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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發展前提 發展是安全保障

習近平謀劃敲定《建議》安全專章
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大公報訊】新華社
於 10 月 30 日 發 表 題 為 《 高
遠 務 實 的 時 代 擘 劃 —— 黨
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側記》
的長篇文章指出，站在 「
兩個一百年」 奮鬥目標的
歷史交匯點上，五中全會
謀劃長遠，為中國擘劃了
一幅波瀾壯闊的新圖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
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
全的保障。其中， 「十四
五」 規劃建議稿設置專章
對統籌發展和安全作出戰
略部署，是習近平總書記
親 自謀 劃 和敲 定的。

加強練兵備戰

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
針，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提高捍衛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能力，確保
二○二七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

強化體系建設

保持戰略定力 辦好自己的事

▲月 日，首趟西安至基輔中歐班列
從西安新築車站發車
新華社

文章表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正風起雲湧。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
疫情加速了國際格局演變，世界進入
動盪變革期， 「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
環境」 之下壓力增大、挑戰增多。中
國走向何方？當這份既有前瞻性又
符合實踐需要的行動綱領公布之際
，打開了世界感知中國脈動的最佳
窗口。
「保持戰略定力，辦好自己的事
，認識和把握發展規律，發揚鬥爭精
神，樹立底線思維」 「善於在危機中

提高農業質效

堅持節約優先

資料來源：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

育先機、於變局中開新局」 ……仔細
研讀建議稿，字裏行間蘊含着黨中央
的戰略定力。
文章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建議
稿起草說明中強調： 「黨中央的建議
主要是管大方向、定大戰略的。綜合
考慮各方面因素，建議稿對 『十四五
』 和到2035年經濟發展目標採取了
以定性表述為主、蘊含定量的方式。
編制規劃《綱要》時可以在認真測算
基礎上提出相應的量化目標。」

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我們越來
越深刻地認識到，安全是發展的前提
，發展是安全的保障。」 建議稿設置
專章對統籌發展和安全作出戰略部署
，也是他親自謀劃和敲定的。
根據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
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國。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實施
國家安全戰略，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
，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把安
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
，防範和化解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的
各種風險，築牢國家安全屏障。要加
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確保國
家經濟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維
護社會穩定和安全。
會場內外的觀察、國內外的評析
，都指向了 「中國之治」 。有媒體稱
： 「中國發展脈絡清晰，能清晰預判
穩定和持續繁榮的前景。」

五中全會釋中國發展信號
信號1：戰略布局新表述
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的戰略布局中
，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成為 「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這次全會提出到二○
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
「十四五」 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

信號2：構建新發展格局
全會提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
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必須加快建
設現代化經濟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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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3日，民眾在第三屆數字中國建設成
果展覽會上體驗 「5G+AI指揮家」
中新社

信號3：堅持創新核心地位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背景
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比任何時候都
更加需要增強創新動力。全會提出，堅持創
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
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信號4：對外開放新格局
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是順應我國經
濟高質量發展和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必然趨
勢。全會提出，到二○三五年，形成對外開
放新格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明顯增強。
資料來源：新華社

會恰是一個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時間
節點。一頭接續即將揮就的百年史詩，
一頭開啟第二個百年的恢弘篇章。
10月26日上午，全會召開第一次全
體會議，習近平總書記代表中央政治局
向全會作工作報告，並就建議稿起草的
有關情況向全會作說明。他深刻闡釋了
「十四五」 的五年和 「兩個一百年」 的
內在邏輯： 「 『十四五』 時期是我國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
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
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
中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相互疊加，
環環相扣。按照 「兩步走」 的戰略安排

總書記強調共同富裕不能含糊

【大公報訊】新華社長篇文章指
出，從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決定，黨
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 「十四五」 規
劃建議，成立文件起草組；到10月29
日五中全會閉幕、全會公報出爐。
200多個日夜，樹葉綠了又黃，街道
從空曠寂靜再到熙熙攘攘，中國大地
經歷了多少驚心動魄。
一位中央委員注意到，建議稿關
於社會領域的內容，超過以往歷次規
劃建議，政策含金量很高，彰顯了發
展為了人民的理念。

把人民小事當大事辦
在艱苦卓絕的抗 「疫」 鬥爭中，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理念閃耀
着不朽光芒。習近平總書記諄諄告誡
全黨同志，我們要堅持把人民群眾的
小事當作自己的大事。翻開建議稿，
養老育幼、水電路氣、糧棉油糖肉，
甚至農村改廁、生活垃圾處理和污水

