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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编辑的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论述摘编》 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们
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我国对外工作砥
砺前行、波澜壮阔，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
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
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坚持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
类进步这条主线，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述摘编》共分10个专题：坚持以维护党
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
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
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
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
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
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
风范。书中收入 504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总书记
2012年12月至2019年11月期间的讲话、谈话、报
告、演讲、文章、贺信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
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一方面，美国驻伊拉克大使
馆遭到攻击，伊朗名将在巴格达
遭空袭致死，美国制造业 PMI 指
数连续五个月处于荣枯分水岭 50
下方……另一方面，特斯拉对中
国市场充满信心，在上海设立的

“超级工厂”从奠基到量产只用了
一年，而且产能还在大幅提升。

在这个以经济政治军事动荡
开场、同时局部充满积极信号的
2020 年 ， 国 际 投 资 者 该 如 何 选
择？对他们来说，有几笔账不能
不算，也不难算清——

首先，政治稳定是任何社会
营商环境的首要要素。笔者近日
走访调研了一些外企高管，他们
均对中国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能
力持有充分信心。对比纽约、华
盛顿等美国腹心城市近日刚刚发
表的安全警告，理性冷静的投资
者更能深切感受到中国稳定社会
环境的可贵与不可替代。

其次，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
的现实世界里，完全消除潜在风
险是不可能的，人们更看重的是
政府应对风险的能力。身在中国
的外企经营者，从去年全年中国
政府的施政举措中可以看出，中

国决策层去年年初、甚至更早就
充分意识到了复杂国际环境下的
动荡风险，并为此早早作出了部
署安排，力求防患未然。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就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改革开
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
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甚 至 会 遇 到 难 以 想 象 的 惊 涛 骇
浪。2019 年 1 月 21 日，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在中央

党校开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
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
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
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事实最有说服力，回顾中国
的国家治理，结合个人在日常工
作生活中感受到的政府管理、应
急工作具体细节，对比西方一些
发达国家政府应对风险危机的表
现，不难看出中国决策层的前瞻
水准，看出中国体制应对各式各
样风险挑战的执行能力。

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
企业经营者个人，最重要的追求
是发展机会，而中国这个大市场

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统计，按
市场汇率计算的名义GDP排行，中
美两国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仅有的
两个10万亿美元经济体，第三经济
大国日本 2018 年经济体量也只相
当于中国的37%，德、英、法、印、意、
巴西、加拿大经济体量分别相当于
中国的 30%、21.1%、20.7%、20.3%、
16%、14%、13%。

从未来发展看，中国经济的前
途也将更加远大。出台外商投资
法、发布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继续降低进口关税……中国一
直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开放的大
门只会越开越大，一个坚定开放的
中国也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红利。

在全球市场上，选择中国，与
之共同成长，无论是对于企业，还
是对于企业经营者个人，相信历史
都将证明这是一个正确选择。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
员）

成都市泡桐树街区游人如织，是闻名
遐迩的“网红”街区。你或许想不到，这里曾
是一条让人头疼的“问题”街道。

“我们这儿酒吧多，晚上经常有人喝醉
了高声喧哗。商户楼上就是住户，大家觉得
很吵！”老住户肖代军说，以前街边商铺经
常乱扔垃圾，街道上臭哄哄的。很多餐饮商
铺，倾倒的餐厨垃圾搞得下水道老堵，“有
时候，泔水甚至溢出下水道，别提有多脏！”

最让住户们心烦的，是楼下餐馆的
油烟。

每天一到饭点儿，整条街餐馆“火力全
开”。油烟、烧烤味就包围了居民区，楼上住
户可就遭罪了：衣服不敢晒、门窗不敢开，
即便“严防死守”，油烟也会钻进家里来。许
多住户家的老人小孩，还因此出现身体不
适。

有居民不满，到店铺前与商户理论，商
户不依，矛盾愈演愈烈。小到楼上居民向下

泼脏水、扔酒瓶，大到居民与商家发生冲
突、打架斗殴，经常要闹到报警。

张纳新是成都市青羊区少城街道黄瓦
街派出所民警，泡桐树街是他负责的片区。
回忆起之前情景，他也很无奈。“每次来了，
只能居中协调。”张纳新说，“最多的时候，
一天接警十几次。”

