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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篇布局高質量發展 萬眾一心決勝全面小康

習近平引領十三五歷史性跨越

十三五
中國高速發展
二
○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重慶石柱土家族自治縣中益
▼ 一
鄉小學同學生們親切交流
新華社

着眼
大局

集中力量辦事 續寫中國奇跡

「十三五」 時期我國發展
，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
更要看質量，要着力實現有質
量、有效益、沒水分、可持續
的增長。

「十三五」 時期，以習近平為核心
的黨中央深謀遠慮、着眼大局，深刻洞
察國際國內發展走勢。無論是 「十三五
」 規劃建議，還是 「十三五」 規劃綱要
，開篇都聚焦一個關鍵詞──新常態。
習近平鮮明指出， 「十三五」 規劃作為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的第一個五
年規劃，必須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

心繫
科創

堅持自主創新 攻克核心技術

企業要發展，產業要升級
，經濟要高質量發展，都要靠
自主創新。
「十三五」 時期，以新發展理念為
指引，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
變革，我國經濟發展從 「有沒有」 轉向
「好不好」 。5年來創新引領，高質量
發展打開動力轉換之門。
「這些產品都是自主研發的嗎？市
場佔有率怎麼樣？」 2020年10月12日
，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潮州三環（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時，拿起一塊陶瓷基板邊
看邊問。企業負責人告訴習近平，公司
成立50年來專注做一件事，就是堅持
自主創新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目前
90%以上設備是自主研發，光通信連
接器用陶瓷插芯佔全球市場用量75%
以上。
「企業要發展，產業要升級，經濟
要高質量發展，都要靠自主創新。」 這
是習近平的殷切希望，也是國家發展的
方向。
2018年3月，參加全國兩會廣東代
表團審議時，習近平強調，要使創新成
為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能。5年來，從

科研院所到高校，從高新技術企業到高
新區，習近平一次次來到創新要素最活
躍的地方；從出席中央會議到在院士大
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他對科技創新始終
牽掛於心。
「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
、 「掌握更多關鍵核心技術」 、 「技術
創新是企業的命根子」 ……5年間，共
和國的決策者始終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
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開展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
用權試點，設立科創板，完善科技獎勵
制度，科技創新政策舉措更加完善；北
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建設深入推進，布局建設50多個
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項目，科技創新空間
布局持續優化；載人航天和探月工程碩
果纍纍，散裂中子源等一批國之重器相
繼建成運行，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懸浮
試驗樣車下線……5年間，我國重大創
新成果競相湧現，一些前沿領域進入並
跑、領跑階段。
「要於危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開
新局，必須向科技創新要答案。」
2020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量子
科技研究和應用前景舉行集體學習，習
近平再次強調。

2019年經濟總量近100萬億元
經濟總量佔世界比重由2015年15.5%升至2019年16.3%
2019年人均GDP達70892元

科技實力猛進
製造業增加值全球佔比接近30%，連續10年世界居首
高速鐵路總里程3.5萬公里，高速公路接近15萬公里

綜合國力飛躍
2019年單位GDP能耗比2015年下降13.2%
2016年-2020年新增減稅降費累計將達約7.6萬億元
貧困發生率由2015年末5.7%降至2019年末0.6%

民生福祉改善
城鎮新增就業累計超6000萬人
全國義務教育學校辦學條件達標率99.8%

養老服務床位數累計超761萬張，近3000萬老年人享受高齡補貼
數據來源：新華社

資料來源：新華社

新發展理念貫穿「十三五」

習近平領導中國砥礪前行

5年前，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 「
描繪好未來5年國家發展藍圖，事關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戰略布局的協
調推進，事關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
展，事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局。」
習近平鏗鏘有力的話語催人奮進。5年
間，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
上新的大台階，續寫了成績斐然的中國
奇跡，彰顯了不同凡響的中國力量。

、引領新常態。 「 『十三五』 時期我國
發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
看質量，要着力實現有質量、有效益、
沒水分、可持續的增長」 ，習近平的論
斷清晰而堅定。
「十三五」 時期，以習近平為核心
的黨中央堅定沉着、保持定力，帶領全
國人民堅定不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
。在習近平號召下，全國人民一起拚搏
、一起奮鬥。
「十三五」 時期，世界進入動盪變
革期，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中美經貿
摩擦加劇，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發
展道路並不平坦。今年全國兩會期間，
習近平在看望政協經濟界委員時強調，
要堅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分析
當前經濟形勢，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
於變局中開新局。
這5年，無論是迎戰外部環境變化
的驚濤駭浪，還是應對國內發展的困難
挑戰，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
持底線思維，保持戰略定力，不斷攻堅
克難、化危為機。 「在疫情防控和經濟
恢復上都走在世界前列，顯示了中國的
強大修復能力和旺盛生機活力！」 習近
平擲地有聲的話語，顯現了中國戰勝前
進道路上一切艱難險阻的信心和力量。

經濟實力提升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引
▲
領中國號巨輪駛向高質量發展航程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 「我們即將勝利完成 『十三五』
規劃主要目標任務，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 央軍 委 主席 習近 平 表示 。
新 華 社 25 日 發 表 《 歷 史 性 的 跨 越 決 定 性 的 成
就─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引領中國 「十
三五」 時期發展紀實》長篇紀實文章指出，抗擊新
冠肺炎疫情鬥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脫貧攻堅即將
取得全面勝利，中華民族闊步走向全面小康，第一
個百年奮鬥目標即將圓滿實現。5年間，以習近平
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謀篇布局，團結帶領全
黨全國各族人民砥礪前行、開拓創新，貫徹落實新
發展理念，推進高質量發展，取得決定性成就，實
現 歷史 性 跨越 。

