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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掛帥起草 首設網絡問計
徵求意見範圍大人數多形式多樣前所未有 歷時 7 月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30 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
央新聞發布會上，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韓文秀表示，中共中央關於「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的
建議，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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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軍的綱領性文件，是今後五年乃至更長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行動指
南。這份規劃建議是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領導下制定的，總書記
親自擔任文件起草組組長，並開門問策、集思廣益，首度通過網
絡向公眾徵求意見。

韓文秀說，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十四五」規

劃建議，成立了文件起草組，由習近平總書記
擔任組長，李克強、王滬寧、韓正同志擔任副
組長。7 個月來，習近平總書記先後主持召開
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會議、兩次起草組會議，研究審議規劃《建
議》稿的總體框架、基本思路、指導原則和重
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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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座談下基層 線上留言逾百萬

「十四五」時期改善民生要求和舉措
「十四五」規劃《建議》對增進民生福祉，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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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會前廣徵黨外人士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8月25日在
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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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 年遠景目
標的建議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
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和建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主持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十四五」時期
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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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
在我們面前的歷史性課題是加強頂層設計和科學規
劃，繼續貫徹落實中共十九大作出的戰略安排，制定
好中長期發展規劃建議，指導全黨全國做好未來 5 年
和更長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汪洋、王滬寧、韓正
出席座談會。

肯定調研成果參考作用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
他首先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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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考慮和

韓文秀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一系列重
要講話，作出很多重要的批示指示，為規劃
《建議》稿的起草把握大方向、確定大思路、
提出大戰略。習近平總書記還多次到地方和基
層深入調研，親自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
議，多次親自修改審定文件稿，進行戰略謀
劃。
「規劃《建議》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堅持發
揚民主、開門問策、集思廣益。」韓文秀舉例
說，8 月 16 日至 29 日，「十四五」規劃編制
工作在網上徵求意見，這在中央全會文件起草
歷史上是第一次。網上留言有 100 多萬條，有
關方面從中整理出了 1,000 多條意見建議。7
月至 9 月，習近平總書記先後主持召開黨外人
士、企業家、經濟社會領域專家、科學家、基

聽了很受啟發，我們將認真研究和吸納。

冀續調研助力綱要起草
習近平希望大家繼續思考研究，繼續提供真知灼
見。要深刻認識新發展階段，深刻認識新發展階段的
新特徵新要求，積極主動迎接挑戰，發揚鬥爭精神，
努力化危為機，解決一系列影響高質量發展的結構
性、周期性、體制性問題，培育強勁持續的發展新動
能，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要全面貫徹新
發展理念，堅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
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加強頂層設計和戰略
布局，增強發展的整體性、協同性。要着力構建新發
展格局，根據我國發展環境、發展階段、發展條件的
深刻變化，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更好吸引全
球資源要素，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習近平指出，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十四
五」規劃建議後，國務院還要根據《建議》制定《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草案》。希
望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堅持問題導向，
繼續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摸清真實情況，科學研究論
證，反映社會訴求，為制定好「十四五」規劃貢獻出
寶貴智慧。

國際權威機構的最新民意調查結果表明，我們黨和
政府的支持率高達 95%，居世界各國之首。今年，
中國率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率先實現了經濟增長
「由負轉正」，再次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強大領導
力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中國共產
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推進我國經濟社
會發展不能脫離的最大國情。「十四五」時期乃至
更長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將面臨極其複雜的國
際形勢，要破解許多難題，會面臨一系列風險挑
戰。越是這樣，就越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這個指引方
向的指南針、凝心聚力的主心骨、社會穩定的壓艙
石，就越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五中全會把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作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
展必須遵循的首要原則，道理就在這裏。
這是江金權首次以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身份亮相。
他是接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

寧，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滬寧自 2002 年
開始擔任該職務，長達18年。
江金權 1959 年 9 月出生，湖北浠水人，他長期在
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歷任黨建組副處級、正處級調
研員，黨建研究局副局長、局長等職務，後升任中央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16 年 5 月江金權調任中央紀委
駐國資委紀檢組長，翌年當選十九屆中央紀委委員；
2018 年 2 月重回中央政策研究室，擔任分管日常工作
的副主任。作為黨建領域權威專家，他曾任十九大文
件起草組成員、十九大黨章修改小組成員。
據中國網報道，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共最高智囊機
構，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專為中央政治局研究政治理
論、政策及草擬文件。其主要職責包括起草全國黨代
會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起草中央領導同志部分重
要講話；參與黨中央大型會議的文件起草等。自
1989 年成立以來，王維澄、滕文生、王滬寧、江金
權先後擔任主任。

