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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超总值超3131万亿元万亿元

1 月 14 日 ， 中 国 外 贸 交 出 了
2019 年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31.54万亿元人民币，比2018年增
长 3.4%，呈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提
质的态势。其中，31.54万亿元这一
外贸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中国有望
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
地位。

纵观世界形势，过去一年中国外
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世
贸组织将 2019 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
预期，大幅下调至近 10 年来最低水
平；“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指出，各国
2019年前 10个月推出的促进贸易和
投资政策措施出现 7年来最大降幅；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警告称，持续的
贸易紧张局势是影响世界经济的主
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外贸逆
势增长、再创新高，难能可贵的成绩

让更多国家分享到了中国发展红利。
这样的红利，为陷入困境的世界

经济创造了新需求。去年 11月份，有
两件事让人印象深刻：11 月 5 日-10
日，中国成功举办了第二届进博会，
181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按
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
比首届增长 23%；“双 11”期间，全球
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多个进
口品牌参与了这场购物盛宴，当天下
午5时23分，海关一秒钟放行了1598
单货物，比去年增长约60%。

放 眼 全 年 ， 扩 大 进 口 说 到 做
到，内需潜力加快释放。2019 年，
中国进口总额14.31万亿元，创下历
史新高。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宣
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是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
远考量。

这样的红利，给更多新市场带
去高品质选择。2019 年，中国出口
规模也创出历史新纪录，达到 17.23
万亿元，增长5%。这其中，不仅有
对欧盟、东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稳定
增长的表现，更有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等新
兴经济市场出口的强势增长。

与之相呼应的是，不少附加值
高的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如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太阳能
电池等出口增速均超过 25%。自主
品牌商品出口达到2.9万亿元，增长
12%，占出口总值近17%，比2018年
提升了1.1个百分点。

这样的红利，在未来还将有更持
续的释放。近两年，中国出台了规模
空前的减税降费政策。今年开年，中
国再对 850 余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

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规模超过去
年，更多全球优质商品将有机会进入
中国市场。在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和
信息系统机构顾问巴塔查吉看来，中
国扩大对外开放不是一句空话，下调
进口商品关税体现中国践行承诺、言
出必行的大国担当。

不仅仅是减税降费，进一步优
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跨境贸易便
利化水平、民营企业发展为最大外
贸主体、完备的工业体系、不断提
升的创新能力、未来全球最大的国
内市场……这些都将推动中国外贸
巨大潜力加快释放，为世界经济注
入稳定的正能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与世
界共享发展红利的担当不会变，中
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外贸新高背后的中国红利
■ 邱海峰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为基层松绑减负 促干部担当作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基层减

负年”工作综述

为基层松绑减负 促干部担当作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基层减

负年”工作综述

本报仰光 1月 14 日电 （记者林芮） 在国家主席
习近平即将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喜欢的
典故》 系列节目缅文版 14日在缅甸仰光举行上线仪式，
当天开始在缅甸知名商业电视台天网电视台播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系列节目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出品，节目精心选取了习近平主席在讲话、文章和谈
话中引用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名言名句和历史故事，生
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
从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的理念。此前这部作品已被译成
英语、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印地语、尼泊尔语
等多种语言发布，获得广泛关注和热评。

为帮助缅甸受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在上线
仪式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缅甸天网电视台还特别邀
请缅甸文化学者，制作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特别节
目，探讨习近平主席引用的中国典故对缅甸、特别是对
缅甸年轻人的启迪。

上线仪式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译的 《习近平
喜欢的典故》缅文版图书也举行了首发式。

缅甸天网电视台频道总监登丹乌说，《习近平喜欢
的典故》系列节目制作精良，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喜爱
的诗词和典故，为缅甸观众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领导人
的风采提供了新的角度。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系列节目缅文版在缅甸电视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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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记者杨维汉、
王琦）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庚子鼠年春节即
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
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佳节。习近平
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
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
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常务副主
席陈晓光、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常

务副主席刘新成、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
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
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吕建、刘恒等应邀出席。应邀出席的
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何厚铧、梁振英，
已退出领导岗位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
联原主席、第一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

吕建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
无党派人士致辞。他表示，2019 年，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
胸怀掌舵领航，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稳健
前行，带领国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020 年，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将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中国复兴
号巨轮扬帆远航加油助力。

在听取吕建致辞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
话。他强调，2019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
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
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大
家一起团结奋斗、一起攻坚克难，有付出也有
收获，有艰辛也有快乐。一年来，中共中央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
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新的重大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更
为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指出，2019 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 70 周年。
一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自觉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团结一心、锐意进取，在凝心聚力、服务大
局上展现了新的作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扎实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
题教育，回顾多党合作初心，弘扬优良传统；围
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问
题深入考察调研，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中共中
央科学决策和有效施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各民

主党派中央深入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加大
定点监测、驻村调研力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工商联持续开展“光彩
行”活动，踊跃投身“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
动。无党派人士积极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建言
献策。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家的辛勤工
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希望大家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扣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做好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作出新
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新型政党制度，在凝聚共识、优化决策、协调关
系、维护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希望大家
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定
信心和决心，引导广大成员和各自所联系群众，
增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习近平指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需要凝聚起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
量。希望大家围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任务，调查研究察实情，实事求是建诤
言，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持之以恒加强
自身建设，民主党派也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
希望各民主党派努力成为政治坚定、组织坚
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参政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全国工商联要加快推进工
商联各项改革，更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
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加强
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做好思想引导和
政治引领工作，为他们发挥作用搭建舞台、
提供条件。

丁薛祥、尤权，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

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汪洋韩正出席

1月14日，习近平、汪洋、韩正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党外人士欢聚一堂，共迎佳节。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需要凝聚起包括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在内的全体
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
量。希望大家围绕中
共中央决策部署，立足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形势，紧扣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调
查研究察实情，实事求
是建诤言，做中国共产
党的好参谋、好帮手、
好同事。

习近平要论

2019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也是党中
央确定的“基层减负年”。

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打一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攻
坚战的坚定决心，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狠抓作风建设，深入推
进部署“基层减负年”工作，为基层松绑减负、促干部担当作为，凝聚起全党上
下砥砺奋进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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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晔华 边纪红制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