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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安蓓 陈炜伟 谢希瑶

“通过！”
2021年3月11日下午，人民大会堂。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到本次人代会批准规划纲要，党的主张通过
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纲领。

蓝图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迎来新的出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

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是怎样编制的？

有哪些特点和亮点？如何确保规划纲要落实，为新发展阶段
开好局、起好步？新华社记者进行了采访。

擘画新征程的宏伟蓝图

19篇、65章、192节，翻开这份约7.5万字的规划纲要，一
幅未来5年和15年中国发展的宏伟图景呈现在眼前。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
中国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十四五”时期，意味着新发展
阶段的开启。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中央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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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十四
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从规
划建议到规划纲要草案，他亲自谋划、亲自指导，作出重要部
署指示，对重大问题及时把关定向，确保规划编制始终沿着正
确的方向前行。
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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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稿起草的总体考虑是，按照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综合考
虑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紧紧抓住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对‘十四五’时期我
国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规划建议起草
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时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制定建议，明确“十四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突
出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提出一批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
实施富有前瞻性、全局性、基础性、针对性的重大举措，统筹谋
划好重要领域的接续改革，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中央全会后，国务院“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
领导小组全面对标对表中央建议精神，实化量化“十四五”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起草形成规划纲要草案，
并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
这是凝心聚力、创新发展新篇章的蓝图擘画——
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

理政的重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我国以14个五年规划

（计划）书写了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进程。一个个五年
规划（计划），围绕各阶段突出矛盾问题，接力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长远战略目标，党领导全国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
到底，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将用3个五年规划期到2035年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用3个五年规划期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四五”规划，是踏上新征程
的“启航”规划。
这是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战略部署——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规划建议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和经济
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规划建议精神，把规划
建议明确的大方向大战略，转化为未来发展的重大工程、重要行
动、具体政策，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勾勒了清晰的路径安排。

这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方向
指引——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社会
发展面临许多新课题、新任务、新要求。 （下转第3版）

汇聚亿万人民力量的宏伟蓝图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记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3月18日，
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
议，学习贯彻关于2019年度省（自治区、直
辖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情况的通
报，讨论《天津市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整改方案》。市委
书记、领导小组组长李鸿忠，市委副书记、
市长廖国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春华，市政协
主席盛茂林出席。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压实整改政治责任，确
保问题整改不折不扣、见底到位。要坚决打好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发扬斗争精神、担当精
神，以“战”的意识、气势和力度攻坚克难、攻
城拔寨，久久为功推动我市防污治污工作取
得扎实成效。要进一步细化完善我市整改方
案和各专项整改方案，具体到事、具体到部门

单位，压实整改目标、整改时限、整改措施。市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发挥统
筹作用，强化督促检查，深入一线，指导推动，
敢于较真碰硬、横刀立马，确保各方责任落实
到位，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对整改不
力的，要敢于亮剑，以组织措施、纪律措施、法
治措施、行政措施严肃追责问责，及时向社会
公开曝光，形成有力震慑，让环保督察“带电”
“长牙”。要定期梳理整改进展，动态分析整改
成效，推动整改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

会议强调，要以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问题整改为重要契机，紧紧围绕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任务，抓紧研究制定量化方案，明确我市
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具体
目标和重点任务。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
果导向相结合，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
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统筹做好生态修复、
环境保护、防污治污、节能降耗等各项工作，加
快推动我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
型，努力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全面深入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学习贯彻关于2019年度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情况的通报，讨论

《天津市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整改方案》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春回
大地东风暖，正是播绿好时节。3月
19日上午，李鸿忠、廖国勋、段春华、
盛茂林、丁向荣等市党政军领导同志，
来到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古
海岸廊道二期建设现场，与滨海新区
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植树劳动，为津沽
大地播种绿色，共同养护京津冀城市
“绿肺”。这也是2018年我市启动双
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规划建设以
来，市党政军领导同志连续第四年到
“双城绿廊”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经开区古海岸廊道项目规划建设
面积341万平方米，是绿色生态屏障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区提升“滨城”宜
居宜业生态环境的重点项目。目前，二
期项目土方工程已完成，将以自然环境
为基础体系，种植国槐、香花槐、白蜡、
榆树、馒头柳等树种，提升区域生态涵
养功能，重塑古海岸生态廊道。
在种植区，市党政军领导同志挥起

铁锨，填土围堰，提桶浇水，共同栽种下
一株株苗木，播撒下绿色的期许希望。
一阵忙碌过后，棵棵白蜡在春风中挺立。

植树间隙，李鸿忠关切询问全市
生态屏障建设进展情况。市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介绍，经过三年多的种植培
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现有林
木面积 18.6 万亩，蓝绿空间达到
63.5%，森林绿化覆盖率接近25%，今
年计划再造林绿化0.45万亩。
李鸿忠指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关键取决于我
们的决心力度和实际行动。加快建设
绿色生态屏障，是我市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具体举措，也是提升城市
碳汇能力、为京津冀生态空间扩容增
绿的重要途径。我们要一年接着一年
干，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坚定不移地
抓下去。当前，要抢抓春季植树播绿
的时间节点，加快推进造林绿化任务，
科学选择适宜本地树种，抓好林间管
护，确保苗木成活率。李鸿忠专门叮嘱
滨海新区负责同志要加大新区生态环
保、造林绿化、节能降耗等工作，加快
建设绿色宜居的美丽“滨城”。