制定規劃建議
總書記提五大關係
座談會上，習近平強調，制定好「十四五」規劃
建議，必須處理好幾大關係：
一 是處理好繼承和創新的關係，做好「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有機銜接。
二 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更好發揮我國制度
優勢。
三 是處理好開放和自主的關係，更好統籌國內國際
兩個大局。
四 是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關係。
五 是處理好戰略和戰術的關係，制定出一個高瞻遠
矚、務實管用的規劃建議。要總結「十三五」時期
的發展成就和經驗，科學研判發展環境，深入研究
總體思路和主要目標，準確把握重大戰略任務，提
出深化改革開放重大舉措，前瞻性謀劃重大風險應
對預案。
來源：新華社
證上印有黨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中
■共中央舉行首場新聞發布會的記者

黨的建設高質量 才能引領高質量發展

江金權指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由中國共
產黨來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是歷史和人民的
選擇，具有充分的歷史依據、理論依據、現實依據。
我們黨成立一百年來，秉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領導全國各族人
民接續奮鬥，先後取得了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
勝利，使中華民族迎來了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
來的偉大飛躍，得到了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
主任，中國國家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寧吉
指出，「十四五」時期將按照《建議》的要
求，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
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
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着力
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體
的要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
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發揮第三
次分配的作用，發展慈善事業。還將全面促進
消費，順應消費升級的趨勢，促進消費向綠
色、健康、安全發展，發展服務消費，鼓勵消
費新模式新業態發展；推動汽車等消費品由購
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促進住房消費健康發
展；發展無接觸交易服務，促進線上線下消費
融合發展，開拓城鄉消費市場；落實帶薪休假
制度，擴大節假日消費；改善消費環境，強化
消費者權益保護，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
性作用。

中共中央建立新聞發布制度

江金權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權：

率先復甦經濟制度優勢顯

推動共同富裕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習近平望各方貢獻智慧

文件起草有關情況。他指出，中共中央經過認真研
究，決定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的主題為研究關於制定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
目標的建議。這是貫徹落實中共十九大戰略安排的重
大任務，是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現實需要，是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優勢的重要途徑。制定好「十四五」規劃建
議，將為編制規劃綱要提供依據，向社會傳遞未來 5
年我國發展的主要目標、優先領域、重點任務，有利
於引導全社會匯聚共識、凝聚力量，推動我國經濟社
會發展不斷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習近平指出，今年以來，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
派人士聚焦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通過多種形
式考察調研，形成了一批高質量調研成果，為「十四
五」謀篇布局作了認真準備。4月下旬，中共中央委託
中央統戰部專門徵求了大家對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主題
的意見和建議，同志們圍繞「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面
臨的機遇和挑戰，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基本思
路、發展目標、重大戰略、主要任務和改革舉措等提出
了不少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為起草建議稿提供了重要
參考。剛才，大家在發言中暢所欲言，進一步提出了關
於「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的意見和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海巖及人民網報道，在
回答關於「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加強黨中央集中統
一領導」的問題時，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權表
示，黨的建設是黨和國家事業領導力量的建設。五
中全會強調「十四五」時期要以推進高質量發展為
主題，只有黨的建設做到高質量，才能引領和推動
高質量發展。

層代表、教育文化衞生體育領域專家等座談
會，當面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建議。韓文秀表
示，「十四五」規劃徵求意見範圍之大、參與
人數之多、形式之多樣，是前所未有的。

中共中央舉行首場新聞發布會，發
布會地點設在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
布廳，現場布置和記者證都專門換了
新，主席台的背景板換成紅色，記者
證也是專門發放的紅色證件，上印有
黨徽。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主任徐麟在主持發布會時指
出，建立中共中央新聞發布制度，是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
史條件下，適應形勢發展和時代要
求，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高
黨的治國理政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和
制度創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