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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当我们回望迈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的中国与世
界，会看到——

人类奋力前行的脚步，被一种只能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新型冠
状病毒骤然按下了“暂停键”。然而，在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后，中国
攀过了疫情防控最险最难的那段悬崖峭壁，生产生活重新开始，国家
发展重入正轨；世界在与中国的守望相助中深化着命运共同体共识，
也终将战胜疫情这个威胁全人类健康安危的“魔鬼”。

对中国而言，这段难忘的历程，有太多的关键词浮现：“负重前
行”“众志成城”“命运与共”“共克时艰”“慎终如始”“善思善行”……
也有太多种情绪奔涌：忧心、焦虑、悲伤、愤怒、慌乱、感动、欣慰、淡
定、释然……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让
整个社会转换了节奏。但是，过去的日日夜夜也在深刻地揭示：这同
样是一次国家成长的特殊大考，是一次民族生命力的强烈迸发。

风雨中走过，风暴中挺立。大考之下，中国创造了成绩，也进一
步明晰了该坚持什么、完善什么、建立什么。

一、对执政能力建设的一次大考

大国有大国的风采。评定一个国家的能力，既要看“风和日丽
时”，又要看“狂风骤雨天”；既要看一马平川时的凯歌行进，又要看跋
山涉水时的精神状态。面对这场疫情大考，迅速出击、蹄疾步稳的中
国，顽强勇毅、逆境奋进的中国，担当有为、行胜于言的中国，让世界
惊叹；举全国之力的疾驰支援、处处涌动的爱心奉献、共克时艰的社
会协作，强大的“国家能力”，让中华民族打赢战“疫”的信心更加坚
定、团结更加紧密。

大党有大党的样子。“国家能力”的背后，是一个强大执政党的执
政能力。这种能力，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西里尔·布莱克
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视为“现代化的核心问题”。美国历史学
家胡克也曾说过，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问题的依据是：

“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
当疫情汹汹来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明确要

求——
第一，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第二，科学判断形势、精准把握疫情。
第三，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依法防控、守土有责。
第四，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
回头再看，在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这场战“疫”中，党中央

的明确要求，无疑为中国赢得胜利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明确要求贯穿始终，我们有了行动快、驾驭全局的部署。
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向湖北派出中央指导组、多

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工作，全国一盘棋，做好人员物资调配；各级党
委政府、各地区各部门守土有责、担责尽责，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不畏艰险、连续作战，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让
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明确要求贯穿始终，我们有了力度大、精准有序的行动。
立足地区特点和疫情形势因应施策，抓好重点地区、重点群体疫

情防控工作，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强化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把群众发动起来，紧紧依靠人民，构筑起与疫情斗争的
人民防线；突出疫情大考中的严格执纪，对敷衍塞责、弄虚作假、阳奉
阴违等问题坚决从严查处；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有针对性
地加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举措……应对之策忙而有序，疫情防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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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得以大逆转。
明确要求贯穿始终，我们有了视野宽、统筹兼

顾的主张。
“要努力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降到最低，保持

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党中央确
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将疫情防控的“严”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活”统筹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出台
措施与应急预案。

“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是发挥我国负责任大
国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
现”——及时主动与世界分享有关病毒科研成果、
相关防控和诊疗方案，向多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
捐助医疗物资，中国与世界携手抗疫。

实践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政治
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正
是因为有了如此执政能力，这样广袤的国土、14亿
人口的国家才能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
步调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着战“疫”的
最终胜利不断挺进。

这样的执政能力，世界并不陌生。因为时间早
就多次证明，有了如此执政能力，我们才能成功应
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才能
有力应变局、平风波、除顽瘴、化危机。从抗洪抢
险、抗击非典，到汶川、玉树、舟曲全力救灾、在废墟
上重建家园，一次次穿越风雨的勇气，一次次爬坡
过坎的勇毅，来源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
神，更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显著优势。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因为我们党从来没有
停止过自身建设，不断在推进党的建设中淬炼
成长。

1939 年10月份，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
词》中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一项“工程”。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把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纳入“四个伟大”之中，强调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相互贯通、

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

从“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党的建设
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也昭示了党的
建设总体布局的拓展、延伸、深化、升华。

从“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发展
阶段，都将决策的出发点立足于人民，都将人民的利
益贯彻于务实的举措中。我们党始终葆有自我革
命的精神，一次次拿起手术刀给自己动手术，于改造
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在总结经验、修正错误、把握
规律中推动事业发展、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善于总结经验、修正错误、把握规律，才能走向
更远的未来。目光聚焦当下，中国战“疫”的进程与
结果，让世界再次慨叹中国的“国家能力”和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能力”。这次大考也提示我们还有哪
些方面需要继续补强。

继续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战“疫”实践，
为新时代增强民族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
供了生动的教科书和历史启示录。眺望前路，各种
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正在明显地增
多。唯有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以底线
思维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绝不犯战略性、颠覆性错
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继续增强驾驭风险的本领。软肩膀挑不起硬
担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无论是干事创业
还是攻坚克难，不仅需要宽肩膀，也需要铁肩膀；不
仅需要政治过硬，也需要本领高强。”战“疫”，是广
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磨砺责任担当之勇、科
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的契
机。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增强综合能力
和驾驭能力，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终身课题。

