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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日电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经济工作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并阐明了当前五
个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社会各界认为，会议立足当
下、放眼长远，增强发展信心、激发奋
进合力，为未来工作指明方向。

  “稳”：为高质量发展巩固

基本盘

　　“稳”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
为突出的关键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消息稿中的 25 个“稳”字足以说明做
好经济工作的重点。
　　政策靠前发力、稳健有效。内需
拉动与投资驱动两不误，增强发展内
生动力。湖南省益阳市坚定实施扩内
需战略，项目投资持续发力，今年以
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5%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6%。
　　湖南省益阳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李
晓跃说，将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聚焦扩内需战略基点，不断畅通内
外循环。要持续提升投资效益，把更
多的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
经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发展上，同时
引导资金投向民生、基础设施等领域，
并不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微观政策
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企业成
为政策效果的受益者和“阅卷人”。
　　帮助瑞鹄汽车模具加入芜湖新能
源汽车产业联盟；将神剑新材料列入
2021 年度工业互联网智能化改造服
务对象；推动多家本地优质企业启动再投资……安徽省芜湖
市通过创新探索“畅聊早餐会”等政企交流新机制，在多方面
持续为市场主体降本增效，以“稳”的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芜湖市委书记单向前表示，芜湖还将坚持把“稳”的举措
落实到更加长远、更大力度培育企业上，全力支持有核心竞争
力的企业做大做强。
　　民生稳，社会稳。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为稳住经济基本
盘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撑。
　　彩色连廊、新铺的路面、立体停车库、各类健身设施……
看着焕然一新的小区，重庆市九龙坡区白马凼社区 66 岁的
居民姜祥智感慨：“以前小区上漏下堵、私搭乱建，一下大雨就
真成了水凼。今年路面、管线、绿化都改造好了，现在住起来
心情很舒畅！”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监督管理处处长居梁
介绍，“十四五”期间重庆市将实施约 1 亿平方米老旧小区改
造计划，涉及约 4.35 万栋居民楼，把群众的事办到群众心坎
上，推动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

“进”：点面结合抓住发力点

　　经济运行是一个动态过程，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都要把
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稳住基本盘，抓住发
力点，点面结合，稳中有进。
　　近日，梅特勒·托利多公司中国总部签约落户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这是首家
外商独资企业将中国总部落户于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主任朱芝
松说：“临港新片区将积极开展新一轮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
和深化改革，在投资准入、新型国际贸易、离岸业务等方面为
国家试制度、闯新路。”
　　抓住发力点，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
还要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对我们而言，
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对稳定供应链、打开国内外市
场非常有价值。”位于江苏苏州的宝时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供应链高级关务经理胡雪莲说，今年公司依托中欧班列出口，
产销两旺。现在企业更有信心和底气去转型升级，用更高质
量的商品拓展市场。
　　科技创新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此次会
议在金融政策、市场机制等方面都提到了科技创新，强调了企
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地位。在博宇（天津）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何军舫看来，这是国家对创新企业的鼓励与支持。“未
来，我们将心无旁骛地把更多资源投入到技术研发中，为壮大

‘中国芯’‘自主屏’，作出自己的贡献。”

深化认识：指导实践不断向前推进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
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五个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既是当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现实
问题，又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长期性。
　　重庆市永川区委书记张智奎表示，永川区将积极落实好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保、
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切好分好“蛋糕”，让全区人民朝着共
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为我们做好来年经济工作提供了更精准的导航。”湖
南省岳阳市云溪区区长蒋春艳说，云溪区作为我国中部地区
重要石化产业基地，将按照中央部署，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
事，既要全力打造新的千亿元级产业链，还要切实增强忧患意
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债务化解、金融风
险防范等摆在政府工作首要的位置。
　　“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
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会议提出要正确认
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这让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感到振奋：

“绿色低碳推动着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国际竞争力
不断提升。新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未来将创造出更多的增
长动能。”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孙元欣认为，中央阐述了五个要正确
认识和把握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各方
共识，对防范认识偏差和政策误读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这五方面内容的表述高度凝练，它既回应了社会关切，
也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为经济发展稳预期、强信心，指方向、
立目标，让社会各界团结一心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孙元欣
说。  （记者刘开雄、张千千、周圆、周楠、刘巍巍、吴慧珺、
黄江林、杨有宗、周凯）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日电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 12 月 13 日上午在中南海紫光
阁视频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
　　李克强表示，前不久举行的第六次“1
+6 ”圆桌对话会坦诚而富有成效。我们刚
刚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明年经济工作将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面对新的下行压
力，我们将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我们既要坚
定信心，也会正视困难，采取有力措施应对
困难。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积极的财政政
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同时，继续围绕市场主体需求实施
宏观政策，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
动力，采用市场化法治化办法，加大对量大
面广、支撑大量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增强中
国经济的韧性和底气。我们有能力实现全
年主要目标任务。
　　李克强指出，世行是推动全球发展事
业的重要多边机构，中国与世行的关系持
续健康发展。我们愿同世行在资金、知识等
方面保持密切合作，以实际行动支持多边
主义和全球发展事业。中国支持国际开发
协会第 20 期增资谈判，将更好发挥积极

