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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強 支撐國家發展
學者：全會為中國創新指明方向 利應對產業短板系列挑戰

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
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
/ 「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 遠 景 目 標 的 建
議，這是百年未有之變
局下的一份綱領性文件，深遠影響中
國今後 15 年乃至更長期的發展方向。
從五中全會公報中搜索關鍵詞，「安
全」、「創新」、「開放」出現頻次
高居前三，為下一階段的新發展格局
奠定政策主基調。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



者劉凝哲及中通社報
道，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昨日閉
幕。會議公報提出，堅持創新在中
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略支撐，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
建設科技強國。中國人民大學重陽
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長賈晉京就此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在世界經濟新形
勢和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面臨突
破的歷史節點，全會為中國創新指
明發展方向。當前國際局勢出現複
雜變化，疫情風險、產業短板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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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出加快建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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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挑戰，都需要中國以
科技創新更加自立自強
來應對。

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中多次提到科技創
新問題，並首次提出「把科技自立自

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公報指
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
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和平與發展仍然是
時代主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
心，同時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
確定性明顯增加。

唯創新才能制勝於國際競爭
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
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王軍對記者表示，這
體現了中共中央對創新的高度重視，為了實
現高質量發展，未來 5年乃至 15年，創新必
然是中國發展的重要着力點。
2020 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渡的重要年份。然
而，當前中國正面臨不確定性日益增多，國
際競爭日益激烈的發展環境。王軍認為，唯
有靠創新才能制勝於國際競爭當中，也是實
現現代化的必然追求。公報中無論是對未來
5 年還是到 2035 年的經濟規劃都不再是簡單
定量，更多的是對質量、結構、效益、創新
的更為重視。

集中力量攻克
「卡脖子」
環節
對於全會公報中關於科技創新的「四個面
向」，賈晉京表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就是
探索人類未知領域，主動引領世界科技發展
方向；面向經濟主戰場就是開闢新的產業發
展重點，主動引領現代經濟體系突破方向；
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就是解決現代化過程中的
重大問題，主動推動治理體系和能力的升級
完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就是實現人與自然
和諧共處，主動實現美好生活願景，開闢長
遠未來。
「科技自立自強首先是自立，也就是建立
自主的完整創新體系，然後是自強，也就是
這個體系能夠支撐我國的科研走在世界前
列」，賈晉京表示。當前中國的科技創新有
很多方面已進入世界前沿，但也依然存在薄
弱環節。這些薄弱環節，主要存在於先發國
家有長期歷史積累的領域，這些構成了中國
「卡脖子」的環節，也有的時候表現為大型
集成系統工程產品當中的缺口環節，因此當
前科技自立自強重要的方面是「補課」。只
有集中力量攻克這些「卡脖子」的環節，才
能真正引領中國高質量的發展。

「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

來源：新華社

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效，在質量效益明顯提
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增長潛
力充分發揮，國內市場更加強大，經濟結構
更加優化，創新能力顯著提升，產業基礎高
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農業基
礎更加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協調性明顯增
強，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國土空間開發保護

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就業，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分配
結構明顯改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
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斷提升，多層次社會保障
體系更加健全，衞生健康體系更加完善，脫貧攻
堅成果鞏固拓展，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

體制更加完善，高標準市場體系基本建成，
市場主體更加充滿活力，產權制度改革和要
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公平競爭
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基本形成；

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質、科
學文化素質和身心健康素質明顯提高，公
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產業體系更加健
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豐富，中華文
化影響力進一步提升，中華民族凝聚力進
一步增強；

$

格局得到優化，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成效顯
著，能源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
高，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持續減少，生態環境持
續改善，生態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鄉人居環境
明顯改善；

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

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更
加健全，社會公平正義進一步彰顯，國家行政體
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發揮，行政效率和公
信力顯著提升，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明
顯提高，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體制機制不斷健全，
突發公共事件應急能力顯著增強，自然災害防禦
水平明顯提升，發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國防和
軍隊現代化邁出重大步伐。

習近平視察過的清遠村民：

享受到鄉村振興獲得感

2018 年 10 月 23 日，習近平總書記
考察廣東期間來到清遠連樟村，看
望貧困群眾，共商脫貧之計。總書
記的一句「鄉親們一天不脫貧，我
就一天放不下心來」，感動了在場
所有人。
剛剛公布的五中全會公報在闡述
「十四五」民生發展目標時，提到將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
村振興戰略。連樟村的新農人陸國建
深受鼓舞。
陸國建表示，這兩年村裏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脫貧攻堅碩果纍纍，
大家都積極朝着奔小康努力。「我現
在是職業農民了，享受到了鄉村振興
戰略帶來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陸國建感歎，村裏大力發展了現代
農業，很多村民從以前面朝黃土背朝
天的傳統務農人，變成了如今無須風
吹日曬、只要輕輕一按按鈕就能開啟
農業作業的新農人。這其中的轉變，
不僅是自家儲蓄卡有了大筆存款，更
關鍵的是，農民們還能跟得上時代，
學習有機農業的種植標準和技術。

