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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芳、余晓洁、鹿永建

“你最想把中国的什么带回国？”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

期间，一项针对 20 国青年的调查显示，高
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成为这些在
华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

“新四大发明”不仅改变中国，而且深刻
影响着地球村时尚，吸引着五大洲目光。

古老中国创造的指南针、造纸、火药、印
刷术四大发明曾经改写世界历史。如今的“新
四大发明”正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也为解决
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中国走向世界，“新四大发

明”为全球瞩目

“新四大发明”中，高铁与网购并非始
于中国，但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创造，矗
立起“新发明”的世界高峰，并将其打造成
闪亮的“中国名片”。

中国高铁——— 通车里程全球第一，并走
向世界。

高铁技术起源于日欧，如今中国却一马
当先。穿越塞北风区，翻过岭南山川，从重要
城市之间的单线，到“八纵八横”蓝图徐徐展
开。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轨道交通开
始由中国高铁领跑。高铁不仅成为很多人出
行的首选，同时也有力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从追赶到引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标
准，中国高铁走过了高效而辉煌的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之路。

“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研制过
程中大量采用中国国家标准，在 254 项重要
标准中，中国标准占 84% 。”中国铁路总
公司总经理陆东福说。

截至去年底，中国累计投入运行的高铁
动车组达到 2 5 9 5 组，超过全球总量的
60% ，通车高铁里程长达 2 万多公里。预
计到 2030 年将超过 4 . 5 万公里，比绕地球
赤道一周还要长。

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从莫斯科到喀
山，从匈牙利到塞尔维亚……本土之外，中
国高铁加速走向世界。

网购———“动动指尖”，商店饭店搬回家。
1969 年，美国启用了国防部建设的军

用“阿帕网”。 25 年后，一条 64K 的国
际专线从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中心连入
Internet ，中国互联网蹒跚起步。

一根网线改变中国。随着移动互联时
代的到来，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网络

零售市场，网民超过 7 亿。
“ 6·18 ”、双“ 11 ”、春节、五

一、国庆……国民网上购物的狂欢日越来
越多。数据显示，今年“ 6·18 ”开场仅
7 分钟，天猫国际成交破亿元；京东商城
15 个小时累计下单金额超千亿元。
中国网购为世界经济输出“互联网商

机”。从中国本土到越南、泰国等亚洲邻
国，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巴
西……“剁手党”全球网购嗨翻天。

支付宝——— 二维码取代卖菜大妈的零
钱筐。

鲜有人想过，有一天中国人可以玩一
种“魔法”，跨越物物交换，取代各种货
币，轻松“扫一扫”交易即完成。

“魔法”无边，支付宝的应用迅速扩散
开来。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移动支付活
跃账户和日均支付交易笔数均超过 6 亿。

腾讯和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智慧生活
指数报告显示， 84% 的被访者表示“不
带钱、只带手机出门”可以“很淡定”。
今年 8 月的支付宝无现金日，将有 1000
万线下商户参与。

共享单车——— 绿色出行“说走就走”。
2017 年 6 月，摩拜完成 6 亿美元新一

轮融资；7 月初，ofo 也宣布完成 7 亿美元
新一轮融资。短短两年时间，多彩的共享单
车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街小巷。目前摩拜
单车在全球运营超过 500 万辆，日订单量
最高超过 2500 万辆，注册用户超过 1 亿。

自行车生产企业，一度是被边缘化的
传统行业，却随着中国共享单车的出海，一
跃成为朝阳产业。今年 ofo 与凤凰合作的
海外共享单车产能将达到 100 万辆。

“席卷”中国大江南北之后，共享单
车的身影出现在了“英国单车之都”剑
桥。街头看到一片片共享单车，那是从中
国飘来的橘红色云彩。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飞速
发展的共享单车是中国引领世界创新的一
个例子。

从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到分享知
识、技能、劳务……“分享经济”的概念
发端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如今在中
国土地上迅速生长，并带来生活方式的巨
变。 （下转 2 版）

“新四大发明”：标注中国，启示世界

新华社广州电(记者陈宇轩、胡林果、
孟盈如)广东省 2017 年上半年民间投资继续
保持较高增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成
为当前广东民间投资的三大去向。过去五年
间，广东民间投资增速始终稳定在 10% 以
上。“稳”字当头的背后，一条创新驱动、
内涵增长的发展道路已初步成型。

