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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背后的必然逻辑

10 月 11 日，由省妇联举办的“巾帼颂党恩 喜迎十九大”文艺汇演在西宁举行。来
自省、西宁市企事业单位、社区、农村的代表,以歌舞形式表达了对伟大中国共产党的
歌颂和祝福。

本报记者 海东 摄

十一长假刚过，朋友圈内可以看到许
多诸如“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我们
青海的村镇这几年发展这么快，真是太美
了”“这是我们印象中的村镇吗？这么美，
简直就是一座小城市啊”的感叹，配上美
丽的照片，一幅幅反映我省城镇化建设、
新农村发展的照片，通过新媒体的方式传
播开来。

五年来，我省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新
农村建设也初现成效，不仅村镇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牧区居民的生活也
是日新月异，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城里人开始羡慕农村人生活

说起农村，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脏
乱差的老观念中。如果您愿意去农村走
走、看看，一定会被震惊到，现在的农村，好
的让城里人都羡慕。

在湟源县日月藏族乡克素尔村里，村
民一打开卫生间里的热水器就能洗上热水
澡；网上购物、点开网络就能看到自己喜欢
的电影，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郭麻日村
村民的生活更丰富了；吃着自家种的菜，还
可以出售给游客，不出家门也能挣大钱，这
几年，湟中县拦隆口镇卡阳村村民的钱袋
子越来越鼓了。这些，都是新农村发展带
来的变化。

农村环境越来越好，吸引了大批游客到
农村走走、看看、玩玩。“之前都是通过媒体
看新农村的变化，亲眼见到更觉震撼，没想
到现在新农村建设得这么好！真是太让人
震惊了，说真的，我很羡慕新农村的生活，现
在城市里有的东西，农村也有，可农村有的
东西，城市里却不一定有啊。”长假期间，前
往卡阳村游玩的西宁市民姜女士说。

近年来，我省农牧区依次启动实施“千
村建设、百村示范”工程、“党政军企共建示
范村”活动和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通过农牧
区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
套建设以及村庄环境整治，农牧区人居环
境得到较快改善。

城镇化建设让人居环境大变样

来到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县城的
干净整洁与热闹繁华，让人眼前一亮。第
一次来到这里的人很难相信，一个高原县
城居然如此美丽。

宽敞的大马路、笔直站立的路灯、还有
街边成排的商铺，这是一个现代化城市的
缩影。在各个广场上，有孩子跑跳玩耍、有
三三两两的青年散步聊天、还有伴随着音
乐跳锅庄的小团体，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
着笑容，看的出来，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很幸
福。

共和县只是我省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

缩影。刚察县、湟中县、乌兰县、祁连县等
城镇在发展的同时，也在着力解决农牧民
来到城镇生活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我省
以长年在省外务工的约 30万农牧业转移人
口、已进城常住的约 80 万农牧业转移人
口、未来 7 年将要进城的约 40 万农牧业转
移人口和在城中村、城郊村、建制镇居住
的约 30 万实际“农牧民”为重点，兼顾高
校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转产就业，
到 2020 年基本实现 180 万“四个一部分”
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于城乡之间

“钟摆式”流动的农牧业转移人口，要尊重
其自由选择居住地、就业地和就业方式的
意愿，保障其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

全省城镇化水平上层楼

城镇化建设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
作。我省兼顾各方面，以人为本，规划先
行，制定出符合青海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我省将加快西宁、海东城中村、城边
村、城郊村改造步伐。结合地质灾害治理、
湟水两岸生态屏障建设、土地治理等项目
实施，基本完成 97 个城边村城郊村改造；
结合老城区改造、城镇基础设施和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按照鼓励村民与市民融入
共享新模式，规划建设新型社区。

到 2020 年，完成西宁、海东市区 172 个
城中村改造。依法规范、妥善解决格尔木
近 10 万流动人口安置问题，有计划、有步
骤、分批次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努力创
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好的就业创业环
境，解决部分处于两栖状态的农牧业转移
人口的就业安置问题；完善城市治理结
构，建立健全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应急处
理相互衔接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及时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安全的社会问题；
加强土地管理，坚决制止乱搭乱建、非法
圈地，加强环境整治，改变脏乱差现象，提
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到 2020 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迈上新台
阶，“四个一部分”农牧业转移人口的市民
化问题基本解决；城镇体系趋于完善，各类
城镇协调发展，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水平显著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大幅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各族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更加和谐；改革开
放取得重大突破，新型城镇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基本建立。

城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人居环境更
加和谐宜人。城市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以
上的比例达到 75%，城市垃圾、污水处理
率均达到 95%，城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到 28%，城镇生态景观得到有效保护，人
文特色得到传承发展，城镇发展实现个性
化。

青海村镇变城市 居民生活上层楼
本报记者 李艳芳

（上接A02版）
团长马哈什·达哈尔想知道，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如何把市场作用发挥到极
致，创造出震惊世界的新经济奇迹。

奇迹背后，自然有创新而深刻的理
论加以支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
党在文件中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由过去的“基础性作用”改定为“决定性
作用”。