■陸國建嘗到幸福感
陸國建嘗到幸福感。
。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我們在大棚內也能種出西瓜、哈
密瓜該有的瓜味，為大家的好生活帶
來純正好滋味。」陸國建對當下的新
農人身份極其自豪和滿足，對未來的
發展更是充滿了信心。「相信在國家
『十四五』規劃的推動下，我們農村
的生活也會越過越紅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清遠報道

「安全」劃底線 「創新」重心變 「開放」再重申

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

國安單段闡述屬首次

「安全」成為全會公報裏的第一高
頻詞。公報以單獨段落闡述國家安全
發展觀，要求「統籌發展和安全」，
「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
全過程」，這在改革開放以來都是絕
無僅有的。
過去幾十年，中國堅持「以經濟建
設為中心」，發展作為第一要務，無
論是國家戰略還是宏觀政策都優先考
慮發展問題；而今增加「安全」這一
維度，在國家整體戰略中，安全和發
展被置於同等地位，宏觀政策的考量
也因此發生變化。
之所以將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
高度，是因為中國已站在百年未有之大
變局的關口：全球經濟延續高債務、低
利率、低增長態勢，大國間戰略利益博
弈複雜激烈，各領域脫鈎的風險大幅上
升，國內人口老齡化、債務槓桿、生態
環境、結構失衡等問題日益嚴峻。在此
形勢下，中國的發展需要劃定一條安全
的底線，以安全和發展的平衡，決定今
後戰略政策的走向。

創新重科技強國建設

公報裏的第二高頻詞是「創新」。
從現在到 2035 年，全會公報提出的第
一個具體目標就是包括「關鍵核心技
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
列」，與「十三五」所提「產業邁向
中高端」相比，添加了國家安全的考
量，戰略意味更濃。
雖然「十三五」和「十四五」都強調
創新的核心地位，但創新的內涵發生了
變化。「十三五」更強調綜合的體制機
制創新，重點在於改革；「十四五」則
着重強調科技創新，要求「自立自
強」，建設科技強國。這也是在百年未
有之大變局下的戰略調整。
「開放」位居高頻詞第三位，延續
了中國一貫的對外開放的政策基調，
也是對外界質疑的直接回應，中國在
構建完整內需體系的同時不會閉關鎖
國。

「製造強國」
重回首位

此外，全會公報中一些微妙表述的
變化也透露出未來五年中國發展的新
方向。比如「四個全面」表述有了新
變化，之前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更新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國家」；再比如「十三五」規劃中
「互聯網+」、分享經濟等名詞均是
亮點，但在此次全會公報中均未提
及；在「十三五」規劃中，「網絡強
國」被置於「製造強國」之前，而今
次公報重新將「製造強國」提升至首
位，由此勢必帶來整個國家戰略及政
策的轉型，未來五年實體經濟的壯
大，令人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全面加強練兵備戰 提高捍衛國家利益戰略能力

確保 2027 年實現建軍百年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快
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實現富國和強軍
相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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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政治建軍、改
革強軍、科技強軍、人才強軍、依法
治軍，加快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
發展，全面加強練兵備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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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會提出，要提高國防和軍隊現代
化質量效益，促進國防實力和經濟實
力同步提升，構建一體化國家戰略體
系和能力，推動重點區域、重點領
域、新興領域協調發展，優化國防科
技工業布局，鞏固軍政軍民團結。

捍衛發展利益首次納入
知名軍事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
忠平表示，在國防和軍隊部分，此次

最大的變化，就是首次將捍衛發展利
益放到了建軍強軍的主要目標之一，
而以前只提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宋
忠平認為，之所以會有這一重要變
化，是因為過去中國用兵都是在國土
範圍之內，在近海、近岸，現在加上
了發展利益，就表明中國未來不僅要
為自身的和平發展維護好安全穩定的
外部環境，還將會增加在海外用兵的
機會，以維護中國在海外日益增長的
利益。

現代化軍隊為奮鬥目標
全會提出，全面加強練兵備戰。對
此，宋忠平認為，練兵備戰就是為了
捍衛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這是一脈相承的。全會還提出，確保
二○二七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
宋忠平表示，建軍百年奮鬥目標就是
要到二○二七年把解放軍建設成為一
支初步實現現代化的軍隊，即一支機
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的軍隊。 ■陸軍裝甲步兵跨晝夜實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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