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
会的重要决策，打造政府与市场关系是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议题。五年
来，诸多改革措施落地开花，政府“有形之
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互为依托，经济活
力迸发。

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为政府”。
五年来，“放管服”改革持续发力，国企国
资改革加速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深入实
施，产权保护不断完善，一项项改革相继
落地，为企业“松绑”，为市场“腾位”，政
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带来更有利于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引领着更高质量的经济
发展。

“我没有改变我的观点，过去几十年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非常成功。”美国
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尼古拉斯·拉迪日前接受采访时这样表

述。他认为，市场化改革是过去40年中国
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坚持深化
市场化改革也是挖掘未来中国经济发展
潜力的关键。

中国锐意改革的决心在这个岁末年
初再次彰显。一次会议、一张“负面清单”
和一个“减税礼包”，继续推进“有形之手”
和“无形之手”朝着有机统一、相互补充、
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方向迈进。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日前召开
第六次会议，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改革的
掌舵者强调，改革工作重点要更多放到解
决实际问题上，继续打硬仗，啃硬骨头。
此前，新个税法已在新年第一天如期全面
实施，为纳税人派发新年减税礼包。市场
分析人士判断，今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减
负将成重点。

如果说个税改革凸显政府“有形之
手”对国计民生的扶持作用，那么去年 12

月全面实施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则
预示着政府做“减法”将带来更多公平与
开放。“一单列尽”实现了“非禁即入”，对
各种所有制、各种规模企业将一视同仁。
人们发现，与试点版负面清单相比，2018
年版负面清单“瘦身”不少。

市场壁垒进一步消除，民众获得更多
幸福感，这些措施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中国政府主动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
阻碍市场主体活力和阻碍创造性发挥藩
篱的生动写照。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
奇认为，中国最新出台的减少外商投资限
制措施，放宽市场准入，是改革的正确方
向。面对复杂形势，“中国的最佳策略是
继续致力于深化改革”。

用好“有形之手”，才能更好地调动“无
形之手”。面对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中国政
府善用“有形之手”，改革步伐迎难而进，这

给了外界更多看好中国经济的理由。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国际经济学学者

盖里雄·伊基亚拉说，从“审批型政府”到
“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使中国成为更好的
投资目的地，也能够更好地改善民众福
祉，使市场更具活力。

瑞士银行集团财富管理公司新兴市
场首席投资官豪尔赫·马里斯卡尔认为，
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源泉，
也让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乐观。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
长许庆琦说，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创
新型国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放宽外资准入限制等，这些
深化改革开放的措施有助于推动中国经
济增长，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有目共睹，中国的改革必将持
续给世界经济带来红利。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中国善用“有形之手”
激发更大经济活力

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增10.3％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28日发
布数据，按可比口径计算，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66351.4亿元，比上年增长10.3％。

统计显示，2018年，在 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2个行业利
润总额比上年增加，9个行业减少。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增长 4.4倍，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5.9％，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37.8％，汽车制造业下降4.7％，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3.1％。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经济效益处处长何平分析，从近5年看，
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3.3％，2015年下降
2.3％，2016年增长8.5％，2017年增长21％。2018年，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在上年实现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同
时，去杠杆、降成本取得成效。何平分析，2018年，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继续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重点改革任务取得明显成效。2018年
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5％，比上年降低0.5个百分
点，杠杆率持续下降。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
收入中的成本和费用合计为92.58元，比上年降低0.18元。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018年 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6808.3亿元，同比下降1.9％，降幅比11月份扩
大0.1个百分点。

从“年味地图”大数据
看春节“吃”点啥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赵文君）春节将至，“吃”成
为各地人们过年的重头戏之一。随着消费需求更加多元化和
品质化，人们青睐的美食呈现新热点和新变化。

根据美团点评最新上线的“年味地图”大数据显示，代表
家乡味道的传统年菜依然是人们餐桌上的首选。同时有一些
美食正在突破地域边界，在不同城市的餐桌上流动。

过年就要吃那一口家乡味，乡土的味道是头脑里割舍不
掉的乡情和记忆。随着春节临近，人们对食物的偏好凸显了
地域特色，传统菜肴回归成为春节期间餐饮的典型特征。

大数据显示，华北地区最受欢迎的年菜是饺子；拥有百
年历史的盆菜在华南地区年菜榜里稳居首位；到了华东地
区，大家的最爱美食变成了甜滋滋的八宝饭；鱼糕和腊肉则
分别是华中和西部地区的最爱。此外，上海的四喜烤麸、北
京的芥末墩、天津的素饺子、广州的白切鸡也位居地方过年
特色菜榜单前列。

除了传统口味的坚守，很多人开始尝试一些新口味来丰
富自己的味蕾。美团点评的数据显示，一些极具特色的美食
正在不同地区落地生根。起源于川渝地区的毛血旺，登上各
地餐桌。广东火锅打边炉“乱入”进了无锡最火菜的前十名。

