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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 中共
中央8月 25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
座谈会，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听取各民主党
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
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摆在
我们面前的历史性课题是加强顶层设
计和科学规划，继续贯彻落实中共十
九大作出的战略安排，制定好中长期

发展规划建议，指导全党全国做好未
来5年和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汪
洋、王沪宁、韩正出席座谈会。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
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
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
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
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
代表陶智先后发言。他们高度评价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
领导下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成就，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考

虑，并就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加快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
引领、强化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完善我
国关键装备的技术研发链条，提高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持续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强规划的法治
管理，深化开放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
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介绍了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的考虑和文件起草有关情况。他指
出，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中共

十九届五中全会的主题为研究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
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战略安排的重大
任务，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需
要，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的重要途径。制定好“十四五”规划建
议，将为编制规划纲要提供依据，向社
会传递未来5年我国发展的主要目标、
优先领域、重点任务，有利于引导全社
会汇聚共识、凝聚力量，推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制定好“十四五”规划
建议，必须处理好几大关系。一是处理
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下转第二版）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
会议谋划长远，为中国擘画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新
图景。

10月 26日至29日，全会在京召开，听取和讨
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
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公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议（讨论
稿）》向全会作了说明。各项表决议程后，习近平
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就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今日中国的新
坐标：“‘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
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
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时间见证前行，见证民族复兴路上一砖一瓦，
垒砌浇筑新的里程碑。9000万人的大党、14亿
人的大国将从这里昂首阔步再出发。

开好局，起好步：立足五年，着眼百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
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这两个恢弘视角观察五中全会，可以更深
刻理解这四天之于历史的分量。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五中全会恰是一
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间节点。一头接续即
将挥就的百年史诗，一头开启第二个百年的恢弘
篇章。

26日上午，全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习近
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并
就建议稿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他深刻
阐释了“十四五”的五年和“两个一百年”的内在逻辑：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
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互叠加，环环相扣。按照“两步走”的战略安排，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将在2035年完成第一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议稿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经过了深思熟虑。

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从各方面反馈的意见看，大家一致认为，“对动员
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会分组讨论期间，一位与会同志将时间点逐一拆解分析，他说：“到2035
年共15年，由三个五年规划组成，头一个很关键，决定第一步走得顺不顺。”

会场内外的观察、国内外的评析，都指向了“中国之治”。有媒体称：“中国
发展脉络清晰，能清晰预判稳定和持续繁荣的前景。”（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上海 10月 30日电 第三届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2020）10 月 30
日在上海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
坛作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各国科学家协力寻求抗疫之道，在
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防控等多个重
要领域开展科技攻关和跨国合作，为抗
击疫情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前形势
下，尤其需要开展新冠肺炎药物、疫苗、

检测领域的研究合作，聚焦气候变化、
人类健康等共性问题，让科技创新更好
造福人类。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科技
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中国将实施更加开放
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
略，愿同全球顶尖科学家、国际科技
组织一道，加强重大科学问题研究，
加大共性科学技术破解，加深重点战

略科学项目协作。希望各位科学家
积极交流思想、推进合作，共同推进
世界科学事业。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由世界顶尖
科学家协会发起，上海市委、市政府主
办，迄已举办两届。本届论坛以“科技，
为了人类共同命运”为主题，采用线上
视频与线下出席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全
球 300 多位科学家，包括 61位诺贝尔
奖得主参会。李强出席。

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2020）在上海召开

习近平向论坛作视频致辞

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意见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

本报讯（记者 宋敏）从鲁山县尧
山镇向南，汽车沿着蜿蜒的石林公路
行驶，山谷中流水潺潺，路两侧郁郁葱
葱，宛如在画中游。前不久，石林路升
级改造完成，这条长约 25公里的“旅
游路”，把星星点点的景区连起来，沿
途大大小小的农家院，家家生意火爆。

“路通了，村子就活了。”10月29日，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近年来，我省
以“四好农村路”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
便捷高效的农村骨干网和普惠安全的农
村基础网，努力实现“出门硬化路、抬脚
上客车、物流到家门”。目前，全省农村
公路总里程达23.2万公里，居全国第4
位，100%的建制村和87%以上的自然村
通硬化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

建制村为网点，“外通内联、通村畅乡”的
农村公路网络在中原大地基本形成。

“十三五”期间，以“三山一滩”、深度
贫困地区为主战场，我省加强贫困地区
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新改建贫困地区普
通干线公路 1901公里、农村公路 3.96
万公里，两项累计完成投资650.3亿元，
于2018年年底，提前一年完成了“所有
建制村通硬化路”交通扶贫兜底性任务。

