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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奋进的五年，这是辉煌的五
年。

“十三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
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顶风破
浪、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
放，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胜利在望。

国力上台阶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转正、1至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
计增速转正、1至8月货物出口累计增
速转正……最新数据显示，8月多项经
济指标年内首次转正。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
转正，并持续稳定复苏，中国经济巨轮
破浪前行。

回望“十三五”，世界经济风云变
幻，面对内外矛盾叠加的复杂局面，全
国上下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
质量发展要求，推动经济实现新跨越、
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

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经济增长稳。2019 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占全球经
济比重达 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30%左右。2019年人均GDP
首次突破 1 万美元大关，与高收入国
家差距进一步缩小。

就业物价稳。5年间，我国城镇新
增就业累计超过6000万人，劳动参与
率和就业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始终处于
较高水平。宏观物价总水平也保持稳
定，2019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
上涨2.9%。

国际收支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

发展基础不断巩固——
产业发展水平继续提升。粮食产量

连续多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农业
基础地位得到加强；制造业增加值多年
位居世界首位，工业持续壮大；2019年
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53.9%，比2015年提高3.4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斐然。2019年
末，高速铁路营业总里程超过3.5万公
里，占全球高铁里程2/3以上；高速公

路里程超过 14 万公里，稳居世界第
一。5G 商用稳步推进，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
展，“网络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5年间，中国经济砥砺前行，更为
世界经济注入动力。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期发布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3%，
但中国经济仍将保持正增长。贸发会议
官员表示，相信中国能稳步扩大本国经
济规模并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机遇。

发展开新局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旅游市场呈现恢复态势。有市场分
析报告预计，今年国庆中秋节假期，住
宿消费有望恢复至往年同期水平，甚
至出现小幅增长，旅游消费达到最近
几个月来的新高点。

以旅游为代表的消费，持续成为中
国经济的第一拉动力，展现了“十三
五”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

5 年间，中国发展含金量更高。
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
破40万亿元大关，最终消费支出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60%左右。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2015年至2019年，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
10.4%；服务业“稳定器”作用进一步
增强，新兴服务业高速增长。

5 年间，中国发展动力更充沛。
2019年，我国位列全球创新指数排名
第14位，比上年上升3位；研发经费投
入总量居世界第二，全员劳动生产率
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稳步提高。载人航
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量子通信等
领域取得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创新
引领作用增强。

5 年间，中国发展协调性更好。
2019 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升至
60.6%，比2015年提高4.5个百分点。
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联动发展，
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落实，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格局。

5 年间，中国发展持续性更强。
2019 年，单位 GDP 能耗比 2015 年下
降13.2%；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82%；地表水
质 量 达 到 或 好 于 Ⅲ 类 水 体 比 例
74.9%，比2015年提高8.9个百分点，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前不久，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

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浙江自贸试验区
扩展区域方案正式出台，自贸试验区
扩容至21个，改革开放增添新注脚。

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为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动力。

民生增福祉

易地扶贫搬迁住上新房、扶贫专
项贷款投资羊羔生意、担任公益性岗
位增收……5年间，青海省贵德县常牧
镇切扎村村民万德卡摆脱贫困，一家
人的生活逐渐红火起来。

增进民生福祉是我国发展的根本
目的。“十三五”时期，我国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4
亿中国人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迈出坚实
步伐。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2016
年至 2019 年，超过 5000 万农村贫困
人口脱贫，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
纯收入由 2015 年的 3416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9808 元，年均增幅 30.2%。
当前，全国上下正全力冲刺，确保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
县全部摘帽。

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2019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733元，
比2015年增长39.9%，中等收入群体
规模持续扩大。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
尔系数降至28.2%，比2015年下降2.4
个百分点，家电全面普及，每百户家用
汽车拥有量达35.3辆。

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完善。养老、医
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持
续增加，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快推
进，2016 年至 2019 年全国棚户区改
造开工累计2157万套。

社会事业繁荣发展。2019 年，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4.8%，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超过50%，劳动年龄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年。人民健康
和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居民平均
预期寿命2019年达77.3岁。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今年8月，“十四五”规划
编制工作开展网上意见征求活动，这
是我国五年规划编制史上首次通过互
联网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人们期待，以五年规划为蓝图，全
国上下接续奋斗，推动中国经济社会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迈向更加光明的未
来。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走向全面小康
——“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巡礼

人民日报评论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新疆工
作，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
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
建疆，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为保障，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
举，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
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9月25日至26日，第三次中央新疆工
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全面
总结了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
新疆工作取得的成绩，深入分析了当前新
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深刻阐释了新
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对做好新疆工作作出
了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
意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是指导新时代新
疆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以来，经过各方面艰辛努力，新疆工作取
得了重大成效，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人民
生活明显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
就，中央支持和全国对口援疆力度不断
加大，新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出社会稳定、人民
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为迈向长治久安
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
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国人民
共同奋斗的结果，也凝聚着新疆2500多
万各族儿女的智慧和汗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治疆规律的认识和把
握，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从战
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坚持把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
以凝聚人心为根本，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坚持
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紧
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加强党对新
疆工作的领导。实践证明，新时代党的治疆
方略完全正确，必须长期坚持。全党要把贯
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作为一项政治任
务，在完整准确贯彻上下功夫，确保新疆工
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十
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好新疆工作，要从
全局高度认识和把握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决策
部署上来，完整准确理解和长期坚持新时
代党的治疆方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把握当前和长远，坚定不移抓好各项任务
落实。要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

个新疆工作总目标，把全面依法治国的要
求落实到新疆工作各个领域，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
团结，紧贴民生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新时代新疆工作再上新台阶。