建设性作用。
　　马尔帕斯表示很高兴出席上周举行的
第六次“1+6”圆桌对话会，积极评价中国
经济保持平稳发展。世行与中国长期以来
进行了良好合作，期待未来同中方继续在
贷款、减贫、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进
行可持续合作，加强伙伴关系。感谢中方
为国际开发协会第 20 期增资提供支持。
　　肖捷参加会见。

  13 日，南京在寒冬中
迎来第八个国家公祭日。
10 时 01 分，凄厉的防空警
报响起，江上的轮船、路上
的汽车跟随鸣笛，警报声、
鸣笛声响彻大街小巷。
　　这一分钟，南京的时
间仿佛凝固了。
　　公祭仪式现场，肃立着
约 3000 名胸前佩戴白花的
各界代表。84 年前，侵华日
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
大屠杀——— 30 万同胞惨遭
杀戮，古都南京满目疮痍，无
数民众流离失所……那是南
京城历史上的至暗一刻。
　　作为参加仪式的幸存者
家属代表，夏淑琴的女儿张
学萍陷入回忆。1937 年 12
月 13 日上午，一队日本兵闯
入家中，夏淑琴全家 9 口人

中 7 人惨遭杀害。“妈妈这两天心绪不宁，我
知道她一定在思念死去的亲人。”张学萍说。
　　中山码头、东郊、北极阁……全城十几
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迎
来了各界群众。人们自发组织悼念活动，低
首默哀、缅怀逝者。
　　在中山码头丛葬地，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老师臧琼身着黑衣、手捧菊花。幼年时她曾
参观“万人坑”，其中的森森白骨深深地刺痛了
她的记忆。成为老师后，她连续多年坚持带学
生参加悼念活动，她说：“我要向青年学生普及
南京大屠杀史实，让他们记住，吾辈当自强。”
　　这一分钟，喧嚣繁华的南京新街口商圈
安静了下来。四面路口同时亮起红灯，车辆停
驶鸣笛，行人驻足。出租车司机李师傅摁住车
喇叭加入鸣笛队伍，车挡风玻璃上映出路旁
的广告屏幕，上面写着：“牢记历史，不忘过
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是我们中国人
的历史，不能忘记。”他说。
　　地铁站里，人们停下脚步观看公祭仪
式电视直播，手中报纸的头版是黑白的，手
机页面也是黑白的。
　　 2018 年《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
颁布，“默哀一分钟”被明确列入法规，确保
国家公祭仪式的庄重感和仪式感，传递了一
座城、一城人对历史的敬畏，对和平的坚守。
　　一大早，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女儿
常小梅赶到南京市月牙湖小学，为学生们讲
述那段历史。“父亲年事已高，传播历史真相的
重任就交到了我们这代人手上。希望孩子们
能够有所感悟，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她说。
　　一分钟默哀毕，街头的人流车流恢复，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
仪式继续进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忧
启圣，多难兴邦……”84 名南京市青少年代
表宣读《和平宣言》，6 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

“和平大钟”。伴随着 3 声深沉的钟声，3000
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深
沉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坚定向往。
　　宣读《和平宣言》结束后，参与宣读的青
少年代表、中华中学高一学生吕彦锋情绪久
久不能平复，他说：“作为南京人，对民族的苦
难、和平的可贵理应有更深的体会。作为青
少年，我辈当居安思危、砥砺奋进。”
       （记者蒋芳、王琦、邱冰清）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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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2 月 13 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3 日电中共中央、国
务院 13 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 2021 年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并
讲话。
　　国行公祭，祀我殇胞。公祭仪式在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
举行，现场庄严肃穆，国旗下半旗。约 3000
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界代表静静肃立。10
时整，仪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默哀，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
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
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
放军仪仗大队 16 名礼兵抬起 8 个花圈，敬

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孙春兰发表讲话。她表示，今天
我们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仪式，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缅怀所
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
先烈和民族英雄，宣示中国人民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的庄严立场，表达坚定不移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孙春兰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接续奋斗，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新时

