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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貧成果舉世矚目 全面小康勝利在望

中國今年GDP勢破100萬億
2015-2019年中國GDP走勢

中 共 十 九 屆 五 中 全 會 29
日發布公報。公報稱， 「十
三五」 時期，中國經濟實力
、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
新的大台階，經濟運行總體
平穩，經濟結構持續優化，
預 計 2020 年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突
破 100 萬 億 元 （ 人 民 幣 ） 。 公
報強調， 「十三五」 規劃目
標任務即將完成，全黨全國
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厲、一鼓
作氣，確保如期打贏脫貧攻
堅戰，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
鬥目標，為開啟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
定 堅實 基 礎。
大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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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統計局前總經濟師姚景
源亦表示， 「十三五」 規劃中提到中
國要保持經濟 「中高速增長」 ，但這
一次五中全會的報告中沒有再出現這
一提法，而是改為 「在質量效益明顯
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 ，這意味着對中國經濟發展來說，
質量和效益成為比速度更為重要的關
鍵詞。姚景源還表示，從公報中同時
可以看到，中國正面對更為錯綜複雜
的國際國內局面，因此需要新的發展
格局，他認為，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
和內需潛力，將是 「十四五」 規劃的
重要基礎。

數讀十三五經濟成就
經濟實力大幅提升
•GDP邁向百萬億元（人民幣）大關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美元

• 2016年到2019年，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

6.7%

•2019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超過

了32%

營商環境不斷優化

1.32 億戶
截至今年7月底，全國登記註冊市場主體
1.32億戶，比2015年底增加5453.1萬戶，增
幅70%

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
全會提出，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
，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堅持實施更
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
放，依託中國大市場優勢，促進國際
合作，實現互利共贏。要建設更高水
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面提高對外
開放水平，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
利化，推進貿易創新發展，推動共建
「一帶一路」 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全會提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

對外開放上新台階
• 2017到2020年，連續4年修訂全國和自

貿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

2019

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
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
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
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
。要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
雙循環，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
間。
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構建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
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
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
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要激發各類市
場主體活力，完善宏觀經濟治理，建
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建設高標準市
場體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

武漢市民在武漢保成路夜市消
▲
費休閒
中新社

• 截至2019年底，已與25個國家和地區簽署

17個自貿協定

•2018年起已成功舉辦兩屆進博會，宣示中國

擴大開放決心

•以 「一帶一路」 建設為重點，不斷推進形成

全面開放新格局，如今，中國已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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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開展了超過2000個合作
項目

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
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完善新型
城鎮化戰略，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國土空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
共十九屆五中全會29日發布公報。公
報稱，全會提出堅持實施更大範圍、
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

2020年我國有133家企業進入《財富》世
界500強榜單，比2016年增加23家，居世界
首位

2035年人均GDP達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全會提出，優化國土空間布
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
鎮化。堅持實施區域重大戰略、

2018

6.1

更大範圍更深層次對外開放

133 家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經濟日報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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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稱，預計2020年中國GDP將
突破100萬億元人民幣。圖為9月26日，觀眾在北京國際
車展上參觀長城汽車展台
新華社

「十四五」更注重質量效益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共
十九屆五中全會29日發布公報，全會提
出了二○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
化遠景目標，其中包括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
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
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
著縮小。 「十四五」 時期經濟社
會發展主要目標則包括了農業基
礎更加鞏固，城鄉區域發展協調
性明顯增強。

