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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51 . 6% ———
刚刚发布的今年 2 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比上月上升 0 . 3 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依然深陷泥潭
时，释放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强烈信号。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儿

女正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全力进发，东方巨龙正向世
界舞台中央越走越近。

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全国两会，必将发出奋进中国的
最强音，向世界传递更多的信心、希望、力量。

奋进中国传递信心，迈向世界舞台中央

贺兰山下，茫茫荒漠，一座世界级煤制油工厂在这里
悄然崛起。

去年底，神华宁煤煤制油示范项目建成投产，成为世
界上单套投资规模最大、装置最大的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
目。

2 日抵达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神华宁煤集团煤制油
化工研发中心主任罗春桃说：“坚持十几年的技术攻关，
换来一次次自主创新的突破，中国科学家有站上世界科技
顶峰的信心。”

如罗春桃一样，陆续抵京的代表委员们带来了各条战
线的新成绩。他们谈得最多的就是信心。这是中国人的信
心。

两会是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关
注两会？

俄罗斯塔斯社驻北京记者罗曼·巴兰金说：“作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舞台和全球市场的角色越来
越重要，中国制造对外国人来说早已如雷贯耳，中国创造
正在深刻影响世界。”

这是外国人对中国的信心。
信心，源于奋进中国的进步———
年初，一则“中国造出圆珠笔头”的消息在朋友圈刷

屏。实现这项技术突破的太钢集团去年推出 10 余种打破
国外垄断的新产品，实现利润 12 . 9 亿元，为身处寒冬的
钢铁业增添了暖意。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不断降脂增肌、
优化结构，为后续发展筑牢了根基。”全国人大代表、太
钢集团董事长李晓波说。

过去一年，从创新支撑到改革深化，从开放布局到区
域协调，从简政放权到降税清费，从绿色发展到民生改
善，中国经济在默默耕耘中实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交
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

实践是最好的答卷。一改去年的唱衰声调，国际机构
和外国媒体纷纷为中国点赞。摩根士丹利最近发布一份题

为《我们为什么看涨中国》的报告，高度评价中国经济转
型成果，并据此预测中国将在 10 年后迈入高收入国家行
列。

信心，源于奋进中国的贡献———
3 月 1 日，为期 10 天的“闽茶丝路行”经贸活动在

欧洲落幕， 15 家来自福建泉州的茶叶生产商与英国经销
商签署了总金额 4 . 86 亿元的购销合同。茶叶是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如今借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重新飘香欧陆。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城市，泉州正在激活‘一
带一路’基因，做大‘一带一路’朋友圈，构建全新的开
放创新体系。”全国人大代表、泉州市委书记郑新聪说。

“一带一路”正在让中国与沿线国家相联相通，正在
为世界发展注入新动力，也正在为中国倡导并实践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最生动的注脚。

过去一年，当全球治理失序时，中国给出了中国方
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当逆全球化浪潮汹涌时，中国不遗
余力地推进跨区域合作；当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时，中
国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大引擎。

信心永远贵于黄金。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张连起
说：“中国的努力与定力，造就了自己的实力，为世界经
济注入动力。”

奋进中国放飞希望，谱写改革发展新篇章

“辽沈人民都在盼着京沈高铁早点通车呢。”来自辽
宁省北票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刘宏艳说，现在从家到北京，
先坐汽车，再坐火车，至少要六七个小时，高铁开通后只
需要两个小时左右。

今年，近 700 公里长的京沈高铁进入最繁忙的施工
期。“高铁将穿越经济欠发达的辽西北，让这块土地融入
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成为一条精准扶贫的黄金通
道。”刘宏艳说。

2017 年的中国，让人满怀期待。党的十九大即将召
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

2017 年的中国，也面临诸多挑战：产能过剩和需求
结构升级的矛盾仍然突出，一些领域金融风险显现，新旧
动能转换呈现胶着状态。

怎样踏上发展新起点？如何实现发展新跨越？
两会大幕即将开启，代表委员建务实之言，献睿智之

策，积极探寻中国发展的希望之光。
希望，从改革的持续深化而来———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框架基本确

定， 2017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一年。
“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不仅亲自抓、带

头干，还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习近平
总书记对党政主要负责人提出明确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宋丰强心里始终装着“三农”问题。他希望国家加
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农业推行标准化、规模化生
产经营，更好地提升农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让农民务
农能多挣钱，能富起来。”

希望，从转型的加快推进而来———
一年时间，十几次调研，走访上百家企业，最终转化

为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
梅即将提交的一份建议。

“一些制造业企业反映，物流、电力、土地等负担还
较重，融资成本仍然过高，希望采取有效措施为实体经济
转型升级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向晓梅说。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脊梁。向晓梅以专业的利刃深

