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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理念引领方向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十
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的发展思
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是管
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

创新一词在 《纲要》 中出现
200多次，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等词也均达到数十次。五大发展
理念贯穿全文，诠释了未来5年中
国该按照什么思路干、如何干。

比如“创新”，《纲要》 指出，
要“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
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
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比如“开放”，“完善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有利
于合作共赢、同国际投资贸易规则
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打造陆海内

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
新格局”等都是《纲要》里的重要
内容。

多领域开展大项目

理念指明发展的方向，领域体
现落实的层面。根据《纲要》，“十
三五”时期中国计划实施上百个重
大工程及项目，涉及科技创新、结
构升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民
生改善等领域，将对中国经济、社
会和民生等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也给国际社会带来重大机遇。

在科技领域，“加快突破新一
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
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
域核心技术”，“加强深海、深地、
深空、深蓝等领域的战略高技术部
署”等将在“十三五”期间重点推
进；在工业制造领域，“实施智能
制造工程，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关键
技术装备，强化智能制造标准、工

业电子设备、核心支撑软件等基
础”体现了“中国制造 2025”的
要求；在生态环境领域，“推进全
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长
江干流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水平”
体现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在民生领
域，“通过发展特色产业、转移就
业、易地扶贫搬迁、生态保护扶
贫、教育培训、开展医疗保险和医
疗救助等措施，实现约 5000 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体现了脱
贫攻坚、精准扶贫的需要。

措施更体现获得感

获得感，强调的是人民群众享
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的真实
感受。《纲要》 里的许多举措突出
了获得感的实现。

例如：“鼓励以创业带就业，
实现比较充分和高质量就业”，“落
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全面治
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不仅让

民众能拥有更好的工作，而且让劳
动者权益更有保障；“加快推进基
本医保异地就医结算，实现跨省异
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
结算”，“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推进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降低大病慢
性病医疗费用”，不仅让民众看得
了病，更看得起病；“打造高品质
的快速网络，加快推进高速铁路成
网，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络，适
度建设地方高速公路，增强枢纽
机 场 和 干 支 线 机 场 功 能 ” 的 举
措，将满足民众对出行越来越便
捷的期待。

“推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
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
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
义务”，“大中城市不得采取购买房
屋、投资纳税、积分制等方式设置
落户限制”，“扩大重点高校对中西
部和农村地区招生规模”……这些
措施都影响着民众生活的方方面
面，让大家为之点赞。

““十三五十三五””将这样改变中国将这样改变中国
本报记者 柴逸扉

3月 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十三
五”规划纲要。3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正式
发布。

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份长达6.6万
字、共分为20篇的《纲要》将如何描绘未来5年的发展蓝
图，又将从哪些方面改变中国？

新华社北京3月 17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 17 日宣布：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将于 24 日应邀出席在海南
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
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出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
导人会议的湄公河五国领导人、尼泊
尔总理奥利、立陶宛总理布特克维丘

斯、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印度尼西亚
副总统卡拉、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
部长官柳一镐、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
科维奇等外国政要将应邀出席年会。

应李克强总理邀请，尼泊尔总理
奥利、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将结合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对中国进
行正式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3月 17日电 （记
者张晓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15 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看望参加十二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新闻报道工作的中央主
要媒体负责人、编辑记者和工作人
员，代表大会主席团向所有参加人大
会议报道的新闻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
和衷心感谢。

张德江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
年开端在两会，两会已经成为世界观
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今年两会肩负着
总结“十二五”、规划“十三五”的
历史重任，更加受到海内外关注，吸
引了 3200 多名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报

道。在这次大会的新闻报道中，中央
主要媒体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
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全方位、
多角度地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充分体现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彰显了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
度的独特魅力，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
奋斗的坚强决心和精神风貌。

据新华社北京3月 17日电 （记
者刘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张高丽 16 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
兹，双方就两国能源、气候变化、核
安全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

张高丽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总体
保持稳定发展。双方应继续认真落实
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加强沟通协
调，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建设性地

管控分歧，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构建新
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中
美在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取
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全方位、多层
次的能源合作框架。希望双方加强民
用核能、电网建设、清洁能源、低碳
城市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美能
源合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全球
能源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
贡献。

李克强将出席博鳌论坛年会

张德江看望两会新闻工作者

张高丽会见美国能源部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征程上，五年规划是
指南针、路线图与推进
器。按照预定目标，中
国这艘巨轮劈波斩浪，
一路前行，五年一个变
化。过去几十年里，十
二个五年规划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巨
变，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近日，“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十二届全
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中国这艘巨轮
又将开启新的五年征程。它既是过去十二
个五年规划的接续奋斗，又有所创新、有
所发明、有所前进。