肉，成为北方年桌上当之无愧的主题。北方人吃菜讲究
一个“硬”字，过年了，更要用各色肉食来与外面肃杀的北风唠
唠开年的嗑，化身为肘子、丸子，或者是和酸菜共赴一场炖煮
之约。在过年特色菜排行榜中，北方年菜TOP5分别为饺子、
四喜丸子、腊牛肉、带把肘子、酸菜汆白肉。

南方人的年没有那么凛冽，来去之间更多了一些从容，因此
在巧字上便更多花了些心思，烤麸、八宝饭、年糕，摆上年桌，呈
现的是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为南方的年做了婉约的注脚。南
方年菜TOP5则依次是四喜烤麸、八宝饭、腊肉、白切鸡、年糕。

“每逢佳节胖三斤”是很多人甜蜜的负担，健康餐正成为
新的假日餐饮热门品类。美团点评大数据显示，全国“健康
餐”搜索量增长119.2％、“素食轻食”增长51.1％、“沙拉”增长
4.2％。以深圳为例，与健康相关的餐饮词搜索量在 2018年
增长351％，西安和杭州紧随其后。

每逢佳节“胖三斤”？
专家教你如何吃好不胖

新华社厦门1月28日电（记者 颜之宏）每逢新春佳节，团
圆饭是必不可少的迎新元素，在山珍海味面前，不少人都在

“这个我想吃”和“吃胖了怎么办”的矛盾中挣扎。为此，记者
专门咨询了复旦中山厦门医院营养专家，为广大群众开出一
份“吃好不胖”的《新春饮食攻略》。

据了解，在营养科历年新春问诊中，三分之二的患者有肥
胖方面的疑问。根据分类，男性患者面临的主要是油腻食物
和酒精饮料摄入超标的问题；女性患者主要是甜品类高热量
食物摄入超标的问题；老龄患者面临的主要是较难消化的糯
米类食物摄入过多的问题；低幼龄患者则主要是膨化类零食
和碳酸饮料摄入过多的问题。

复旦中山厦门医院营养科专家陈红洁告诉记者，新春饮
食可以从八个方面来做到“吃好不胖”：

第一，调整进食顺序，以蔬菜汤、蔬菜、禽畜肉类、主食的
顺序进食，餐前喝半碗蔬菜汤并进食少量深色蔬菜，不仅有利
于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时间摄入过多的食物，还有助于肠胃
的蠕动和消化。

第二，吃饭八分饱，在大脑感知到饱腹感前，果断放下筷
子，离开餐桌，暴饮暴食，不仅会让体重飙升，甚至还会引起急
性胃肠炎或急性胰腺炎。

第三，全谷来当家，少吃精白食物如白米饭、白馒头、白面
包、白面条等，增加杂粮谷薯类食物摄入如黑米、红米、小米、
燕麦、荞麦、红薯、玉米等，做到粗细搭配，食物多样。

第四，优选鱼类和禽类，在荤食选择上，优先选择脂肪含
量低、蛋白含量高的的鱼、虾等海鲜类和鸡、鸭、鹅等禽类，最
后再选择牛、羊、猪等畜肉。

第五，蔬果不能少，每人每天的蔬菜摄入总量以500克及
以上为宜，并且最好一半是深色蔬菜如绿叶菜、紫甘蓝、胡萝卜
等，水果也尽量在两餐之间食用，每天总量不超过250克为宜。

第六，零食不宜多，糖果、坚果、果冻、饼干等零食隐藏的
热量并不低，不建议一边聊天或者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

第七，饮酒莫贪杯，每天酒精摄入量以不超过高度白酒
30毫升（半杯）为适量，约等于低度白酒 50毫升（1杯），葡萄
酒150毫升（1杯），啤酒450毫升（1瓶）。

第八，拒绝糖饮料，一听可乐含糖量为35克，相当于吃下
去了8块方糖，因此选择白开水、柠檬水或茶水为佳。

抗癌新药、抗病毒药从无到有

2018年，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这11个国
产药物中，有 9个是全球首次批准的新分
子。从适应症来看，批准的新药以抗癌药、
抗病毒药和孤儿药居多。

肿瘤是危及生命的重大疾病，中国每
年新发病例近 400万人，死亡 230万人，抗
肿瘤药有着巨大的临床需求。在批准的新
药中，18个是抗肿瘤药，涉及的适应证有：
多发性骨髓瘤、非小细胞肺癌、宫颈癌、卵
巢癌、乳腺癌、黑色素瘤、肝癌、直肠癌、前
列腺癌、白血病和淋巴瘤等。另外多个产
品还与肿瘤适应证相关，比如帕洛诺司琼
获批用于治疗化疗引起的呕吐，拉布立海
获批用于治疗儿童白血病和控制淋巴瘤患
者的尿酸水平等。这些产品的上市，将丰
富中国癌症治疗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以化疗为主流”的治疗现状。
国家药监局还把治疗艾滋病和丙肝等

