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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31 日电 11 月
1 日出版的第2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文章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这次疫情既是一次危机，也是
一次大考。我们要举一反三，进行更有长
远性的思考，完善战略布局，做到化危为

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文章指出，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
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
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国内循环越
顺畅，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文章指出，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

应链。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
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
征。要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在关系国家
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
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

文章指出，要完善城市化战略，把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市发展
的基础目标，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
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

宜居。
文章指出，科技发展要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调整优化科技投入和产出
结构，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要深化对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站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
会发展。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从顶
层设计上提高公共卫生体系在国家治理
体系中的地位。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伟大成就鼓舞人心，新的征程催人奋进。
刚刚闭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充分肯

定“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巨大成就，科学擘画中国未来5年以及
15年的发展新蓝图，在各级党政干部中引
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同心同德，努力奋
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决定性成就

“这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北京
市西城区委书记孙军民说，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成就有目
共睹，举世公认。”

最近五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脱贫攻坚
成果举世瞩目，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人民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令
大家备受鼓舞。”江西省于都县委书记
陈阳山说，近年来当地坚持以脱贫攻坚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蔬菜、脐橙、
油茶、肉鸡等产业蓬勃发展，实现高质

量脱贫摘帽，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
节高”。

西藏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曾是西藏
最难抵达的乡之一。如今，乡政府、村委
会、卫生院、小学、幼儿园等已经建成，通
往县城的公路也完工了。

玉麦乡党支部书记达娃难掩心中
的喜悦：“‘十三五’时期，玉麦乡的基础
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成为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幸福
家园。”

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得益于农业“压
舱石”稳固。随着秋收基本完成，黑龙江
的粮食加工企业进入生产旺季。

“‘十三五’时期，粮食年产量连续五

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黑龙江省农业农
村厅厅长王金会说。

“十三五”收官之年，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
考验。

“我们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放在
第一位，实行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
处置相结合。”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县委书
记蔡贤忠说，房县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两手抓，全县经济发展态势稳中向
好，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暖。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全会吹响了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进军的冲锋号。”正在调研
清洁取暖工作的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委
书记李群江说，全会对基层工作具有极
强的指导意义。新河县将加快形成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为建成美丽中国贡献力
量。 （下转第二版）

开启新征程 创造新伟业
——党政干部热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今年我国粮食生产经受了疫情、洪
灾、台风、降雪以及草地贪夜蛾等重重考
验，仍有望再次获得丰收。经济日报记者
从有关方面获悉，今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有
望再超6.5亿吨，谷物供应充足，中国有能
力端牢饭碗。

粮食供需并无缺口

日前，有研究机构发布报告称，到
2025年，我国有可能出现1.3亿吨左右的
粮食产需缺口，其中谷物产需缺口约为
2500万吨，一些人士据此认为中国将面
临缺粮。

事实上，粮食产需存在缺口，并非粮

食供需有缺口。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充
足，库存稻谷和小麦够全国消费者吃一年
以上，玉米自给率超过95%，粮食供应完
全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
员习银生告诉记者，粮食产需缺口与供需
缺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产需缺口是指
年度产量与需求相比存在不足的情况，不
足的部分就是产需缺口。供需缺口是指
供给不足以满足消费需求的情况，粮食供
给量除了产量以外，还包括年度库存的有
效供应量和进口量，目前我国粮食不存在
供需缺口。

我国粮食产需缺口扩大也并非始于今
年，主要原因是中国大豆产能有限。我国
大豆年需求量约1.1亿吨左右，90%以上的
大豆需要进口。进口大豆的80%加工成饲
料，20%加工成食用油，对口粮安全几乎没
有影响。谷物主要包括小麦、稻谷、玉米、

大麦、高粱等，其中小麦、稻谷和玉米并称
三大主粮，小麦和稻谷统称为两大口粮。
根据2019年我国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
全》白皮书，我国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自给
率超过100%，谷物自给率超过95%。

目前，我国谷物处于产需基本平衡状
态，不存在明显的产需缺口，但存在结构
性矛盾。习银生认为，我国谷物产需缺口
2500万吨，主要指的是玉米产需缺口。
玉米存在较大产需缺口，也并不是因为我
国生产能力不够，而是近年来我国推动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动作为和必然
要求。目前玉米产需缺口扩大只是供求
关系调整的阶段性问题，而不是长期问
题。今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我国玉米
生产完全有可能恢复增长，产需缺口有望
逐步缩小，并实现基本平衡。

