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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骆国骏、任峰、安蓓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
资的关键作用正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保持经
济平稳发展。

2018 年 10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要针对关
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建设若干重点工程。随
着一系列长效机制的建立，一系列重点工程投
资既稳当下，亦启未来。

不搞“大水漫灌”，追求“精准滴灌”，聚焦民
生短板。从京华大地到白山黑水、雪域高原……
记者调研发现，在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高质
量投资，兴产业、安民生更暖民心。

重点工程“四两拨千斤”

隆冬时节，北京城南。外观宛如凤凰的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光芒。

随着新机场的通航，临空经济区振翅欲飞。
前不久，临空经济区相关部门与 6 家企业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项目意向金额约 46 亿元。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新国门”的正式开启，
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搭建了通往世界的交互平
台；临空经济区、自贸区的政策创新，也为产业
集聚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优势。

梧桐成林，引凤凰栖居。来自世界多个国家
的企业相继访问临空经济区寻求合作。截至目
前，临空经济区已筛选出数以百计的潜在合作
企业，并与数十家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据估算，民航业投入的效能对经济社会的
拉动比例高达 1：8。这种“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不仅体现在投资上，也体现在百姓生活变化上。

观察净空区、巡视飞行区……今年 5 月起，
大兴区榆垡镇东庄营村的张洪振应聘成为机场
鸟害防治员。“几年前，村里老一辈人还在这里
放羊，今天我们年轻人成为新机场的工作者。”
张洪振说，“看到飞机在我头顶飞过并安全降
落，感到很光荣。”

如今，已有近 4000 名像张洪振一样的当地
劳动者在与新机场有关的领域实现就业。

百姓所需，即投资所向。在雪域高原，虽然
西藏主电网已覆盖全区 64 个县（区），但还有
10 个县 56 万人与安全可靠的大电网“绝缘”。

9 月 17 日，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开工
动员大会在拉萨召开。继青藏、川藏、藏中电力
联网工程 3 条“电力天路”之后，又一超大难度
的输变电工程启幕。

“年有效工期仅有 6 个月，特别是海拔
4500 米以上区域有效工期不足 5 个月，施工条
件极端困难。”国家电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晓明说。

条件艰苦，更须迎难而上。
翻越海拔 5300 米以上的高山，穿越永久性

冻土区域……随着工程的推进，到 2021 年西藏
主电网将覆盖全区 74 个县（区），解决西藏 97%
人口的用电问题。

中国大地上，一批功能性强、关系群众切身
利益的重大项目为支撑投资、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不断注入新活力。

民生项目惠民暖人心

山脚下、小河畔，夕阳余晖照射在房屋成排的
村落，在路旁积雪映衬下，有一种世外桃源般的静
谧与祥和。这里是黑龙江省穆棱市穆棱镇腰岭村。

由于腰岭村原址规划建设穆棱市奋斗水库，
2017年，村民整体搬到如今的水库坝址下游 2公
里处。

奋斗水库项目是国家 172 个重大水利工程
项目之一，总投资近 15 亿元，是穆棱市迄今为
止实施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水利工程。

让被征地村民搬得安心、住得顺心，是当地
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移民新村”建设伊

始，就制定详细规划，建设垃圾处理站，设置
打谷场、农机存放处和牲畜集中饲养区，聘请
农业专家进行绿化设计。

“这次迁址是腰岭村巨变的转折点。”回忆
起旧村址生活，腰岭村党支部书记尹世军感慨
颇多，“过去污水横流、垃圾乱堆，人居环境差。
如今一到夏天，树木郁郁葱葱，花草芳香怡
人。”

走进村民时德兰家，屋内的温暖如春
与室外的天寒地冻形成鲜明对比。简约温
馨的装修，镜子般的大理石地砖，明亮整洁
的卫生间……看上去不像一般农宅。“独门
独院，还有地热，比住楼房都舒服！”时德
兰说。

在抚顺市东洲区莫地棚改新区，类似的
暖心工程同样赢得百姓翘首赞许。

当地政府前不久对这里的地下管线完成
改造。在这住了十几年的居民史环凤对工程
效果很满意：“以前，下水井经常冒水，脏水流
到马路上臭气熏天。改造后，这样的问题再没
出现过。”

社区党支部书记王雅君说，作为抚顺最
早建成的棚改小区，莫地社区楼房的房龄都
超过了 10 年，房屋和基础设施老化问题集中
显现，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

为了让棚改小区居民住得稳、住得好，抚
顺市共投资 5 . 9 亿元对早期棚改小区进行维
修改造，工程涉及 24 个棚改小区 92976 户
居民。

（下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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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投资工程兴产业安民生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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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
的土壤，更是经济发展的“晴雨
表”。今年，中国营商环境全球
排名实现高位提升。年终岁末，
记者在福建、浙江、广东等地调
研感受到，营商环境的改善正
激发出强大活力，进一步增强
国内外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感受减税降费红利

