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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
幕式将于11月4日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将通过视频发表主旨演讲。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各新闻网站、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习近平将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 幕 式 上 通 过 视 频 发 表 主 旨 演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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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我就《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

一、建议稿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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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3 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十四五”规划建

议，成立文件起草组，由我担任组长，

李克强同志、王沪宁同志、韩正同志担

任副组长，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

参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承

担建议稿起草工作。

3 月 30 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对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研究“十四五”规划

建议征求意见的通知》，在党内外一定

范围征求意见。4 月 13 日，文件起草

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建议稿起草

工作正式启动。

从各方面反馈的意见看，

大家一致认为，在“两个一

百 年 ”历 史 交 汇 点

上，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 会 重 点

研究“十四五”规划问题并提出建议，

将“十四五”规划与 2035 年远景目标

统筹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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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认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

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有独特

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

遇优势，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有诸多有

利条件，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

能力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大家普

遍希望，通过制定建议，明确“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

目标以及 2035 年远景目标，突出新发

展理念的引领作用，提出一批具有标

志性的重大战略，实施富有前瞻性、全

局性、基础性、针对性的重大举措，统

筹谋划好重要领域的接续改革，为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这次建议稿起草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思广

益。我就“十四五”规划编制明确提出

一系列要求，强调要把加强顶层设计

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

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

“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从 7 月下旬

到 9 月下旬，我先后主持召开企业家

座谈会、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座谈会、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科

学家座谈会、基层代表座谈会、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当

面听取各方面对制定“十四五”规划的

意见和建议。8 月 16 日至 29 日，“十四

五 ”规 划 编 制 工 作 开 展 网 上 征 求 意

见。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留言 100

多万条，有关方面从中整理出 1000 余

条建议。

文件起草组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和建议，反复进行讨论修改，认真做好

建议稿起草工作。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8月 10

日，建议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

见，包括征求党内部分老同志意见，还

专门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

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

从征求意见情况看，各地区各部

门对建议稿给予充分肯定。大家一致

认为，建议稿形势判断科学清醒，目标

要求高远务实，指导方针旗帜鲜明，任

务部署指向明确，为编制“十四五”规

划《纲要》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

要遵循。建议稿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

视野相统筹，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相统一，坚持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

标相贯通，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

相协调，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

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有利于把“十

四五”规划编制好、实施好。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方面提出

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充分总结经验，补充全面

从严治党、农业发展、文化建设、国家安

全等方面内容。二是深化形势环境分

析，补充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办好自己

的事、树立底线思维等方面内容。三是

丰富指导思想和原则，强化以人民为中

心、扩大对外开放、全面依法治国、统筹

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内容。四是完善“十

四五”发展目标和 2035年远景目标，补

充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

内容。五是强化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

重大举措，（下转第五版）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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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习近平

本报讯（记者 李英华 刘红涛）11月
3日，深秋的大地一片萧瑟，而在周口市
商水县张庄乡3000亩高标准农田里，一
周前播种的小麦已破土而出，迎风见长，
麦苗青青，点亮了黄褐色的土地。

“播种和出苗的情况究竟咋样？没
有人驾驶，拖拉机能走直道儿吗？”商水
县天华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天华
是种地的“老把式”，今年为了赶农时，
在儿子刘记森的“鼓动”下，用上了无人
驾驶拖拉机播种。虽说我省小麦已实
现耕种收全程机械化，但新机器好不好
使，老刘心里一直在犯嘀咕。

“放心吧，不信你就去地里自己看
看。”小刘倒是信心满满。

爷儿俩来到张庄乡张坡村的地头，
播种早的小麦已经出苗，一行行、一道
道，犹如整齐列队好的士兵。“嗯，规整、
均匀，出苗率高，你别说，种得还真不
错。”老刘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咱这播种机用的可是北斗导航系
统，咋会不走直道儿?”小刘笑着说。

他所说的北斗导航精准播种技术，
今年首次在周口亮相。常规人工播种
白天作业没问题，可到了晚上，驾驶员
视线受限制，播种容易出现漏播、斜播
等问题，工作效率是一天 200亩左右；
而采用新技术后，拖拉机即使没有驾驶
员也能照样精准播种，实现24小时不间
断工作，效率达300亩以上。

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截至11月3
日，全省麦播基本结束，已播种小麦逾
840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8.8%，已出
苗 7262 万亩，其中优质专用小麦
1500万亩左右。今年秋收秋种
期间，我省没有出现大范围连阴
雨天气，天气整体有利，土壤
墒情适宜，有力促进
了整地播种和

小麦正常出苗。
我省小麦是第一大农作物，常年种

植面积在 8500万亩以上，产量占全国
的1/4强，是名副其实的小麦生产第一
大省。作为全年粮食生产的“重头戏”，
麦播实现应播尽播，苗情良好，无疑为
来年丰收和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迈
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为了种足种好小麦，今年各种新技
术、新设备在田野里不断涌现，让老刘
爷儿俩这样的种粮大户更加轻松了。

而更让他们高枕无忧的是，
高标准农田内设施不断
完善，旱能浇、涝能排，
彻底改变了过去种地

“望天收”状况。
目前，我省

已经建成高标准农田6300多万亩，实现
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全省粮食产量连
续 3年超过 1300亿斤。根据规划，到
2025年，我省将建成8000万亩高标准
农田，稳定保障 1300亿斤以上的粮食
产能，打造全国重要粮食生产核心区。

“更让人提气的是我们赶上了‘好时
代’！”用无人驾驶拖拉机种麦，刘记森在
作业间隙也有空拿手机刷新闻。“优先发
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透露出的信息，让他对种粮充满信心。

农业基础设施完善，搭建起新农民
大展拳脚的舞台；新技术新农机的涌
现，更让他们如虎添翼。“明年我们打算
再流转几千亩地。”爷儿俩干劲十足。

麦苗青青，生机无限。小麦播种，播
下的是麦粒，种下的是丰收的希望。③4

◀天华种植专业合作社用无人驾
驶拖拉机播种。⑨3 刘记森 摄

小麦生产第一大省麦播基本结束

麦苗青青孕育丰收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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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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
●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数字化发展

●畅通国内大循环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全面促进消费 ●拓展投资空间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
●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深化农村改革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质量效益
●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
和主要目标

三、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四、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
优化升级

五、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六、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

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八、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和新型城镇化

九、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

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十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
新局面

十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

十三、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国

十四、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
强军相统一

十五、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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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率突破50%
实现了河南

由农业人口大省
向新型城镇化
人口大省的
华丽转身

城镇化率
增幅

连续两年
全国首位

河南实现了由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历史性转变，每
年有超过 150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进而推动消费升级，带
来多个领域的巨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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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有序推进农民进城

“过得好”
“人地钱”挂钩

“留得住”
保障同城待遇

“进得来”
降低落户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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