（單位：人民幣）

擘劃千年大計

改革
破局

•2017年2月23日，習近平為雄安新區給
出清晰定位： 「建設雄安新區是一項
歷史性工程」 。

推進改革開放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之際，習近
平在這裏向海內外宣示，中國將在更
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

雙循環新格局 釋放強勁潛力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
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
，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
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
5年來改革破局，高質量發展持續向縱深推進
。 「十三五」 期間，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
，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上升至2019年底的76.6%，
宏觀槓桿率高速增長勢頭得到遏制；通過降成本，
徵收66年的營業稅退出歷史舞台，企業稅費負擔進

▲9月6日，參觀者在服貿會上參觀5G全連接工廠
模型
新華社

一步降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代表， 「十三五
」 時期全面深化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破，重要領
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以經濟特區建
立40周年為契機，中央以清單批量授權方式賦予深
圳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
累計與138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份
共建 「一帶一路」 合作文件，設立21個自由貿易試
驗區，全球營商環境排名躍升至2019年的第31位，
成功舉辦兩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5年來，中
國對外開放走向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快
構建。
今年在全球疫情蔓延形勢下，從廣交會搬上雲
端，到服貿會、進博會如約而至，中國接連舉辦重
大國際經貿活動，為世界經濟復甦增添動力。 「充
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
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今年5月
1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提出新的重大
發展戰略。
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
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科學把握國內外發展大勢作出的戰略決策
。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
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
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
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 今年7月，習
近平在企業家座談會上旗幟鮮明表明了堅定不移擴
大開放的姿態。

人民
至上

勉勵自主創新

•2017年12月，習近平勉勵江蘇徐州徐
工集團努力探索創新發展： 「創新是
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源泉，很多核心技
術是求不到、買不來的。」

守護綠水青山

解群眾之所困 增進民生福祉

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5年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人民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堅持發展
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在推動高質
量發展過程中辦好各項民生事業、補齊民生領域短
板，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貧困， 「十三五」 時期中國發展中最突出的短
板。5年來，習近平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貧工作，堅

▲7月21日，在陝西柞水縣小嶺鎮金米村木耳展銷
中心內，電商主播通過直播售賣木耳
新華社

持每年召開一次脫貧攻堅專題座談會，持續不斷深
入貧困地區考察調研，走進一個個貧困村訪貧問苦
，對貧困群眾念茲在茲。每到脫貧攻堅戰重要節點
、關鍵時刻，習近平都提出更明確的思路，部署更
精準的舉措。為確保最後勝利，2020年3月6日，習
近平出席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最大規模的會議，直
接對從省級到縣級的幹部提要求、作部署。
2016年12月21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
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研究 「十三五」 規劃綱要
確定的165項重大工程項目進展和解決好人民群眾
普遍關心的突出問題等工作。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落實以人民
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
、解群眾之所困，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
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 習
近平強調。
「十三五」 時期，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堅
持從人民群眾普遍關心、反映強烈、反覆出現的問
題出發，拿出更多舉措、花更多氣力，一件件抓落
實。面對前所未見、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以
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果
斷打響疫情防控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千萬人口大
市關閉離漢通道；4萬餘名醫務人員星夜馳援；從
出生僅30多個小時的嬰兒到108歲的老人，不放棄
每一位病患；全國確診患者醫療費用全由國家承擔
…… 「為了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我們什麼都可以豁
得出來！」 習近平的話語堅定有力。

•今年8月，習近平在安徽考察調研時強
調： 「長江禁漁是件大事，關係30多
萬漁民的生計，代價不小，但比起全
流域的生態保護還是值得的。」

引領高質發展

• 「十三五」 時期，以習近平為核心的
黨中央立足長遠、運籌帷幄，堅持一
張藍圖繪到底，以實現高質量發展為
導向。

邁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
10月25日，新華社發表評論
員文章，題為《邁向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寫
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之際》。文章指出，在
14億中國人民的團結奮鬥中， 「十三五」 規劃即將
圓滿收官。站在實現 「兩個一百年」 奮鬥目標的歷
史交匯點上，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擘
劃 「十四五」 發展藍圖，引領我們邁向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這次關鍵時刻召開的重
要會議，意義重大、舉世矚目。
「十三五」 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
。面對外部挑戰明顯上升的複雜局面、艱巨繁重的
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特別是面對新冠疫情嚴重
衝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
全國各族人民攻堅克難、開拓創新，堅定朝着既定
目標任務前進。 「十三五」 規劃實施順利，重大戰
略任務和165項重大工程項目全面落地見效，規劃
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即將勝利完成，決勝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成就，我國經
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台階。這是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的結果，是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指引的結果
，是全國各族人民頑強拚搏、苦幹實幹的結果。
發展永無止境，奮鬥未有窮期。瞻望 「十四五
」 新征程，我們要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

新華社
評論員

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複
雜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深刻認識 「十四
五」 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繼續
奮勇前進，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
、起好步。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歷史和現實都說
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國家和民族興旺發達根
本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幸福安康根本所在。推動
「十四五」 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堅持黨的全面
領導，把黨鍛造得更加堅強有力。
推動 「十四五」 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貫徹落
實新發展理念，着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
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不斷推動高
質量發展。
改革是事業發展的根本動力。推動 「十四五」
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深化改革開放不斷激發新
發展活力。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推動建設開放
型世界經濟，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
爭新優勢。
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推動 「十四五」 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堅
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增進民生福祉。把力量凝聚
到為 「十四五」 發展奮鬥中去，讓蘊藏於億萬人民
之中的磅礴力量充分迸發，緊緊依靠人民開拓事業
新局面，我們定能在新時代創造中華民族新的更大
奇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