2019年，我省积极推动实施农村
公路“百县通村入组”工程和“万村通
客车提质”工程，力争用 3年时间，基
本实现 20户以上具备条件的自然村
通硬化路，畅通连接千家万户的“毛细
血管网”，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
里”。（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10 月
30日，省委召开省级党员领导干部会
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安排部署学习贯彻工作。省委书
记王国生主持会议，省长尹弘、省政协
主席刘伟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重大意义，增
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
回顾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波澜壮
阔的奋斗实践，高度评价了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深入分
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
化，深刻阐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思想深邃、论
述精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光
辉文献，为我们站位新发展阶段、落实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强大
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全会审议通过的
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
发展的重大方针、重大战略、重大举措，
系统擘画了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充分彰显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
略眼光、统揽全局的战略谋划、审时度势
的战略决策、矢志不移的战略定力，是动
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纲领性
文件。

会议指出，全会谋划了应对大变
局、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勇前进
的大方略，必将指引我们应对挑战、趋
利避害、赢得主动，在危机中育先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确保“中国号”巨轮行稳
致远；全会发出了开启新征程、向着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勇前进
的动员令，必将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
女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努力；全会制
定了贯彻新理念、向着高质量发展奋勇
前进的路线图，必将让经济社会发展的
颜值更高、筋骨更壮、气质更佳；全会下
达了践行初心使命、向着共同富裕奋勇
前进的任务书，必将指引全党把初心守
得更牢、使命担得更稳，持续改善人民
生活品质，推动共同富裕之路越走越宽
广、越走越光明。从一年看五年，党和
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极为不易、经验
极为宝贵；从五年看十五年，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鼓舞
人心、战略部署催人奋进；从全国看自
身，河南在国家大局中的地位愈加重
要、责任愈加重大，日益成为国家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撑、应对外部风
险挑战的战略腹地。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核心要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要准确把握新成就，坚定信心决心，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凝聚同心共筑
中国梦的强大力量，把全面建设现代

化河南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要准确
把握新形势，善于化危为机，扎实做好
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环境中谋求发
展的长期准备，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
全的发展。要准确把握新目标，坚定
前进方向，主动对标对表，坚持系统观
念，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奋斗
目标扎实迈进。要准确把握新阶段，强
化使命担当，加快推进现代化河南建
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河南
贡献。要准确把握新格局，塑造综合优
势，充分用好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
机遇，释放上亿人口生产生活、工业化
城镇化快速推进、乡村振兴深入实施等
蕴藏的巨大消费和投资需求，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
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
节点。要准确把握新部署，统筹协调推
进，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找准服务
全国大局的结合点、支撑自身发展的着
力点、深化改革创新的突破点，推动中
央精神在河南具体化实践化。要准确
把握新要求，强化政治保证，坚持以党
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坚
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
机制，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提高党领导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统一
思想、凝聚合力，确保现代化河南建设
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要抓
好学习宣传，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摆在突出位置，组织好宣传宣
讲，开展好学习培训，迅速掀起学习贯彻
全会精神热潮。要抓好研究谋划，把我省
的情况吃透、问题挖深、对策找准、举措落
细，研究出台既有战略思维又务实管用、
既体现新发展理念又解决实际问题的河
南“十四五”规划。要抓好任务落地，强化
抓落实的自觉，提升抓落实的能力，锤炼
抓落实的作风，抓紧每一天、干好每件事，
把会议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把全会描绘
的美好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会议最后强调，从现在到年底，只
剩两个月时间，各项任务十分繁重。
要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时
刻保持高度警醒，健全常态化疫情防
控机制，坚决打好秋冬季疫情防控主
动仗。要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保
持一鼓作气、决战到底的精气神，全面
查漏补缺，全面抓实举措，全面巩固提
升，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要努
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加大工作力度，
加强盘点督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巩固提升经济
恢复增长态势。要扎实做好村（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压实责任、树好导
向、有序推进，确保换出乡村发展新气
象、换出基层治理新局面。

现职副省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出
席会议。③5

省委召开省级党员领导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王国生主持 尹弘刘伟出席

“十三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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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路3.96万公里

100%的建制村和

87%以上的自然村

通硬化路

目前

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

达23.2万公里

居全国第4位

两项累计

完成投资

650.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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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宏伟蓝图已绘就 砥砺奋进正当时

10月30日，孟津县黄河中下游分界线湿地公园，成群候鸟在此云集觅食、
歇息。随着湿地生态修复成效日益显现，该公园成为大规模候鸟迁徙中的“驿
站”。⑨3 郑占波 摄

“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
意义的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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