中国将迈向“双中高”经济增长的新
征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中高
速增长，还将迈向中高端水平。推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拓展新经济发展空间，推
进农业现代化，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将给
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中国还将

通过提高劳动者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就
业水平，开发人力资源红利，积极应对人
口红利下降带来的挑战。

中国将迈向全球创新领导者的新征
程。“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向世界证明，
它不但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也具有成为世界
创新中心的能力。“十三五”规划纲要将创新
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并力图通过引领
型创新形成先发优势。目前，中国研发投入
1.42 万亿元，居世界第二，到 2020 年将达到
2.32万亿元；中国已经是居民发明专利年度
授权量第一大国，到 2020年发明专利拥有
量将达到168万件；科技进步贡献率将从目

前的55%提高至2020年的60%。
中国将迈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

新征程。与前几个五年规划以降低污染物
排放量为主要目标不同，“十三五”规划纲
要首次提出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
标，并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制定了改善空
气质量、地表水质量的指标，实行最严格
的环境保护制度，发展低碳循环经济、构
筑生态安全屏障，中国将在实现富裕的同
时建设优美的生态环境。

中国将迈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征
程。“十三五”规划是中国“站在世界地图
前”谋划的五年规划，中国将通过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等，从全球化的积极接受
方转变为全球化的积极建设性力量，为全
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继续发挥全球经济
增长的火车头作用，为全球提供最大的贸
易市场，成为世界宏观经济的稳定器、重
要的对外投资国，积极承担并推动全球温
室气体减排，为世界作出绿色贡献，积极
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推动全球经济秩序向
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将迈向改善民生福祉的新征程。到
2020 年，中国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人民
生活更加富裕的社会，同时也是更加公平的
社会，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基尼系数等

进一步缩小，通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全面
消除贫困，使得每个人在实现小康社会目标
中不掉队。这也使得中国有条件在更长远的
未来，在全球大规模经济体中率先建成属于
所有人的共同富裕社会。

中华民族是一个实干的民族。我们坚定
自信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我们制定奋斗目
标，并牢记在心，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这个
目标。“十三五”的中国，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这第一个百年目标，也将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一百年时，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
授、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湘西苗族鼓舞，是我
国苗族地区独特的舞蹈艺
术，流传于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吉
首市和凤凰、泸溪、保
靖 、 花 垣 、 古 丈 等 县 。
2006 年，湘西苗族鼓舞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图为3月16日，村民
在湖南湘西吉首市坪朗苗
寨苗族鼓舞传习所表演苗
族鼓舞。

蒲东峰摄
（新华社发）

湘 西

苗 鼓

本报北京3月17日电（记者严
冰） 记者17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3 月 16 日晚，印度尼西亚交通
部与印尼雅万高铁合资公司在印尼
雅加达签署特许经营协议。这是继
2016年 1月 21日印尼雅万高铁项目
开工奠基之后，该项目推进过程中
取得的新进展。

根据协议，印尼交通部将雅万
高铁的特许经营权，给了由中国铁

路总公司牵头组成的中国企业联合
体与印尼维卡公司牵头印尼国企联
合体组建的雅万高铁合资公司。特
许经营权将从 2019 年 5 月 31 日开
始，为期 50 年。据了解，雅万高铁全
长150公里，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
第四大城市万隆，最高设计时速 350
公里，计划3年建成通车。届时，雅加
达到万隆的车程将由现在的 3 个多
小时缩短至40分钟。

中方将参与经营印尼雅万高铁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
者韩洁） 记者17日从中国建筑集团
获悉，在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全
球品牌价值 500 强”排名中，“中
国 建 筑 ” 品 牌 价 值 由 2015 年 的
108.06 亿 美 元 上 升 至 202.14 亿 美

元，同比增长87％，成为品牌百强
企业中进步最大的品牌。品牌价值排
名也从115位升至品牌百强榜的第44
位。在今年的排行榜中，共有47个中
国品牌入围500强，其中15个中国品
牌进入前100名。

中建跃居全球品牌第44位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
者安娜、赵超） 由中国核工业集团
公司和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的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龙国际） 17 日正式揭
牌成立。这是“华龙一号”融合发
展的又一里程碑，意味着此后“华
龙一号”“走出去”形成合力。

据介绍，华龙国际注册资本为 5
亿元人民币，中核集团和中国广核集
团各占 50％的股比。“华龙一号”是
由中核集团和中国广核集团合作研
发设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
核电技术，是中核集团 ACP1000 和
中国广核集团 ACPR1000＋两种技
术的融合。

“华龙国际”揭牌成立

中国巨轮开启新的五年征程
■ 鄢一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