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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率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率
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交
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
的答卷。

率先控制疫情，抗疫斗争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

2021年3月，武汉珞珈山，一簇簇樱花如云
似雪，武汉大学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赏花人：大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受邀前来，共赴这场赏樱
之约。

去年此时，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樱花大道静静度过了盛放期。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樱花
不语，却见证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

2020 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党中央统筹全局、
果断决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
全力以赴，打响了一场气壮山河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

2020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总书记专门就疫
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
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
延势头；1月22日，总书记果断要求湖北省对人
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次日，武汉宣布暂
时关闭离汉通道。

“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政治勇气，但该
出手时必须出手，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020 年 1 月 25 日，农历正月初一，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
员，明确“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要求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协调作用。

346 支国家医疗队、4 万多名医务人员毅然
奔赴前线；仅用 10 多天时间建成火神山医院和
雷神山医院；大规模改建 16 座方舱医院、迅速
开辟600多个集中隔离点……最优秀的人员、最
急需的资源、最先进的设备千里驰援，解了燃
眉之急。

党政军民学闻令而动，东西南北中各就各
位，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
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
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

与此同时，我们发挥科技抗疫作用，检测
试剂快速问世、疫苗研发多线推进、诊疗方案
接续更新、中医药疗效不断显现……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全国新冠肺炎治愈率达到 94.3%，
超过病毒性肺炎的平均治愈率。“我们对重症病
毒型肺炎的救治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说。

用 1 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
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
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
了几场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夺取了全
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创造了人类
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率先复工复产，生产生活重
现往日生机

为减少人员流动、阻断病毒传播，我国延
长了春节假期。可是，节后复工每延迟一天，
国内生产总值就将损失1500亿元，怎么办？

2020 年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
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
会议上指出，“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

“既不能对不同地区采取‘一刀切’的做法、阻
碍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又不能不当放松防控、
导致前功尽弃。”

全国上下、各行各业迅速行动起来：在珠
江口，6000 多名工人先后到岗，世界级跨海基
建项目深中通道全线复工；在大西南，全球在
建第二大水电工程乌东德水电站进展顺利；在
浙江，“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的快递量逐步恢
复……防疫不松劲，复工逐春光，神州大地涌
现盎然生机！

面对特殊时期各种困难，各地区各部门密
集出台政策举措，为市场主体“补血”“减
负”：派专车点对点组织返岗、对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行业免征增值税、对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
……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加快转动，再次
彰显出中国强大的制度优势。

截至 2020 年 4 月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复工率超过 99%，中小微企业复工率达到
88.4%，重大项目复工率超过 95%。成果来之不
易，也令人羡慕，有外媒如此评价：“人们挤进
火车，簇拥在名胜古迹中，做着在其他许多国
家仍然只能梦想的一切事情，这是迄今为止表
明中国从疫情中复苏最清晰的信号。”

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
正，彰显经济强大韧性

迈上新台阶！2020 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突
破100万亿元大关，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
17%；

唯一正增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3%，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

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
困村全部出列，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中国交出的“成绩单”令外媒感叹：中国
正以惊人的速度回到接近正常状态。

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来自哪里？
韧性来自有力的宏观调控。实施阶段性大

规模减税降费，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2.6万
亿元；创新宏观政策实施方式，对新增2万亿元
中央财政资金建立直达机制；支持银行定向增
加贷款并降低利率水平，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
让利 1.5 万亿元……我们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稳住了经济基本盘。

韧性来自加快转型升级。“奋斗者”号万米
深潜，嫦娥五号九天揽月，重大科技成果持续
涌现；5G、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线上办公等新

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蓬勃动
能……通过不断激发创新活力，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经济恢复动力强劲。

韧性来自坚定的改革开放。看改革，加快
深化国企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
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革举措接连推出；
看开放，从广交会搬上云端，到服贸会、进博
会如约而至，开放大门越开越大。2020 年，在
全球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大幅萎缩的背景下，
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实际使用外资双双实现
正增长。

千磨万击还坚劲，越是艰险越向前。回首
极不平凡的 2020 年，我们披荆斩棘、攻坚克
难，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
果。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我们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必将创造更
加灿烂的辉煌！