虽然我国玉米产需存在缺口，但供需
并无缺口。从产量看，虽然今年受台风影

响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去年。从库存玉米
销售来看，今年我国临储玉米库存拍卖成
交超过5600万吨，其中有些尚未出库，有
些出库后并未消费，而是从国家库存转入
民间库存，按照出库进度计算，预计有
2000多万吨临储拍卖玉米将结转至下年
度消费。从进口来看，今年1月至7月，进
口玉米457.0万吨，同比增30.7%，市场供
应完全没有问题。

叠加因素导致粮价波动

农业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夏粮、早
稻实现增产，产量达到3402亿斤，比上年
增加44.8亿斤，特别是早稻扭转了连续7
年下滑势头。秋粮收获已近尾声，预计全
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将连续6年保
持在1.3万亿斤以上，把饭碗牢牢端在了
自己手上。 （下转第二版）

粮食产需缺口不等于供需缺口，我国谷物自给率超95%以上，口粮自给率超100%——

中国粮食供需并无缺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本报北京10月31日讯 记
者熊丽报道：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
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31日发布数据，10月份，中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4％，
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自3月
份以来连续8个月位于50％的临
界点以上，制造业总体持续回暖。

调查显示，10月份，生产指数
为53.9％，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

点，新订单指数为52.8％，与上月
持平，均持续位于临界点以上。
10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
指数为51.0％和50.8％，分别高于
上月0.2个和0.4个百分点，均连
续两个月位于扩张区间。10月
份，大、中型企业 PMI 分别为
52.6％和50.6％，均与上月基本持
平，运行总体稳定。

（详细报道见三版）

10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1.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其中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面向这一清
晰的美好蓝图，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采取更有力的举措，作出更有效的制
度安排，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实现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在波澜壮
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为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
奋斗，在实践中形成了先富带动后富、逐
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规律性认识，推动人
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共享水平显著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
意气风发走上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
在未来30多年的战略安排中，把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重要内容，分阶段、分步骤进行了谋划
和部署。生逢美好时代，我们亲眼见证着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民生福祉不断改善、兜底保障不断夯实、
贫困人口成功脱贫的历史奇迹。在此基
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的远景目标，为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迈
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吹响了奋进的号角。

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就要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实现共同富
裕，最终靠的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唯
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在新征途上，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发
展，特别是要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
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大经济总量，不断
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
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坚实起来，让我们的“家底”越来越厚实。

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还要进一步把“蛋糕”分好。我
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如果发展不能回应人民的期待，不能让
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发展就失去了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要在全民共享、
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中，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让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全体人民，让老百姓的“钱袋
子”更鼓、过好日子的底气更足。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是由一个一
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中国即将全面建成惠及14亿多人口的小康社
会，成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点研究“十四
五”规划问题并提出建议，顺应亿万民众的期盼，对增进民生福祉、改善人
民生活品质作出部署，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我们相信，当历史的指针划向
21世纪第35个年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展。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目标前进。

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拿出勇气和智慧，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创造幸福
生活和美好未来，共同富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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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齐慧报道：近
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披
露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国家铁路完
成货物发送量9.31亿吨，较第二
季度增加0.62 亿吨，增长 7.1%。
中欧班列单月开行突破1200列，
9 月份日均货运装车突破 17 万
车，均创历史新高。

第三季度全国铁路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2272亿元，前三季度累
计完成5531亿元，投产新线1926
公里，新开工项目15个，新增投资
规模超过4800亿元，有效发挥了

“稳投资”作用。第三季度国家铁
路发送旅客6.92亿人次，较第二季
度增加2.76亿人次，增长66.3%。

10 月 31 日，C919 大型客
机105架机亮相2020南昌飞行
大会进行飞行表演，这也是
C919 首次在航展上进行飞行
表演。本次飞行大会由南昌市
政府主办，南昌高新区管委会
承办，主题是“江西飞机飞起
来”。据悉，中国商飞公司将持
续深化与江西省的战略合作，
加快中国商飞江西生产试飞中
心建设步伐，着力推进南昌航
空城建设，助力江西航空产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当日，江西
航空“宜春”号ARJ21飞机也进
行了现场展示。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国产大飞机首次
在航展飞行表演

第三季度铁路客货运量快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