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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之
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
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
根本政治制度优越性的深刻总结。

出席会议、深入团组、坦诚交流、共商国是，这
是人民代表习近平的“两会时间”，更是作为党和
国家领导人摸民情、察民意、议大事、作部署的重
要时刻。

从 2013 年到 2017 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30 次下团组聆听人民心愿、作发言铺展梦
想宏图，每每引发代表委员和全党全国热议，成为
备受中外关注的两会风景。

犹记 2012 年 11 月 29 日，参观了国家博物馆
《复兴之路》展览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郑重
宣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3 年的两会
上，他进一步阐释中国梦的内涵——“就是要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昭示了未来的
愿景、共同的追求，更指明了施政的方向、肩负的
责任。

梳理总书记从十二届一次会议到五次会议的
发言，改革、创新、开放、法治、民生、生态、人才、军
队、民族团结、两岸关系、思想道德、干部作风⋯⋯
数十个关键词，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
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以中国梦为引领，
以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展现了新
时期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与时俱进，标注着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进展刻度。

关键词里，有胸怀全局的战略判断。2013 年
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
个位数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要突破自身发展
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
新。”接下来，从 2014 年 5 月在河南考察首次提出

“新常态”，到深入论述“经济发展新常态”怎么看、
怎么办，再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
的大逻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
势，研判经济形势，把握经济规律，认识不断深化，
创新了宏观调控思路，打响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攻坚战。

关键词里，有彰显定力的制度自信。2016 年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
民建工商联委员时强调：“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
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两个
毫不动摇”的阐述，为各类市场主体壮底气、固根基，激发了发展活力和增长
潜能。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制度自信，而这并不意味自我满足、固步自封，
它与制度创新并行，推动各方面改革沿着正确方向不断深化。“要把制度建设
摆在突出位置”“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把制度创
新作为核心任务”⋯⋯一次次聆听激荡的变革之声，制度自信与制度创新堪
称最响亮的音符。

关键词里，有攻坚克难的政治品格。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内忧外
患“两难”增多，形势严峻，任务艰巨。改革关头勇者胜，“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重大改革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披坚执锐、
攻坚克难，加强整体谋划、系统创新”⋯⋯纵览这5年的两会，习近平总书记
一直在为深化改革鼓劲加油。不畏难、不躲闪，既有勇气担当，更有战略谋
划，突出问题导向，突出精准发力，一系列不能碰、啃不了的“硬骨头”被砸
开，新一轮改革大潮席卷神州大地，深刻改变着国家面貌，在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 （下转第三版）

坚定道路自信

走好关键一程
本报评论员

3 月 14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前两个月
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1至2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8.2%，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8.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9.5%。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
示，今年前两个月，国民经济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
来稳中向好发展态势，积极变化累积增多，发展态
势持续改善，实现了 2017 年良好开局，为推进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稳中有进，延续向好势头

“无论是与上年同期比，还是与上年年底最后
两个月比，今年前两个月经济运行的多数指标趋
向明显改善，有些指标表现好于预期、超出预期。”
盛来运说，当前我国生产和需求略有回暖，总体运
行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
态势。

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积极变化，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首先，“稳”的基础在加强。前两个月，
实体经济的活力在增强，效益在好转，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下，市场环境趋向好转，供求关
系出现积极改善。

“工业品出厂价格出现恢复性上涨，改善了

实体经济经营状况。很多企业感觉现在的日子
比去年年底好过，比去年同期更好。”盛来运说。
去 年 1 至 2 月 份 ，工 业 品 出 厂 价 格 同 比 下 降
5.1%，而今年同期工业品出厂价格平均上涨
7.3%。

部分指标也反映了实体经济的变化。在 41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有 32 个行业在增长，其中 1
至 2 月份工业用电量增长 6.9%，服务业用电量增

长 7.3%，铁路货运量、电信、快递业务量均大幅
增长。

其次，“进”的力度在加大。盛来运表示，当
前，结构改革的效果在延伸、扩展。1至2月份，煤
炭产量下降 1.7%；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
4.6%；央企的负债率、主营业务成本有所下降；短
板领域的投资在继续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继续取得新的成绩。 （下转第三版）

四大指标皆向好 实体经济暖意浓

今年前两月国民经济运行好于预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春天的盛会又一次奏响时代的强音。
连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分别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
辽宁、四川、新疆、解放军代表团审议，看望出席全国
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

从十二届一次会议到五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 30 次参加团组审议讨论，面对面听取230多
位代表委员发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践行新发展理念，
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习近平总书记同
代表、委员们倾心交流、共商国是，凝聚共识、擘画
未来，带领人民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向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昂首阔步、奋力前行。

一诺千金的职责使命

“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民服务，为国尽
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
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4年前，2013年3月17日，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
堂，掌声雷动、群情振奋。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闭幕会上，刚刚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向人民作出
庄严承诺。

时间飞逝，言犹在耳。
从一次会议到五次会议，一声声关怀备至的询

问，一句句掷地有声的指引⋯⋯全国两会，国家最高
议事殿堂，见证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
理政的非凡历程，见证着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实践。

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深入群众、勤政有为。
4 年来的5次会议，一幕幕交流互动的感人场景令
人难忘。