（下转第二版）

三河村里看“三新”
——四川凉山州昭觉县三河村采访记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畅

2018 年 2 月 11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考察

时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特

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无论这

块硬骨头有多硬都必须啃下，

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

须打赢，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

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

“半年多来的努力终于见成效了。现在不
仅村情村史馆开馆了，新修的游客接待中心、
村委会活动室也全部投入使用。”站在新建的
村情村史馆前，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

三岔河乡三河村第一书记张凌很是激动。张
凌身后，是三河村易地扶贫搬迁1号安置点。
青山松林间，黄墙黑瓦的彝家新居十分醒目。
这里一共住着29户村民，习近平总书记曾到
访过的吉好也求一家也住在这里。

跨进吉好也求家的院门，他的女儿吉好有
作迎了上来，热情地向记者介绍新房子，“一年
前你来的时候，进我们家的院子还得弯着腰，
门框才不会撞着头。现在门框高了、土院子不
见了，房子从20平方米变成了100平方米，从
1间房变成了3间房，还有卫生间和厨房。”

2018年4月份，三河村9个扶贫安置点集
中开工，今年5月初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如
今，村里的贫困户们全都搬进了新房子。新
居、新产业、新生活，是近两年三河村村民们津
津乐道的话题。

“以前我总想，全家奋斗几十年能不能住
上新房，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今年47岁
的说吃阿呷家共有7口人，搬进新家以前，全
家居住在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土坯房里，既
是堂屋又是卧室。

站在新家的小院里，说吃阿呷向记者介

绍：“我们的新家很有彝族特色，屋檐下的斗拱
很像牛头，还涂上了彝族纹路。”走进客厅，新
家的沙发、电视柜、餐桌等一目了然。

根据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的原
则，三河村9个安置点房屋户型从25平方米1
人户到125平方米5人户不等，157户房屋均
采用轻钢结构结合彝族传统民居风格设计。

住进新房子的村民们在村两委带领下，发
展了新产业，脱贫攻坚的劲头更足了。

2019年，吉好也求一家凭借2万元信用贷
款以及自己的积蓄，买了2头西门塔尔牛、2头
能繁母猪，还种了8亩高产马铃薯和3亩花椒。

“以前，我们根本不懂怎么养品种牛，更不知道
高产马铃薯，这些农业知识都是政府向我们传
授的。”吉好也求说，2013年被识别为贫困户
时，他家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000元，去年发
展种植养殖业加上务工收入，已升至1.28万元。

张凌告诉记者，三河村村民以前主要依靠
传统种植和畜牧业，收入结构单一，主产马铃
薯、荞麦、玉米，抗风险能力弱。如今，三河村
产业发展逐步走向了种养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道路。 （下转第五版）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培育
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牢牢把握发展主动
权。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做
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扩大居民消费，适当增
加公共消费。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影响，
国际市场动荡加剧。然而我国消费市场规模
大、潜力足、韧性强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随
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胜利，被抑制的消
费需求逐步释放以及市场供给结构持续优化，
我国消费市场仍将保持平稳增长。内需将成
为近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与其坐等回暖不如主动出击
中国银联日前发布的“五一”假期交易数

据显示，5月1日至5日，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
突破1.57万亿元，日均0.31万亿元，较清明节
小长假日均增长7.7%。宾馆住宿、餐饮、加油
等具有典型假期消费特征的行业已超过往年。

另据统计，从4月30日至5月4日，中国
几十座城市启动了新一轮消费券投放，规模突
破百亿元，涉及消费领域包括餐饮、旅游、家
电、汽车、文娱等。

“提振消费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此时，与
其坐等消费市场的回暖，不如主动出击来促进
居民消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城市都在发放消
费券、鼓励周末2.5天休假的原因。”苏宁金融
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说。

消费升级科技进步相互推动
近年来，我国网络零售规模稳步扩大，对

零售市场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中国贸促会
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认为，电商
与社交融合蓬勃发展尤为亮眼。社交、直播、
内容电商已成为电商市场重要新业态，并保
持高速增长。这些积极变化说明消费升级与
科技进步相互推动的效应正在显现。国家统
计局一季度的数据显示，“宅经济”带动新型
消费加快发展。防疫期间，居家消费需求大
幅增长。

同时，线下企业积极开拓线上销售业务，
互联网销售逆势增长。1月份至3月份，全国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重为23.6%，比上年同期提高5.4个百分点。

刺激消费需要政策协同发力
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被抑

制、被冻结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
控期间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
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种政策和体制改
革配套，比如税收政策、城市化政策、国民收入
分配调整政策等同时发力。

“从长期来看，促消费、扩内需要从多个维
度发力。需求端，应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
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三线以下城市和农村的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下功夫；供给端，应丰富
消费市场的商品品类，提升商品服务质量，从
而调动民众消费的积极性；消费环境上，政府
部门仍需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推进
国内消费品与国际标准对标，在支持企业培育
新品牌等方面落实政策，强化监管，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措施等。”付一夫说。

此外，应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促进总供给
与总需求更高水平的结合，让供给结构与消费
结构更加匹配，进一步激发消费增长潜力。

将被抑制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系列述评之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

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五版）

这是5月10日拍摄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入口。上海迪士尼乐园定于5月11日重新
开放接待游客。目前，上海迪士尼乐园在线售票已启动。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上海迪士尼乐园重新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