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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电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11 月 20 日下
午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过去几年来改革已经大有作为，新征程上改
革仍大有可为。各地区各部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要注意把握蕴含其中的改革精
神、改革部署、改革要求，接力探索，接续奋
斗，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前进。

李克强、张高丽、汪洋、王沪宁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
度的意见》、《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
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方案》、《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
的指导意见》、《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意见》、《关于拓展农村宅基地制度
改革试点的请示》、《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
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中央团校改
革方案》、《关于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
论证咨询的工作规范》、《关于争议较大的重
要立法事项引入第三方评估的工作规范》、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
问题的意见》、《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深入的工作意见》、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总结》、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修

订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项
小组工作规则(修订稿)》、《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修订稿)》。会
议审议了《关于加大督察力度狠抓改革落实
情况的报告》。

会议指出，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是贯彻党
的十九大强调的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一
个重要举措。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
行使监督权，规范报告方式、审议程序及其重
点，推进国有资产管理的公开透明，使国有资
产更好服务发展、造福人民。

会议强调，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
管理工作，要把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和脱贫
难度大的贫困村作为重中之重，从健全体制
机制入手，规范人员选派，明确工作任务，加
强日常管理，严明考核激励，着力解决驻村帮
扶中选人不优、管理不严、作风不实、保障不
力等问题，确保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精准、
帮扶扎实、群众满意。

会议指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以建设
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
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动员各方力量，
整合各种资源，强化各项举措，加快补齐农村
人居环境突出短板。要注意因地制宜，保护、
保留乡村风貌。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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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以“稳中向好”的姿态迈入
2017 年“收官季”：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
显示， 10 月份，尽管部分指标出现月度短
期波动，但仍实现了较快增长，经济运行保
持总体平稳。

投资、消费、出口、物价、就业、工业
增加值……纷繁复杂的经济数据背后，
“稳”“进”“新”“优”“好”五个关键
字，展现了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亮点，
勾勒出中国经济新气象。

稳：向好态势延续 经济韧

性增强

冬临北境，沈阳机床集团车间，却是一
派热火朝天：一支支由员工组成的双创团
队，利用 I5 智能机床，从云平台上接单创
业，干劲十足。集团董事长关锡友说，通过
强力推进改革，行业龙头正在涅槃新生；中
国一重，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一
倍多，实现扭亏为盈……

近年相对疲弱的东北经济，正在焕发生
机。今年前三季度，东北地区工业发展逐步
好转，前 9 个月辽宁省工业增速降幅比去年
同期收窄 9 . 3 个百分点，从 8 月起增加值

增速转正。
实体兴，经济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

克服风险挑战，实现稳中向好。
从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来看，经济

增速 、就业 、物价 、国际收支 ，均体现
“稳”的态势。

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6 . 8% ，连
续 9 个季度运行在 6 . 7% 至 6 . 9% 的区间，
展现出更强的韧性； 10 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和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
双双降到 5% 以下，就业成为突出亮点；
10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 . 9% ，连续 9 个月
保持在 2% 以下，物价涨幅温和；国际收支
呈现基本平衡，外汇储备规模逐步回升后保
持基本稳定。

“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持续
发展，支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
端水平的有利条件不断积累增多，为更好实
现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奠定了扎实基
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说。

进：去产能任务提前完成

结构优化有条不紊

作为京津冀地区最大的钢铁企业，河钢
集团在前期去产能基础上，主动提出 2016
年到 2017 年再度压减炼铁和炼钢产能，并
于今年 9 月底完成了压减任务。同时，公司
力推产品升级，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了净利
润的大幅增长。 （下转 2 版）

五个关键字勾勒中国经济新气象

新华社济南 11 月 20 日电(记
者邵琨、萧海川、王志)陈叶翠，济南
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也是山东省首位直选
的“小巷总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
者，不幸于 11 月 11 日晚病逝。多年
前，她的事迹曾感动泉城济南。如
今，她的去世引发千余市民自发送
别，济南市委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向她学习。

老百姓都说，她扎根社区 30
年，穷尽一生年华为民服务，燃烧了自己、温暖了群众、映红了
党旗。

“我们还没想到，她就已经做到了”

“她的身体就是为俺社区累垮的，她把自己的所有都奉
献给了社区。”去世后的第二天，甸柳新村道路两旁，站满
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千名群众，他们打出“陈叶翠书记一
路走好”等横幅，挥泪送别心中的好书记。

“群众每一件事她都挂在心上，而且非常执著，不达目
的不罢休。”甸柳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鲁宁说。

2001 年，社区一对残疾人夫妇被确诊为癌症。陈叶翠
抱着捐款箱上街筹集善款，帮他们到原企业协调医疗费，来
来回回跑了近百公里，不仅感动了社区居民，也感动了企
业。“一名非亲非故的居委会主任，为老百姓的事受这么多
累，这个忙我们帮。”

群众有困难，她不是坐等来访，而是主动上门解忧。社
区居民席长青的老人和爱人都患有疾病。他说：“从大病医
保，到居家养老，凡是能享受到的优惠政策，陈书记都替我
想到了。我跑得最远的路就是到居委会签字、拿表。”

