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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记者杨维汉 林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2月31日上午在

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新年茶话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
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首都各族各界
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喜迎2020年元旦。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承载着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经过长期艰
辛探索和不懈努力，我们就要取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胜利。这是不屈不
挠、长期奋斗的果实，更是启航新征程、扬帆再出发的动
员。我们坚信，只要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
党周围，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坚定信心、砥砺前行，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就一定能够夺取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胜利。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向全国广大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各界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
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香港
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
侨胞，向关心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国
朋友，致以节日的祝福，祝大家新年好。

习近平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一年来，我们大家一

起奋斗、一起攻坚克难，付出了很多辛劳，也收获了很多
果实。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对国内
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
打好三大攻坚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脱贫攻坚战继
续有力推进，“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进度符合预期，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强调，这一年，我们隆重举办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系列庆祝活动，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唱
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极大激发了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奋斗
精神，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和强大生命
力。这一年，我们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今年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部署的46个重点改革任务和其他61个
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还完成
178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285个改革方案。中共十
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已经推出2217个改革方案。

习近平指出，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定不移整治“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定不
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新中
国成立70年来制度建设成就和经验，深刻回答新时代我
国制度建设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问
题，鲜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增强了
中国人民坚定“四个自信”的底气。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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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12月31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新年茶话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出席茶话会并观看演出。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新年前夕，国家
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
表了二○二○年新年贺词。全文如下：

2020年就要到了，我在首都北京向大家送
上新年的美好祝福！

2019年，我们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
前行。高质量发展平稳推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预计将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将迈上1万
美元的台阶。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按下快进键，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全国将有
340 个左右贫困县摘帽、1000 多万人实现脱
贫。嫦娥四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陆月球背
面，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雪龙2号
首航南极，北斗导航全球组网进入冲刺期，5G商
用加速推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凤凰展翅”……
这些成就凝结着新时代奋斗者的心血和汗水，彰
显了不同凡响的中国风采、中国力量。

一年来，改革开放不断催生发展活力。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圆满完成。增设一批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科创板顺
利启动推进。减税降费总额超过2万亿元。个
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老百姓常用的许多药品
降价了，网络提速降费使刷屏更快了，垃圾分类
引领着低碳生活新时尚。“基层减负年”让基层干
部轻装上阵。放眼神州大地，处处都有新变化新
气象。

一年来，国防和军队改革扎实推进，人民军
队展现出新时代强军风貌。我们进行国庆大阅
兵，举行海军、空军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举办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首艘国产航母正式列
装。人民子弟兵永远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让
我们向守护家园的忠诚卫士们致敬！

2019年，最难忘的是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我们为共和国70年的辉煌成就喝彩，
被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震撼。阅兵方阵威武雄
壮，群众游行激情飞扬，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
的海洋。大江南北披上红色盛装，人们脸上洋
溢着自豪的笑容，《我和我的祖国》在大街小巷
传唱。爱国主义情感让我们热泪盈眶，爱国主
义精神构筑起民族的脊梁。这一切，汇聚成礼

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前进洪流，给我们增
添了无穷力量。

一年来，我去了不少地方。雄安新区画卷徐
徐铺展，天津港蓬勃兴盛，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机
勃发，内蒙古大草原壮美亮丽，河西走廊穿越千
年、历久弥新，九曲黄河天高水阔、雄浑安澜，黄

浦江两岸物阜民丰、流光溢彩……祖国各地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沿着中国革命的征程砥砺
初心。从江西于都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到河南
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从甘肃高台
西路军纪念碑到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每个地
方都让我思绪万千，初心和使命是我们走好新时

代长征路的不竭动力。
同往常一样，我无论多忙，都要抽时间到乡

亲们中走一走看一看。大家跟我说了很多心里
话，我一直记在心上。云南贡山独龙族群众、福
建寿宁县下党乡的乡亲、“王杰班”全体战士、北
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同学、澳门小朋友和义

工老人，给我写了信。我在回信中肯定了大家取
得的成绩，也表达了良好祝愿。

一年来，许多人和事感动着我们。一辈子深
藏功名、初心不改的张富清，把青春和生命献给
脱贫事业的黄文秀，为救火而捐躯的四川木里
31名勇士，用自己身体保护战友的杜富国，以十
一连胜夺取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许许多
多无怨无悔、倾情奉献的无名英雄，他们以普通
人的平凡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