2016

6.9

第二屆進博會期間，丹麥藝術家保
▼
羅．帕瓦在品質生活展區與觀眾交
流
資料圖片

公報還指出， 「十三五」 時期，
脫貧攻堅成果舉世矚目，五千五百七
十五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糧食
年產量連續五年穩定在一萬三千億斤
以上；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態環境
明顯改善；對外開放持續擴大，共建
「一帶一路」 成果豐碩；人民生活水
平顯著提高，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
段，城鎮新增就業超過六千萬人，建
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
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十三億人，基
本養老保險覆蓋近十億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文化事
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國防和軍隊
建設水平大幅提升，軍隊組織形態實
現重大變革；國家安全全面加強，社
會保持和諧穩定。
公報稱 「十三五」 規劃目標任務
即將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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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向前邁出新的
一大步，社會主義中國以更加雄偉的
身姿屹立於世界東方。全會強調，全
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厲、一鼓作
氣，確保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
奮鬥目標，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堅實基礎。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合
作研究部主任劉英29日對大公報說，
全會公報總結了中國在 「十三五」 時
期的發展成就。這些成就從點到面，
從質到量，從現狀到趨勢，可以說全
面覆蓋了中國發展最主要的幾個面向
，而且都有充分的數據支撐。特別是
「預計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一
百萬億元」 一項就足以振奮人心。

五年5575萬農民脫貧

74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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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寶峰北京報道

公報指出，全會高度評價決勝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的決定性成就。
「十三五」 時期，全面深化改革取得
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國取得重大進
展，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大成果，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
進，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
制度優勢進一步彰顯；經濟實力、科
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的大台階，
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經濟結構持續優
化，預計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
一百萬億元。

990865

919281

間布局和支撐體系。要構建國土空間開
發保護新格局，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推
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此外，優先發展農業農村，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把解決
好 「三農」 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
中之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
村振興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
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
，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
、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
農城鄉關係，加快農業農村現代
化。要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提高
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實施鄉
村建設行動，深化農村改革，實
▲第二屆進博會期間，世界知名品牌施坦威的高解析 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
度自動演奏鋼琴Spirio引人矚目
資料圖片 振興有效銜接。

十四五
的量變與質變

十九屆五中全會站
在中國發展關鍵歷史節
點上，對 「十四五」 及
未來15年遠景發展作出
馬浩亮 頂層設計。全會首次披
露，預計2020年GDP將突破100萬億
元（人民幣），這是改革開放40多年
來物質積累成果的重要量變。
綜合國力與經濟規模的壯大，也
催生了中國發展質變進入新階段。在
2020年建成小康社會、完成第一階
段目標後，中國將進入 「三步走」 的
第二階段，向2035年基本建成現代
化國家發起努力。與之相對應， 「四
個全面」 戰略布局的內涵也發生了重
大改變。五中全會首次表述為： 「協
調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
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 由2035
年的新目標，來統領未來15年發展。
「十四五」 將全面鋪開加快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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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歷
史 縱 深 來 審 視 ， 從 1949 年 建 國 到
2049年實現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
，這100年可用不同發展格局來斷代
。前30年是計劃管控、循環失效的格
局；近40年改革開放，則是市場和資
源 「兩頭在外」 、高度依賴外部循環
的格局。而未來30年最大的質變，就

北京
觀察

是發展格局調整為內循環為主、雙循
環互促。 「十四五」 承載的歷史使命
，就是為此起好步、開好局。這也是
十九屆五中全會的歷史分野意義。
而分析全會公報文本，創新排在
「十四五」 各項發展戰略的首位，確
立了 「核心地位」 ，並將 「科技自立
自強」 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當
前保護主義上升、經濟技術壁壘加厚
，給中國帶來了 「卡脖子」 的切膚之
痛。以創新打通任督二脈，清障開路
，關乎搶佔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
革制高點，關乎經濟高質量發展與國
家安全。
此外，優化國土空間布局，堅持
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
略、主體功能區戰略，也被置於突出
位置。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
化、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等，
將在 「十四五」 期間進一步融合提升
，為優化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構建
新發展格局，充當牽引龍頭，打造發
展高地。
在五中全會之前，最近一次政治
局會議的主題是審議《成渝地區雙城
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最近一次政
治局集體學習的課題則是量子科技，
分別聚焦區域經濟和科技創新。這實
際上亦是釋放了 「十四五」 聚焦發力
的鮮明信號，呼應了五中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