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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1月 1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金正

恩，祝贺他在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

会上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欣悉朝鲜劳动

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推举金正恩同志为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我谨代表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总书

记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以

热烈祝贺。

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对朝

鲜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安排

和部署，具有重大意义。总书记同志再

次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最高领导人，充

分体现了朝鲜劳动党全体党员和朝鲜

人民对总书记同志的信任、拥护和期

待。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

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劳动党和

朝鲜人民将以这次大会召开为契机，奋

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朝鲜社

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

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

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在世

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形势下，我愿同总

书记同志加强对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战

略引领，按照双方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

识，不断谱写中朝友好合作新篇章，推动

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坚持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方向，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

展繁荣，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祝总书记同志工作顺利，带领朝鲜

党和人民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致电祝贺金正恩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专题研讨班11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入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

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

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要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准

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

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

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

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

新发展阶段。作出这样的战略判断，有着深刻的依据。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

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

跨越的新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

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不久，

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

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

习近平强调，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

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

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

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

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

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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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

须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全力办好自己的事，锲而不舍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

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

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

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

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引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

生了历史性变革。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

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

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习近平指出，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是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

理念。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

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

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

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

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从问

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

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切实解决好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随着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

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

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

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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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

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

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要在各种可以预

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

力、持续力。

习近平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必须坚

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任务，全

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

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

衡。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

主创新，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

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

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

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

稳固的基本盘。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

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

转型升级。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不

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

在职能配置上更加科学合理、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备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

效。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

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逐条逐段领悟，在整体把握的前提下，突出领会好重

点和创新点，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增强工作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把党中央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好。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际、历

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相结合的高度，分析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历史

依据、现实依据，阐述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阐明了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主攻方向，对于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开阔视

野，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要深入学

习领会，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精神结合起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推

动党中央关于“十四五”时期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

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

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主

要负责同志，军队各大单位、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各

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虽已数九寒天，但项目建设不停歇。连

日来，长白山开发区结合实际，科学谋划、合

理安排工序，把对温度没有特殊要求的工程

安排在冬季，争取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

效，为全区2021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既定目标提供项目支撑保障。

记者在长白山高铁站配套设施工程现

场看到，塔吊林立，运料车往返穿梭。越冬

维护的工人们，正对路基填料进行集中备料

存放，确保2021年复工后第一时间开始路基

施工；落客平台匝道桥钢箱梁制作已全部完

成，计划1月末完成全部钢箱梁安装工作。

这是长白山管委会重点亿元以上攻坚项目，

是一项交通枢纽工程，主要由地下停车场及

转运中心、道路等基础设施工程、锅炉房工

程、地下停车场人防工程四部分组成。该项

目总投资10.27亿元，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61.37万平方米。据站房项目部经理樊军

介绍，为了保证站房施工的延续性及顺利

完成站房施工任务，自进入冬季施工以来，

项目部立即调整现场施工任务，根据长白

山地区气候特点由土建施工转入重点电

气、水暖施工。

在池西区大黄泥河生态整治及修复工

程现场，这个总占地141万平方米、可研估算

投资6.9亿元、初设投资概算约7.4亿元、治

理河道长度约13.7公里的山水林田湖草修

复工程项目，正在对a、b、c三个拦河坝进行

设备采购及安装，目前b坝设备已进场，正在

进行设备安装工作；a坝和c坝设备预计1月

末前到场，3月份安装完毕。其次受2020年

台风影响，已清淤完成的原河道，需重新进

行清淤处理工作，目前正在对c坝下游原河

道进行清淤处理工作。项目负责人王恩志

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6.4亿

元，其中工程投资4亿元，生态搬迁费用2.4

亿元。

“力争变冬闲为冬忙，抢抓项目建设进

度。”这是长白山开发区建设者们简单而朴素

的心声。

天 寒 人 不 闲 数 九 战 犹 酣
——长白山开发区项目建设掠影

本报记者 韩金祥

本报讯（记者张力军）2020年，我省有效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夏伏旱、3次台风接连袭

击等影响，粮食总产量达到760.6亿斤，居全

国第五位，单产892.4斤/亩，位居全国第四

位，连续两年保持750亿斤以上水平。

2020年夺得粮食丰收，主要措施是：强

化组织推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粮食

生产，把粮食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主要

领导同志每年都对粮食生产作出批示、提

出要求，分管领导及时召开会议专题部署

粮食生产重点工作，尤其针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门研究备春耕

生产，专题召开全省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暨推进备春耕生产视

频会议，高位部署推动工作落实，确保粮食

安全。

加强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指导服务。备

春耕期间，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备耕生产各

项工作，加强备耕物资、资金准备情况调度，

及时协调有关部门调剂物资余缺，指导各地

积极帮助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复工复产，会同

省工信、交通、供销等部门建立协同机制，开

通省市县乡村五级农资直购平台，畅通农资

购销、运输渠道，保障春耕生产物资充足，确

保不误农时。作物生长关键期，及时沟通气

象、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因地、因

时制宜提出技术指导意见，组织指导农技人

员加强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服务，促进作物正

常生长，作物生育进程为近5年最好水平。

加快推进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20年末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3530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1/3。

实施农田节水灌溉工程，着力加强农田灌溉

设施建设，增设抗旱浇灌设施，全省抗旱播

种能力达2500万亩，基本覆盖松原、白城等

西部易旱地区，有效提升抵御自然灾害能

力。

集成推广绿色增产增效技术。5年来，

累计实施生物防治、航化作业等绿色防控和

统防统治技术1亿亩次以上，赤眼蜂防治水

稻二化螟面积位居全国首位，大豆食心虫生

物防治技术在全国率先应用于大田生产。

探索更换高效精量喷头10万个，减少作业过

程中跑冒滴漏现象，减少农药用量。测土配

方施肥实现主要农作物全覆盖。2020年在

西部易旱地区落实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等

旱作节水技术60万亩。 （下转第八版）

我省多措并举确保粮食丰收
连续两年保持750亿斤以上水平

本报讯（边境 记者张力军 任胜章）近年来，德惠市抓重

点、攻难点，扎实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面解决农村群众

饮水之困。截至目前，全市7555名贫困人口全部喝上放心

水。

德惠市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村32个，2015年末已有17个村

安装了自来水，为全面解决贫困村的饮水安全问题，市政府投

资5429万元，将剩余的15个贫困村全部安装了自来水，彻底解

决了32个贫困村的饮水安全问题。

德惠市对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饮水安全状况进行排

查，共排查出89户、241人的饮水不安全。市政府投资5467

万元，为贫困户所在的村全部安装了自来水，到2019年底工

程全部完工。去年3月份，德惠市对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饮水安全问题再次进行精准排查“回头看”，通过排查，发现

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存在安全隐患。市政府投资7408

万元，通过安装自来水和打小井的办法，对饮水安全隐患进

行了彻底解决。

德惠市水利局还制定了分散式供水贫困户饮水状况评价

单，并下发通知，指导各乡镇组成由水利、卫建、扶贫等部门的

评价小组，对分散式供水的贫困户饮水状况进行入户排查。目

前，德惠市分散式供水贫困户饮水状况均达标，所有工程运行

正常，农村贫困群众全部喝上了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德惠市扎实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千家万户迎清泉

1月1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
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2020年CPI同比上涨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