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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
——获得感持续提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
策，开启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中国
人民的生活告别了“票证时代”、走过了

“温饱阶段”、迎来了“全面小康”。
食品消费从匮乏到富足——
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

量和蛋类消费量比 1956 年增长 2.9
倍、2.2倍；人均奶类消费量比1985年
增长6.5倍。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
量和蛋类消费量分别比 1954 年增长
5.2倍、9.5倍；人均奶类消费量比1983
年增长8.9倍。

衣着从穿暖到穿美——
服装的品牌化、时尚化和个性化

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衣着消费支出
大幅增长。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衣
着消费比1956年增长53.6倍；农村居
民人均衣着消费比1954年增长82倍。

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居民家庭

拥有的耐用消费品非常有限。如今，
不仅彩色电视机、冰箱在城乡居民家
庭普及，移动电话、计算机、汽车也走
向寻常百姓家。2018年，城镇居民平
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243.1部、计算
机 73.1 台、汽车 41 辆；农村居民平均
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 257 部、计算机
26.9台、汽车22.3辆。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新中国成立前，国家积贫积弱，人

民贫困如洗。上世纪50至70年代，城乡
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农村贫困问题始
终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扶贫力度进一步加大，精准脱
贫政策陆续出台。2018年末我国农村
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农村贫困
发生率下降至1.7%。我国农村从普遍
贫困走向整体消灭绝对贫困，成为首个
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摸得着
——幸福感不断增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化事业
发展落后，影院等严重不足。改革开
放以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体系
逐步建立，文化事业实现快速发展。
2018年末，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达到99.3%；全年电影总票房超600亿
元，比1991年增长超25倍。

旅游业又被称为“幸福产业”，是
生活从温饱到日渐富足，消费升级的
重要表现。如今，生态游、红色游、亲
子游等日趋火爆，人们的精神生活日
益充实。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人均出游已达 4 次，国内旅游
人数超55亿人次，是1994年的11倍；
国内旅游收入超5万亿元，是1994年
的50倍。

今天，出行更加便利，让“说走就
走的旅行”不再遥远；环境更加优美，
让“处处是风景”成为现实。

2018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
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倍。铁路
路网纵横延伸，“八纵八横”高铁网建
成运营。航线网络覆盖率大幅提高，
航空运输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空气质量逐年提高。2018年，全
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比 2015 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
重污染及以上天数比例比 2015 年降
低1 个百分点，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占

比较2015年提高14.2个百分点。

靠得住
——安全感逐步筑牢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水平
低下，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
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经过70年不
懈奋斗，到了 2018 年，九年义务教育
巩固率达 94.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达48.1%。

社会保障不断加强。新中国成立
初期，我国社会保障尚属空白。2018
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 9
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 亿人，基
本实现全民医保。

医疗卫生服务长足进步。2018
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99.7万
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840万张，覆盖
城乡居民的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城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措施
的出台，推动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的目标取得长足进展。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在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坐标中，始
终不变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不断延展的是为人民创造美好生
活的奋进足迹。

记者 齐中熙 魏玉坤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人民至上的生动实践
——共和国民生发展成就巡礼

核心
提示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70年来，中国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衣着从穿得暖和到穿出品位，饮食从吃饱肚子到
吃出健康，居住从瓦片遮头到住得安心，出行从徒步

跋涉到日行千里……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不断增强人
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上接第一版）

腾笼换鸟
结构由“重”到“优”

看着已是鞍钢集团博物馆一部分
的“1 号高炉”，退休职工宋国强的思
绪一下子回到了那段火红岁月。“一
五”期间，新中国156个重大项目中24
个布局在辽宁，全国17%的原煤、27%
的发电、60%的钢材都产自这里。而
这60%中，就凝结着“宋国强”们的智
慧和汗水。

作为新中国工业摇篮，辽宁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重”是当时工业
结构的首要特点，也是时代赋予辽宁
的使命。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辽沈大地，
辽宁工业经济逐步完成了由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逐渐卸下肩头之

“重”，转身向“轻”、向“新”。党的十八
大以来，辽宁驶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坚
持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着力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向着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特色化的道路不断迈进。

改，从壮士断腕开始。
至今，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

杨全治也忘不了 2016 年年初的日
子。那时钢铁、化工等低端产能沉痼
过重，企业面临危机。

“不当全能选手，只做单打冠军。”
沈化决心走新路。

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车间被
砍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年产
20 万吨 PVC 糊树脂项目拔地而起。
拧了半辈子阀门的杨全治，啃下了
DCS操作系统这块硬骨头，成为新沈

化的乙炔工段长。
辽宁工业，正是由千万个“沈化”

聚合而来，在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
效益提升转变的过程中，老工业基地
奏响了“加”与“减”的变奏。

减的是羁绊。近年来，果断关
闭年产 9 万吨以下煤矿 229 处，化解
钢铁产能 602 万吨、煤炭产能 2772
万吨，淘汰落后水泥产能 54 万吨，提
前完成“十三五”钢铁、煤炭去产能
目标。

