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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为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按照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近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中长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近期至
2022 年，中期至 2035 年，远期展望至 2050 年，
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
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

《规划》指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
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后较长
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对经济
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
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
影响，挑战与机遇并存。

《规划》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是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是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要按照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构建管长远的制度框架，制定见实效的重大
政策，坚持积极应对、共建共享、量力适度、创新

开放的基本原则，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应对人口
老龄化道路。

《规划》明确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
目标，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基础持续
巩固，财富储备日益充沛，人力资本不断提升，
科技支撑更加有力，产品和服务丰富优质，社会
环境宜居友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与人口老龄
化进程相适应，顺利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 2022 年，
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框架初步建
立；到 2035 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
排更加科学有效；到本世纪中叶，与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安排成
熟完备。

《规划》从 5 个方面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具体工作任务。

一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
备。通过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实现经
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通过完善国民收
入分配体系，优化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

格局，稳步增加养老财富储备。健全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增进全体人
民的福祉水平。

二是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
效供给。通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升新增劳
动力质量、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提
高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推进人力资源开
发利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加充分就业，确保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源总量足、素
质高。

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
体系。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建立和完善包
括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
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的综合、连续的老年健康
服务体系。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
服务体系，多渠道、多领域扩大适老产品和服
务供给，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四是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
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技术创新

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一动力和战略
支撑，全面提升国民经济产业体系智能化水
平。提高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加大
老年健康科技支撑力度，加强老年辅助技术
研发和应用。

五是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环境，保障老年
人合法权益。构建家庭支持体系，建设老年友
好型社会，形成老年人、家庭、社会、政府共同
参与的良好氛围。

《规划》要求，坚持党对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工作的领导，坚持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
抓、负总责，强化各级政府落实规划的主体责
任，进一步完善组织协调机制。推进国际合
作，推动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政策对话和项目对接。选择有特
点和代表性的区域进行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
综合创新试点。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实施监管
和考核问责制度，强化对规划实施的监督，确
保规划落实。

新华社记者谢锐佳、胡锦武、高皓亮

相声、快板、三句半；
种养大户、身边好人、教师乡贤。
他们来自群众，朴素真诚的话语让人感

动、令人信服；他们各有所长，把“单向灌输”
变成了“生动说唱”，直抵人心。

初冬的赣鄱大地，喇叭声声，快板清脆，
一场场宣讲润物无声，一次次沟通心心相
印。这里，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

形式创新 不拘一格

“精准扶贫定目标”“内在动力最重要”
“精神扶贫不可少”——“呱呱叫！”

江西鹰潭市余江区春涛镇正街，一辆停
下的三轮车做“舞台”，台上水果专业户吴年
花、养猪的李向南、种水稻的吴细来话音刚
落，路过的人一起跟着叫好。

“三句半”的词是 71 岁的退休老师艾凤
娇写的，别看台上说着轻松，台下着实下了一
番功夫。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刚一闭幕，宣讲
团最先忙起来的就是艾凤娇。词写好了也不
着急上台，先找几个群众听一听，再改一改、
磨一磨。

听得懂是起码要求，还要想方设法好听、
好看。“入耳务须平气听，当场顿觉笑颜开”，
流传数百年的楹联依旧，江西景德镇乐平市
乐港镇曹家边古戏台上“换了人间”，赣剧清

唱《闪亮的明珠》、赣剧扶贫小品《扶心》《撸起袖
子加油干》等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台下欢呼声一
阵高过一阵。

在萍乡市安源区，曾经的报春人身背锣鼓，
挨门串户提醒人们不误农时的说唱艺术，如今
成为当地讴歌改革开放、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的有效载体。

理论宣传阐释既要讲好“普通话”，也要讲
好“地方话”。高安市抓住当地群众爱听采茶戏
这一特点，组建了“理论+采茶戏”宣讲大篷车，
把“文件语”变成“百姓语”“方言语”，让群众听
得懂、能领会。

