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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12月1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
届职业技能大赛10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大
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赛选手和广大技能人才
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职业技能竞赛为广大技能人
才提供了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的平台，对壮大
技术工人队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希望
广大参赛选手奋勇拼搏、争创佳绩，展现新时代技能人
才的风采。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技能人才
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
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
示指出，提高职业技能是促进中国制造和服务迈向中

高端的重要基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进一步完善技能人才培训培养体系，积极营造
有利于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深入开展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引导推动更多青年热爱钻研技能、追
求提高技能，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培养更多大
国工匠，让更多有志者人生出彩，为促进就业创业创
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胡春华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和李克强的批示，并宣布开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致欢
迎辞。

经国务院批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从2020年
起举办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首届大赛以“新时代 新技
能 新梦想”为主题，设86个比赛项目，共有2500多名
选手、2300多名裁判人员参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格
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国家职业
技能赛事。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举办强调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李克强作出批示

值此我国首届职业技能大赛开幕之际，我向大赛的举办表示热
烈的祝贺！向各位参赛选手和广大技能人才致以诚挚的问候！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职业技
能竞赛为广大技能人才提供了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的平
台，对壮大技术工人队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希望
广大参赛选手奋勇拼搏、争创佳绩，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的风采。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
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预祝大赛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
2020年12月10日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贺 信

“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后冲刺的5年，也是全面深化改
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5年。

“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
目标任务、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
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
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习近平总书记如是宣示。

在风雷激荡中挺立潮头，在勇
毅笃行中写就华章。

“十三五”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旗帜，统
揽改革全局，推动改革攻坚，引领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发力、蹄疾步稳，向
更深层次挺进、向更高境界迈进，为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
就、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注入源源动力。

潮头掌舵逐浪高
——习近平总书记

举旗定向、挂帅出征，引领
全面深化改革在“十三
五”期间取得历史性
突破

金秋时节，南海之滨，浪激
潮涌。

2020 年 10 月 14 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深圳出席深圳经济特
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又一次
发出改革强音：“改革不停顿，开
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
革开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
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回望

“十三五”，全面深化改革无疑是最鲜明的时代特质。
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持续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全面深化改革
历经初期的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之后，全面推进、积厚成势，进入系统
集成、协同高效新阶段。

船载千钧，掌舵一人。“十三五”期间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一系列
重大突破，无不浸润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邃思考和非凡勇气。

2016年1月11日，北京中南海，“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第一次中
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

此时，距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只有不到5年时间。

面对在场的中央深改领导小组成员以及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习近平总书记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郑重强调，“全面
深化改革头3年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3年，今年要力争把改革的
主体框架搭建起来”。

起跑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
5年来，无论是出席各类重要会议运筹帷幄，还是深入各地基层

调研问计，习近平总书记以实际行动宣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
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中的重要一环强力推进。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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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不
仅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列为一项
重点工作任务，而且将其确定
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
深刻认识其重大意义、本质要求和关键举措，对
于贯彻落实好这一战略任务十分重要。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发展
阶段变化的必然要求

总的来看，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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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
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要求。这可以从两个方面
加以说明。

一方面，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变化，我国传统
的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和调整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参与国际大循
环的基本模式有两个特点：其一，从供给侧来看，
就是不断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
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并基于国外的技术、设备
及产品的可获得性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经过
较长时期的发展和积累，目前我国的产业规模已

经相当庞大，技术水平也有不小进步，但总体来
看，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
还是高度依赖外部。其二，从需求侧来看，我国
企业凭借优越的要素组合和独特的制度环境优
势，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档次的同时，不断降低
产品成本，物美价廉成为中国产品的代名词，中
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
份额不断扩大。

随着我国发展水平提升和发展阶段变化，
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从供给侧来看，传统的
技术进步和对外合作方式面临调整压力。过
去，我国技术水平比较低，与先进技术差距比较
大，这时对国外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不会与
发达国家的产品形成竞争关系，而是会形成上
下游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我们虽然凭借低廉的
成本优势赚了一些辛苦钱，但发达国家凭借技
术优势赚得更多。这时不仅不会有矛盾，甚至
会很受欢迎。但当我国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显著提升，尤其是在有些方面还处在比较领先