对老百姓，陈叶翠的心很软，可在为老百姓争取合法利
益时，她又很硬。

2012 年，位于社区的济南第二汽车改装厂片区改造，
看到开发商的拆迁安置方案时，陈叶翠气愤地拍起了桌子：
“你们设计的是啥户型？不是这家不通风，就是那家见不到
阳光；卧室才 7 平方米大，安置房比拆迁房大不了几个平方
米，就要多掏 10 多万元。回去量量你家的厕所，再来设计
老百姓的卧室！”

至今，她的这段话仍被当地居民传颂。

“她做的是点点滴滴，但比亲人还要亲”

陈叶翠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点点滴滴的小事却
润人心肠、温暖人心。

今年 75 岁的朱凤元至今还记得，多年前的一个冬天，他
爱人生病住院了。“临近年根儿，陈书记打了好几次电话问病
情，说要来看望，我一再不让她来。”可在除夕夜，她不仅来到
病房，还带着亲手包的热腾腾的饺子。“同病房的病友羡慕地
问，这是你家什么亲戚？你可真有福气！我说，这是俺的社区书
记。”说到这儿，朱凤元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小巷总理”，家长里短，啥事都得管。虽然不是老百
姓的亲人，但有些事情她做得比他们的亲人还好。

有一次，社区一位居民家的液化气管道坏了，给自己儿
子说了三天都没给解决，给陈书记说了一次，两个小时后维
修工人就到了家里。“她比自家孩子还亲呢。”

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神志不清，自己亲人都认不准，但
却认得陈叶翠，见到她都会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陈书
记，好人啊。”

“在陈书记看来，大家都是她的亲人。”甸柳新村第一
社区党委副书记刘绍霞眼噙泪花说，甸柳社区能成为全国和
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她被群众誉为“社区功臣”。

“我们的事再小都当大事，她自己的事再

大都当小事”

陈叶翠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社区工作
者等荣誉。她生前常说：“我干不好，群众就会对党有怨
言；我干得好，群众就会对党有更深的感情。”

她的笔记本里写满了群众的大事小情，孩子上学、下水
道堵塞等都是她服务的内容。自 1988 年到社区工作以来，
她已写满 70 多本， 100 余万字，摞起来有半米多高。

“群众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她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去办，可是却拿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社区老百姓说，陈
书记身体一直不太好，几年前就查出肿瘤，化疗时掉光了头
发，她就买假发戴上，出院一个多月就又上班了。

“她只能给别人解决麻烦，却不愿自己给人添麻烦。”
甸柳社区卫生站负责人李利华“埋怨”，在陈叶翠昏迷的前
一天，她还盘算着早点回到社区，还有好些工作等着她。

她把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融入普通琐碎的日常工作
中，当好“党在基层的形象代言人”。陈叶翠在日记中写
道，“没有什么比爱更深，没有什么比情更浓，没有什么比
心与心的交流更珍贵。”

在老百姓的眼里，她永远是最忙也是最不知疲倦的人。
“陈书记就像一团火，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别人。有她在，
我们觉得踏实、放心！”

天气转凉，社区行道树已由满目翠绿化成一头焦黄。明年
夏天，这里仍会是一片绿杨阴里。但这里的老百姓，却再也见
不到那个为百姓奔忙、日渐消瘦的背影，那座心中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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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日，在浙江苍南站，乘客乘坐“复兴号”G7350 次列车出行。
11 月 20 日起，铁路部门将扩大长三角地区“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开行范围，在京沪高速、沪宁高速、宁安客专、宁蓉线已开行的基础上，沪

昆高速、宁杭高速、金温线、杭深线 4 条线路也将开行“复兴号”，这是“复兴号”首次在浙江省境内运营。 新华社发（李忠摄）

““复复 兴兴 号号””扩扩 大大 开开 行行

助助力力长长三三角角高高铁铁网网络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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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初冬，江苏省南京市钟山风景名胜区仍
浸透在斑斓的秋色中，不少市民和游客趁着晴好
的天气前来游览。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斑斓冬日
这是 11 月 20 日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拍摄的雾

凇美景。当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迎来今冬首场雾
凇，玉树琼枝，美如画卷。 新华社发（覃少波摄）

雾凇如画

2015 年蒋成妹在
政府的帮助下把家里的
牛棚改造成富有傈僳族
元素的客栈。这样一
来，蒋成妹家实现了人
畜分离，院子里不再臭
烘烘的，经营客栈更是
让她家的收入大大增
加，日子越过越红火。

蒋成妹是云南省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
江县苏典乡苏典村委会
下勐劈村民小组村民。
2014 年 5 月盈江县发
生两次 5 级以上地震，
下勐劈严重受灾，许多
民房受损倒塌。由于村
民家的牛棚是木结构且
较为低矮，大多保存完
好。

苏典乡乡长麻建斌
说，在灾后重建过程中，
当地政府提出把民房建
成傈僳族木楞房，牛棚
改造成特色客栈，充分
发掘歌舞祭祀等民族文
化，并以此发展乡村旅
游。当地政府还计划利

用第三产业带动当地草果、刺竹笋、野茶种植
等传统产业发展。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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