開好局起好步 立足五年着眼百年

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
闡明了今日中國的新坐標： 「十三五」
規劃目標任務即將完成，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勝利在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向前
邁出了新的一大步。
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征程上，五中全

守護生態安全

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守
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

24

接續百年史詩 開啟恢弘篇章

保障糧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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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7

【大公報訊】新華社10月30日發表
的長篇文章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
調： 「領導幹部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
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
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從這兩個
恢弘視角觀察五中全會，可以更深刻理
解這四天之於歷史的分量。

確保經濟安全

要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確保國家經
濟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和
安全

▶十九屆五中全會於2020年10
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中
央政治局主持會議
新華社

10月26日至29日，全會在京召
開，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總書記受中
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
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
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國共產黨
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公報》。習近平總書記就《建議（討
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各項表決
議程後，習近平總書記代表中央政治
局就抓好全會精神貫徹落實作了重要
講話。
文章指出，全會上，習近平總書
記闡明了今日中國的新坐標： 「 『十
三五』 規劃目標任務即將完成，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向前邁出了新的一大步，社會
主義中國以更加雄偉的身姿屹立於世
界東方。」

捍衛國家安全

，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將在2035年完成
第一步，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議稿將 「十四五」 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
標統籌考慮，經過了深思熟慮。
全會分組討論期間，一位與會同志
將時間點逐一拆解分析，他說： 「到
2035年共15年，由三個五年規劃組成，
頭一個很關鍵，決定第一步走得順不順
。」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各方面反饋
的意見看，大家一致認為， 「對動員和
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戰勝前進道路上
各種風險挑戰，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義」 。

治理等，都有筆墨。
一位文件起草組成員表示，習近
平總書記在領導文件起草工作中，多
次強調要以人民為中心，促進全體人
民共同富裕不能含糊。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建議稿在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
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中提出 「全體人
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
展」 ，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部分突出
強調了 「扎實推動共同富裕」 。這樣
表述，在黨的全會文件中還是第一
次。
習近平總書記對此作出說明： 「
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任
務，但隨着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
征程，我們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
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
、久久為功，向着這個目標更加積極
有為地進行努力。」

科技創新 按下中國奔跑加速鍵
【大公報訊】新華社10月30日
發表的長篇文章指出，從7月下旬到9
月下旬，習近平總書記先後主持召開
系列座談會。專家學者、企業家、科
學家、貨運司機、餐館店主、農民工
人等各行業代表走進會場。他多次強
調，頂層設計和問計於民相統一，要
充分傾聽各方聲音，了解人民所思所
盼。
科學家座談會上，人才話題成為
焦點。聽了大家的建言，習近平總書
記感同身受：「國家科技創新力的根本
源泉在於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步子還要再大
一點，引入更開放更靈活的機制。」
建議稿的分論部分，總體上按照
新發展理念的內涵來組織，分領域闡
述 「十四五」 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改

革開放的重點任務，安排了12個部分
，科技創新位居其首。
「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強
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中流
擊水，奮楫者先。創新，按下了中國
奔跑的 「加速鍵」 。

▲10月11日，第三屆數字中國建設成
果展覽會內的全地形行走機器狗吸引
了許多市民關注
中新社

設多場分組討論 發言席很搶手
【大公報訊】新華社長篇文章提
到，為期四天的五中全會，安排了多
場分組討論。與會同志踴躍發言，以
專業視野反覆推敲文件稿。關係國家
前途命運的事業也是每一個人的事業
，每個人都擔着沉甸甸的責任。

發揚民主 集思廣益
會議室的發言席很 「搶手」 。有
時上一位的發言還沒結束，就有同志
坐到他旁邊等待下一個發言；有時前
一位發言剛結束，會場幾人同時起身
。有的與會同志在聽會中有新啟發，
發言後不久主動提出 「再講一講」 。

中央領導同志深入各小組聽取意
見建議，不時和大家交流探討。萬眾
一心抗 「疫」 壯舉，經濟指標逆勢而
上率先破局、國內外挑戰面前 「泰山
壓頂不彎腰」 ……會場的共鳴聲此起
彼伏。成績說得客觀，問題談得深刻
，建議提得中肯。短短四天，就建議
稿起草作說明、分組討論、匯總意見
建議、修改建議稿、討論《建議（修
改稿）》並再修改，最後進行表決。
每個環節層層推進，每道民主程序嚴
肅履行。正如總書記所說： 「這次建
議稿起草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堅持發揚
民主、開門問策、集思廣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