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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据黑龙江省政府事故调查组通
报袁野8.25冶火灾原因已经查明袁系电气线
路短路袁引燃装饰材料并蔓延成灾遥

绎武汉对 5071 个房屋租赁中介机
构开展行业排查袁其中 559 家野问题冶租
房中介被列入重点整顿名单遥

绎3日袁北京新机场南航基地 1号机
库封顶袁 建成后将成亚洲最大的飞机维
修库遥

绎3日袁深圳宝安区一幼儿园开学典
礼时上演钢管舞遥 当地教育局发布通报袁
责令举办者解除园长职务遥

绎3日袁 故宫养心殿启动修缮工作遥
院方表示袁 此次修缮将最大限度保留古
建筑的历史信息袁预计 2020年完工遥

绎贵州小伙杨超 2011年考上大学袁
可父亲去世袁母亲患病袁被迫辍学照料母
亲袁做兼职养家遥 但他没有放弃大学梦袁
坚持学习袁今年终于被贵州大学录取遥

绎教育部尧财政部出台办法袁规定校
外勤工助学酬金标准不应低于当地政府
或有关部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遥

绎贵州印发方案袁 提出推动有条件
的学校尧 养老机构等场所配备营养专业
技术人员袁 改变重点人群营养不良的状
况遥

绎河北出台办法袁 鼓励举报涉枪涉
爆犯罪遥 对提供相关线索的举报人袁最高
可给予 8万元的奖励遥

9月 6日袁日本北海道厚真町袁地震引发山体滑坡袁导致房屋被掩埋遥 据报
道袁日本北海道地区发生 6.9级地震袁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袁震源位于胆振地方中
东部袁目前没有海啸危险遥 地震造成了多处建筑物倒塌袁致 525万户停电遥

近日袁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改革
开放 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遥
报告指出袁野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走过了 40年不平凡的光辉
历程袁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
就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遥 冶

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

报告显示袁40 年来中国经济实
现巨变遥 1978年袁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只有 3679 亿元袁2017 年站上 80 万
亿元的历史新台阶袁 达到 827122亿
元遥

40年来袁 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
界第二袁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
历史性跨越遥 1978年袁中国经济总量
居世界第十一位袁2010年超过日本袁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遥 2017年袁中
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 12.3 万亿美
元袁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5%左右遥 近
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 30%袁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
动力之源尧稳定之锚遥

经济结构实现重大变革袁发展的
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提高遥 2017
年袁 服务业比重提升至 51.6%袁比
1978年上升 27个百分点袁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 58.8%袁提高 30.4个百
分点遥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
带动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遥

2017年末袁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为 58.52%袁比 1978年末上升 40.6个
百分点袁年均上升 1个百分点遥 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袁2010 年以
来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连续 8 年
快于城镇遥

对外经济发展成绩斐然袁全方位
开放新格局逐步形成遥 改革开放初
期袁 中国对外经济活动十分有限袁
197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 206亿
美元袁位居世界第 29位遥 2017年袁货
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4.1万亿美元袁比
1978 年增长 197.9 倍 袁 年均增长
14.5%袁居世界第一位遥外商投资规模
和领域不断扩大遥

基础产业跨越式发展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跨越式发
展袁供给能力实现从短缺匮乏到丰富
充裕的巨大转变遥 统计显示袁农业基
础地位不断强化遥 2017年袁我国粮食
总产量稳定在 1.2 万亿斤以上袁比
1978年翻一番遥 近年来袁我国谷物尧
肉类尧花生尧茶叶产量稳居世界第一
位袁 油菜籽产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袁甘
蔗产量稳居世界第三位遥

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提升遥 2017
年袁钢材产量 10.5 亿吨袁比 1978 年
增长 46.5倍曰水泥产量 23.4亿吨袁增
长 34.8倍曰 汽车产量 2902万辆袁增

长 193.8倍遥
交通运输建设成效突出遥 2017

年末袁 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2.7万公
里袁比 1978年末增长 1.5倍袁其中高
速铁路达到 2.5万公里袁占世界高铁
总量 60%以上遥 2017年末袁公路里程
477 万公里袁 比 1978 年末增长 4.4
倍遥

邮电通信业快速发展遥 2017年
末袁 全国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 102.5
部/百人曰 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移动宽
带网袁移动宽带用户达 11.3亿户遥

科技创新成果大量涌现袁 发展新
动能快速崛起遥 载人航天尧探月工程尧
量子科学尧深海探测尧超级计算尧卫星
导航尧高铁尧核电尧特高压输变电噎噎
近年来袁 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原
创性成果袁 高端装备大步走向世界遥
2017年袁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渊R&D冤
经费支出 17606亿元袁比 1991年增长
122倍袁年均增长 20.3%遥 中国研发经
费总量在 2013年超过日本袁成为仅次
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
家遥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
变化袁占世界 1/5的人口从温饱不足
迈向全面小康遥 1978年袁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仅 171 元袁2009 年突

破万元大关袁2014 年突破 2 万元大
关袁目前正向 3万元大关迈进遥 2017
年袁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5974元袁扣除价格因素袁比 1978年
实际增长 22.8倍袁年均增长 8.5%遥

1978-2017年袁全国就业人员从
40152万人增加到 77640万人袁年均
增加 961万人遥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
处于低位袁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全球
平均水平遥按照 2010年标准袁改革开
放之初袁 全国有 7.7 亿农村贫困人
口袁贫困发生率高达 97.5%遥 2017年
末袁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 3046
万人袁累计减少 7.4 亿人袁贫困发生
率下降至 3.1%遥 扶贫力度之大尧规模
之广尧成效之好尧影响之深袁举世罕
见遥

社会事业繁荣发展袁经济社会发
展协调性全面提高遥 15岁及以上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82 年的 5.3
年提高到 2017年的 9.6年袁 劳动年
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0.5
年遥 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阶段快速迈
进遥 2017年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5.7%袁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遥

公共卫生事业成就瞩目袁野健康
中国冶建设稳步推进遥 居民预期寿命
由 1981年的 67.8岁提高到 2017 年
的 76.7岁袁孕产妇死亡率由 1990年
的 88.8/10万下降到 2017 年的 19.6/
10万遥 李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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