加的是动能。今年上半年，全省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27.3%，在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中，航空、
航 天 器 及 设 备 制 造 业 投 资 增 长
71.5%，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
增长19.8%。

大树参天需新枝，而老工业基地
的新枝又何止一两根。

向“轻”而动。辽宁轻工业总产值
从1949年的2.67亿元，增长至2018年
的3494.4亿元。

在 2019 年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中
小企业博览会上，“久违”的康齿灵拓
宽产品种类，其婴幼儿护肤品凭借
强大功能，一出场就征服了众多意向
客户。

向“新”而行。沈阳无距科技有限
公司刚刚成立 3 年已是业内头羊，在
单旋翼大容量无人机领域处于垄断地
位，产品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如今，我
省中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IC
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均处于国内领先位置。

坚守并非固守。70年，老工业基
地新旧动能有序转换，产业发展万紫
千红，工业森林春色满园。

创新为擎
产业从“低”向“高”

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国徽闪闪发
光，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枚国徽便产
自沈阳机床集团前身——沈阳第一机
床厂。

半个多世纪以来，创新一直是辽
宁工业的基因与底色。

在中国工业博物馆的橱窗里，一
本上世纪 50 年代工人学习笔记上的
工法清晰可见。

“‘孟泰工作法’‘金福长刀法’等
在全国推广的新技术都是大家一起

‘学’出来的。”讲解员介绍。
这股“钻”劲儿，几十年一直未减。
2019 年 3 月 6 日 16 点 30 分。“成

了，0.1毫米！”现场的欢呼声甚至盖过
了机器的轰鸣声。本钢不锈钢公司首
次试轧成功0.1毫米厚的宽幅SUS304
钢种。在钢铁行业，这个数字是技术
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标志。公司总经
理徐利民说：“我们不再与对手拼价
格，而是比品质、服务和效率。”

辽宁是工业大省，但不少产品仍
处在价值链中低端。近年来，我省不
断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
深化产学研合作，以企业为主体的创
新体系不断加强，产品逐渐向中高端
迈进。

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辽宁省燃
气轮机创新中心等研发能力强的创新
基地纷纷落户。企业研发机构逐年增
加，目前全省共有40户国家级、788户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一批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核心技术开发成功，填补了

国内空白。辽宁舰、自主知识产权燃
气轮机、全身扫描 CT 机、30 万吨油
轮、68 吨自卸货车……一批批新的

“第一”成为辽宁工业的标签。
创新竞争下的资源重新配置带

动了整个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技术突破的同时新模式也在不
断催生。

研发—制造—服务，勾连成制造
业的“微笑曲线”，做强两端，辽宁工业

“笑”得更加自信。
走进大连冰山监测中心，工程师

正戴着 AR 眼镜运用 5G 通信技术实
时为前方的操作员提供技术支持。从
只卖机器的“一锤子买卖”，到这个“冰
库”归我们“管”了，卖服务让这座冰山
很火热。

从价值曲线看，服务所创价值约
占2／3处于高端，生产加工仅占1／3
位于低端。高质量发展，必须两手
都硬。

今年上半年，沈阳鼓风机集团有
限公司的订货额达 373188 万元，同
比增长 27.6%，创 5 年来最高水平。
其 中 ，服 务 型 制 造 收 入 同 比 增 加
51%，融资租赁、联合运营、打造云
平台等运营模式，让老企业焕发了
新生机。

创新为核，服务为翼，“辽字号”质
量更高，市场更广。2018年，在41个
工业行业中，有29个行业增加值比上
年增长，增长面达 70.7%。重点跟踪
的68种主要工业产品中，34种产品产
量比上年增长，增长面达50%。

辽宁工业，“颜值”更高、“气质”更
好、“体格”更壮，正拉动“振兴列车”隆
隆前行。

工业长子 浴火重生

9月2日，广西南宁市滨湖路小学学生在开学典礼上表演节目。当日，广西南宁市滨湖路小学举行丰富多彩的开
学活动，让孩子们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快乐迎接新学期 据新华社杭州 9 月 2 日电
（记者张泉）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
申长雨 2 日在杭州举行的第十届
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表示，我国将
继续坚定不移实施严格的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持续营造良好的创新
环境和营商环境。

申长雨表示，我国将实施更加
严格的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加大对商标恶意注册和囤积行为

的打击力度；同时，加快推进专利
法的修改，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
度和药品专利保护期补偿制度，延
长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更好地保
护专利权。

“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不仅是我们履行国际义务的需
要，更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自身
发展的需要，是中国政府一以贯之
的原则立场和既定方针。”申长雨说。

我国将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9月2日，“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首次铁路箱下海出境专列整装待
发。当日上午10时30分，“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首次铁路箱下海出境专
列在重庆团结村车站顺利发车。该班列23个柜子货物全部使用铁路集
装箱装运，主要货物品类有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等，到达钦州港后再出
口至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新华社记者 唐 奕 摄