18种情形的药物均列为重点。经过优先审
评，从 2017年底开始，多个单方丙肝“特效
药”获批上市。2018 年以来，艾尔巴韦格
拉瑞韦片、索磷布韦维帕他韦片和来迪派
韦索磷布韦片陆续获批，让中国的丙肝治
疗越过了第二代和第三代疗法，直接进入
了国际上最新疗法。

在艾滋病药物方面，国家药监局批准
了本土原创新药艾博韦泰和进口鸡尾酒艾
考恩丙替片、恩曲他滨丙酚替诺福韦片和
达芦那韦考比司他片上市，使中国艾滋病
用药的普及性得到大幅提高。

除了治疗丙肝和艾滋病的药物，2018
年获批的抗病毒新药还包括新一代治疗乙
肝的药物丙酚替诺福韦、国产乙肝新药重
组细胞基因因子衍生蛋白，这些药物的上
市将惠及广大乙肝患者。

国产专业新药研发成果丰硕
继首个国产PD－1抗体药物——特瑞

普利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之后，2018年 12
月 27日，中国抗肿瘤新药研发领域再传喜
讯：首个治疗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的PD－

1单抗药物——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获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条件批准上市。

信迪利单抗用于治疗至少经过二线系
统化疗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
瘤，由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研发
生产，是该公司自主研发的 1类创新药，拥
有全球知识产权，获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持，
并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准上市。

2018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了 9个自主
创新药，包括恒瑞的吡咯替尼，正大天晴的
安罗替尼，和记黄埔的呋喹替尼，君实生物
的特瑞普利单抗，信达生物的信迪利单抗，
歌礼药业的达诺瑞韦，前沿生物的艾博韦
泰，珐博进的罗沙司他，以及杰华生物的重
组细胞基因因子衍生蛋白等。这些产品的
上市，说明中国药品研发方面的鼓励和引
导创新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

2018年，中国批准上市的抗肿瘤创新
药有 18个，其中包括中国自主研发的 5个
创新药。目前，中国国产创新药申报临床
试验的数量逐年增加，一些全新靶点、全新
结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申报呈增
加趋势。如全球研发热点CAR－T细胞治
疗产品，中国已有5家共 6个品种通过临床

试验申请。大量创新药的研发加速，也催
生了中国专业新药研发平台的壮大。

药品审评审批改革不断深化
以前在中国申请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

批，至少需要 2 至 3 年的时间。2018 年 7
月，国家药监局发布新政：在中国申报药物
临床试验，自申请受理缴费后 60日内，申
请人未收到药审中心否定或质疑意见的，
可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药物临床试验。

在企业新药研发方面，国家药监局药
品审评中心加大与企业的沟通交流力度。
针对创新的治疗性肿瘤疫苗、细胞治疗、双
特异性抗体等产品，企业可在产品研发初
期与中心进行沟通交流，以避免新药研究
开发进展缓慢、降低开发风险、提高研发及
后续审评的效率。由此，国内药企创新药
研发进度驶入快速道。

截至 2018年 12月 10日，国家药监局
药品审评中心总计接收并处理申请人沟通
交流申请 1500余个，其中抗肿瘤药物的申
请 600余个。同时，国家药监局加快境外
已上市临床急需新药在境内上市，目前已
经有10个品种在国内上市。2019年，更多
的境外新药有望在国内上市。

2019年，中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还将继续深化，进一步落实癌症治疗药物
研发和上市的激励政策。如取消部分进口
药必须在境外上市后才可申请进口的申报
要求，鼓励全球创新药品国内外同步研发，
吸引更多癌症治疗药物在中国上市。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中国新药加速上市
抗癌药等抗病毒药实现了从无药到有药

我国去年新增普惠
金融贷款1.62万亿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吴雨）记者从中国人民银
行获悉，2018 年我国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增速提高，全年增加
1.62万亿元；房地产贷款增速平稳回落，全年贷款增量占比较上
年低1.2个百分点。

央行发布的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18年末，
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 13.39万亿元，同比增长 13.8％，
增速比上年末高 5.3个百分点；全年增加 1.6万亿元，同比多增
6958亿元。

2018年央行加大了再贷款、再贴现和定向降准等多种结构
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金融机构在小微信贷投放上持续
发力。2018年末，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 8万亿元，同比增长
18％，增速比上年末高 8.2个百分点；全年增加 1.22万亿元，同
比多增6143亿元。

