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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中共中央政治
局 10 月 24 日召开会议，研究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 10 月 28 日至 31 日
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
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
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九届四中全会
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充分发扬党内
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方
面和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
定，认为决定稿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措施有
力，同时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要全面
梳理、深入研究、集思广益，切实把文件制
定好。

会议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
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
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
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
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

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
为国家治理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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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有力保证。

会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 100 年时，在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
效；到 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
国成立 100 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会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
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
近结合、整体推进。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
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
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
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
制度。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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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位！北京时间 24 日上午，世界银行发
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中国以 15 个
名次的跃升，首次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排名前
40。

营商环境就是“软实力”，中国连续第二
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
排名前十背后，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
持之不懈的改革开放，更是面向未来再出发
的机遇和信心所在。

世行点赞 在中国做生意

“越来越简易”

办理建筑许可指标全球排名提升 88 个
名次至第 33 位，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排名提
升 36 个名次至第 28 位，办理破产排名提升
10 个名次至第 51 位，跨境贸易排名提升 9
个名次至第 56 位……

翻开今年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
中国总排名从去年 46 位升至 31 位背后，
是一个个印证中国营商环境改善硬指标的
跃升。

“中国在多项营商环境指标上取得了令
人赞许的进步。”报告发布之际，世界银行中
国局局长芮泽由衷点赞，过去一年中国为改
善中小企业的国内营商环境做出了巨大努
力，保持了积极的改革步伐。

这份世行自 2003 年开始每年发布的全
球报告，主要通过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
获得电力、保护中小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
等 10 项指标，对全球 190 个经济体的营商环
境评分排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马晓白告
诉记者，世行营商环境排名，按英文直接翻译
过来就是“做生意简易程度”的排名，报告真
实反映了企业的获得感。

拉长时间跨度，中国营商环境的全球变
化更加清晰——

从 2013 年到 2019 年，这一排名持续提
升，尤其近三年从第 78 位到 46 位再到 31
位，对应的是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简易”的
变化。

在世行营商环境评价中，中国有 8 项指
标全球排名显著提升，其中办理建筑许可的
全球排名从去年的 121 位跃升至 33 位，提升
了 88 位，获该指标质量指数满分 15 分。

这样的改善让京沪等地不少企业感同身
受。“太神速了，本来要花两个月甚至更多时
间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我们只用了 3
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
假区项目有关负责人说，由于项目涉及内容
多，审批流程复杂，如按原来的预计时间启动
施工，几乎是不可能如期完成的任务。

“在全球各国都在努力改善营商环境的

当下，中国排名保持了大幅提升十分不易，
但也在意料之中，这是世行对我们改革开
放举措的充分肯定，也印证了中国优化营
商环境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袁东明说。

优化营商环境 中国一直

在奔跑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空气，须

臾不能缺少。
中国营商环境跃居全球第 31 位背后，

是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提
升营商环境“软实力”的成绩体现。

在北京，朝阳区不动产登记大厅如今
不到一小时就能一次性办理完二手房转移
登记业务所有手续，延庆区桑普新源新厂
区两个工作日就拿到了配建门卫室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

在上海，特斯拉建“超级工厂”仅 10 个

月就完成从破土动工到具备投产条件的转
变，令特斯拉 CEO 马斯克用“震惊”来形容
中国效率之高……

北京和上海是世行评价的中国样本城
市。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和
京沪两市政府，对标国际先进、对接国际通
行规则，于年初制定了专项改革任务台账。
截至目前已完成 130 余项改革举措，在保护
中小投资者、办理建筑许可等体制机制改革
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不仅在京沪，从拼投资、拼优惠政策到
拼服务、拼营商环境，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发
展理念发生深刻转变。

9 月 19 日，仅仅几十秒，深圳市瀚威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就完成了原本需要 1 天时
间的登记手续，取得深圳首家“秒批”企业营
业执照；

10 月 18 日，大连金普新区市场监管局
海青岛市场监管所为大连佳友利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和云之初（大连）安全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颁发了营业执照，标志着金普新区实
现企业注册登记权限一放到底，企业登记将
实现全域通办；

10 月 20 日，广州不动产登记 12 项材
料可免提交纸质材料，最快 2 个工作日内办
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聚焦市场主体和人民
群众痛点难点，中国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依法保护产权等
企业各项合法权益。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带来中国市场吸
引力的不断增强。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连续
三年下滑的背景下，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新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0871 家，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 6 . 5%。

中国成为世界投资沃土的背后，是自身
改革开放的不断加压——

2018 年底，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全面实施，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
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2019 年 3 月 1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法》，中国向制度型开放迈出重要一步；

6 月底，中国发布 2019 年版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清单条目在去年大幅缩减的
基础上由 48 条减至 40 条；

7 月 1 日，《政府投资条例》正式施行，
将政府投资纳入法治轨道……

中国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不论对内资
还是外资，对国企还是民企，中国一视同仁，
在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道路
上，中国没有“休止符”。

打造更完善的营商环境 只

有更好没有最好

就在世行报告发布前一天，中国正式对
外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政府立法为
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

“新的政策将确保公平市场准入并保护
公平的市场竞争。”路透社评价说。

（下转 2 版）

以持续深化改革 赢未来发展机遇
中国营商环境跃居全球第 31 位背后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4 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
告 2020 》将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再次
大幅提升，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前
景投出的信任票。