清华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把市场和政府

“两只手”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人类发展的每一次飞跃，都建立在

新的理论认知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波澜壮阔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
一套更加成熟完善的治国理政方略。

理论与实践有机互动、相互贯通、相
得益彰，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国治理中
勇立潮头的牢固基石。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久加诺夫形象地比喻道：“中国领导人
不仅没有拆掉自己航船的操控系统，而
且为它安装了现代化设备，中国之舰发
展成了远洋巨轮，驶向辽阔的大海。”

中国共产党有一种勇气，敢于直面
问题、纠正错误，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
新，在知危图安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中共十八大
以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反腐败
运动的持续展开，“在广度、深度和高度
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1949 年 3 月 23 日，党中央从西柏坡
动身前往北京时，毛泽东同志说：“今天
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2013 年 7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西柏坡，告诫全党：“党面临的‘赶考’
远未结束。”

以“赶考”心态执政，“考官”是人民
群众，“考题”虽然千变万化，中国共产
党人始终头脑清醒，始终自强不息。

这是中国奇迹点亮世界的
高光时刻，是拓展人类发展前
景的康庄大道

“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
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
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
献 ，在 过 去 一 个 长 时 期 内 ，则 是 太 少
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1956 年，毛泽
东同志这样感慨。

“中国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中
国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一带一路’注入强
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一
甲子后，习近平总书记胸有成竹地向世
界发出“邀请函”。

时间与空间的审视中，历史与现实
的观照中，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不朽奇迹
清晰地展现出来，一个政党无与伦比的
伟大丰碑巍峨矗立。

放眼全球，“金融海啸”席卷，西方经
济学遭遇质疑，世界经济踯躅不前，但
中国却能“风景这边独好”，保持中高速
增长的韧性，不断为全球经济创造新的
发展空间。

西方媒体评论，“中国经济又让喋喋
不休的否定论者失算了”“‘世界经济引
擎’的后劲依然充足。”美国《福布斯》杂
志直言：随着中国增长放缓，一些人宣
称中国奇迹终结了。他们错了，“中国
奇迹”只是进入了新的阶段，难以想象
的“奇迹”仍将在未来成为现实。

——中国奇迹，为人类社会探索出
走向现代化的崭新路径！

一个 13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
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无先例可循。
回溯过去 300 多年，全球仅少数国家共
计不到 10亿人实现了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世界规模最
大的现代化，中国开创了一个落后大国
实现现代化的崭新模式，一举突破西方
对于现代化道路解释权的垄断。

在英国学者马丁·沃尔夫看来，一些
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误预言中国
经济，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用西方的
思考方式解答“中国谜题”，“对中国经
济的误解，既有偏见，更有知识谱系的
不足”。

2017 年 9 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
布的秋季学期课程表中，有一门《中国
金融与货币政策体系》的正式学分课
程，授课人是中国金融学家孙国峰。

正如一些海外历史学者倡导的，跳
出“西方中心论”，而“以中国为方法”，
或许是更值得借鉴的观察中国、把握世
界未来的方法。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简单延续
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
他国家社会主义实现的再版，也不是国
外现代化的翻版。”武汉大学教授孙来
斌说。

2017年 5月，蔚蓝的东非海岸，由中
国融资建设的吉布提多哈雷多功能港正
式开港。吉布提总统盖莱深情地说：

“西方人来了 100多年，我们的国家还是
这么穷，中国企业才来了 3年，就发生了
这么大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中国元素”的注入，使这个不到百
万人口的东非国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
勃勃生机，成为非洲之角正在崛起的熠
熠明珠。

从英国 BBC 拍摄的《中华故事》，到
韩国 KBS 的《超级中国》、日本 NHK 的

《中国力量》，越来越多的外国媒体摘下
“有色眼镜”，开始客观审视中国、传播
中国对全球文明进程作出的新贡献。

“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
大的事件。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
国家实现复兴，其影响是深远的，使全
球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英国《金
融时报》如此评价。

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丁·雅克说，在一个中国作为“文明国
家”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后西方世界”
里，中国成为催化剂，可能出现更具多
样性的国家发展形式。

——中国奇迹，为人类社会贡献出
推动全球治理的有效理念！

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
样密切而广泛；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
从未像今天这样澎湃而深远。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一
方面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推动经济社会
平稳健康发展；一方面积极履行大国责
任，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向更公正合理的
方向变革。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
商、共建、共享”……这些中国人耳熟能
详的词汇，被接连写进联合国决议文
件，成为引导全球发展的关键词。

今年 9 月，全球最大的艺术博物馆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
馆，宣布将中国的社交软件微信及“气
泡狗”表情系列纳入馆藏，并作为“五千
年人类创造史”的新代表，在 76 号展厅
正式展出。

150多年前这家博物馆成立时，中国
正因鸦片战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那里收藏的近 2 万件中国文物印证
着那段屈辱历史。

今天，世界换了一种方式持续“收
藏”中国，不再是古老的瓷器和青铜器，
而是引领全球的先进技术和理念。

这个古老而现代的国家，正走在不
断创造奇迹的路上。更伟大的进程刚刚
开启，更伟大的胜利就在前方。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