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市场之名 行利己之实
———解构美式“市场经济”霸道双标

美国惯以“市场经济捍卫者”自居，
动辄对别国指手画脚，现实中却奉行“美
国优先”，漠视市场经济规则，随意挥舞
关税大棒、为自由贸易设障，给外来投资
筑墙、扰乱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经济的
“麻烦制造者”和“秩序破坏者”。

美国违背市场规律逆全
球共识

市场经济以规则为准绳，而美国却
打着“规则”“秩序”的幌子，将国内法凌
驾于国际规则之上 ， 滥用贸易保护工
具，挑起贸易摩擦，不仅新兴经济体，就
连欧盟和加拿大等盟友也成为美方打
压对象。

为追求“美国优先”，美国政府无视
全球共识，逼停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制，
企图将国际贸易拉回“丛林时代”，遭到
美国国内各界及国际社会批评。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世界缺
乏安全的争端解决程序， 贸易被拖入地
缘政治博弈的风险已经上升。去年 9 月，
约 3500 家美国公司在美国国际贸易法
院起诉美国政府， 要求法院裁决美政府
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非法”。 面对美国
的贸易霸凌行径，欧盟、加拿大、墨西哥、
挪威、印度、中国、俄罗斯均诉诸世贸组
织，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市场经济的活力源于对市场主体经
营、投资决策的尊重，美国却滥用“国家
安全”概念，恣意出台禁令、动用国家力

量打压他国企业。
市场经济的活力源于有效的资源配

置和分工合作，但跨国投资和生产却受到
美国强行干扰。 美国收紧投资审查，对包
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投资设障，先
后否决了多起外资并购交易。 美国《华尔
街日报》评论说，由美国财政部牵头的美
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手握海外公司收购生
杀大权，已成为打压中国的重要工具。 出
于对半导体等所谓关键产品供应链风险
的担忧，美国想构造国内供应链实现生产
本地化；出于对制造业回流的偏执，“购买
美国货”条款不断强化，他国优质产品流
向美国市场的通道被卡频频发生。

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院长
杰弗里·加雷特表示， 新冠疫情发生后，
要求缩短供应链以强化供应链“韧性”的
呼声增大，但若让产品完全“美国制造”，
其成本“令人生畏”。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玛丽·洛夫莉认为， 降低供应链风险
的关键之一在于建立可信赖的多元化
供应链，而不是一味追求将供应链转移
回美国。

破坏公平 、扭曲竞争 ，美国不仅不
能实现“美国优先”，反而会增加美国企
业和消费者成本，侵蚀经济全球化发展
之基，削弱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之源。

中国以开放合作促全球共赢
与美国践踏国际规则、 扰乱世界经

贸秩序、肆意“脱钩”“断链”不同，中国支
持多边主义， 支持全球化进程和公平竞
争，为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提供动力。

中国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 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给企业带来稳定预期。中
国实施外商投资法和相关配套法规，进
一步缩减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德
国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教授勒歇尔
表示，中国一方面加强内部市场建设、改
善营商环境， 另一方面继续扩大对外开
放，这将进一步吸引投资者进入中国，抓
住中国市场发展机遇。

中国秉持互利共赢理念，推动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 服贸会、进博会、消博会成
为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的新平台，“一带
一路”在合作中不断发展，成为互联互通
的重要纽带。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逆风，中
国坚持与各国携手发展。 去年 11 月，《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 中
国如今已成为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
大贸易伙伴。 对很多跨国公司来说，中国
已成为其全球利润增长的“主引擎”。

中国始终是吸引全球投资的沃土。
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的背景下， 跨国资本投资中国
热情不减，今年 1 至 8 月 ，中国实际使
用外资同比增长 22.3%；中国欧盟商会
调查显示，60%的受访企业计划今年扩
大在华业务规模；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调查显示，近 7 成受访企业对中国市场
未来 5 年商业前景感到乐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
院长屠新泉认为，市场经济并不存在“黄
金标准”， 而是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在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寻找平衡点，中国一
直在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实现经济发
展，而美式经济价值观则因市场失灵造成
政治分裂与社会撕裂而备受质疑。

新华社记者 樊宇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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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雅典
10月 17日电（记者
肖亚卓 于帅帅）北
京冬奥会国际测试
赛从 10月上旬开始
陆续启动，国际奥委
会 16日表示， 他们
从参赛运动员那里
得到的关于测试赛
的反馈“非常积极”。

