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張培嘉

20202020年年77月月3131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0年7月31日（星期五）

2020年7月31日（星期五）

中央政治局：十九屆五中全會10月召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

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
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主要議程是，中
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關於制定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
遠景目標的建議。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
下半年經濟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須堅持和完善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
會議認為，「十四五」時期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
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當前和今後一個
時期，中國發展仍然處於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
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同時國際環
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中國已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
件，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要深刻
認識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
求，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把握發展規律，發
揚鬥爭精神，善於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

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趨利避害，奮勇前進。
會議指出，推動「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
必須堅持和完善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
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保證。必須始終做到發
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必須把新發
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實現更高質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
展。必須堅定不移推進改革，繼續擴大開放，持續
增強發展動力和活力。必須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
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實現發展規
模、速度、質量、結構、效益、安全相統一。
會議強調，今年以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嚴重

衝擊，我們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
第一位，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取得
重大成果。這充分表明，黨中央決策部署是正確
的，黨的領導是堅強有力的，中國經濟韌性是強
勁的，中國人民是擁有偉大創造力的，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制度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

當前經濟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
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

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
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新發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
作中長期協調機制，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
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
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
會議強調，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要堅持穩中

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更好統籌疫
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堅持以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深化改革開放，牢牢把握擴
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大力保護和激發市場主體
活力，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
保」任務，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維護社會穩定
大局，努力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會議指出，要確保宏觀政策落地見效。財政政

策要更加積極有為、注重實效。要保障重大項目
建設資金，注重質量和效益。貨幣政策要更加靈
活適度、精準導向。要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
資規模合理增長，推動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
要確保新增融資重點流向製造業、中小微企業。
宏觀經濟政策要加強協調配合，促進財政、貨幣

政策同就業、產業、區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應。
會議要求，要毫不放鬆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加強

疫情防控國際合作，以實際行動推動構建人類衞生健
康共同體。要持續擴大國內需求，為居民消費升級創
造條件。要積極擴大有效投資，鼓勵社會資本參與。
要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國家重大戰略項目實
施步伐。要以新型城鎮化帶動投資和消費需求，推動
城市群、都市圈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創新。要提高產
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更加注重補短板和鍛長
板。要全力鞏固農業基礎地位。要更大力度推進改革
開放，實施好國有企業改革三年行動方案。要推進資
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促進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促進房
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要做好民生保障，做好困難
群眾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採取有效措施緩解疫情對青
年人就業影響，引導返鄉農民工就近就業。要確保現
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
要繼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實施一批長江、黃
河生態保護重大工程。要抓好應急管理，強化安全生
產。要有力組織防汛救災，精心謀劃實施災後恢復重
建，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
報道）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昨日
在例會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國實
際使用外資4,721.8億元人民幣，降
幅較一季度收窄9.5個百分點，二季
度實現同比增長8.4%，外商投資預
期和信心趨穩向好。根據商務部近
期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99.1%的
外資企業表示將繼續在華投資經
營。
高峰指出，今年以來，外商投資

法及其實施條例正式實施，全面取
消了商務領域外資企業設立及變更
的審批和備案，實施信息報告制
度，大幅壓減負面清單，營商環境
進一步改善，投資自由度便利度進
一步提高，外資企業的獲得感進一
步增強。

他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
後，外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與
內資企業一樣受到嚴重影響。為
此，商務部成立了重點外資項目
工作專班，會同有關地方和部門
為外資企業和重點項目提供服
務，幫助解決企業復工復產中遇
到的諸如防疫物資短缺、原材料
供應不足、外籍商務人員入境等
突出困難和問題。
高峰強調，當前，主要國際組織
紛紛下調全年經濟和貿易增速預
測。根據世貿組織最新公布的數據
顯示，今年1月至5月，佔全球貿易
90%以上的71大經濟體進出口下降
13.3%，其中，5 月單月降幅達
25.9%。國際市場需求低迷，貿易
保護主義上升，外部環境不確定性

增加，中國外貿發展面臨的形勢依
然複雜嚴峻。
他表示，下一步，商務部會及時

出台新的政策措施，全力以赴做好
穩外貿工作。在保外貿主體方面，
更好發揮出口信用保險作用，幫
助企業積極防範訂單風險。同
時，抓好出口產品轉內銷，力保
企業可持續發展。其次，要全方
位支持企業抓訂單、拓市場。拓
展對外貿易線上渠道，支持發展
跨境電商、海外倉、外貿綜合服
務企業等新業態，擴大市場採購
貿易方式試點，帶動中小微企業
出口。此外，多措並舉，穩住產
業鏈供應鏈。鼓勵中西部、東北
地區發揮優勢，承接勞動密集型
外貿產業。

商務部：99.1%外企有意續在華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據中國商飛消息，國產支線客機
ARJ21飛機103架機，昨日在全球海拔最高
（4,411米）民用機場——位於四川省甘孜
州的稻城亞丁機場，完成最大起降高度擴
展試驗試飛返回上海，通過半個月的試驗
試飛，充分驗證了ARJ21飛機在高高原機
場（海拔2,438米以上的機場為高高原機
場）環境下的起降能力。這標誌着ARJ21
飛機運行範圍可覆蓋所有高高原機場。
高原機場空氣稀薄、地形複雜、氣象多