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广

东民间投资三大去向

2017 年上半年，广东民间投资 9664 亿
元，同比增长 13 . 4% ，比全国增速高 6 . 2
个百分点。

技术改造占“大头”，已成为企业提升
效能的“标配”。官方数据显示， 2017 年
1-6 月，广东民间工业技改投资 1366 亿

元，同比增长 36 . 7% ，高于去年同期 4 个
百分点。

2017 年 2 月，模具制造企业星联精密
搬进了投资 3 . 5 亿元建设的新工厂，智能
化设备组成了更高效的生产线。“从材料进
入到产品产出，都由设备自动完成。单个设
备整合，提升了柔性化生产水平。”星联精
密总经理姜晓平说。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为新产品研

发“买单”。目前，生鲜食品加工企业广
东侨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开发自动化仓
储物流、农业装备等新产品，研发投入占
销售收入的 5% 以上。高端光学镜头制造
企业联合光电，研发经费占总营收的
8% 。星联精密每年在模具研发方面的投
入超过 1200 万元……广东省经信委一项
针对 221 家民营骨干企业的调查发现，
86 . 6% 的企业有研发投入。

高端制造业等新业态也是民间资本的
重要去向。比亚迪投资 50 亿元开发轨道
交通新业态——— 云轨，已与银川、汕头、
蚌埠等城市达成了多项投资意向。

广东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7 上半年，广东民间投资对整体投资
的贡献率为 57 . 2% ，而且民间投资结构
也不断优化。采矿业、住宿餐饮业、批发
零售业的投资出现负增长，而民间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8 . 8% ，高于民间
制造业投资增速 10 个百分点。

经济回暖激发民营企业活力

上半年的多项经济指标表明，广东实
体经济明显回暖，民营企业对宏观经济走
势更有信心。 （下转 2 版）

连续五年民间投资增速始终稳定在 10% 以上

广东民间投资是如何守“稳”的

新华社内蒙古乌兰浩特 8 月 11 日电
(记者杨维汉、荣启涵)带着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各族人
民的真挚祝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 11
日率中央代表团一分团，在兴安盟看望慰
问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庆祝内蒙古自治区
成立 70周年。

11 日上午，俞正声一行来到乌兰浩
特罕山生态修复示范区，考察生态修复治
理与棚户区改造推进情况。他指出，良好
生态环境是兴安盟的潜力和优势，要坚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绿色兴
盟惠民的发展道路。

在乌兰浩特市绿色有机水稻种植示范
园区，俞正声走进田间地头与水稻种植户
亲切交谈。他指出，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
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不断提升兴安盟绿
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在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嘎查，俞正声
详细了解全村基层党建和民族团结工作以

及开展脱贫攻坚情况，他祝愿大家日子越
过越好。随后，俞正声来到蒙古族村民包颜
军家，仔细询问全家生产、工作和生活情
况，鼓励他科学种植经营，稳步提升收入。

近午时分，俞正声走进兴安盟光荣
院，亲切看望生活在这里的老同志，与他
们促膝谈心。看到老人们在这里生活舒
适，俞正声十分高兴，祝愿他们健康长
寿，并叮嘱工作人员要进一步落实好国家
优抚政策，把老人们的生活照顾好、身体
照料好，让他们安享晚年。

位于乌兰浩特的“五一”会址，是我国
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 内蒙古
自治政府的诞生地。11 日下午，俞正声来
到这里，认真观看展出的图片、实物和纪实
录像，仔细听取情况介绍。他说，今天和大
家一起重温革命历史，共同缅怀老一辈革
命家，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俞正声十分关心民族教育，专程前往

乌兰浩特蒙古族小学，了解办学情况，与
师生互动交流。当得知这所历史悠久的民
族小学，至今已培养近 3 万名少数民族人
才时，俞正声深感欣慰。他勉励大家努力
提高办学水平，为加快民族地区发展输送
更多优秀人才。