市委常委、副市长和市有关方面
负责同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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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国家统
计局于2021年3月19日向天津市委、市政府
反馈了统计督察意见。国家统计局2020年
第3统计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李晓超通报督察意见，天津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马顺清主持会议并发表意见，第
3统计督察组第一副组长、国家统计局总工
程师文兼武及有关负责同志，天津市直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计

督察工作重要决策部署，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授权，2020年8月20日至9月2日，国家统
计局第3统计督察组对天津市防范和惩治统
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情况开展了督察。

督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市委、

市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
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关于
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
性的意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
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督察工作规定》等重要文件，推动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统计改革发展决策部署在天津
落实落地，严厉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着
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
展和成效。 （下转第2版）

国家统计局2020年第3统计督察组向天津反馈统计督察意见

3月 20日是
天津市全民义务
植树日，一场义务
植树活动昨日在
南翠屏公园举行。
市民和志愿者在
绿化专业人员指
导下，共栽植金银
木、紫丁香等观赏
性树木162株，植
树造林，保护环
境，共同建设我们
美丽的津城。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3月19日
下午，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指挥部会议暨
全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天
津礼堂召开。市委书记、市防控领导小组组长
李鸿忠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
控指挥部总指挥廖国勋主持。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金湘军作工作部署。

会议指出，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是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巩固拓

展我市疫情防控成果、全面夺取疫情防控胜
利的关键环节，对于形成免疫屏障、有效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至关重要。我们要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履行政治责任，
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全力以赴做好疫
苗接种各项工作，以强有力的执行力体现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会议对做好我市疫苗接种工作提出要

求。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科学统筹任务
进度，积极稳妥、有力有序推进。二是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精准摸底排查，做好接种
前后各项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解读，耐
心细致地答疑解惑，实现应接尽接。综合运
用各种媒介，加大对疫苗接种宣传力度。三
是坚持科学精准。加强事前演练，科学设置
接种流程，精心做好资金、疫苗、人员、场地各

方面准备，提升接种能力，强化疫苗保障，做
到安全、规范接种。四是强化系统推进。落
实“战区制、主官上”要求，各区担起本地区疫
苗接种工作主体责任，各部门承担行业责任，
主要负责同志担好总指挥、总调度、总督导职
责，充分发动基层力量，确保层层压实责任。

有关市领导同志、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和指挥部有关负责同志和各区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参加。

本报讯（记者 魏彧 米哲 于春沣）3月
19日，市委书记李鸿忠，市委副书记、市长
廖国勋在迎宾馆与亚布力论坛知名企业家
座谈交流，共商合作大计，加快推动天津高质
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座谈中，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
主席、多点DMALL董事长、物美集团创始
人张文中，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
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陈东升，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始
人、主席、元明资本创始人、迈胜医疗集团董
事长田源，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德龙
集团董事长、新天钢集团董事长丁立国，复星
国际董事长郭广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
事长俞敏洪，当当网执行董事俞渝作了发言。
李鸿忠在讲话中说，过去的一年极不平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国取得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战略成果。各位亚布力论坛企业家积
极响应中央号召，踊跃捐款捐物、带头复工复
产，取得了优异的发展业绩，展现出令人钦佩的
企业家精神。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天
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
的起步之年。我们坚持制造业立市，加快智能
科技、信创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构
建“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全力推进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建设，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衷心希
望大家共享新发展机遇，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
目在津落地。我们将持续保持与亚布力论坛、
论坛会员企业的紧密联系，共同筹备好今年8
月在津举办的夏季高峰论坛，更将以最大的热
忱服务企业，助力企业家创业发展、成就梦想。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秘书长张洪涛，
市领导金湘军、连茂君、张庆恩、王旭和市政府
秘书长孟庆松参加。

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指挥部会议暨全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

周密组织科学有序做好疫苗接种工作

李鸿忠廖国勋与亚布力论坛知名企业家座谈

热忱服务企业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亚布力论坛企业家相聚津门

续写新发展格局中的亚布力“天津故事”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现将2021年清明节放假
安排通知如下：
4月3日（星期六）至5日（星期一）放假调休，共3天。
节假日期间，各区、各部门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

等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
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科学

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减少人员聚集，
做好个人有效防护，按照市民政部门相关要求，倡导开展网上
祭扫、家庭追思等文明祭扫，度过一个文明、平安的节日假期。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3月19日

2021年清明节放假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