變，對飛機性能和運行支持保障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
中國是擁有高原機場最多的國家，其中高高原機
場就有19個，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ARJ21飛機在
設計之初，就充分考慮到中國西部地區的運營需

求，把高原性能作為重要設計目標之一。此次稻城
亞丁專項試驗試飛進一步擴展了最大起降高度，驗
證了ARJ21飛機的可靠性和高原性能。

全球海拔最高民用機場
國產客機完成試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汪洋、王滬寧、
韓正出席座談會。李克強通報了上半年經濟

工作有關情況，介紹了中共中央關於做好下半年
經濟工作的考慮。
座談會上，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民盟中央主

席丁仲禮、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進中央主席
蔡達峰、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致公黨中央主席
萬鋼、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武維華、台盟中央主席
蘇輝、全國工商聯主席高雲龍、無黨派人士代表
李衛先後發言。他們贊同中共中央對當前中國經
濟形勢的分析和下半年經濟工作的考慮，高度評
價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
中國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取得的突出成就，並就
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保
持宏觀調控戰略定力、做好前瞻性政策儲備，做
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多措並舉
確保中國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統籌推進常態化
疫情防控，強化衞生健康事業發展科技支撐，開
發就業崗位，牢牢把握糧食安全主動權，打造企
業新生態、推動小微企業發展，加強投資管理、
提高投資效益，穩步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營
造良好國際環境等提出意見和建議。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

話。他表示，剛才，大家在發言中充分肯定了上
半年經濟工作取得的成績，並就正確認識當前經
濟形勢、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提出了針對性很強
的意見，我們將認真研究、積極吸納。

習近平指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
立以來中國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
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
件，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
在這場嚴峻鬥爭中，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
派人士堅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決策部署，引導廣
大成員積極投身醫療救助、科研攻關、捐款捐
物、復工復產、建言獻策等各項工作，為打贏疫
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作出了重要
貢獻。大家關注經濟社會發展，圍繞「積極推進
改革創新，激發經濟發展新動能」、「提升治理
效能，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通過委託地方、

運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靈活開展調研，努力把情
況摸清、問題找準、對策提實。特別是面對疫情
給脫貧攻堅提出的「加試題」，各民主黨派主要
負責同志通過多種方式和渠道，掌握第一手資
料，聽取第一線聲音，認真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
督，為打贏脫貧攻堅戰作出了積極貢獻。

習近平強調，現在疫情防控局勢平穩，經濟運
行基本恢復，三、四季度要乘勢而上，鞏固擴大
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成果，努力彌補上半年的損
失。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
念，更好統籌常態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
作，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牢牢把握

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大力保護和激發市場主
體活力，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
保」任務，確保宏觀經濟政策落地見效，提高產
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更大力度推進改革
開放，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做好民生保障和防
汛救援工作，維護社會穩定大局，努力完成全年
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最後，習近平對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
人士提出3點希望（見表）。
丁薛祥、胡春華、尤權、王勇、肖捷、何立
峰，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出席座談
會。
出席座談會的黨外人士還有陳曉光、鄭建邦、
辜勝阻、劉新成、何維、邵鴻和蔣作君、李鉞
鋒、黃榮、王梅祥等。

任何國家任何人不能阻擋中華偉大復興
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 強調更大力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7月28日，中共中央

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

年經濟工作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

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和建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主持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正確認識當前經濟

形勢，深入調查研究，以更大的力度推進全面深化改

革，積極破解發展面臨的各種難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

風險挑戰和巨大壓力，為推進改革發展、戰勝各種風險

挑戰凝聚廣泛共識、匯聚強大力量。我們有堅強決心、

堅定意志、堅實國力應對挑戰，有足夠的底氣、能力、

智慧戰勝各種風險考驗，任何國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擋中

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步伐。

1 要全面、辯證、發展地看待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困難
和挑戰，引導廣大成員堅定信心決心，為經濟持續
健康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要聚焦目標任務，聚焦中共中央關注的重點問題、
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問題，發揮各自特點優
勢，發揮各級組織和各方面人才的積極性和創造
性，統籌用好各類人才資源和專業智庫，提出有見
地、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獻計
出力

要加強思想引導，引導廣大成員正確認識對待深化
改革發展進程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正確認識對待
來自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做好解疑釋惑、理順情
緒、化解矛盾的工作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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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提3點希望

各民主黨派積極貢獻
疫情為脫貧「加試」

經濟運行基本恢復
三四季度要乘勢而上

■習近平於
28 日主持
黨外人士座
談會並發表
重要講話。
視頻截圖

■各民主黨
派、工商聯
和無黨派人
士 先 後 發
言。
視頻截圖

■ARJ21飛機在稻城亞丁機場完成最大起降高度擴展試驗試
飛。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