国际奥委会于
16 日在希腊首都
雅典召开了执委会
会议， 在会后的新
闻发布会上， 国际
奥委会体育主管凯
特·麦康奈尔表示，
目前北京冬奥会的
各项测试赛陆续展
开， 许多运动员已
经来到北京参加测
试赛。 根据国际奥
委会从这些运动员
那里得到的反馈来
看，情况非常乐观。

“我们很高兴
看到运动员们对于
测试赛的反馈 ，他
们当中有很多人也
将参加明年 2 月的
北京冬奥会。 ”麦康
奈尔说，“从我们掌
握的情况看， 这些
运动员对测试赛的
评 价 全 都 是 积 极

的，无论是在场馆本身还是赛事组织方
面。 ”麦康奈尔在谈到这一话题时，特
意 强 调 了 反 馈 结 果 是 “unanimously
positive”（一致的积极）。

10月 5日至 12月 31日，北京冬奥
组委将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
的八个竞赛场馆，举办 10 项国际赛事、
三个国际训练周和两项国内测试活动。
其中，在国家速滑馆举办的速度滑冰中
国公开赛，以及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亚
洲花样滑冰公开赛已经结束。

1603.9 公斤！ 10 月 17 日，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清竹村，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院士专家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继去年突破 1500 公斤大关后， 再次刷新纪
录。图为当日测产组工作人员在测产现场查看水稻生长情况。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 摄

20２1年 10 月 18 日 星期一责编/陈静 周家珂 版式/吴磊 国内·国际新闻 3

总值班 18955179501（日夜 ） 编辑部传真 65179872（日夜 ） 集团办公室 65179014 编委办公室 65179030 总编办公室 65179021 新媒体中心 65179029（邮箱：ahrb2012@sina.cn) 审读考评办公室 65179144
政治新闻中心 65179190 经济新闻中心 65179250 文化新闻中心 65179166 出版部 65179189 视觉新闻中心 65179191（邮箱：shyb@vip.163.com) 理论部 65179251（邮箱：ahrbllb@163.com) 评论部 65179148
来稿编辑部 65179228（邮箱 ：lgbjb@ahrb.com.cn) 记者部 65179232 群工部 65179258 信息技术中心 6５１７９２６５ 广告中心 6５１７９３16 安徽报业发行公司 ６５１７９５６７ 印务中心 65333661 新闻研究所 6５１７９178

零售价：1．50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承印

昨日开印 3∶15印完 6∶00

本报地址
合肥市潜山路 １４６９ 号
邮政编码： ２３００７１

电
话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人大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中
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的高度，深入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重大理念，强调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对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作
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
的旗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民主政治发
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重大理念。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
系点， 明确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
念。 今年建党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
出，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
论，集中概括了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政
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深刻阐明了
我国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
为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指引和遵循。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
主，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支

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
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
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我国全过程人民民
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
的参与实践。 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体，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
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
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巩固
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
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
主渠道。 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
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
事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
和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
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
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
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
主义民主。 ”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本质和核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 保障人民权
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
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
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
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
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
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
作上来。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
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更
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
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民主制度，丰富
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平
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发展更加广泛、
更加充分、 更加健全的全过程人民民
主。国家各项工作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
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人民
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不断解决好人民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凝聚
起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要在党
的领导下， 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

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
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依法行
使选举权利， 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
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
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
过程，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
落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
音；完善人大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
体，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
制，推进人大协商、立法协商，把各方面
社情民意统一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之中。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与时俱进的
品格， 是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民
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伟大实践中成长，也必将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不
断发展。 前进道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断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特质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我们
就一定能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人类政治文明进
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载 10 月 18 日 《人民日报 》 新华
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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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10 月 17 日是第 29 个国际消除贫困日。 2014
年，我国将 10 月 17 日设立为国家扶贫日。 从 2012 年底拉
开新时代脱贫攻坚序幕，到 2020 年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铸就了人
类反贫困斗争的丰碑。

在这块丰碑上，印刻着这样一群人的名字———张桂梅、
黄文秀、李保国……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脱贫攻
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和“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挺身而出、开拓创新、攻
坚克难，将热血和生命奉献给了脱贫事业。

生命如炬，点亮梦想践行使命
“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让大山里的女孩都能读书。”看

着一个个山区女孩因贫困失学，“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张桂梅萌生梦想。

今年 9 月 1 日，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迎来 13 周
岁生日。 这座由张桂梅创办的、全国首座全免费女子高中，
已经让 1800 余名女孩圆了大学梦。

一直吞着药片、伤病难行的张桂梅，激励孩子们：“祖国
哪个地方需要，就上哪个地方去！ ”