世界银行于北京时间 24 日上午发布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中国营商环境
全球排名继去年从此前 78 位跃至 46 位
后，今年再度提升至第 31 位，连续两年入
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
经济体。

华春莹说，中方对世行《全球营商环境
报告 2020》将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再次
大幅提升表示欢迎。这说明，中国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态度是

认真的，成效和进步也是显著的，得到了国
际社会普遍和高度的认可。这一结果是对
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前景投出的信任票。
在当前世界经济同步放缓、不确定性增加
的背景下，这对提振市场信心具有积极
意义。

她说，中国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
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始终坚持打开大门
搞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中方将
继续采取和落实一系列促进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新举措，包括于明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进一步完善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欢迎更多
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共享中国机遇。

（记者马卓言）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

对中国经济前景投出信任票
外交部评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再提升

新华社记者
任卫东、张文静、胡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
村饮水安全在脱贫工作中的重
要性，他指出：“着力补齐贫困人
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
饮水安全短板，确保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同全国人民一道迈
入小康社会。”

近年来，随着水利部和相关
部门的全力推进，覆盖在全国广袤农村 1100 多万处的饮水
工程，正通过星罗棋布的乡村水厂和密密麻麻的供水管网，
向亿万群众输送清洁、卫生的饮用水，实现了农村饮水安全
的历史性转变，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水之润

当 40 多岁的苏海英第一次拧开水龙头时，从水管里喷
出来的自来水溅了她一脸，她舔了舔，喊道“真甜”。

苏海英的家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
村。找水源、修渠道，为了水，人们想尽办法。直到引洮工程的
实施，她可以足不出户，喝上了甘甜的自来水。

2013 年 2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引洮供水一期工
程，提出“尊重科学、审慎决策、精心施工，把这项惠及甘肃几
百万人民群众的圆梦工程、民生工程切实搞好，让老百姓早
日喝上干净甘甜的洮河水”。

甘肃省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局长张天革介绍，当时引洮
一期工程建设正面临世界性技术难题，资金上也捉襟见肘。总
书记的到来，给了工程建设者巨大的鼓舞和支持。2014 年底，
一期工程实现通水。到目前，工程受益人口已达到了 225
万人。

甘肃农村饮水安全正实现历史性转变，集中供水率和自来
水普及率分别达到 91% 和 88%，农村群众吃水处于可控状态。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
贵州省水城县杨梅乡台沙村是全省 2760 个深度贫困村

之一。缺水是台沙的穷根，相比于腰包瘪，台沙人更怕水缸干。
“说起水，就觉得肩背疼。”70 岁的村民张才文回忆，20

多年前取水要到 3 公里外的山泉眼用桶背，上山下山一趟下
来，壮小伙也得走 2 个小时，每趟最多背 50 斤，背够一家人一
天的水，至少要花 6 个小时。

在台沙工作了近 30 年、找水也找了近 30 年的村支书张
明友曾无奈放言，“谁能找到水，村支书就谁来当”。

2018 年底，台沙终于来水了。当年，贵州实施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其中就包括水城县投入 900 万元在台沙
村修建山塘，配套建水厂。现在全村 1075 户都用上了干净的
自来水。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人畜
饮水和饮水解困工程，解决了严重缺水地区饮水困难问题；
进入“十三五”后，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转入巩固提升阶
段。我国已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农村供水体系，农村集中供水
率达 86%，自来水普及率达 81%，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

水之安

从“喝上水”转向“喝好水”，我国的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已
经达到较安全水平。

自来水，滋润着买买提·阿不拉老人的心田。2018 年 10
月，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生活了 70 余年的他终于告别了
涝坝水和山泉水。

柯坪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
近 40 倍。20 世纪 80 年代，水利部对全国水资源实地调查后
给出了结论，柯坪县“境内无好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安排专项资金，重点向南疆
等贫困地区倾斜。总投资 6 . 09 亿元的柯坪县城乡饮水安全
工程于 2018 年 10 月底完工，全面通水入户。

柯坪县城乡饮水管理站站长艾尼·阿布都热合曼说，目
前全县饮用水水质已经达标，水量也符合设计目标。

新疆将解决 22 个深度贫困县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作为水
利工作的头号工程推进，从 2018 年至今年 8 月底，共解决了
82 万余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农村供水事关人民福祉。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浩日庆敖包嘎查，

贫困户乌日金家狭小的厨房里，一台壁挂式净水器格外
显眼。

这台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净水器，将自来水含氟量降低到
安全范围内，使她摆脱了“高氟水”之苦。

内蒙古加快推进的贫困人口饮水安全工程，正在终结
“高氟水”等不安全饮用水对人们的影响。2018 年以来，内蒙
古投资 4 . 96 亿元解决了 7 . 6 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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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道里流出来的清泉
（ 5 月 24 日摄）。得益于国家
小农水项目的支持，绝壁引水
助缺水山村——湖北恩施市红
土乡天落水村 3000 余村民告
别“靠天吃水”。 新华社发

10 月 24 日，C919 大型客机 105 架机在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起飞，顺利完成其首次试验飞行任务。

新华社发

C919 大型客机 105 架机首次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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