在兴安盟期间，俞正声亲切会见了当
地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并出席兴安盟
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座谈会。
在认真听取干部群众代表发言后，俞正声
对兴安盟 70 年的发展建设表示肯定。他
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7·26 ”
重要讲话精神，加快脱贫奔小康的步伐，
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让各族群众
都过上好日子，谱写兴安盟更加灿烂辉煌
的明天。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王正伟、张阳和中
央代表团一分团全体成员参加了慰问活
动。

俞正声看望慰问兴安盟各族干部群众

本报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mrdx

这是青岛市区一角（ 8 月 10 日摄）。青岛有
“世界啤酒之城”和“世界帆船之都”的美誉。进入 8
月，青岛迎来旅游旺季。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天空之眼瞰青岛
宁夏艾伊薰衣草生态旅游观光基地将花卉观光

与沙漠体验旅游相结合，在昔日寸草不生的沙漠通
过生态发展的方式淘出“真金”。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沙海”淘“真金”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
起历史检验”。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
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这一
庄严承诺要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
检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
近道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
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精神财富的
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也
是一个执政党得失成败的最终检验者。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
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
愿望，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
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
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
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
成的大事。其根本原因在于党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激发了亿万
群众的创造力。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
听。”决胜全面小康建设，就要坚持群
众路线这一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断
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要坚持人民至
上、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群众为改革
实践的主体，释放蕴藏在历史真正创造
者当中的无限伟力；更要把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
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法官。按照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经得起历史检验”

就是要经得起生产力标准的检验。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迎难而上，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
革，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转变政府职
能、缩小收入差距、打破行政性垄断，
啃下一系列改革“硬骨头”，空前地解
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成就彪炳史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
历史检验，必须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
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突出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
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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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接入

草 原 爱 无 疆

扫描二

维码，观看《国

家相册》第五

十一期。

帐篷里的“新”生活

扫描二维码，走进九寨沟地震灾区

群众帐篷里的“新”生活。

■新媒接入

这是一段超越地域、血缘的传奇。

最困难的时期，草原接纳了三千多名嗷
嗷待哺的内地孤儿。“草原母亲”和
“国家的孩子”，原本相隔千里，自此
生死相依。

新华社记者

8 日夜，四川九寨沟县发生 7 级地震，受灾严重的九寨沟
县 6 万多名居民彻夜未眠、不少群众有家难回，如何保障百姓
基本生活，成为救援被困人员之外最大的任务之一。

这是一次暖人心扉的大援助。帐篷、棉衣、棉被、食品、
设备设施……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人员和物资，通过及时抢通
的“生命通道”不断向灾区最深处汇集，大部分受灾群众有饭
吃、有水喝、有衣穿、有被盖、有临时安全住处。

突发震情 驻地力量就地救灾

“就感觉有人用力地在背后摇我！”在九寨沟景区内的荷
叶寨安置点， 72 岁的龙珠介坐在帐篷口的藤椅上，回忆起当
时的场景。

荷叶寨离震中位置不到 20 公里，其所在的九寨沟景区海
拔在 2000 米至 4000 米之间，闻名中外，但交通不便，山高沟
深，仅有一条道路可通外界，还是盘山公路。

“这么大的地震，盘山公路肯定会中断，外部的救援力量
肯定没这么快。我们村委会和民众 30 多人就自发组织了起
来，分成几路，分别查看塌方、水电路等受灾情况，并把村民
疏散到篮球场等空旷地带。”荷叶寨村民阿旺说。

地震发生当天，九寨沟县漳扎镇许多房屋出现墙体倒塌、
墙面开裂，特别是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居民们大多不敢回
家，滞留空旷地带。高海拔的寒冷夜晚，驻地干部、武警、民
兵等迅速行动，帮助安抚、安置百姓。

“我们是离震中最近的武警力量，当时连自己的营地也来
不及查看，就迅速转向各村寨，帮助受灾民众。”森林四川武
警总队九寨沟支队队员廖海州说，从永竹村开始，队伍顺着
301 省道朝川主寺方向开展搜救，只要遇到受伤人员，就先拉
回驻地安置照顾。 （下转 4 版）

把 温 暖 送 到

每 一 个 村 寨
灾区群众安置纪实

技术改造占“大头”，已成为企业提升效能的“标配”；越来越多的企业

为新产品研发“买单”；高端制造业等新业态也是民间资本的重要去向

政府在降低投资门槛、提供金融支持、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精准施策，

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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