相声、快板、三句半、诗歌、小品、采茶
戏……只要效果好，一切都能应用到宣讲工作
中去。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永明说，只有摒
弃填鸭式、灌输式宣讲，创新应用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既进得了家
门、又入得了心。

队伍创新 让心更近

这里的宣讲除了“老朋友”，还有“新面孔”。
要让群众信，就要靠得近。

在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活跃着一群“草根
宣讲员”，街道司法所副所长严桂秋日常工作就
是引导大伙依法化解矛盾纠纷，他讲“法治中
国”有说服力。从白源煤矿退休的唐太富则从亲
身经历的衣食住行开讲，从身边一桩桩一件件
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谈党的好政策。

把党的理论“大餐”烹制成群众喜爱的“家

常饭”。南昌县采编 50 余个本地革命人物和
红色故事，由老党员、革命后人分赴农村、社
区、企业、学校等基层党组织开展宣讲。

选群众信得过的人来讲。江西宜春被称
为“好人之城”，“中国好人榜”上榜好人 207
位，居全省之首、全国设区市前列，由一个个

好人组成的“好人宣讲团”，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常态化向社区居民、青少年学
生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四中全会精神。因
为备受尊重，他们的宣讲更能打动人心，更
有号召力。

（下转 2 版）

江西：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记者彭茜、张家伟）虽然英国
期刊《自然》在 1869 年的创刊
号就提及了中国，但中国成为
这本顶级学术刊物日益关注的
焦点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随着中国科研产出快速增
长，无论是《自然》的中国新闻
专题报道，还是来自中国学者
的论文数量都屡创新高，中国
愈加频繁地成为封面文章的主
角。梳理《自然》封面上的中国
主题，也为观察中国科研的历
史演进提供了别样视角。

从“四海总图”到

“鸟巢”

《自然》是科学界普遍关注
的、国际性、跨学科的周刊类科
学期刊。杂志除刊发经过严格
同行评审的论文外，也刊发社
论、新闻、专题等文章，主要报
道科研人员关心的话题，包括
科学界最新动态、研究资助、商
业情况、科学道德和研究突
破等。

在 20 日于北京举办的《自
然》创刊 150周年研讨会上，施
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科
学总监杨晓虹展示了 1985 年 11 月 21 日的《自然》封
面——一幅清代总兵陈伦炯编撰的《海国闻见录》中的插
图“四海总图”。封面文章聚焦中国科学发展状况，题为

《科学在中国》的报道探讨了中国科研的运作机制和政
策，列举了中国当时在高能物理、空间探索、地震预测等
领域的科研水平。文中还提到清华大学的自行车“停车
难”问题，以及校办工厂和发电站，向世界描绘了中国顶
尖院校的蓬勃生命力。

20 年后，更加现代化的中国登上《自然》封面。2005
年 6 月 29 日刊的封面是一幅上海闹市区街头熙熙攘攘
的图景，东方明珠电视塔隐约可见。封面文章《中国在世
界中的位置》关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环境问题，文章肯定
了中国应对环境问题的决心，也提出了建议。

2008 年 7 月 24 日的《自然》中国特刊封面上，展示
了夜色中的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特刊聚
焦中国科学发展，并评论说：“中国目前论文发表数量比
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要多，在授予的博士学位数
量上排名第三”，中国科研的蓬勃发展意味着“将在一个
更加多样化、没有国家主导的全球科研界扮演一个显著
角色”。

2016 年 6 月 23 日的《自然》中国特刊封面绘制的是
青花瓷纹样的试管和烧瓶，当中培养着火箭、卫星、海洋
生物等。特刊描述了中国科研如何“在过去几十年里飞速
崛起”，探讨了中国创新面临的挑战，还评选出十位中国
科学之星。

“神奇动物”研究显优势

《自然》科研中国办公室近日整理出 2000 年后登上
封面的一些重要中国研究成果，其第一作者、通讯作者都
是中国学者，且来自中国研究机构。
数量最多的研究当属“神奇动物”，即对珍稀古生物的