图①：2020 年 2 月 15 日，在湖北武汉一社
区，工作人员冒雪搬运四川成都一家公司捐赠
的蔬菜。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图②：2020 年 9 月 13 日，浙江交通集团金
台铁路东安隧道里，建设者在打磨换铺好的500
米长轨。 王跃国摄 （影像中国）

图③：2020 年 4 月 11 日，广西钦州港国际
集装箱码头一派繁忙景象。

刘世旭摄 （影像中国）

■辉煌历程

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

风雨无阻向前进
本报记者 邱超奕 丁怡婷

叠合、卷边、折叠、压平、封边、裁
切、焊接……走进广州汽车集团部件技术中
心内的口罩工厂，在机器的隆隆声中，短短
几秒，一只医用防护口罩就诞生了！

“去年疫情严峻的时候，我们圆满完成了
广汽集团复工复产的口罩保障任务。”广汽部
件技术中心主任黄旭盛说。

不到 14 天实现口罩量产、一个月内自制
41条口罩生产线、口罩日产量最高 105万只、
去年累计生产口罩超过 1亿只……成绩背后，
离不开口罩设备攻关临时党支部8位党员的持
续努力。

去年2月初，广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曾庆洪提出：“推动复工复产，广汽每天至少
需要30万只口罩。”广州市当时口罩日产能只
有约50万只。“广汽能不能研制口罩机，帮助
市里解决口罩产能不足的问题？”

这个提议，很快被集团党委会议通过。
制造口罩机的任务落在了广汽部件公司身
上。“我们与快裕达自动化设备公司展开合
作。”黄旭盛说，隔行如隔山，公司党委决定派
出 11人组成的技术骨干团队，驻扎在快裕达，
既帮助对方扩大生产，又学习口罩生产工艺。

许绩彤、陈红阵等人主动报名，党员突
击队很快组建完成；口罩设备攻关临时党支
部随即成立。

临时党支部将 11 人分为 5 个小组，分别
攻关成型、焊接、机械、电气等相关技术和
生产流程。“白天边生产边学习，晚上画图
纸、写工艺流程。”临时党支部书记李科芳
说，短短 5天，第一台口罩样机便试制成功；
同时零部件外协采购、厂房搭建、口罩车间
无尘改造等工作也有序展开……

“41台口罩机，需要3万多个组件。”李科
芳说，大家盯紧 18 家配件生产厂家，在去年
疫情防控最吃劲的 2 月中下旬，每天工作 20
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托盘与链条的匹配出现问题，口罩项目
技术负责人陈建国和身边的工程师们熬通
宵，难关终被攻克；小小的超声波焊头容易
粘在口罩上，导致生产线停线。一个个设计
方案组合摆了出来，多个批次、不同参数的
实验一组组做下来。四天四夜分班连轴转，
终于找到最佳方案。“用我们机器做出来的口
罩，焊接强度等指标不输给专业口罩厂家。”
陈建国自豪地说。

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
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
转 正 ， 全 年 GDP 同 比 增 长
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
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0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举国上下
众志成城、勠力同心，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
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取得这样的成绩，依靠的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引领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的
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彰显了
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体现出中国经济的雄厚实
力、旺盛活力和强大韧性。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神
州大地迅速织起一张联防联控
大网，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
蔓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
危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
走出了一条先控制疫情、再局
部复工、然后全面复工的最优
路径，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
民生得到有力保障、脱贫攻坚
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实践再次证明，党中
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
本依靠，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
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10 多天，火速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
35 天，口罩日产量增长约 13.5 倍；发动用工、协调
资金、组织专列包车，各地区各部门密切配合，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大规模减税
降费，宏观政策“组合拳”及时出手，稳住经济基
本盘……党中央一声令下，四面八方同舟共济，展
现出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显示出社
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
特优势。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我们坚
信，依靠百年大党淬炼的强大优势、70多年社会主
义建设形成的宝贵经验、40多年改革开放积蓄的雄
厚基础，中华民族将在千磨万击中愈发坚劲，在风
雨兼程中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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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飘扬

党员突击队 攻关冲在前

本报记者 王 政

■感悟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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