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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9 月 28 日
召开会议，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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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问题，审议《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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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和网上征求意见的情况报
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
提请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
思广益，广泛听取了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这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系列座谈会，直接听取社会

各界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
议。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方面和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建议
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建议稿主题鲜明、立意高远、目
标明确、措施有力，同时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建议稿充分吸收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建议和群众
期待、专家意见、基层经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
生动实践。

会议强调，“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取得
决定性成就。“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我国经济

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
会议指出，推动“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
进民生福祉。必须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
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
放，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
极性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着力固根
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
要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确保党中央关于“十四五”发
展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制定出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
条例》，是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
举措，对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把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前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条例》对党中
央的领导地位、领导体制、领导职权、领导方式、决策
部署、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规定，为加强中央委员会工
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会议要求，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
组成人员要带头执行党章和《条例》等党内法规，带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带头从严
要求自己，为全党同志作表率。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强化贯彻《条例》精神的政治自觉，确保《条例》精神
和要求落实到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去。

新华社北京 9 月 28 日
电 人民日报海外版组织编
写的 《习近平扶贫故事》，近
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
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
攻 坚 摆 在 治 国 理 政 突 出 位
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作出一系列新决策新部
署，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
巨大成就，对世界减贫进程
作出了重大贡献。全书由 67
篇扶贫故事组成，按照时间顺
序，系统讲述了习近平同志先
后 在 陕 西 梁 家 河 、 河 北 正
定、福建、浙江、上海，直
到担任总书记，都始终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关心
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带领困
难 群 众 脱 贫 攻 坚 的 感 人 故
事，生动记录了习近平同志
高度重视扶贫开发、驰而不息
推进脱贫攻坚的精彩瞬间，展
现了习近平同志“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

《习近平扶贫故事》 的出
版发行，有助于人们进一步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
扶贫的战略部署，鼓舞和激
励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 坚 定 信
心、顽强奋斗，奋力夺取决
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的全面胜利。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新华社北京 9月 28日电 9 月 28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同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
特罗、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互致
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致劳尔·卡斯特罗的贺电中
指出，古巴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
家。建交 60 年来，中古关系经受住了国际
风云变幻的考验，历久弥坚。中古政治互
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同
舟共济、守望相助，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两国传统友谊得到升华。我非常珍视
中古特殊友好关系，愿同你保持密切沟

通，以两国建交 60 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古
做永远的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

习近平在致迪亚斯－卡内尔的贺电中
指出，建交 60 年来，中古相互理解、相互信
任、相互支持，结下深厚友谊。近年来，中古
友好合作全面深入发展，积极共建“一带一
路”，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
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谱写了两国人民友谊新篇章。我
高度重视中古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
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劳尔·卡斯特罗在贺电中表示，古巴是首

个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并始终与兄弟
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保持真挚的友
谊。古方感谢中方的坚定支持，并深信历经六
十载的古中友谊必将世代相传、万古长青。

迪亚斯－卡内尔在贺电中表示，古中
亲密友谊历经岁月考验，双方一直把对方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视作自己的
成就。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古中两国均致
力于团结协作、集中资源拯救生命，并采
取科学防控举措，开展国际合作。我们愿
不断巩固古中传统友谊，拓展各领域合作。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古巴总理
马雷罗也互致贺电。李克强在贺电中说，

建交 60年来，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各领域
合作不断推进，不仅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而且对中拉关系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中古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患难与共、守望相
助，两国传统友谊进一步深化。中方高度重
视发展中古关系，愿同古方一道，继续发扬
两国友好传统，巩固政治互信，不断丰富两
国互利合作内涵和成果，携手共建“一带一
路”，继续推进抗疫合作，推动新时期的中古
关系行稳致远，不断迈上新台阶。马雷罗代
表古巴政府和人民向中方致以最热烈的祝
贺并表示，古方愿继续深化两国经贸合作，
并将其提升至更高水平。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审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审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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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古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分别同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古巴总理互致贺电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开栏的话

“十三五”即将收官。这
是值得点赞、必须铭记的五
年。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下，中国砥砺前行，以智
慧、勇气和担当，一次次攻
坚克难，稳步迈向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GDP总
量接近 100 万亿元人民币，
人均 GDP迈上 1万美元台阶，
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分量更
重、含金量更高的领跑者。

