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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民融合
发展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10 月 15 日主持召开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军民融合
发展法治建设的意见》。习近平强调，强化责
任担当，狠抓贯彻落实，提高法治化水平，深
化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协同创新，加快推动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民融合发
展委员会副主任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顶层设计，全面改
革创新，积极探索实践，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会议强调，要抓好《关于加强军民融合发
展法治建设的意见》贯彻实施，完善法律制
度，推进军民融合领域立法，尽快实现重点领
域立法全覆盖。要提高立法质量，立改废释并
重，及时修改、废止不适应实践需要的法规文
件，增强法律制度时效性、协调性、可操作性。
要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在法律范围内想问题、
作决策、办事情。要大幅度精简审批事项，降
低准入门槛，降低制度性成本，释放社会生产
力。要坚持依法决策，确保决策科学、程序正
当、责任明确。

会议指出，要加快职能转变，降低准入门
槛，优化付款、退税、资质办理等流程，降低制
度性成本，释放社会生产力。对需要公众参与
的事项，要依法有序公开。要营造公平环境，
推行竞争性采购，引导国有军工企业有序开

放，提高民口民营企业参与竞争的比例。要按
照规则公平的要求，完善投资、税收、评标等
方面的政策，把权利保护贯穿于军民融合发
展立法、决策、执法、司法各环节，有效维护各
类主体合法权益。

会议强调，战略性重大工程是推动科技
创新的有效途径。要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立足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以工程建设为牵
引，集中优势力量协同攻关，早日取得突破。
要扩大国产技术和产品规模化应用，更多立
足国产产品开展研制，在使用中不断迭代优
化，进而带动国家整体创新实力提升。要提高
工程建设效益，统筹配置资源，努力实现整体
性能最优、综合效益最大。

会议要求，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政治优势，统一协调相关重大工程、重
大计划、重大项目，统一调动所需的人、财、物
等创新资源，形成整体合力。各有关部门和地
区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发扬
钉钉子精神，实干苦干，不断取得军民融合发
展新成效。要加快工作机构建设，尽快实现机
构到位、职能到位、人员到位，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要敢于啃硬骨头，积极开展创新实践。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抓军民融合发展任务落
实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自觉在大局下把方向、
定政策、抓落实，勇于革故鼎新，坚持埋头苦
干，不断开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委机关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贯彻落实
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王沪宁 韩正出席

贺 信
值此西藏民族大学建

校 60 周年之际，我代表党
中央，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和校
友致以热烈的祝贺！

西藏民族大学建校以
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
德树人，为党和人民、为西
藏各项事业发展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干部和专业技术
人才。西藏民族大学 60 年
来取得的成绩，是在党的
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蓬勃
发展、西藏各族人民生活
不断改善的生动体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希望你们全面贯彻落
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
的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贯
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
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全
面推进学校各项工作，努
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为推动西藏经济社
会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18 年 10 月 15 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5 日致信祝贺西藏民族大学建校 60 周
年，向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西藏民族大学建校以来，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为党和人
民、为西藏各项事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专业技
术人才。西藏民族大学 60 年来取得的成绩，是在党的领导
下西藏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西藏各族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
生动体现。

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你们全面贯彻
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
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
问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全面推进
学校各项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西藏民族大学坐落在陕西咸阳，前身为 1957 年中央指示
创办、1958 年开学的“西藏公学”，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央
在祖国内地为西藏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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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正忠、刘羊旸、杨玉华、姜刚

这是一群平凡农民书写的传奇，18 枚
“红手印”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帷幕，成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这是一个普通村
庄创造的奇迹，从 40 年前的“要饭村”变为今
天的美丽宜居村庄。

安徽小岗村，因改革而活，因改革而兴。
40 年来，改革大潮奔涌浩荡，小岗人虽

一度也有彷徨徘徊，却始终坚守改革初心，奋
楫争流，与时代同进步。

恰似一个缩影，又如一个隐喻，小岗四十
载的变迁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生动写
照，小岗的前进之路也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
的道理：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

改革决定命运：从“一声惊

雷”到“多点开花”

金秋十月，地处皖东北的小岗村稻菽飘
香，喜迎丰收。村头改革大道两旁的农业产业
园正火热建设；村里友谊大道两侧，农家乐、
特产店林立，“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先进事迹

陈列馆引来南来北往的游客；一栋栋粉墙黛
瓦的徽派小楼错落有致，楼内自来水、天然
气、宽带等设施一应俱全。

“过去我们住的是茅草房，点的是煤油
灯，烧的是柴草，做梦也想不到能过上现在的
好日子！”站在自家的农家乐外，看着熙来攘
往的游客，75 岁的“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金
昌感慨万千。

40 年前，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
让小岗村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上工像绵羊，
休息似倒墙，一年累到头，还是饿肚皮”。为了
吃饱饭活下去，1978 年的冬天，严金昌等 18
户农民凭借敢为人先的勇气秘密商议分田单
干，按下了“大包干”的红手印，也定格了中国
农村改革的起点。

包产到户明晰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释
放了农村生产力。“大包干”第二年，小岗生产
队粮食总产相当于 1955 年到 1970 年产量总
和；人均收入是 1978 年的 18 倍。

以此为起点，从安徽到全国，从农村到城
市，坚冰融化，大地回春，中国开启了改革开
放的黄金时代。

40 年里，中国从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十

一位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
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而小岗也从
“要饭村”变为“富裕村”，从当初一百多人
的生产队发展为有 4173 名村民的全国十
大名村；村民人均纯收入也从 22 元增长
到去年的 18106 元。