与此同时，房地产贷款增幅收窄，个人住房贷款增速放缓。
数据显示，2018年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38.7万亿元，同比
增长 20％，增速比上年末低 0.9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25.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增速比上年末低4.4个百分点。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胡浩）2019年春节即将到来，不少
人准备出境旅游过年。文化和旅
游部提醒游客，出境旅游要注意安
全，做文明有礼中国人。

近年来，出境旅游正成为越来
越多人过年的新选择。原国家旅
游局数据中心统计，2018 年狗年
春节黄金周期间，出境游客达 600
万人次左右。携程旅行网等机构
结合已有预订数据及狗年春节出
游情况分析，猪年春节黄金周期
间，将有约 4亿人次出行，其中出
境游人次将近 700万；人们将前往
约90个国家和地区。

“每个行走在外的国人都是一
张中国名片”，文化和旅游部提醒，

树立文明出游意识，爱惜生态环
境，不随地乱扔垃圾，不随意投喂
动物、践踏花草。遵守公共秩序，
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大声喧哗，
不推搡拥挤，不追逐打闹。保护文
物古迹，不乱刻乱画，爱惜公共设
施。遵守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
法律法规，尊重当地宗教和民族习
惯，擦亮每一张“中国名片”。

文化和旅游部同时提示，做好
行前准备。关注旅游、外交等有关
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了解目的地
天气、卫生、交通和社会治安情况，
谨慎前往恐怖袭击频发、政局动荡
不稳、发生重大灾情疫情的国家或
地区。同时，要提高安全意识。随身
携带并妥善保管好身份证、出入境

证件、信用卡，尽量避免携带大量现
金。从正规渠道办理国际驾照认
证件，不网购“国际驾照”。切勿为
陌生人携带行李或物品，避免不知
情中为他人携带违禁品而违法。

文化和旅游部提醒游客，谨慎
选择高风险项目。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谨慎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不在旅游探奇中盲目追求刺激。
仔细阅读项目提示，根据年龄特
点、身体状况选择适宜参与的项
目。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
工作人员指挥，不擅自行动，不做
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
动。选择正规购物场所消费，不冲
动、不盲从、不跟风、不攀比、不贪
小便宜，不从事非法代购活动。

春节出游“做文明有礼中国人”

中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以来，创新与药品申请人沟通机
制，加快了新药研发速度，同时加
快境外新药国内上市进程。
2018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
心建议批准上市1类新药9个，
建议批准进口原研药59个，建议
批准中药新药2个。很多适应证
药物如抗癌药、丙肝等抗病毒药
实现了从无药到有药。

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

调整高频快开彩票游戏
和竞猜彩票游戏规则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申铖）为严格控制彩票市场
风险，促进彩票事业稳定健康发展，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
局28日联合发布通知，调整福利彩票快开游戏和体育彩票高频
游戏、体育彩票全国联网单场竞猜游戏规则，加强彩票市场监管。

针对高频快开游戏，通知明确，自 2月 11日起，高频快开游
戏每期销售时间短于 20分钟的，一律调整为 20分钟。取消提
取 1％的调节基金，相应提高其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 1个百分
点。2月 11 日前已提取和转入的调节基金结余，不再用于派
奖，可继续用于游戏规则规定的其他用途。自通知公布之日起，
禁止在实体店外对高频快开游戏开展任何形式的宣传。高频快
开游戏开奖结果仅限在实体店公布。

针对单场竞猜游戏，通知明确，自 2月 11日起，将单场竞猜
游戏返奖奖金比例由73％调整为71％，即取消提取1％的调节基
金、并下调单场竞猜游戏当期返奖奖金比例1个百分点，相应将
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由18％提高至20％。实体店代销费用提取
比例不得高于 7％。自 2019年起，单场竞猜游戏全年竞猜开售
比赛的场次和赛事数量不得高于2018年开售比赛场次和赛事数
量的70％，切实引导和促进竞猜游戏市场理性健康发展。

通知并称，自 2月 11日起，高频快开游戏单张彩票的投注
倍数范围由 2～99倍调整为 2～20倍；单场竞猜游戏单张彩票
的投注倍数范围由2～99倍调整为2～50倍。彩票销售机构应
当严格执行高频快开游戏限号管理规定，对每期全部投注号码
的可投注数量严格落实限量销售。彩票发行机构应当每年定期
对彩票销售机构执行限号情况开展核查。

此外，通知还要求加强销售终端管理。自通知公布之日起，
彩票销售机构不得对高频快开游戏和单场竞猜游戏开展任何形
式的派奖和促销活动。

1月28日，游客在乌镇景区观赏金猪闹春彩灯。
当日，传统年俗“乌镇水灯会”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亮相。今年的水灯会有7组330余盏

水灯，各类彩灯点亮乌镇景区，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感受水乡特色年俗。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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