这是每个中国人为了更
美好生活孜孜努力、梦想成真
的五年。就业稳定，收入增加，
消费红火，空气变好，预期寿
命增长，文化活动多姿多彩，
惠及民生的新科技新业态新
模式层出不穷……分享着改
革发展的成果，老百姓的获
得感更强、精气神儿更足。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十
三五·中国印象”专栏，回眸神
州大地这五年来令人感奋的
可喜变化和生动故事，全面展
示“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成就新亮点。

十三五十三五··中国印象中国印象 ①① 这五年这五年，，中国经济实力杠杠的中国经济实力杠杠的
本报记者 李 婕

高铁行驶在昆楚大铁路上。 李茂颖 张伟明摄影报道



“每次坐高铁都很兴奋。现在有机会实地
感受高铁制造，太酷了！”近日，乌克兰小伙子
伊戈尔和上百位车迷一起，走进位于湖南的
中车株洲基地。

他们看到，一列列电力机车如箭在弦般
整齐排列、引弓待发，全球首个超千亿规模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就在此地。成功研制
全球最大功率电力机车、产品服务出口全球
逾百个国家和地区……组建5年来，中国中车
在新时代的轨道上一路驰行。

回望这 5 年，“十三五”规划落地生长、
拔节育穗。时光隧道沿途，一幅幅向上的图
景闪现——

那是国之重器彰显国家实力。
客流量突破 1000 万人次！在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投运整年来，“钢铁凤凰”引颈展翅，启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引擎。目光移至南国，港
珠澳大桥建成通车近两年，一桥连三地，天堑
变通途。这五年，人们见证了被外媒直呼“世界
新七大奇迹”工程的诞生，也见证了科技领域
的一次次突破，飞机“三剑客”，蓝天竞翱翔，国
产大航母，下海逐波浪，是嫦娥跃升空、玉兔落
月面，是北斗联天下、天问赴苍穹……

这背后，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跃升。
2019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 99 万亿元，人
均 GDP进入“1万美元俱乐部”，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约达 30%。预计到“十三五”
末，中国GDP将稳稳地跃过100万亿元。“世
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美国 《纽

约时报》今年年中这样写道。
那是数字创新激起动能澎湃。
不久前，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朱林在中

国电商平台为泰国水果直播“带货”，一口气卖
出近5000个榴莲和2万个椰青。网络零售、电子
支付、大数据、云计算、5G、新能源，一系列创新
为中国经济拓开新空间，也在全球掀起新潮
流。“我非常钦佩中国在跨境电商方面取得的
成就和领先的技术。”朱林赞叹。

今天，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居世界第
二，近4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等新兴服务业年均增速高达19.4%。作为世界
第一大市场，中国正成为全球创新的策源地。

那是开放合作谱就共赢乐章。
疫情冲击不小，中欧班列却逆势开出加

速度。“每周都有 45 趟至 60 趟中欧班列往来
于杜伊斯堡和中国城市，这个数字创下新纪
录。”德国杜伊斯堡市政财务主管马丁·穆拉
克说。到今年 8 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近
2.9 万列；在全球，83%拥有铁路的国家都运
行着中车的产品。

坚持在开放中发展，中国2019年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达31.54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一，累
计与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对外贸易的稳
定为世界贸易复苏提供了重要动力。”德国工
业联合会董事总经理约阿西姆·朗说。

那是改革红利结出惠民果实。
机场修到了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过去

“出门过溜索，种地靠攀岩”的怒江人终于有
了自己的机场。“这是我们千年‘飞天梦’，
也是脱贫致富、发展提速的‘空中快车’。”
兰坪县丰华村党总支书记杨五金说。随着脱
贫攻坚步步深入，当地傈僳族同胞搬进新
居，村镇上盖起崭新的幼儿园、卫生院……

“村民再也不用为小病跑老远！”兰坪县啦井
镇卫生院院长李汝妹笑得开心。

2016年到 2019年，中国超过 5000万农村

贫困人口脱贫。到 2020 年末，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
标将如期实现，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
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

5年来的一幕幕，在华生活的伊戈尔都是
见证者。中车株洲基地上，他目不暇接，不
停提问，还随手将这些科技创新的结晶统统

“装”进镜头里，“要让更多人认识开放、发
展的中国。”伊戈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