这是一份血浓于水的情谊——
2017 年 3 月 11 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张

灯结彩、鼓乐悠扬。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同出席全国两会少数民族代表、委员欢聚一堂。

买买提依布热依木·买买提明坐在总书记身
边。总书记亲切地同他交流，还为他讲解现场演
出节目的特色。

买买提依布热依木·买买提明说，新疆距离首
都北京那么远，可总书记的心与我们贴得这么近。

就在一天前，习近平总书记到新疆代表团参
加审议，同买买提依布热依木·买买提明有一番情
真意切的交流。

买买提依布热依木·买买提明预定的发言结
束后，他又对总书记说：“我还想汇报一件事。”

“你讲。”总书记说。
“当年库尔班大叔来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我

今天见到了习主席。”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您不久前给库尔班大叔的家人回了信。他

们一家人非常高兴，托我带来几张照片给您看，还
让我告诉总书记，请您放心，我们当地各族群众永
远记得党的恩情，一定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
一起。”

“真是人丁兴旺啊。”习近平总书记一边端详
照片一边说，我上小学时就从课文里读到库尔班
大叔要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的故事。

“他们都还生活在本地吗？还是到外边去
了？”总书记问。

“多数在村里，他们都好着呢。”买买提依布热
依木·买买提明回答。

在一旁的自治区领导向总书记介绍，买买提
依布热依木·买买提明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还
不会讲汉语，这两年他努力自学，现在表达已经很
流利了。

“你们和田地区，农村耕地少。你那个村每家
有多少地啊？”总书记接着说。

“每家平均一亩二分地。”买买提依布热依木·
买买提明回答。

“现在种粮食还是种果树了？”
“种果树。”
“是种石榴吗？”
“对，种石榴。”
“不种粮食了？”
“也种，套种。”
“你刚才发言中讲到结对认亲，你家里有没

有结对的？”总书记又问了一个问题。
“有有有。”买买提依布热依木·买买提明答得

很干脆。
“是什么人和你结对子啊？”
“是搞蔬菜大棚的。自从开始搞结对认亲活

动，汉族的同志来了，我们也主动找他们，我们一
块劳动，一家亲。”

“结对认亲能够很认真、很讲实效地开展起
来，对促进民族团结很有意义。谢谢你呀，给我讲
了这么多你们当地的实际情况。”总书记说。

买买提依布热依木·买买提明说：“党的政策
亚克西！”习近平总书记也回应：亚克西！

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交流——
2016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青海代表团审议时，与青海省贵德县河阴镇大史
家村党委书记毕生忠有一段长达 20 分钟的对话

交流。
从村里种什么庄稼、牛羊育肥和水产养殖业

如何发展、村里砖瓦厂生产有没有过剩问题，到村
里民族团结、基层党组织建设⋯⋯毕生忠没有想
到，总书记问得这么细致。

今年再来北京参加人大会议，毕生忠代表很
想告诉总书记：“村里关闭了原有的砖厂，成立了
新型建材厂，带动村民致富。这一年来，村里有了
新变化，生活垃圾和废水实现了集中现代化处理，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这是一封承载期盼的书信——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赣州的明经华代表

带来了百岁老红军王承登写给总书记的一封信。王
承登在信中说，希望国家加大对赣南茶油等扶贫产
业的支持，希望总书记到赣南走一走看一看。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收下来信，还在参加江西
代表团审议时把信念给大家听。

“我在发言中讲到脱贫攻坚时，专门向总书记
介绍了赣南的油茶产业。总书记亲自过问这个事
情，推动了赣南油茶产业的大发展。”明经华代表
回忆说。

全国两会就像一扇窗，习近平总书记从这里倾
听基层的声音，感知人民的冷暖。人民群众也通过
这扇窗，看到总书记为民服务、为国尽力的赤子之
情，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动实践。

带着人民的心声，走到人民中去。
细心的人们总结出一些规律。全国两会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代表团审议后，总会选择其
中一些省份再做实地考察调研。

2013年，总书记来到辽宁代表团，就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振兴问题与代表们深入交换意见。
同年8月，他前往大连、沈阳等地，深入了解老工业
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发展情况。

2014年，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着重强调推进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不久，他便来到上海自贸试验区，走
进企业、园区、科研基地调查研究，为上海继续当好全国
改革开放排头兵、科学发展先行者指明方向。

2015年，总书记在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详
细询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在
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关心革命老区脱贫攻坚
进展。4 个月后，他“如约”来到长白山下，在田间
地头同干部群众共商改革发展大计；之后农历春
节前，他又出现在井冈山的贫困村，给老区人民送
去新春祝福。75岁的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民彭
水生见到总书记，激动地竖起大拇指说：“你呀，不
错咧！” （下转第二版）

从人民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同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共商国是全纪实

100 个问题，15 场记者会，您
关心的都在这里！经济日报新闻客
户端精心整理了两会记者会精彩内
容，方便您阅读和收藏。

一边是中国粮食产量“十二连
增”的喜悦，一边是“洋货入市、国货
入仓”的尴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该如何精准发力？看人大代表在

《中经两会之夜》怎么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五年两会足迹
（六版、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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