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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依旧在那儿”
——中国经济稳中向

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
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
新的重大进展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
推动中国经济航船始终稳定向
前——

一年来，中国经济平稳运
行。尽管增速略有下滑，前三季
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2%，在总量1万亿美元以上的
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一，且已连
续19个季度稳定在6%至7%的区
间，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

一年来，中国经济更具民
生温度。前 10 个月，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1193万人，提前实现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前三
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长6.1%，与GDP增长基本
同步。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那儿！”习近平总书
记以大海作喻的有力话语，也印
证着今天中国发展的坚定信心。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源自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举旗定向、掌舵领航，始终把准
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年来，中央政治局定期召
开会议，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和经
济工作，在重要节点为经济运行
把脉定向；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
两次会议，分别着眼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补短板，和优化区域经济
布局、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
链水平问题；

一年来，中央深改委先后召
开6次会议，推动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迈向深水区；中央政
治局8次集体学习中，既有完善
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专题，
也关注区块链技术背后的产业
变革……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充分
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沉着从
容，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坚持办好
自己的事——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降低社
会融资成本，提升微观主体活
力，金融业加快开放，一批外资
大项目加快落地……一年来，积
极应对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步伐坚定。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
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出台外商投资法，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进一步降低关税……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作
出的承诺一一落地。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
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
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4月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
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座谈会时指出，“要逐一研究
细化实化攻坚举措，攻城拔寨，
确保完成脱贫任务。”

脱贫攻坚是治国理政的生
动实践，更是初心使命的庄严兑
现。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左

右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
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将
实现摘帽。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充分
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高
超的治国理政能力——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念、推
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推进改革
开放”“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
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的总体思路”——今年以来，党
中央把准经济运行政策基调，
始终坚持“稳”字当头，这“五个
坚持”一以贯之，发展方向坚定
不移。

制度保障，定国安邦之根
本。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上，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和长远出发召开的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对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作出重要部署，从而确保中国经济
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我们要
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
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1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令人
瞩目。会议提出，切实把党领导
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工作，改进领导经济工作的
方式方法，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
机制。

“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
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创新激活力、改革
再突破、开放新动作，为中
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提供
不竭动力

化危为机、创新突围，这既
是中国制造“硬核”发展的指向，
也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突破。

以持续创新的干劲增强经
济增长的后劲，做强发展动能
——

从嫦娥四号成功着陆传回
第一张月背照片到中国北斗导
航卫星在轨数量突破50颗，从中
国正式发放5G商用牌照到C919
大型客机第 5 架试飞飞机首飞

……中国科技创新步伐不断提
速，也在持续为经济助力。

5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
江西考察时强调，“技术创新是
企业的命根子。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和核心技术，才能生产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才能在激烈
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9月在河南考察时，总书记
再次强调，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
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
和实体经济搞上去。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
入实施，新科技、新突破不断助
推新产业加快成长，经济发展新
动能愈发强劲。前三季度，工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8.4%，3D打印设备、服务机器
人、智能手表等新产品产量分别
增长157.6%、145.7%和84.5%。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
个场合作出鲜明表态，针对制约
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在关键环
节和重要领域加快改革步伐。

瞄准企业运行负担重的问
题，出台实施约2万亿元规模的
减税降费举措；瞄准供给侧出现
的结构性问题，大刀阔斧破除无
效供给，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咬住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一系列
改革举措加快落地。

以持续开放的坚定姿态保
持合作发展的常态，激发更多活
力——

“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今
年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的高频词。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
越大，营商环境只会越来越好，
为全球跨国公司创造的机遇只
会越来越多。”

金秋10月，习近平总书记致
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的贺信中，再次向世界传递出中
国坚定扩大开放的立场、优化营
商环境的决心和持续创造机遇
的诚意。

从出台外商投资法到新版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发布，从
继续降低进口关税到放宽外资
银行和保险公司准入条件，从增
设6个自贸试验区到第二届进博
会亮出扩大开放五大新举措
……

