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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安 宁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书写辉煌。为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奋进新时代”主题成

就展于9月27日在北京展览馆开幕。

秋高气爽，观展者如织。“这十年，咱们国

家真干了不少事儿！这些成就都是我们老百

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这次在展览里一并列

出来更让人感慨祖国的伟大。”28日，一位参

观群众一边认真观看展板上的信息，一边和

记者说道。

此次展览设序厅、中央综合展区、地方

展区、展望展区、室外展区和互动展区6个展

区，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全面宣传展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和辉煌成就。通过运用图片、实物、模型等

6000多项展览要素，让十年辉煌历程更加生

动可感。

“00后”参观者陶玲琪的观展过程尤为认

真，几乎没有放下拍照的手。她告诉记者，作

为“生在春风里，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有幸成

为这伟大国家的一员，见证伟大时代的变革。

“置身展览中，我深切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日新

月异、人民生活的今非昔比，也更加坚定了要

为祖国不懈奋斗的决心。”

一场展览，长幼同场共感时代变革。林方

今年即将退休，此次跟随单位一同前来观

展。他最感兴趣的是展览中展出的各种科

技创新成果。“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心不

老，看到国家始终有一股不断奋进的蓬勃气

息，我也仿佛与国家同频共振，汲取着活力和

朝气。”

奋进，是本场展览的主题。无独有偶，

5年前，时间同样是9月底，地点同样是北京

展览馆，“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开

幕。从“砥砺奋进的五年”到“奋进新时代”，

“奋进”的底色没有变；从大型成就展到主题

成就展，“成就”的成色没有变。

这十年间的伟大变革，在 5000 多年

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

章，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开启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

征程。

记者注意到，展览中有不少人群簇拥的

打卡点。在中央综合展区“全面深化改革不

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单元，“神舟十二号”返回

舱格外受欢迎。“没想到能在展览中看到这个

返回舱，比想象中小一些，很好奇航天员待在

里面什么感受。”唐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感

慨，这十年我国的航天事业突飞猛进，不少领

域已经在世界上处于“并跑”甚至“领跑”阶

段，这正是得益于我国的体制优势。

惊喜的是，本次展览中不仅有返回舱实

物，还有神舟十四号3名在轨航天员的视频问

候。在地方展区内蒙古馆附近，一处标有

2012年~2022年的高台十分引人注目，高台

上方屏幕里播放的一段从太空传回的视频画

面中，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向“奋进新时

代”展览的参观者们亲切问好，并介绍这十年

是如何一起走过的。

展览中，地方展区吸引着诸多观众“回

家”打卡，感受故乡的十年巨变。在湖南馆，“精

准扶贫”四个字被刻在一块雕塑上，展示着

精准扶贫首创地的自豪，也勾起了湘西小伙

季新的话头：“将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从

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老百姓有

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在地方展区北京馆，两只硕大的冰墩墩

和雪容融摆件让人们重温今年那场冬奥盛

会。“看到它们我就不由自主想合照。”参观者

杨女士不仅和两只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合照，

还在一旁的滑雪互动体验中“大展身手”。她

告诉记者，受北京冬奥会影响，自己也多次

“上冰雪”，感觉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很有意思。“现在特别期待冬天到来，今年的

目标是成功挑战‘高级道’。”

互动性强，是不少参观者的普遍感受。

可交流机器人、现场动手制作杨柳青拓印

画、互动抽奖等，分散在各个场馆的小惊喜

等待着观展者探索发现。值得注意的是，本

次展览还设有互动展区，“中国空间站VR漫

游”可以从航天员视角进入空间站核心舱，

体验舱内的生活工作环境，并观看空间站、

地球、月球、太阳及银河星空等场景演示，感

受在太空飞行的宏大壮丽场景；“有声名信片

自助打印机”前，不少观众现场制作个性化明

信片，留下美好的纪念……

砥砺奋进新时代，乘风扬帆永向前。在

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十年来的伟大变

革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

信、增强历史主动，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

奋斗，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篇章，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本文配图由本报记者苗露摄）

开栏的话：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奋进新时代”主题成

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展览中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

段生动视频、一幅幅图片图表，浓缩着十年来神州大地上

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举世瞩目的成就。9月30日起，本报

特推出“奋进新时代 一展看十年”专栏，通过记者的镜头

和笔，和您一起感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变

革，在不同展览单元中感受着祖国各地各领域取得的非

凡成就。

奋进新时代 一展看十年

□ 本报记者 安 宁

9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深化改革开放有关工作情况。发布会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研室副主任、委新闻发

