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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 月 23 日
上午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
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他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
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发挥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
和作用，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巩
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
巩固农业基础性地位，落实“六稳”、“六保”任
务，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确保完成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推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
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联组会上，王一鸣、刘旗、刘永好、胡
晓炼、杨成长等5位委员，围绕发挥新就业形
态积极作用、特色生态资源转化为脱贫攻坚
发展优势、民营企业化危为机、发挥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作用、以新视角制定“十四五”
规划等作了发言。

习近平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发表重要讲
话。他表示，来看望全国政协经济界的委
员，参加联组讨论，感到十分高兴。他代表
中共中央，向在座各位委员、向广大政协委
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要科学分析形势、把握发
展大势，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
待当前的困难、风险、挑战，积极引导全社
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巩固我国
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

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
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
困难和挑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目前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我们还要面对
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
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
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
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
面，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
谋求我国发展。要看到，我国经济潜力足、
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
点没有变。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
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
能力，拥有 1亿多市场主体和 1.7亿多受过高
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
括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 14 亿人口所形
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
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利于激
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又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
断实现共同富裕。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
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

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
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
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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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形势下我国
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强调，现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
升，但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
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
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时，要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
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做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习近平指出，到 2020 年确保我国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
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我们党对
人民、对历史的郑重承诺。目前，全国还有
52 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 个贫困村未出列、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虽然同过去
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要努力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付出更加艰辛
的努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习近平强调，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至关重要。“六保”是我们应对
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保证。要全面强化稳就
业举措，强化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帮扶
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做到粮食生产稳字当
头、煤电油气安全稳定供应，保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同时，要在

“稳”和“保”的基础上积极进取。
习近平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 14亿

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
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
都是真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严重，但我国
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
供给功不可没。总的来说，我国农业连年丰收，
粮食储备充裕，完全有能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供给。新形势下，要着力解决农业发展中存
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重点从农产品结构、抗
风险能力、农业现代化水平上发力。要保障粮食
等主要农产品生产供给，强化“米袋子”省长负
责制考核，加强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和监管，加快
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地。要稳
住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落实生猪生产省负总
责要求，持续抓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做好“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

习近平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地区
各部门各方面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强化责
任担当，不折不扣抓好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政
策措施落实。要加强协同配合，增强政策举措的
灵活性、协调性、配套性，努力取得最大政策效
应。要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
规律，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在务实
功、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丁薛祥、刘鹤、张庆黎、李斌、何立
峰、高云龙等参加联组会。

■ 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
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发挥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和作
用，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巩固我国
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巩固农业
基础性地位，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确保各项
决策部署落地生根，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推动我国经济乘
风破浪、行稳致远。

■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
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
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
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
节，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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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形势下我国

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 现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升，但我们

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
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
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时，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
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
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做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至关
重要。“六保”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保
证。要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强化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保障，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做到粮食
生产稳字当头、煤电油气安全稳定供应，保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同时，要在

“稳”和“保”的基础上积极进取。

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

习近平：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5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
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时间：5月23日上午
日程：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

“两万人的就业方向都是什么？”
会场上，听到刘永好委员在发言中表示，今年新希

望集团将新增两万人就业，习近平总书记插话问道。
“养猪、食品加工和物流。今年 5月以前新招了一万

人，打算再招一万人。”
疫情之下，民营企业遭遇一场大考。刘永好做了一

份调研。民营企业的产销、投资、就业……一项项、一桩
桩，从工厂车间带到了两会会场。

听了他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环视经济界委员们，
娓娓道来：

“民营企业成长在中国希望的田野上。开始是一片
荒芜的田野，在夹缝中求生存。中国走出了一条民营企
业发展的道路，何其艰难！这也恰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下筚路蓝缕开出的一条路。”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路风雨一路歌。“民营企业发
展到今天如此之规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如此之
贡献，那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步伐。昔日发展红火的

民营企业，在疫情之下是逆流而上，还是“深挖洞、广积
粮”？选择不同，但他们有一份共同观感，感受到了党中
央支持和帮扶民营企业发展的鲜明讯息。

面对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了进退之难，字里行
间蕴含着辩证思维和发展逻辑：

“要进一步发展，仍然是在‘难’中发展。‘难’是哲学意
义上任何领域都面临的、前进道路上永恒的问题。当前，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实现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难’
也存在于方方面面。不同时期破解不同难题，现在我们就要
进一步研究怎么破解民营企业发展的现阶段难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疫情期间一批新技术新业态脱颖
而出，民营企业在其中表现亮眼，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
王一鸣委员建议规划“新就业形态”的相关法律，习近平
总书记对此强调，新业态虽是后来者，但依法规范不要姗
姗来迟，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
中不断完善……

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历史的车轮在解
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征程上滚滚向前。习近平总书记
声音坚定：“不断去探索，不断去奋斗，不断去克服困
难，使我们走上实现新阶段新目标的新道路。”

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
回望 2020 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 3 月初主持召开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谋划这场硬仗进入最后关
头的攻城拔寨。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两个多月。争分夺秒，响鼓重锤。
在看望经济界委员时，他分析了最新数据：“目前全国还
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出列、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
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结，扶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
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

陕北黄土地上的贫苦日子和青葱岁月，记录着他
植根于人民的所思所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委员们回忆
起当年一段难忘对话。

“我那时饿着肚子问周围的老百姓，你们觉得什么
样的日子算幸福生活？他们讲了几个心愿。”

委员们纷纷停下笔，专注倾听。
“第一个目标是希望不再要饭，能吃饱肚子。别管

吃什么，半年糠菜半年粮也好。再进一步，当地的土话
叫吃‘净颗子’，就是能吃上纯高粱米、玉米面。第三个

目标，他们认为那就高不可攀了，‘想吃细粮就吃细粮，
还能经常吃肉’，说是‘下辈子的愿望’。”

笑声里，很多委员思绪万千，他们年少时的记忆也
随着总书记的讲述静静流淌。

习近平总书记接着说：“这些我们都一一实现了。
我当时和乡亲们说，你们再努力想想呢，将来还想到什
么境界。他们说，那就将来干活挑着金扁担！”

会场又是一阵笑声。
“我想这个目标也在实现中。‘金扁担’，我把它理

解为农业现代化。”他补充道，新形势下要着力解决农
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重点从农产品结
构、抗风险能力、农业现代化水平上发力。

重农固本。14亿人，14亿张口。中国人用中国饭碗装
中国粮食，这是从历史中收获的决定未来的战略判断。

“我们前段时间连年丰收，卖粮难、粮价问题也随之
出现。我当时说，这都是粮食充裕中的问题，大前提、大方
向是对的。对粮食安全不能有丝毫松懈。”疫情之下，
习近平总书记感触颇深：“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严重，
但我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
给功不可没。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民营企业成长在中国希望的田野上”
本报记者 杜尚泽

“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
本报记者 杜尚泽

微 镜 头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两 会 “ 下 团 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