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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2019 年全国两会
【编者按】 3 月 4 日到 12 日，9 天时间，习近平总书记 6 次“到团组”，同代表、委员共商国是。在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他不断强调一个主题，那就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新华社推出文章，为您解读。

习近平六到团组，
不断强调一个主题
“到团组”是习近平总书记两会期间的重要活动。在政协界别联组会和人大代
表团的讲话，不仅体现了习近平对各地区各行业工作的部署，也折射出他对党和国
家工作全局的谋划和思考。
党的十九大提出，
“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9 天 6 次
“到团组”，习近平的讲话多次提及高质量发展，并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大前提、大逻辑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
控的根本要求。
到代表团参加审议，推动高质量发展是
习近平讲话围绕的一个大前提、大逻辑。推
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一再明确、不断强
化。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3 月 5 日到内蒙古代表团，习近平强
调，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过程中，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是需
要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不能因为经济发展
遇到一点困难，就开始动铺摊子上项目、以
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念头，甚至想方设
法突破生态保护红线。
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
3 月 7 日到甘肃代表团，习近平着重谈
了脱贫攻坚问题。他强调，越到紧要关头，
越要坚定必胜的信心，越要有一鼓作气的决
心，尽锐出战、迎难而上，真抓实干、精准
施策，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
中国是农业大国，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乡
村振兴战略是高质量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环。
3 月 8 日到河南代表团，习近平深入阐
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总方针、
总要求和制度保障，希望河南的同志们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高质量发展要
求，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推动高质量发展，还必须加快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 月 10 日到福建代表团，习近平再次强
调了“两个毫不动摇”。他强调，要落实鼓
励引导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
为各类所有制企业营造公平、透明、法治的

发展环境，营造有利于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
好氛围。
……
在各代表团，习近平结合各地的发展特
点、资源禀赋，就推动高质量发展各方面的
重要工作进行了精准部署。虽然讲话内容各
有侧重，但推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是大前提、大逻辑。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贯彻新发
展理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动力
之源。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各代表
团的讲话中，习近平对这五大理念均有深刻
阐述。
谈“创新”，习近平在福建代表团强调，要
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
新创业创造动能，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大变
局中的影响力、竞争力。
谈“协调”，习近平在河南代表团强调，推
动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谈“绿色”，习近平在内蒙古代表团强调，
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内蒙古特
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
谈“开放”，习近平在福建代表团强调，要
发挥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实验
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多区叠加
优势，力争在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走在
前头。
谈“共享”，习近平在河南代表团强调，加
大投入力度，创新投入方式，引导和鼓励各类
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建立

3 月 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这是习近平同女代表亲切交谈。
新华社发
全域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服
务网络。
……
习近平在团组的讲话，将新发展理念融
会其中，虽然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工作提出
的，但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具有
全方位的重要意义，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妙计良策。

——河南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
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
决定性基础。
——福建要努力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上
再创佳绩，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打下坚实基
础。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
原则，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
稳中求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
内在要求
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只有以
今年两会，在多次讲话中，习近平都提到
“稳”求“进”，以“进”促“稳”，才能在推动实
了一个重要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绩。
调，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
险、保稳定”，这 18 字要求涉及 6 方面任务，稳
针对不同省份，习近平还有具体要求：
什么、如何进都非常清晰了。作为一个整体，
——内蒙古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
“稳”和“进”如何协同，采取怎样的工作节奏
社会大局稳定，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
和力度，也都有了明确要求。这也是推动高
福感、安全感，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质量发展过程中最需要把握的问题。
70 周年。
习近平两会“到团组”时多次强调稳中求
——甘肃要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
进工作总基调，强调这 18 字要求，深意不言
济发展新动能、加大环境保护和整治力度、加
而喻。
快社会事业发展，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来源：新华社

从春天出发 向梦想前进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侧记

清晨的人民大会堂，又一次忙碌起来。
这座人民的殿堂铭记了一个个历史时
刻，见证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光辉历程。
13 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
幕会在这里举行。
温暖的阳光，洒照在东门外台阶上。正
拾级而上的国家电网宿州供电公司职工许启
金委员，不禁回想起大会期间的一个个难忘
瞬间。
“在小组会上热烈讨论，和不少委员交流
了关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思考。虽然忙碌，但
收获丰富，感觉像是春风吹进了心里。”
许启金委员的“会议记忆”，正是这次盛
会的一个生动写照。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人民政协也将迎
来 70 华诞。
方位决定使命，使命呼唤担当。

这是一次海纳百川、凝聚共识
的盛会——
会议期间，委员们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建言资政，聚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
好三大攻坚战等重点任务提出大量真知灼见
……一次次小组会，一场场大会发言，传递
“政协好声音”，生动体现“众人的事情由众
人商量”。
“委员们来自各行各界，讨论的话题非
常丰富，有很多思想在这里碰撞，帮助我们从
不同角度看问题，很能激发自己的思考。”北
京市八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助理诺敏委
员注意到，小组讨论时，大家发言非常踊跃，
甚 至 抢 不 到 话 筒 ，得 提 前 跟 组 长 汇 报 、
“排
队”。
“ 除了小组讨论，我们平时有空也经常
讨论，连吃饭的时候都在交流。”

这是一次“有呼有应”、求真务实
的盛会——
来自工商联界别的叶青委员，对几天
前的一段经历很是感慨。他和另外一名委员
在小组会议上提出增值税抵扣项目能否扩展
的建议，很快被转到了财政部。
“部委专人来驻
地解释相关政策，并说明下一步工作安排。这
种对政协委员建议的重视和务实的作风，让我

“ 努 力 使 专 门 协 商 机 构‘ 专 ’出 特 色 、
‘专’出质量、
‘ 专’出水平”；
“把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共筑中国梦上
这是一次意气风发、开放自信
来，努力画出最大同心圆”……
的盛会——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讲话，在会场激起
人民大会堂里，
群芳吐艳，
生机盎然。大厅
一次次热烈的掌声。
北侧，第三场“委员通道”采访正在进行。
“聚集
思想引领时代，奋斗成就梦想。
实业、
聚焦自主创新，
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梦
走出会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委
想”
“加大对环保特别是垃圾发电产业的投入，
员心潮澎湃：
“ 我们一定要以浓墨重彩的丹青
共同建设美丽家园”
……直面社会热点、
百姓关
华章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描绘时
切，
精彩的回答让现场记者收获满满。
代风云，塑造时代典型，弘扬时代精神。”
会议期间，从“委员通道”到记者会，从
从春天出发，满怀坚定信心。
界别协商会议到数十名委员作大会发言……
从春天出发，携手再创辉煌。
一个个开放的“窗口”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开
“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放进步，感受到中国人民豪情满怀追逐梦想
思想学深、悟透、落实”；
的精气神。
“调研要更接地气，把老百姓最关心、最
上午 9 时 30 分许，闭幕会开始。习近平
需要解决的问题反映出来”；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履职尽责不仅是开好政协大会，更要
万人大礼堂内灯光璀璨，气氛庄严。会
贯穿于日常”……
议通过了关于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既是挥手话别，更是相互勉励。人民大
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大会政治决议。
会堂外，红旗猎猎如画，春风阵阵拂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
来源：新华社
政协的舞台更加宽广，责任更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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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倍增，更加觉得履职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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