2018年4月，泡桐树街开展旧街改造，
道路平整了，绿化丰富了，底商店面也更具
特色。居民们却仍然高兴不起来。“是比以
前漂亮多了，但是来的人也更多了。”大
量客流让原本就存在的油烟、噪音问题变
得更加突出。

商家要赚钱，希望客人越多越好；居
民想生活，需要安静整洁的环境。二者矛
盾似乎不可调和，怎么办？

张纳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些事
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既关系着网红街
区的正常发展，更关系周边住户切身利
益。街区矛盾处理，只有倾听各方诉求，
解决起来才能高效。

于是，黄瓦街派出所联合宽窄巷子社
区、城管、环境、卫生等部门，一起来到
泡桐树街区走访调查。“不如成立个商居
联盟，让商户居民有个议事协调平台，有

事儿也可以直接找相关部门解决。”在听
取商家和居民意见后，有人提出这样的建
议。

“这个主意好！”孙天莉在泡桐树开了
十几年餐馆，是泡桐树街的“原住民”，
她率先表示支持。肖代军等居民一听，也
觉得是个好办法。于是，这年 10 月，商
居联盟在泡桐树街道成立了。

作为老商户，孙天莉当选了商居联盟
会长。热心肠的她被大家叫作“孙二
姐”。在孙二姐领导下，过去互不相识、
一盘散沙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与商户矛
盾重重的住户们也来了。

大家订立了商居联盟街区公约，就卫
生干净、和睦经营等方面约定了条款，参
与的商户超过 60 户。孙二姐又带领大家
成立巡逻队，由商户和居民共同组成，轮
流巡逻，一旦发现油烟扰民、垃圾堆放等
问题，立马提醒相关商户。这下，遇到商
住矛盾，有人管了。

油烟问题是个陈年痼疾。商居联盟
成立后，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孙天莉回
忆，有一次一位住户怒气冲冲下来，向
一家商户表达不满。但商户觉得，我做
我的饭，关你什么事？双方争执不下，

派出所老张终于被请了来，孙二姐也来
到了现场，大家一起想想辙。

“和气生财。大家和气，店里的生意
也会更好。油烟确实对楼上住户有影响，
为了商住和谐我们还得换个个儿。”孙二
姐既是老商户，也是老住户，她这么一
说，大家觉得有道理。

但 商 家 的 生 意 也 不 能 不 做 ， 该 怎
么办？一来二去，二姐有了主意：“我
们商户每年拿出钱，给油烟机安装净
化头，减少排放！”住户们叫好，商户
们也觉得可以接受，在场的街道社区
工作人员非常支持。

社区帮着协调油烟机公司，商户们拿
出了3万多元，很快泡桐街餐馆的排烟管
道上都添加了滤网和净化头。见到记者，
肖代军高兴地说，现在油烟问题彻底解决
了！

“现在居民有什么问题，随时在群里
和商家对话，解决不了再转交相关部门处
理。”张纳新说，泡桐树的警情也大大下
降，“有了商居联盟，我们泡桐树街区越
来越和谐了！”

（提供线索联系邮箱：minshengxiaoshi@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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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陈炜伟） 记者从5日召开的
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获悉，从2019年年度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开
始，中国将正式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

据了解，自1985年中国建立生产总值核算制度以来，一直
采取分级核算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分级核算制度的弊端逐渐
暴露，突出表现在地区与全国数据不衔接，地区生产总值汇总
数长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据了解，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是统计改革的突破口和标
志性成果。改革后，地区生产总值将由各省区市统计局负责核
算改革为国家统计局统一组织、领导和实施，各省区市统计局
共同参与核算。改革后，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将由国家统计局
统一部署公布或授权各地区统计局公布本地区数据。

泡桐树街区越来越和谐了
本报记者 王永战

▲ 成都市泡桐树街区，商居联盟成员聚在一起商量油烟扰民等问题。 商居联盟供图
◀ 成都市泡桐树街区，商户在清洗油烟机。 商居联盟供图

选择中国，外企选对了
■ 梅新育

中国将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中国将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
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全文见海外网：http://
news.haiwainet.cn/n/2020/
0105/c3541083-31694252.
html

冬季，大批黑颈鹤来到西藏拉萨市达孜区和林周县栖息、
觅食。天地间鹤舞翩翩，赏心悦目。图为林周县卡孜水库边的
黑颈鹤。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鹤鹤舞舞拉萨拉萨

（扫码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