言人孟玮主持，体改司副司长蒋毅、外资司副

司长夏晴、开放司副司长张明、价格司副司长

牛育斌出席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并答记

者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济体制改革围绕处

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方位展开、系统性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系统完备、

更加成熟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孟玮介绍了四个方面

主要成就，分别是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激发，市

场体系建设持续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改革取得

新成就，以及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

深化。

孟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统

筹发展和安全，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以共建“一

带一路”为重点，推动企业稳步“走出去”，境外

投资发展迈上新台阶，国际合作新优势加快培

育。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高，企业“走出去”迈

出坚实步伐，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

建，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

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有效运转基础。蒋毅表示，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方面共同努力推

动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市场规

模效应进一步凸显，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入推进，市场环境和质

量明显提升。

谈及电力、油气等自然垄断行业改革，蒋毅

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党

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下，持续推动以石油

天然气管网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改革为标志

的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和以“管住中间、放开

两头”为总体要求的电力体制改革。

经过改革，行业保持高质量发展。油气方

面，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管理，健全油气矿业

权出让机制，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勘查开采

机制。电力方面，有序放开竞争性业务，开展

绿电绿证交易。

市场建设取得突出成果。油气方面，推动

油气交易中心规范建设，探索开展市场化交

易，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电力方

面，已初步形成了“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

的电力市场体系并不断完善。配售电侧改革

持续推进，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电业务，全

国已成立5000多家售电公司。着力深化电价

改革。

能源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发挥煤电

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夯实迎峰

度夏度冬能源基础。油气方面，依托国家管网

集团发挥“全国一张网”优势，平稳应对10余

轮大小寒潮。电力方面，依托发电企业、电网

企业确保机组“应开尽开”，重要通道可靠运

行，保障电力供应。

在回答记者有关吸引外资方面的问题时，

夏晴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扩

大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取得的重要成果：利用

外资规模稳定增长，法律保障更加完善，外资

准入更加开放，促进措施更加有力，市场竞争

更加公平。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深入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各部门、各地方一

道，切实落实稳外资的各项政策措施。”夏晴介

绍，将加紧出台2022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出台制造业引资专项政策，推进重大外

资项目落地实施，加强外商投资服务。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在世界

范围内受到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会上，张明

介绍了共建“一带一路”总体进展：共建朋友圈

不断夯实，设施互联互通不断深化，经贸交流

与合作不断发展，新兴领域国际合作不断拓

展，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不断完善，人文交流与

合作不断扩大。“总的来看，9年来，共建‘一带

一路’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重大

的国际合作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

了重要实践平台。”

对近年来推进的价格机制改革，牛育斌表

示，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

制，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形成。

建立起垄断行业科学定价机制，持续加强对垄

断行业的价格监管。建立起促进绿色发展价

格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建立起

重要商品价格调控机制，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这十年，我国物价运行平稳，价

格总水平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CPI年均涨幅

为2%左右，充分体现了价格改革、价格调控、

保供稳价取得的重大成绩。”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经过各方面努

力，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一是调控机制逐步完善。国家层面以及各

省、各大中城市建立健全了工作机制。二是重

要民生商品量足价稳。面对疫情、异常天气以

及国际市场波动冲击，“米袋子”“菜篮子”商品

始终保持供应充足、价格基本平稳运行，保供

稳价体系经受住了考验和检验。三是物价总

水平在合理区间运行。特别是今年国际形势

严峻复杂，全球粮食、能源等价格大幅上涨、我

国输入性通胀压力明显加大，但国内物价保持

平稳运行，1月~8月CPI累计同比涨幅仅为

1.9%，明显低于美国8.3%、欧元区7.6%的水

平，可谓“风景这边独好”。牛育斌表示，这份

成绩来之不易，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的具体体现。 （相关报道见2版）

我国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

敬告读者
根据本报年度出版计划，10 月 2 日

（星期日）、10 月 3 日（星期一）、10 月 5 日

（星期三）、10月7日（星期五）共休刊4期，

10 月 9 日（星期日）恢复出报。国庆节期

间，中国发展网、改革网、中国发展改革微

信公众号等报社一揽子新媒体平台精彩

继续，敬请关注。

祝广大读者和网友节日愉快！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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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馆，“精准扶贫”四个字被刻在一块雕塑上。

9月27日，“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 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实物前，参观者认真端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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