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中共中
央11月22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
谈会， 就今年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
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俞正
声、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座谈会。 李克强通
报了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中共
中央关于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
盟中央主席张宝文、 民建中央主席陈昌
智、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农工党中央主
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
中央主席韩启德、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
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 无党派人士代
表郝如玉先后发言。 他们赞同中共中央
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明年经济
工作的考虑，并就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优化土地资源利
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健康服务业
发展、建立生态保护新机制、完善灾害应
急制度、促进经济开放合作能力、推动两
岸人文交流合作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作
了重要讲话。他强调，今年以来，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发
挥各自优势，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
题，深入基层一线，查实情、听实话，提
出各类意见和建议100多件， 在帮助中
共中央决策施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
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作出了重
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同时要以改革统领全局，把改
革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既要
巩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促进经济社会
大局稳定， 为改革创造必要环境和条件；
又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以改革促发展、
促转方式、促民生改善。 改革要从群众最
期盼的领域改起，让全社会感受到改革带
来的实实在在成果，最大限度凝聚改革正
能量。 要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大力调
整产业结构， 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
力做好改善民生工作，加大空气污染防治
力度，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1、 继续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

会议在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时指出，
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会议还明
确，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这是基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作出
的总体安排。明年的经济工作，既要巩固经
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又要在转型升级
上实现突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
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认为。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
分析，所谓“稳”就是保持经济增速和就业
基本稳定，防止出现大的风险；所谓“进”，
就是改革要有突破、结构调整要取得进展、
民生要有改善。

王军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仍要防范失
速风险， 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为深化改

革、调整结构创造有利环境。 因此，当

前宏观政策既不宜加码也不宜松手，而应
保持定力、精准施策。

2、把改革贯穿于经济
社会发展各领域

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出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宏伟蓝图， 各界对明年如何落实改革
高度关注。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把改革贯
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以
改革促创新发展。会议还要求，抓好对中央
改革总体部署的落实， 积极推进重点领域
改革。

“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的第一年， 改革毫无疑问将在明年
经济工作中统领全局。”国家信息中心经济
预测部宏观研究室主任牛犁指出，“稳”的
目的是为了“进”，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
深层次矛盾只能由改革破解。

改革千头万绪，从哪里入手？习近平总
书记近日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 改革
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 从制约经济
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 让全社会感
受到改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最大限
度凝聚改革正能量。

专家们普遍认为， 关系人民群众基本
生活的社会保障、医疗、食品安全、收入分

配等领域的改革理应成为明年深化改革的
重头戏。

“改革关键在落实。 各地、各部门应尽
快拿出本地、本部门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具体
路线图和时间表， 真正让改革成为转型升
级的‘核动力’。 ”王军说。

3、着力增强发展内生
动力

中国经济近来虽然实现了稳中向好，
但经济回升基础不牢、 内生动力不强问题
突出。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着力增强
发展内生动力”。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
的‘换挡’已初步实现，但当前的经济增长
一定程度上仍离不开政策支持， 必须着力
增强内生动力， 这样才能更加健康、 可持
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
员张立群说。

经济学家们认为， 明年要通过深化改
革扫除体制障碍，创造良好消费环境，增强
消费能力，放宽市场准入，激活民间投资，
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新型城镇化将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新
的牵引作用。会议提出，出台实施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牛犁认为，新型城镇化更加强
调人的城镇化， 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投资，带动大量的消费，是未来经济
发展新动力，也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4、使广大人民群众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

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善民
生。 会议提出， 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会
议明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健全社
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事业改革发展等。

“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提法
充满“含金量”。祝宝良说，我国基本公共服
务存在总量不足、分配不均的突出问题，优
质医疗、教育等资源集中在大城市，而小城
市、乡村资源严重匮乏。未来要强化政府公
共服务职能， 加大投入力度， 创新体制机
制， 逐步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问题。

“这次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安
排，既立足于当前又着眼于长远，把这些措
施细化、落实，会为明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
健康发展奠定较好基础。 ”王军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12月3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4年经济工
作，听取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报。 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 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
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挑战和机
遇并存。 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具
有不少新的有利支撑和难得机遇。 特别是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
署， 将进一步激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同
时，要清醒认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增强忧患意
识，坚持底线思维，抓住发展机遇，搞好统筹兼
顾，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

会议指出， 做好2014年经济工作意义重

大。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 把改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
各个环节，以改革促创新发展，完善调控方式
手段，强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加
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提出，要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办法改
善宏观调控，科学把握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保持
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要抓好对中央改革总体
部署的落实，积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着力增强
发展内生动力。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培育
消费新增长点，着力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投资合

理增长和结构优化，改善投资管理和服务。 要实
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强化
多边双边及区域经济合作， 推动对外开放向纵
深拓展。 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保持主要农产品
生产稳定发展，支持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加快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加强综合生产能力建
设。 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下大气力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 要坚持绿色低碳清洁发展，加强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狠抓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
毫不放松抓好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要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落实和完善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增强欠

发达地区发展能力，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要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
策，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社会事业改革发
展，做好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创新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

会议认为，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是一次
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经过调查，全面查清了全
国各类土地资源底数。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我国人多地少
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粗放利用土地现象依
然突出，土地管理形势依然严峻。当前，要夯
实土地权能这一基础，完善征地制度这一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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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2014年经济工作
征求对经济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召开
党外人士座谈会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看明年经济工作走向

“改革”统领全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3日召开

会议，分析研究2014年经济工
作。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关键
阶段， 这次会议透出了明年经
济工作怎样的走向？

听取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报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
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