“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是
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美好期盼，是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今天的新疆，
从广袤的塔里木盆地到高耸的阿尔泰
山，从雄壮的帕米尔高原到富饶的吐鲁
番盆地，处处孕育着蓬勃的希望。奋进新
时代、迈上新征程，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有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全国
人民关心支持，有新疆各族儿女共同奋
斗，我们一定能把祖国的新疆建设得更

加美好，谱写新时代新疆发展进步的壮
丽篇章。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载9月28日
《人民日报》）

YSD 3X3青少年篮球赛11月开赛

长沙等6城市将
决出“街头篮球天团”

湖南日报9月 27日讯（记者 蔡矜
宜）记 者 今 天 从“2020- 2021 年 YSD
3X3青少年篮球赛”新闻发布会获悉，该
赛事将于 11 月在长沙、成都等 6 个城市
拉开帷幕，优胜选手有机会在明年举办
的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赛场上展示
自我。

“‘YSD’中的‘Y’指青少年（Young-
sters）,‘S’指奋斗（Strive），‘D’指决心

（Determination）。”湖南省篮球协会主席
杨再辉介绍，自2019年起，国际篮联三人
篮球亚洲杯连续三年落户长沙，2020年
这一赛事受疫情影响取消，预计将于明
年 5 月恢复举办。作为 2021 年国际篮联
三人篮球亚洲杯的重要衍生活动，YSD
3X3青少年篮球赛旨在助力中国青少年
三人篮球推广和水平的提高。

城市赛中，每个赛区将会有至少 128
支青少年队伍参与竞技比赛，各赛区的
U15 和 U18 组男、女子冠军队伍将齐聚
长沙参加总决赛。同时，组委会还将展开
线上球童、小记者与团体节目的选拔赛，
六大赛区城市将选出120人参与在长沙
举办的集训营，最终选拔出80人在2021
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的舞台上展
示自我。

本次比赛由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
杯组委会主办，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与湖
南体育产业集团联合承办。

2020年环炎帝陵
健康跑10月18日启动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通讯员 刘子
宁 记者 周倜）记者今日从省体育局获
悉，2020年环炎帝陵祈福健康跑将于10
月 18 日开拔，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
300名户外跑者相聚炎陵，来一场秋天里
的有氧运动。

据悉，本次健康跑活动赛道共 10
公里，300 名选手将从炎帝陵景区内的
华夏广场出发，途经神农大殿、炎陵县
红色教育实践基地、洗药池等景点，在
奔跑中充分感受炎陵县的悠久秀美风
景、人文风情。目前活动报名通道已全
面开启，选手可通过“凌鹰户外”微信公
众号，回复“祈福健康跑”关键字获取链
接进行报名。

英雄回家！
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9月27日，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专机护送
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机上共载有117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及相关遗物。
图为当日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礼兵将殓放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棺椁从专机
上护送至棺椁摆放区。 新华社发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做好新疆工作，要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
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
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
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
富民兴疆、长期建疆”。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干部
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是指导新
时代新疆工作的纲领性
文献，要结合实际抓好
贯彻落实，确保新疆工
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努力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
作座谈会以来，经过各
方面艰辛努力，新疆工
作取得了重大成效。

“我们各族群众的
生活越过越有滋味。”全
国人大代表、库尔班大
叔的曾外孙女如克亚
木·麦提赛地对家乡于
田县的可喜变化有着直
观感受：学前教育全覆
盖；生活用电、自来水、网
络等都通到了家里；工
厂建在家门口，村民就
近就能就业……

“作为全国人大代
表，我要带头贯彻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更
好履职，带领乡亲们在
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建
设大美新疆再加把劲。”
如克亚木·麦提赛地信
心满满地说。

从2018年开始，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信厅
一级巡视员彭季就在莎
车县伊什库力乡克什拉
克村驻村任第一书记，
主抓脱贫攻坚。如今，村
里养鸡产业规模不断壮
大，引进的纺织服装加
工厂带动村民就业300
人以上。彭季说，新疆的
脱贫攻坚事业使各族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在脱
贫奔小康的过程中，村民的思想观
念还发生了积极变化，能够更好更
快地融入现代文明。下一步，他将和
乡亲们一起，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
振兴有机衔接，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和发展活力，实现可持续增收。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
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

相连的家庭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宇说，作为一名研究
人员，要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文化润疆的要
求，深入挖掘、梳理、研究
新疆地区具有中华文化
鲜明标志的文化遗产、
文物遗迹和各类文化形
态。同时，把新疆社会稳
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成
就与介绍制度优势等结
合起来，多层次、全方位、
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

保持新疆社会大局
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
高举社会主义法治旗
帜，弘扬法治精神，把全
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落实
到新疆工作各个领域。

“新疆的改革发展
稳定，离不开法治护航；
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
得益于法治赋能；新疆
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康，
需要法治来守卫。”喀什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刘志成说，作为政法
干部，要坚决扛起法治
新疆建设的政治责任，
抓好乡村治理，加强社
区建设，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总书记要
求，确保各级领导权始
终牢牢掌握在忠诚干净
担当的干部手中。昌吉
回族自治州党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孟汉江说，
组织部门将坚持在一线
历练干部，锻造一支堪
当治疆、稳疆、润疆、兴
疆、建疆重任的高素质
干部队伍，同时对干部
的生活、心理等方面加
强关心，激励他们扎根
新疆、奉献新疆。

近年来，浙江省对
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
区，坚持“硬件”与“软

件”、“输血”与“造血”、“扶志”与“扶
智”相结合。浙江省援疆指挥部人才
组组长蓝邓骏说，我们将选派更多
有先进办学治校理念和管理经验的
优秀教师到新疆，同时推广“互联
网+教育”模式，推动更多学校建设

“空中课堂”等远程平台，为共享优
质教育资源、开展师生常态交流创
造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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