“一个受教育的女性，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改变三
代人的命运。 ”工作数十年，张桂梅住在学生宿舍。

“让学生们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在山沟沟里
也能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看到美好的未来。 ”带着这份信
念，她抱着病躯点亮万千大山女孩的梦想，照亮她们的前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出身贫困家庭，在国家助学
政策帮助下完成了学业。研究生毕业后，她主动放弃大城市
工作机会， 返乡担任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驻村
第一书记。

“百色是脱贫的主战场，我有什么理由不来呢？ 我们党
是切实为群众谋发展谋幸福的党，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就
是我的使命。 ”面对很多人的疑问，她如是作答。

驻村两个月，她走遍全村 195 户贫困户，用心绘制“民
情地图”；驻村满一年，行车里程约 2.5 万公里。 她自豪地表
示，这是她“心中的长征”。

2019年 6 月 ，因遭遇山洪 ，年仅 30 岁的黄文秀壮烈
殉职。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
己而活， 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 为民族、 为社会作出贡
献。”黄文秀在入党申请书里这样写道。她用年轻的生命，诠
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职责和使命。

不为名利，只为群众谋幸福
李保国， 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35 年

来，他一直奋战在脱贫攻坚和科技创新一线，志在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让广大农民摆脱贫困，被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我是农村长大的，过去家里很穷，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我是国家恢复高考后培养的第一届大学生，学的农林专业，
该用学到的知识为农民做点儿什么。 ”他坚守这个信念，直
至生命最后一刻。

“只有不为名来、不为利去，一个心眼儿为百姓，农民才
信你，才听你。 ”他永远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农民的儿
子，每年深入果园田间 200 多天，让 140 万亩荒山披绿，让
10 万农民实现脱贫致富。

1974 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萨如拉图雅嘎查。 当淳朴的牧民把自家舍
不得吃的面条端给自己时，19 岁的下乡知青廷·巴特尔既感动，又心痛。

“乡亲们不该这么苦！ ”廷·巴特尔的父亲廷懋是新中国开国少将，从父亲身上，
这个蒙古族青年、共产党员不仅继承了勇猛无畏，还有责任担当。

他扎根草原 47 年，把最好的年华投身于边疆牧区建设。 他成立扶贫公司，赔了
算他的，赚了都分给牧民；他坚持草畜平衡、绿色发展理念，号召牧民围栏轮牧，“减
羊增牛”，让草原渐渐恢复“元气”，带领牧民把“沙窝子”变成了“幸福窝”。

坚韧不拔，敢教日月换新天
造绿锁黄龙、绝壁开沟渠……他们向命运宣战，与自然较劲，用双手改变穷山恶水。
1984 年，陕西定边县海子梁乡南海子农场场长石光银砸掉“铁饭碗”，承包治理

荒沙。为了战沙，他变卖家产、负债累累、痛失爱子……数十年来，硬是带领乡亲们筑
起一条百余里长的“绿色长城”。

“活一天，就得栽一天树。”这位 69 岁的治沙英雄、“七一勋章”获得者，依然守望
着毛乌素沙漠。

王有德是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同样以
“生命不息，治沙不止”的决心向风沙宣战。

“多栽一棵树，就是我的价值；多治理一片荒山，就是我的价值；让当地老百姓找
到致富之路，就是我的价值！ ”他说。

多年奋战， 王有德和职工们硬是营造出防风固沙林 60 万亩， 控制流沙近百万
亩，有效阻止了毛乌素沙漠的南移和西扩，实现了人进沙退的伟大壮举。

唯一的水源，在三重山外。
“一两百号劳力，能凿通三座山？ ”31 年前，面对乡亲们的质疑，贵州省遵义市播

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原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黄大发撂下狠话：“水过不去，拿命来铺。”
靠着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一条 9400 米的“天外来渠”凿成了！
水引来了，路修通了，贫困的帽子摘掉了！ 年逾八旬，“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

至今仍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 老人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干半辈子。 ”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神州大地，正因为这些坚韧不拔的奋斗

者，全面小康的路上一个都没有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新征程上，无数个后来者
将接续奋斗，谱写乡村振兴的壮美篇章。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王博 杨静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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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9公斤！ 袁隆平团队研发的
杂交水稻双季亩产刷新纪录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顺利进入天舟三号

10 月 17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的画面。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顺利进驻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北京时间 2021 年 10 月 17 日 9 时

50 分，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成功开启货物舱舱门，并顺利进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接下来，航天员乘组还
将开启天舟二号货运飞船货物舱舱门。 后续，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新华社发（赵玉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