研究，体现了中国研究者在进化研究方面的优势。比如
2003 年 1 月 23 日刊的封面是一只长着翅膀的小恐龙。这
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星等人对“顾氏小
盗龙”化石的研究成果，为鸟类的恐龙起源说提供了证据。

时隔两年，中国科学家对恐龙演化的研究再次登上
《自然》封面。2006 年 12 月 14 日，来自同一研究所的孟
津及同事报告了来自内蒙古的一种中生代哺乳动物“远
古翔兽”，将哺乳动物滑行飞行的历史向前推了至少
7000 万年。

此外，登上封面的其他古生物还有长有类似蝙蝠膜
翼的擅攀鸟龙科恐龙、周口店北京猿人、距今约 1 . 24 亿
年的真双子叶被子植物大化石“李氏果”。

此外，中国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也多次上榜封面，如大熊
猫基因测序、埃博拉病毒研究、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研究等。

中国科研迅速崛起

最新登上《自然》封面的中国研究又一次提到了清华
大学自行车。这是今年 8 月 1 日清华大学施路平教授团
队发表的关于人工通用智能芯片“天机芯”的研究，也是
中国人工智能研究首次登上《自然》封面，反映了近年来
中国该领域科研力量的迅速崛起。

研究团队将“天机芯”用作一辆自行车的“大脑”。在
清华大学操场上，无人操控的自行车稳步前行、转弯、避
障，场面颇有些魔幻色彩。

“论文作者将人工智能中的计算机科学研究与神经
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里程碑，”《自
然》总编辑玛格达莱娜·斯基珀此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斯基珀说，1997 年时《自然》发表的原创科研论文中只有
0 . 4% 涉及中国作者，2017 年已增至约 15%。

“我们在衡量科研质量时，会考虑科研对特定领域、
科学界和社会的潜在影响，科研诚信等因素。我们在观察
中国科研工作时，发现所有这些衡量尺度都有提升。”斯
基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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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 全 会 精 神 在 基 层

新华社沈阳 11 月 21 日电（记者王炳坤、汪
伟、陈凡靖）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对第六次大督
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通报表扬，辽宁积极发
展“飞地经济”打造发展新引擎位列其中。作为
辽宁省委、省政府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高
度谋划的重要举措，“飞地经济”以体制机制的
改革“棋子”，撬动了县域经济、乡村振兴和区域
均衡的发展“棋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
落而满盘活。

一步“巧”棋：“飞地模式”应运而生

11 月下旬，东北气温骤降，在辽宁兴城经
济开发区，多家企业仍热火朝天地赶工建设。

从北京迁来的辽宁宏升卓越移动升降机项
目主体厂房刚刚完工，从深圳引来的佳华利道金
属储氢项目正在进行新能源车辆的运行测试，而
更早搬来的辽宁菲迪饲料技术有限公司一期项
目已经投产，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二期建设……

“一度沉寂的开发区如今热闹起来，‘飞地
经济’功不可没！”兴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专职
副主任董玉明说。

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合作模式，“飞地经济”

是指两个相互独立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
制，通过创新规划、建设、管理和税收分成等机
制，促使项目“飞出地”和“飞入地”紧密合作的
发展方式。

长期以来，县域经济一直是制约辽宁发展
的短板。特别是“乡财县管”制度的实行，乡镇普
遍缺乏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2018 年，辽宁省委、省政府围绕破解乡镇
“有资源无产业、有项目无土地”的问题，率先提
出在北票、喀左等县区规划建设“飞地经济”产
业园；同时实施县乡财政“分灶吃饭”，赋予基层
一定自主权。随后，辽宁省政府出台“实施意
见”，以位于各市、县、区的省级以上各类开发区
为主要载体，鼓励各乡镇招商项目前来落户，并
承接外省产业转移。