代的新气象新作为，这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和所有抗战期间牺牲烈士以及死难同胞的
最大告慰。历史大势浩荡前行，民族复兴前景
光明。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倍加珍惜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开启新征程、展
现新作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孙春兰讲话后，84 名南京市青少年代
表宣读《和平宣言》，6 名社会各界代表撞
响“和平大钟”。伴随着 3 声深沉的钟声，
3000 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对死难
者的深沉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坚定向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

公祭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和中央
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
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东部战区、江
苏省、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表，国
内相关主题纪念（博物）馆、有关高校和智
库专家、宗教界代表，驻宁部队官兵代表，
江苏省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
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 2021 年
南 京 大 屠 杀 死 难 者 国 家 公 祭 仪 式

孙 春 兰 出 席 并 讲 话

  国家公祭日前，“哭墙”前的家祭又成
为一座城市的“泪点”。
　　“您离开我们已经 84 年了，真的特别
想念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石秀英说。
　　家祭仪式上，幸存者石秀英、王义隆、
谢桂英、马庭宝等在家人的搀扶下一一献
花，布满皱纹的手颤颤巍巍地摩挲着“哭
墙”上亲人的名字，倾诉生死相隔 84 年的
痛楚。
　　“哭墙”，位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一角。1995 年刚设立时，长
43 米，高 3.5 米，刻有 3000 个南京大屠杀
遇难者姓名。26 年来，“哭墙”经历数次增
刻，姓名增至 10665 个，长度也增加了约
一倍。
　　这面墙是 30 万遇难同胞共同的墓碑，
10665 个名字是他们共同的碑文。
　　幸存者夏淑琴不识字，但也多次用毛
笔蘸着黑色墨汁为 7 位家人的姓名“描
红”。1937 年 12 月 13 日，她全家祖孙 9 口
人中 7 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 8 岁的夏淑
琴在身中 3 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老
人一边描一边说：“家里人的名字，一笔一
划我都记得。”
　　“我父亲那时只有 9 岁，根本无力给
亲人收殓。”幸存者常志强的女儿常小梅
告诉记者，因为想念的名字都刻在墙上，
父亲把纪念馆当作另一个家，难受了就来
看看。

　　兵荒马乱之时，人命如蝼蚁，总有亲人
寄希望于你生还，总有同胞不希望你就此
被遗忘。近年来，“哭墙”一再延长，但速度
却越来越慢，2020 年、2021 年已经连续两
年“停更”。
　　纪念馆馆长张建军介绍，一开始每次
增刻的姓名数以千计，比如 2010 年延长
了 26.5 米，新增姓名 1655 个。但到了
2016 年，增刻 110 个；2017 年，20 个；
2018 年，26 个；2019 年，1 个。2019 年 11
月 29 日上午，新确认南京大屠杀遇难者
周万荣的名字被刻上“哭墙”，成为墙上第
10665 个名字，也成了墙上目前“最新”的
名字。
　　死于那场惨案的人数多达 30 万，这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
事法庭的最终宣判。30 万个同胞的姓名，
为何无法都在“哭墙”上出现？
　　《遇难同胞名录》的主要编纂者、南京
大学教授姜良芹深知过程艰辛。14931 张
卡片，这是姜良芹及其团队用 8 年时间，到
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赴
中国台湾的相关机构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
者资料制作而成。每张卡片标明姓名、年
龄、住所、职业、籍贯，对遇难情形如被害时
间、地点、方式及资料来源等也有简要
记录。
　　“当时，不论是战后针对日军暴行的敌
人罪行调查表，还是抗战损失调查表，都有

一定局限性。”姜良芹说，尤其是日军施
行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有很多家
庭满门被杀害，这样的家庭几乎不可能
留下事后的档案、口述内容。
　　为了让每一个同胞“找到”姓名，很
多人仍在努力。
　　 1983 年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
的学者孙宅巍，将毕生精力放在了“人
数”这一关键问题上。“目前整理名单的
来源主要是战后的市民调查记录，但放
下武器的士兵在南京没有任何亲属，无
人替他们申报。我已经在一些遇难将士
名录中找到一些姓名，期待能进一步研
究确认。”
　　姜良芹也仍未放弃，“因为抗战后进
入内战，遇难者相关资料很多下落不明。
如果两岸史学家能共同研究，更多受害
同胞的姓名就有可能‘重见天日’。”
　　张建军说，收集遇难者的名字，为遇
难者降下半旗，为每一位幸存者录下影
像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微观历史的
研究工作中。这不仅有助于唤醒和构筑
民族的共同记忆，也反映了国家对个体
生命的珍视。
　　历史不容忘记，随着南京大屠杀研
究调查的不断深入，期待“哭墙”再延伸，
直到每位遇难同胞都有名字。
   　　  （记者蒋芳、邱冰清）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3 日电

“哭墙”前的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