入剖析问题，提出实体经济实现转型升级要让外力和内力
形成合力，最终实现凤凰涅槃。

希望，从民生的有效改善而来———
“国家提倡垃圾分类这么多年了，但一直难以推广。

希望能够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垃圾分类的实施走上法制
化轨道。”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一公司
技术员巨晓林把关注点聚焦在垃圾分类上。

巨晓林的关注点与中央工作的着力点不谋而合。去年
底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包
括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在内的 6 件“民生小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强调， 6 个问题，都是大
事，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仅用一项项指标来衡量，更
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用群众的满意度评判执政的有效度。

放飞希望，需要把准基调———
2016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为做好今年各项工作
提供了基本遵循。

“中央一直强调稳中求进，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恰恰
反映了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更加全面，宏观调控决策更
加客观，工作思想方法更加成熟。把稳中求进作为治国理
政的重要原则，是中央冷静观察、缜密思考世界发展大势
后作出的重要判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说。

新的一年，中国发展巨轮已经驶出。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只要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善宏观调控，加强政策协调配合，
中国号巨轮一定会行稳致远。

奋进中国汇聚力量，向着全面小康进发

太行山边的河南省辉县裴寨社区，三面环沟，一面靠
山，曾是有名的贫困村。 11 年前，裴春亮当选村委会主
任，带着村民修水库、建大棚、发展红色旅游，一步步走
上致富路。

如今，已是全国人大代表、裴寨社区党支部书记的裴
春亮依然有着浓浓的扶贫情怀，每年人代会上都会提交相
关建议，今年的建议来自于他对旅游扶贫的实践和思考。

“脱贫攻坚强调量力而行、保证质量，需要稳步推
进。但只要认准了方向，就要狠下功夫、下狠功夫，不能
在小康道路上让任何人掉队。说到底，脱贫是干出来
的。”

实干是对信心的有力托举。以人心之势引领，以真抓
实干保障，亿万人民就能走好全面小康路上的“关键一
程”。

今年的全国两会，将是对全党全国团结一心做好全年
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的一次总动员。

两会是汇聚众智、回应关切的平台———
营改增是财税体制改革重头戏，广受代表委员关注。

5000 亿元的减税红包是否发放到位，效应又如何？两会
前夕，各地税务部门专门开展了对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的集中走访活动，解答政策疑惑，征求意见建议。

“营改增给企业带来 10 多亿元的减税大礼包。”全
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中央采取一揽
子措施全面推行减税降费，确实力度很大，“我们感受到
了”。

全国人大代表、大学生“村官”王玲娜去年人代会就
加大农村信息化建设提交了建议。“现在是信息时代，信
息获取不够不准，直接影响村民致富。”王玲娜说，农业
部、工信部对她的建议及时给予回复，承诺提升涉农信息
质量，还列出了具体目标。

她告诉记者，已把这份回复带到北京，见到两个部门
的负责人还想问个时间表，让好政策早点发挥作用。

两会是凝聚共识、积蓄力量的平台———
“当前，改革发展的任务越来越紧迫，我们身上的使

命感越来越强。”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感慨地说，“只有充分准备、尽心
履职，才对得起这份荣誉和信任。”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谢子龙先后深入调研 40 余
次，召开座谈会 17 次，发放调查问卷 6 万余份，他提出的
“保障患者获得处方信息基本权利”等多项建议得以落地。

经营企业 20 多年，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湖
南老爹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儒斌对工作和
履职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出身于湘西农村，小时候吃了很多苦，一路打拼
走到现在。天上不会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我
们要以两会为契机，发出最广泛的动员令，号召大家咬定
目标，撸起袖子加油干。”田儒斌说。

希望在春天萌发，信心在春天升腾。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中

国人民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前
行。

(记者赵超、姜琳、张辛欣、高敬、徐扬、康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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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传递奋进中国的信心与希望
写在 2017 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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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会会出出击击

习近平“两会时间”的会内会外

新华社客户端 新华网

梳理近年来习
近平的 “两会时
间”可以看出，习
近平会内的关切和
会外考察调研的内
容联系非常紧密。

““国国家家相相册册””两两会会特特集集··共共商商国国是是

四年间的全国

两会上，习近平有

哪些动人故事、难

忘金句？敬请收看

《共商国是》

数读“十三五”开局年发展新面貌

国家统计局日
前发布 2016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呈现
“十三五”开局之
年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面貌。从经
济增长到结构调
整、从社会保障到
百姓生活，透过数
据，身边的这些亮
点看得见。

两会现场丨直击全国人大代表履职

参加十二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的全国人大代
表齐聚北京 ，肩
负着人民群众的
热切期待 ，他们
将如何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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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音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中华儿女正向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全力进发，东方巨龙正

向世界舞台中央越走越近。

今年的全国两会，将是对全党全

国团结一心做好全年工作、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的一次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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