今年要实现全年 2 万亿元
的减税降费目标，要把减税降
费政策落实落细，让企业应享
尽享各项优惠。

在厦门市思明区的一处办
税大厅，记者发现，每个工作台
前都放置了秒表。“纳税人可以
在办税时掐表计时，办事大厅
公示时限标准。”厦门市税务局
副局长陈健介绍。

“涉税是重要的营商环境
指标，要打造舒心便捷的税收
营商环境。”陈健说，今年落实
减税降费任务重，针对 24 项日
常办理频率较高的税种，税务
部门推出“秒表练兵”，要求所
有窗口、所有的办税员都能熟
练办理。这不仅是办事部门的
自我加压，更是切实优化营商
环境后的能力自信。

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减税
降费不仅为企业减负，而且让
居民增收，群众的获得感更
强了。

走进杭州市西湖区办税服
务厅，一名西湖区电子税务局
的办税员正在为市民李先生介
绍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各项政
策 ，并 指 引 他 下 载 了 个 税
APP。短短十几分钟，李先生
就通过 APP 完成了专项附加
扣除的申报。

西湖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副科长王琪告诉记者，浙江税
务 140 项业务均已实现“最多
跑一次”和网上办，同时 123 项业务还能手机“掌上
办”。

对标国际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福建自由贸易试验
区厦门片区探索出一条改革新路径。

“口岸的降本增效，是厦门营商环境的一大优势。”
厦门片区管委会政策法规局三级主任科员洪晓东说。

洪晓东介绍，企业从事跨境贸易，必然面临货物进
出口的合规成本支出。据第三方机构测算，目前厦门港
进出口货物合规成本，进口每标箱 229 美元、出口每标
箱 207 美元，是全国沿海主要口岸中较低水平。

去年，厦门片区降本增效措施为企业“减负”1 . 5
亿元；今年前 10 个月，为企业再“减负”1 . 3 亿元。这是
如何实现的？洪晓东说，一是把政府规范性收费减下
来，二是把市场性收费降下来。

对于集装箱口岸查验费、货物港务费、引航费等政
府规范性收费，在国家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厦门市率先
试点为企业“减负”，2019 年仅按国家收费标准的 25%
计收；对于码头作业、理货、堆场仓库等市场经营性收
费，通过鼓励引导国企带头示范，发布口岸收费目录清
单，避免市场价格不透明、信息不对称等可能诱发恶意
收费的情况。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
新增减税降费 17834 亿元。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
变的情况下，减税降费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积
极影响，提振了市场主体信心。

简审批、降门槛让企业省心省力

办事是否简便、流程是否透明、准营门槛高不高，
改革成效好不好，市场主体的感知最敏锐、最深刻。

在杭州萧山的星巴克天润中心门店，一杯杯香浓
的咖啡给消费者带来美好休闲时光。这家今年新开张
的分店，是星巴克第一家通过承诺制拿到食品经营许
可证的门店。

“开办这家分店时，我们提前准备好相关资料，提
交后仅用时 1 小时即顺利办理，比原先缩短了 7 至 10
天。”星巴克中国华东南区总经理陈文凯说。

陈文凯告诉记者，今年 3 月，杭州率先试点直营
连锁餐饮企业食品经营“评审承诺制”，星巴克是首批
4 家通过“评审承诺制”的直属连锁餐饮企业之一。自
杭州试行新政以来，星巴克共计有 34 家门店因此受
惠，通过“评审承诺制”快速申请获取食品经营许
可证。

打造营商环境“金名片”，一些地方以改革为抓手，
在提高质量上求突破。

“前一天提交申请，第二天就完成了装表接电，速
度快而且免费。”泉州市奔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秋湖说，企业用节省的钱添了一台新设备。

今年 4 月 1 日起，福建省南安市供电公司全面放
开 160 千瓦及以下小微企业客户低压方式接入电网，
企业办电从原来的 10 万多元变为全免费，真正让企业
省时、省事、省钱。

从拼投资、拼优惠政策到拼服务、拼营商环境，地
方政府谋发展的理念正在深刻转变。 （下转 6 版）

（漫画：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由新华社承建的
媒体融合生产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12
月 11 日正式揭牌运行。这是在中宣部指导下、
科技部批准建设的媒体融合生产领域首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建设媒体融合领域国家重点实验
室，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1·25”重要
讲话精神，顺应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

全效媒体发展趋势，适应全媒体时代发展需要，
强化先进科技支撑引领，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
发展的重要举措。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
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应用到新闻领域，进一步推动传媒业深度变革。近
年来，新华社将先进科技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

分发、接收、反馈全流程，打造了“媒体大脑”、现场
云、卫星新闻、AI合成主播等一系列技术创新成
果，媒体移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进程明显加快，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大大提升。

据介绍，新华社将立足通讯社定位，发挥特
色优势，建立“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国家重
点实验室运行机制，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在新闻

生产流程中的应用，面向跨媒体信息分析与
推理，人机协同复杂问题分析、响应及评估两
个方向，开展媒体融合生产技术与系统应用
基础理论研究，努力打造媒体融合基础理论
和关键技术的科研创新平台、培养媒体交叉
学科的高端科技人才基地，持续产出对媒体
融合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创新成果。