为调动各方积极性，辽宁省还建立分享机
制，“飞地”项目形成的税收等利益，原则上按 5：5
比例，由项目“飞出地”与“飞入地”分享；对于跨省
合作的重大项目，可由双方协商确定分享比例。

满盘皆活：基层探索不拘一格

2019 年起，辽宁设立“飞地经济”产业发展
资金，每年安排 3 亿元，重点支持招商引资落地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国家级创新平台、园区
公共服务平台等项目建设；每年安排 5 亿元专
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形式奖励“飞地”发展

成效显著的市。
随着“飞地”改革的棋子落下，各地立足

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发展经济的
探索不拘一格。

朝阳市利用辖区内的 7 个省级经济开发
区，重点承接各乡镇针对京津冀的招商引资
项目。在凌源市经济开发区内，从河北秦皇岛
市迁来的炜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生
产。公司总经理尤忠文说，企业选择落户，看
中的是地方的环境和干部的劲头。“乡镇干部
三番五次到企业招商，签约后又迅速配备项
目管家，服务真是到家了。”

今年初，葫芦岛市为建昌县开辟“脱贫攻
坚飞地产业园”，在经济开发区拿出 1500 亩
土地供建昌县招商引资，今后 10 年，项目的
税收收益全部交给这个贫困县支配。

“飞地”也打开了各地的视野。铁岭市抓住
对口合作机遇，与江苏省淮安市对接洽谈，建设
“淮安-铁岭”工业园，承接南方产业梯度转移。

铁岭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高文哲说，园区
将采用江苏省的先进运营管理机制，由铁岭、
淮安两地共同招商、分享税收，“这为铁岭开
垦了一片学习南方的实验田。”

振兴新局：以开放胸怀聚能蓄势

截至目前，辽宁 14个市共签约“飞地”项目

超过 1000个，总投资额近 1900亿元。辽宁省发
展改革委投资处处长郑广辉说，在投资承压大
背景下，“飞地”无疑增加了投资辽宁的吸引力。

红利不止于此。在辽宁兴城经济开发区，
通过对僵尸企业依法解除协议，园区已收回、
盘活闲置土地 860 亩，落户了奇力生物肽等
6 个项目。开发区为当地“明星村”——四家
村开辟的小微企业园，短短半年之内就入驻
满员，为乡村振兴找到了新载体。

“飞地模式带来了资源的共享。”葫芦岛
市市长王力威表示，以葫芦岛为例，过去各乡
镇和开发区重复招商，难免存在同质化竞争；
现在打开了区域限制的藩篱，各地可以“借笼
养鸡”“借鸡生蛋”，从而形成了大招商格局，
实现了项目与区域的最优配置。

“飞地经济”也给乡镇带来福音。今年以
来，朝阳市 176 个乡镇、街道共有 300 余个招
商引资项目落户“飞地园区”，总投资额 312
亿元。“据初步测算，这些项目投产后，可为这
些乡镇、街道每年增加税收收入 22 亿元。”朝
阳市财政局副局长张育才说，长期困扰乡镇
的财力紧张问题将被缓解。

“‘飞地经济’改革重在执行和落实。”辽宁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洋说，接下来，辽宁将
围绕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
战略，主动与其他地区开展多种形式合作，以
开放心态和务实作为推动老工业基地振兴。

改革“一子落”，振兴开新局
辽宁以“飞地经济”打造发展新引擎观察

走 马 东 北 看 变 化


江
福
星
用
卡
片
的
形
式
以
互
动
的
方
式
给
五
六
年
级
小
学
生
上
思
政
课
。

本
报
记
者
谢
锐
佳
摄

11 月 21 日，主题为“5G 改变世界，5G 创造未
来”的 2019 世界 5G 大会在北京开幕。这是参展商在
展会上为观众介绍 5G 应用。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2019 世界 5G 大会在京开幕

11 月 21 日，施工人员架设深中通道首片箱梁。
深中通道建成通车后，深圳、中山两地间通勤时间将
由两小时缩减至 30 分钟。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深中通道架设首片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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