位置、不少产品开始形成与发达国家产品竞争
关系的时候，矛盾和摩擦就会随之而来。从需
求侧来看，扩大出口方面也会面临越来越大的
压力。我国出口份额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国际
竞争格局的调整和变化，伴随着国家间一些产
业、企业竞争力的此消彼长。这种情况在我国
发展的早期阶段影响不明显，因为那时我们的
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体量较小，但当我国达到第
二大经济体体量并仍然以相对较快的速度持续
增长的时候，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矛盾和冲突也
会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我国发展水平提升和发展阶段变
化，也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形成了新的发展优
势和潜力，从而为我们克服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发
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除了拥有巨大和快速成
长的内部消费和投资需求市场这一基本优势外，
所具有的独特的超大规模性优势亦十分明显。

随着我国发展水平提升和发展阶段变化，
一方面，我国传统的曾经十分有效且作出巨大

贡献的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模式将会面临越来越
多的挑战和越来越大的调整压力；另一方面，发
展阶段变化也使我们形成了巨大而独特的内部
发展优势和潜力，为应对挑战提供了有利条
件。只有从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和
认识，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加快形成新发展格
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
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的深刻含义。

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核心任务和本质要求

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所需完成的主要任务，

《建议》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
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
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等几个方
面作出了部署、提出了要求。
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完成好两
大核心任务。一是进一步加大
扩内需力度，更充分地释放内

需潜力，使内需在支撑今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二是加快补齐我国发展中的诸多弱项、短
板，进一步增强我国发展的韧性和安全性。

加大扩内需力度并不是一个新的要求和
举措，只不过在新的形势下更加重要和紧迫。
按照《建议》部署，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内需，
要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优化供给
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
求的适配性。二是通过改革释放需求潜力。
比如，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和优化收
入分配关系，不断释放消费需求潜力；通过深
化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改革，进一步释放投
资需求潜力等。三是处理好释放内部潜力与
扩大开放的关系。 （下转第二版）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要靠深化改革
张军扩

本报北京 12 月 10 日
讯 记者熊丽报道：国家
统计局 12 月 10 日公布的
全国粮食生产数据显示，
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七
连丰”：2020 年全国粮食
总产量为 13390 亿斤，比
上年增加 113亿斤，增长 0.9%，产量连续 6年保持在 1.3 万亿
斤以上。

从粮食播种面积看，2020年各地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
度，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积极落实各项补贴政策，提高农民
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止跌回升。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7.52
亿亩，比上年增加1056万亩，增长0.6%。其中，全国谷物播种面
积14.69亿亩，比上年增加176万亩，增长0.1%；全国豆类播种面
积1.74亿亩，比上年增加778万亩，增长4.7%；受大豆振兴计划
政策带动，大豆播种面积1.48 亿亩，比上年增加825万亩，增
长5.9%；全国薯类播种面积1.08亿亩，比上年增加103万亩，
增长1.0%。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确保粮食安全稳定生产，
国家加大对水稻生产的扶持力度，落实各项支农惠农、种粮补贴、
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全年双季稻播种面积比上年增加756万
亩，增长5.3%，成为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的主要原因。”国家统计局
农村司司长李锁强说。

从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看，小麦单产增加，玉米持平，稻谷略减；
豆类、薯类单产水平均有所提高。

李锁强分析说，2020年全国大部农区气候条件较为适宜，病
虫害发生较轻，有利于粮食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尽管部分
地区洪涝灾害和台风对生产造成一定影响，但各地加强田间管理，
积极抗灾减灾，农业灾情对粮食生产影响有限。粮食产量实割实
测抽样调查显示，2020年全国粮食作物单产382公斤/亩，比上年
增加0.9公斤，增长0.2%。具体来看，2020年全国谷物单产420
公斤/亩，比上年增加1.6公斤，增长0.4%；豆类单产132公斤/亩，
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2.5%；薯类单产276公斤/亩，比上年增
加7.1公斤，增长2.6%。

李锁强表示，今年粮食再获丰收，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克服各种
风险挑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七连丰”
产量连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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