“在小岗一路看到的农家屋舍变化让
我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巨大成
就。”不久前来到小岗参观的意大利共产党
国际部协调员弗朗切斯科·马林焦认为，中
国共产党的改革令人震撼，他用自己的具
体行动让人民感受到了生活的巨大改善。

巨变的背后，是毫不动摇坚持改革开
放、与时代共进步的发展轨迹。

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的案头
摆放着一份“改革清单”，上面记录着小岗
这些年来实施的各项改革：税费改革、土
地确权、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金融
改革……

随着时代的变迁，小岗人发现改革不会
一劳永逸，必须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
小岗精神不断传承发扬下去，面对新变化新
问题，攻坚克难、闯关破障。（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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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农民展示领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5 年 7 月 8 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这是 10 月 15 日拍摄的第 124 届广交会展馆。

当日，第 124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
广州琶洲会展中心开幕。 新华社记者梁旭摄

第 124 届广交会开幕 10 月 15 日 12 时 23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 39 、40 颗北斗导航
卫星。这两颗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第 15 、16 颗组
网卫星。 新华社发（梁珂岩摄）

北斗三号“一箭双星”

新华社评论员

“小岗村当年的创举是我国改革开放
的一声春雷”。40 年前，发轫于安徽凤阳小
岗村的“大包干”，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大幕。

也正是在那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
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春雷唤
醒大地，改革潮涌神州。40 年来，小岗村犹
如一座精神地标，以解放思想、敢闯敢试、
勇于担当、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
将改革进行到底。

1978 年的那个冬夜，小岗人按下的 18
个红手印，成为中国改革的鲜明印记。改革
进程从农村起步，向城市延伸。农民工进城、
个体户、企业放权等新事物如雨后春笋不断

涌现，对外开放、设立经济特区等重大举措不
断推出……改革开放激发出亿万人民的创造
活力，迸发出改天换地的变革力量，写下了震
撼世界的“中国奇迹”。从小岗看中国，40 年的
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
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只有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才能闯出一条新路。“泥巴房，泥巴
床，泥巴锅里没有粮……”40 年前贫困的小岗
村正如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穷则变，变则
通”，小岗人解放思想、敢于“贴着身家性命
干”，“包产到户”第二年就获得大丰收，一举结
束 23 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从“大包干”打
破“大锅饭”，到创办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

来”，再到设立雄安新区谋划“千年大计”，凭着
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我们实现
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改革的动力来自于
人民。从小岗村起步的“大包干”之所以能推广
全国，点燃改革的燎原之火，根本原因在于我
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顺应时代发展
潮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上下同欲者胜”，在
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把改革顶层设计和基
层探索有机结合起来，时刻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
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必将凝聚起共同推进改
革的磅礴力量，把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改革没有坦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发展出
题目，改革做文章。唯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百折不挠地破解问
题，才能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近年来，小
岗村深化农村宅基地和农房确权、小型水
利工程管理体制、土地股份合作社试点等
多项改革，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找出路，迎
来发展最快的时期。惟改革者进，惟改革者
胜。小到一个村庄，大到一个国家，唯有以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砥砺奋进，
才能披荆斩棘，跨越前进道路上的“娄山
关”“腊子口”，不断开创美好的未来。

40 年风雨兼程，40 年沧桑巨变。站在
新时代的历史新起点上，让我们赓续小岗
精神，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共同书写
更加精彩的改革答卷。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赓续小岗精神 书写时代答卷

新华社西昌 10 月 15 日电(李国利、杨欣)中国卫星导航
系统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马加庆 15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中国北斗目前已实现关键器部件、用户设备全面国产化，走出
了一条国家重大工程自主可控发展道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正在实施的自主发展、独立运
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按计划今年年底实现全球组网，为用
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测速、授时服务，并兼具特有的
短报文通信能力。

15 日，两颗北斗三号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中
国北斗朝着全球组网的目标又近一步。马加庆说：“在自主可
控方面，我们强化政策导向，建立长效机制，突破瓶颈环节，已
经实现了关键器部件、用户设备全面国产化，走出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重大工程自主可控发展路子。”

自 1994 年正式立项以来，中国北斗就始终坚持顶层谋
划，将自主可控要求落实到关键技术攻关、产品研发、竞争采
购等各环节中，在发布的标准规范、质量管理文件中也明确提
出“自主可控”要求。

“宁可指标低点、价格高点，也要大胆使用国产化产品。”
马加庆表示，“理念上的创新，观念上的转变，也为自主可控工
作的开展提供了优质土壤。”

与此同时，中国北斗在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强化应用验证。
他介绍说，在卫星方面，从器件、板卡、单机和在轨使用等多层
级全面考核器部件的可用性，加大应用验证力度；在应用方
面，在集中组织研发北斗芯片、模块基础上，大力推广使用自
主芯片、模块、软件产品，边建边用、反复迭代，有效提高了产
品质量水平。

“目前，国产北斗芯片实现规模化应用，工艺由 0 . 35 微米
提升到 28 纳米，最低单片价格仅 6 元人民币，总体性能达到
甚至优于国际同类产品。”他说。

马加庆表示，中国北斗未来将继续紧跟世界先进技术步
伐，持续发展，不停滞，不断提升自主可控产品性能。

根据计划，我国将于 2018 年年底建成北斗三号基本系
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2020 年年底建
成世界一流的北斗三号系统，提供全球服务；2035 年建成以
北斗为核心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走出自主可控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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