“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
首次铁路箱下海出境专列发车

据新华社广州 9 月 2 日电
（记者李雄鹰） 彭加木，原名彭家
睦，1925 年出生在广东省番禺县
（现广州市白云区）。七岁上私塾
读书，1942年春高中毕业。1949
年5月参加工作，先后在中国科学
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综合科考委员
会任助理员、助理研究员。1953
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
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彭加木主
动放弃去莫斯科学习的机会，请求
赴新疆考察：“我志愿到边疆去，这
是夙愿。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
体格坚强。面对困难，我能挺起身
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我
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
气！”请愿书中，他把自己的名字

“家睦”改为“加木”。他说，他要跳
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
加木”。

在此后 20 多年中，彭加木先
后15次到新疆科考，3次进入新疆
南部无人区罗布泊。

1964 年和 1979 年，彭加木两
次到罗布泊外围做科学考察，发现
了大量的钾盐、稀有金属和重水等
贵重资源，填补了一些重大科研领
域空白，纠正了国外探险者对罗布
泊的一些错误认识，实现了“为祖
国和人民夺回对罗布泊发言权”的
愿望。

1980年5月，彭加木担任罗布
泊科考队队长，开始了他的第三次
罗布泊科考。

6月5日，科考队实现了一个壮
举：中国人自己组队第一次穿越罗
布泊核心地带，打破了“无人敢与魔
鬼之湖挑战”的神话。6月11日，已
经完成任务的科考队休整后，准备
沿古丝绸之路南线再次横贯罗布泊
地区。队伍预计返回罗布泊的行程
大约为800公里，顶多需要7天时
间，因此只携带了7天的水、油等补
给。但是途中，队伍遭遇了骇人听
闻的沙尘暴和数次陷车，3天才行进
了150公里，保存的水也开始变色
发臭。大家决定向最近的解放军部
队基地求救。当时，求援送水需要
花费六七千元资金，这是一笔庞大
的数目，彭加木觉得飞机运水价格
太昂贵，如果能给国家节约就节约，
决心继续寻找水源。

6月17日中午，驾驶员王万轩
打开汽车车门时，发现了一张用铅
笔写的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彭。
6月17日，十点三十分。”直到下午，
彭加木还没有踪影。次日凌晨，科考
队报告：6月17日上午，彭加木只身
外出找水，不幸失踪！随后展开的4
次大规模地毯式搜救均无结果。

彭加木为我国科考事业献出
了自己的生命，化成了罗布泊永远
的丰碑。

彭加木：罗布泊永远的丰碑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中国峥嵘岁月

编者按：七十年峥嵘岁月，
七十年铸就辉煌。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从今
天起，新华社与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联合推出专栏《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新中国峥嵘
岁月》，以图文等报道形式，回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走
过的 70 年非凡历程，重温一个
个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重要时
刻，呈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昭示
中华民族阔步迈向伟大复兴的
光明前景。今天推出第一篇《新
中国诞生》。

1949 年 9 月 30 日，刚刚闭幕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郑
重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
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的历
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隆重举行。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
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

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
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
成立了。”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第
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
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
奋斗的28年历程。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了
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举行阅
兵式。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
阅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迈
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东向西行
进，分列通过天安门前。刚刚组
建的人民空军的 14 架战斗机、轰
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
空掠过。

阅兵式持续近3个小时，结束
时天色已晚，长安街上华灯齐放，
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的游行队伍
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
的新中国诞生。

当天，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中
城市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10月1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庆日。

新中国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以
来我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性事件，是
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要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
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新中国诞生

据新华社香港9月2日电 香港
警方2日表示，修例风波以来，香港警
方共拘捕1117人。过去3日，警方共
拘捕 159 人，包括 132 男、27 女，年龄
介乎13至58岁，涉嫌非法集结、藏有
攻击性武器、袭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
职务等罪行。

香港警方在2日举行的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8月31日，暴力分子肆意堵
塞香港多条主要干道，造成多区交通
瘫痪。更有暴徒在全港多区纵火，破
坏公共民生设施，投掷至少近百枚汽
油弹。入夜后，警方又在港铁太子站
检获汽油弹。警方指出，纵火罪是非
常严重的罪行，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警方指出，香港正经历一场骑劫
公义的社会浩劫，肆意的堵路、纵火、
破坏公共设施、投掷汽油弹等暴行绝
对不被任何文明社会所接受，失控的
暴行不单破坏香港法治，更会将香港
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有人都会是
暴行的受害者。

警方呼吁，市民向暴力说“不”，合
理化或者容忍这些暴力行为，就会变
成认同暴力、鼓励暴力，暴徒毫无底线
的暴力示威只会牺牲香港的安定繁
荣，绑架所有人作为其牺牲品。警方
会继续连同其他执法部门，恪尽职守，
让香港重回正轨。

香港警方：
修例风波以来
共拘捕111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