新华社媒体融合国家重点实验室揭牌运行

西北风呼啸着扫尽落叶，黄土高原又来到了
一年中寒冷的季节。但陕西省宜君县哭泉村的社
区工厂，显然与外界有些“温差”：室内暖气充足，
阳光透过窗户，一半洒在缝纫机上，一半洒在刘
翠翠的脸上。

这位去年才摘掉贫困帽的年轻女子，正熟练
地踩着缝纫机，一个可爱的毛绒玩具渐渐成形。
刘翠翠嘴角，泛出一丝笑容。

哭泉村，曾经是一个缺少笑容的地方。
为何叫这个名字？据村中长者口口相传，孟姜

女哭长城后返程路过此地，又饥又渴，悲从中来，落
下的眼泪化成一眼泉水，哭泉村就此得名。

一个略带悲情色彩的村名，让哭泉村多了几
分苦涩味道。这里平均海拔 1500 米，7 条巨大的沟
道将村子劈得支离破碎。“不是沟就是梁，难寻下
一块大的平地。浇不上水，只能靠天吃饭。”哭泉村
党支部书记曹明红说，哭泉村的“哭”，也曾是村民
困苦日子的真实写照。

贫瘠的土地，一年只能收获一季玉米，乡亲们

兜里攒不下钱，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即便到了 21
世纪初，村里半数人家住的还是土坯房。一到冬天，
寒风呜咽，听上去就像哭声，曾有村民埋怨，“咱村
穷，坏就坏在这个‘哭’字上，多不吉利！”

村里的老人们或许不曾想到，脱贫攻坚，让
这个“呜咽”了千百年的穷村子焕发了新生。这些
年，县里成立文化旅游公司，将哭泉村的传统梯
田包装为风景区，村里建起了玉米加工厂，4 位
致富带头人办起了合作社。社区工厂、农特产品
加工、光伏扶贫……多项产业不仅给贫困户带来
了就业机会，还让他们成了股民，拿起了分红。

“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项目分红，合作社分红，
梯田景区分红……”刘翠翠细数着今年的收入，仅

各项分红就有 4000 多元。“去年咱就脱贫了！”

更让刘翠翠想不到的是，去年她全家仅花了
1 万元，就搬离土坯房，住进了镇里的脱贫搬迁
安置小区。

幸福来得太突然，刘翠翠觉得“比结婚都激
动”。搬家前一天夜里，她和丈夫翻来覆去睡不着
觉。第二天，8 岁的儿子一跨进新家，就给自己占了
一间房，还安排好写字台的位置。

走进刘翠翠家 100 平方米的新居，三室一厅
宽敞明亮，电视、洗衣机、热水器一应俱全。刘翠
翠的儿子正在窗前做手工，窗边摆放着老房子的
照片，似乎在诉说着一段苦尽甘来的日子。

“现在安置小区有暖气，进门还要脱外套。”刘

翠翠笑出了声，起初自己还挺不习惯的。
今年，社区工厂开在了家门口，当了多年

家庭妇女的刘翠翠成了每月领 1000 多元工资
的蓝领工人。“等技术再熟练些，明年就能赚到
2000 元。”刘翠翠对未来充满希望。

67 岁的脱贫户韦文信同样是在去年搬
进安置小区的。在这里，他实现了年轻时的
梦想——当一名理发师。12 岁那年，韦文信
曾自学理发，希望开间理发店，但困苦的现
实将这个梦打碎。村干部知道这段往事后，
为老韦买来工具，“文信理发店”的牌子便挂
了起来。

“没想到，老了老了如愿了！现在，我们哭
泉村真应该改个名字，要叫笑泉村！幸福村！”

一语说罢，韦文信开怀大笑。
临别时，韦文信向记者指了指房门上的对

联，红底黑字的横批写着“焕然一新”。
（记者李浩、陈晨）

新华社西安 12 月 11 日电

哭泉村的笑声

这是 12 月 10 日

无人机拍摄的河南省南

阳市淅川县境内的丹江

口水库库区景色。

丹江口水库是亚

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

也是国家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水源地。从空中

俯瞰，碧波荡漾的丹江

口水库分外美丽。

全面通水 5 年来，

南水北调工程供水量

逐年增加，受水区水资

源短缺状况得到明显

改善。南来之水提高了

受水区 40 多座大中城

市的供水保证率，从原

来的补充水源逐步成

为沿线城市不可或缺

的重要水源，直接受益

人口超过 1 . 2 亿人。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南
水
浩
荡
润
天
下

近日，大批候鸟陆续飞抵贵州草海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越冬（12 月 1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贵州草海迎候鸟
深圳湾是水鸟的天堂，是候鸟迁徙的中转站和

歇脚地。每年有超过 10 万只水鸟在此栖息越冬（ 12
月 1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水鸟天堂”深圳湾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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