2019年，中国继续张开双臂拥抱世界。我
们主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文
明、开放、包容的中国。我同很多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会晤，分享了中国主张，增进了友谊，深化
了共识。世界上又有一些国家同我国建交，我国
建交国达到180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2020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冲锋号已
经吹响。我们要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
前，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把基础打得再牢靠
一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前几天，我出席了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庆
祝活动，我为澳门繁荣稳定感到欣慰。澳门的成
功实践表明，“一国两制”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
人心。近几个月来，香港局势牵动着大家的心。没
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真
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繁荣稳定是香
港同胞的心愿，也是祖国人民的期盼。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
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中国将坚定
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
来，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而不懈努力。

此时此刻，还有许多人在坚守岗位，许多人
在守护平安，许多人在辛勤劳作。大家辛苦了！

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共同迎接2020
年的到来。

祝大家新年快乐！

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欣逢伟大时代，每一页
记录时代风云的新闻纸上，都承载着厚重的历
史责任。新的一年，打开《经济日报》，您会发现
报型变宽了，字体变酷了，彩版变多了，栏目变
新了。

我们将围绕“推进经济治理”，全面、准确、
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推出每周经济观察、新闻发布厅、新闻深一
度等全新版面，阐释新发展理念，关注各地各
部门推进经济治理的生动实践。

我们将围绕“解读经济布局”，通过区域、城
市、园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版面，聚焦国家
重大战略，助力激发经济动能与经济活力。

我们将围绕“回应经济热点”，精心打造关

注、一线调查、深读经济等版面，密切跟踪经济
形势与政策取向，全力做好高质量发展、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等报道。

我们将围绕“服务市场主体”，增加各类企
业及新型经济组织、市场主体的报道，聚焦企
业关切，反映企业需求，推出企业、创新创业、
经济人物、中国故事等版面，为激发市场活力、
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提供有力服务。

我们将围绕“展现经济生活”，发挥经济报
道领域专业优势，呈现经济生活的变化多彩与
时代特质，文旅、康养、理财等新版面将与广大
读者见面。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亲爱的读者朋友，
感谢您一如既往的关注，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风
雨同舟，携手共进！

改 版 致 读 者
本报编辑部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记者邹伟 王
思北） 2020年新年戏曲晚会31日晚在国家
大剧院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
同首都近千名群众欢聚一堂，一起观看演出，迎
接新年的到来。

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内
笑语盈盈、欢声阵阵，洋溢着如春的暖意和喜庆
的节日气氛。19时45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来到晚会现场，同前来观看演出的老艺
术家们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高歌奋进新时代，梨园绽放盛世花。激越雄壮
的《响鼓2020》拉开了晚会序幕。婺剧《信仰的味
道》、壮剧《黄文秀》、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剧目片段
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崇高信
仰和对祖国母亲的赤子之心；贵州花灯戏《夫妻观
灯》、丹剧《槐荫记》、闽剧《双蝶扇》、川剧《别洞观
景》等经典名段创新呈现，绽放历久弥新的艺术魅

力；豫剧《苏武》、绍剧《佘太君》、晋剧《于成龙》等精
彩唱段致敬古代先贤，弘扬爱国精神，伸张民族大
义，熔铸传统美德，浸润浓浓的家国情怀；吉剧《时
迁取帖》、少儿戏曲《八大锤》等节目，以民族传统艺
术样式营造其乐融融的轻松气息；昆曲《夜奔》、徽
剧《关羽观阵》等选段和武戏集萃等节目彰显了中
国戏曲艺术的底蕴和风采。新编戏曲歌舞《中国，一
定行！》将晚会气氛推向最高潮，“中国人民一定
能！”“中国一定行！”唱出时代强音。艺术家们的精
湛技艺赢得全场阵阵喝彩和热烈掌声。

今年的新年戏曲晚会13个剧种同台献艺，
绍剧、贵州花灯戏、丹剧3个剧种首次亮相这一
舞台，通过原创佳作和老、中、青、少四代演员的
精彩表演，展现新时代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繁荣
景象，唱响新时代爱国奋斗之歌。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领导同志、国务委员、全国政
协部分领导同志，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观看演出。

新年戏曲晚会在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