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规模
连续三年下降的背景下，今天的
中国依然是外商投资的热土。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显
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吸引外资总
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继续成为
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外资流
入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
会更加光明”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
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经济的

“时”和“势”备受关注。
关键时刻的关键谋划。关

于2020年中国经济工作，12月6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鲜明提出：
要坚持用辩证思维看待形势发
展变化，增强必胜信心，善于把
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
自己的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
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这次会
议作出的这一重要判断，有力回
应了外界担忧。

11月22日，北京人民大会
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首次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身份访
华的格奥尔基耶娃时也这样强
调：“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韧
性、潜力和回旋余地，经济长期
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

面向未来，不断发掘的内需
市场蕴含着经济发展新潜力——

沃尔玛计划未来5到7年在
中国新设500家门店和云仓；阿
迪达斯、耐克、乐高在京沪等地
增设多家新型旗舰店；奥乐奇首
次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罗森快速
进军东北、西北以及三四线城市
……今年以来，外资零售企业加
快布局中国市场。

今年“双11”，“小镇青年”展
示了强大购买力。仅16分钟，拼
多多上卖出1000辆国产车，购买
者大多来自三四五线城市；京东
平台上，新增用户近三成来自下
沉市场，65英寸以上大屏电视在
县镇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拓展
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农村市
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7
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经济
形势和经济工作，一系列瞄准扩
大消费、启动内需的部署正在落
地开花。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
航，高铁开进沂蒙山，各地“夜经
济”持续火爆，“十一”黄金周期
间电影票房总收入同比增长了1
倍以上、创出票房新纪录……这
些新动向、新变化凸显出中国市

场澎湃的活力。
制造业总产值连续9年位居

世界第一，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
人，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
能的高素质人才超过1.7亿人，
高铁里程将突破3.5万公里……
这些完备的产业配套能力、丰富
的人力人才资本和完善的基础
设施，构成中国大市场的坚实保
障。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
球最大，市场规模巨大、潜力巨
大，前景不可限量。中国市场这
么大，欢迎大家都来看看。”11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进
博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向来自
全球的嘉宾发出邀请。

面向未来，不断优化的区域
格局释放出经济发展新天地
——

12月的第一天，《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面
世，按下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加速键”。
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交汇点，约占全国经济总量
四分之一的长江三角洲，在实现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被赋予更
重要使命，旨在打造新的经济增
长引擎。

跨过长江向北，中华民族另
一条母亲河——黄河，也正迎来
新的发展格局。

今年9月，在河南考察调研
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
谈会，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同列
为重大国家战略。

从一江一河沿线，到三大城
市群，中国正向世界展现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续写更大的发展奇
迹。

面向未来，持续深化的改革
开放创造出经济发展新机遇——

“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
完善开放格局”“继续优化营商
环境”“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

“ 继 续 推 进 共 建‘ 一 带 一
路’”……11月5日开幕的第二
届进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示
的新举措、推出的新承诺，震撼
会场，振奋世界。

“中国将坚持扩大开放，增
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扩大外资市
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
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
面开放新格局。”时隔不到10天，
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习近平总
书记向金砖国家领导人展示了
中国开放新蓝图。

而到了月末，面对美国前国
务卿基辛格等出席2019年“创新
经济论坛”的外方代表，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语令人振奋：“中国
坚持改革开放，既大胆创新，又
摸着石头过河，越是面临阻力，
越是迎难而上，加大开放。我对
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近14亿中国人民坚定
不移的前进步伐向世界表明：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道定会
越走越宽广，更有信心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据新华社电

2019：沧海横流 浩荡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述评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动向时刻牵动世界目光。2019年的
中国经济，更是备受瞩目。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瞻远瞩、科学决策，以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驾驭中国号经济巨轮劈波
斩浪、行稳致远，在壮阔的海域中开拓出更为光明的高质量发展新航程——

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增就业目标超额完成，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
进展，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应对挑战工作
有力有效……攻坚克难、稳中向好的中国经济，愈发彰显蓬勃健强的实力后
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