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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十四五”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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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渊以下简称
叶建议曳冤明确提出袁野十四五冶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要 野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冶遥 这体现了党的十九大关于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袁 标志着
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和运用均达到新高度遥 我们要全面
理解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重
大意义袁 切实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袁 把高质量发展
这一主题贯穿到野十四五冶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遥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是推动
野十四五冶时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尧新发展阶段袁我国发展
的国内外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袁
确立野十四五冶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袁 是顺应我
国发展阶段尧发展条件尧发展格局变
化的必然要求遥
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
需要遥党的十九大作出野我国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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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之间的矛盾冶的重大判断遥 野十四
五冶时期袁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袁 使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更加充分袁 使城乡区域发展更趋平
衡协调袁 需要在质和量两方面进一
步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袁 这归根到
底要靠高质量发展遥 高质量发展就
是从野有没有冶到野好不好冶的发展袁
就是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遥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既是问题
之所在袁 又是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之
所在遥 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过
程袁就是高质量供给加快成长尧升级
需求得到有效满足的过程袁 这也是
野十四五冶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遥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遥 当今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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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袁无处不在遥 有时候袁它骑在
老鹰的背上袁 在白云间穿梭遥 有时
候袁它在海上驰骋袁掀起阵阵波涛遥
春天的风吹拂着大地袁 唤醒了泥土
中沉睡的种子袁抽出了树枝的新芽袁
使万物苏醒袁 给沉寂了一个冬季的
大地带来勃勃生机遥 柳树那刚出的
新芽正随着春风飘舞袁 那开冻的河
湖正顺着春风缓缓流动遥 天上也有

际环境日趋复杂袁 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明显增加遥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
流行使这一大变局加速演变袁 国际
经济尧政治尧科技尧安全等格局出现
深刻调整遥 同时袁和平与发展仍是时
代主题袁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
机遇期袁仍具有很多有利条件遥 野十
四五冶时期袁在大变局中掌握战略主
动袁在大挑战中用好战略机遇袁关键
在于办好中国自己的事袁 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尧 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遥 推动
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内
在统一的遥 坚持高质量发展袁有效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袁
形成供需有效衔接尧 良性互动的高
水平动态平衡袁 是发挥我国超大规
模市场优势尧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
在要求遥
深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需
要遥 野十四五冶时期是我国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袁 也是各类风
险易发多发阶段遥 深入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袁是野十四五冶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口遥 经验表明袁如
果一个国家的发展质量不高袁 往往
会在经济尧社会尧生态等方面不断产
生和累积风险隐患袁 而坚持高质量
发展既有利于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袁
也有利于提高经济社会抵御各种冲
击的能力和韧性遥 高质量发展对应
的是低风险隐患袁 低质量发展对应
的是高风险隐患遥 推动高质量发展
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途径袁
是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遥
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遥 野十四五冶
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袁 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尧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第一个五年遥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特
征袁但决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野摹
版冶和野翻版冶袁它立足于中国国情袁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质和特
征遥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袁 不断

风筝正乘着春风飘向远方遥
在四季当中袁 唯独夏季的风最
被人们喜爱遥 炎热的夏季袁太阳高挂
空中袁炙烤着大地袁天地间弥漫着一
股无形的热气遥 此刻袁人们多希望夏
风伴随着一场暴雨降临人间遥 盼望
着袁盼望着袁于是袁伴随着一声沉闷
的雷声袁风将云雨带到此处袁被风吹
斜的雨连成线袁 急促地倾倒着难耐
的烦躁袁似乎在宣泄着日久的愁闷遥
洗去了炎热袁冲走了愁闷遥
秋天的风袁吹弯了稻谷袁吹熟了
果实袁也吹落了树叶袁吹黄了小草袁
为大地披上了金甲遥 野停车坐爱枫林
晚袁霜叶红于二月花遥 冶秋风在天地
间遨游袁吹过悠悠的白云袁吹过湛蓝
的天空袁吹过人们的笑脸袁吹过金黄
的稻田袁吹过燃烧的火焰的枫树林袁
自由地穿梭袁流逝着匆匆地岁月遥
吹着吹着袁吹去秋天的金黄袁带
来冬天的洁白袁 为大地盖上了白色
的棉被遥 风儿也变得冰冷刺骨袁使许
多动物躲进了洞中沉睡袁 使河湖封
上了层厚厚的冰块袁 使人们穿上了
温暖的棉袄遥 在这一片白茫茫的世
界中袁风孤独而猛烈地刮着袁所有的
一切都被淡化了袁 仿佛都融化于这
洁白的梦境中遥
风啊袁你时而滋润万物袁时而凉
爽宜人袁时而却冰冷刺骨遥 但你仍让
我爱恋浴
(指导老师 张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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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袁 实现经济
由大到强的跨越袁 不断缩小城乡区
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袁
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袁 促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袁 将进一步展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袁 确保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真正
开好局尧起好步遥

精准把握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的基本要求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袁 需要正确认识高质量发展的深
刻内涵和核心要义袁 使各地区各部
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一体
遵循袁不断开创会发展新局面遥
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遥 理念是
行动的先导袁 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
定着发展方式和成效遥 高质量发展
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袁 是创
新成为第一动力尧 协调成为内生特
点尧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尧开放成为必
由之路尧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并全
面阐释了新发展理念袁 党的十九大
把坚持新发展理念确立为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之一袁 并对发展内涵作出具有
新时代特点的全方位拓展袁 使之成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遵循遥
野十四五冶 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袁要
求把新发展理念一以贯之地贯彻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
过程和各领域遥
推动质量变革尧效率变革尧动力
变革遥 推动高质量发展袁需要切实提
升发展的质量尧效率和动力袁努力实
现野三大变革冶袁这是野十四五冶时期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遥 内在
统一的这野三大变革冶袁核心是加快
转变发展方式袁 标志是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袁 途径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遥 只有全面有效推动 野三大变
革冶袁 才能持续优化生产要素配置袁
把有限资源配置到高效领域袁 提高
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袁 在更高水平
上实现供需结构的动态平衡遥

实现发展质量尧结构尧规模尧速
度尧效益尧安全相统一遥 高质量发展
集中体现为发展质量尧结构尧规模尧
速度尧效益尧安全的有机统一袁这是
多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遥 好的质
量尧结构尧效益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
特征袁经济结构趋于均衡协调袁质量
效益才能不断提升遥同时袁发展应充
分发挥增长潜力袁 保持合理的增长
速度袁实现质的提升和量的扩大袁这
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遥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遥 安全是发
展的前提袁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遥推动
高质量发展袁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袁
确保安全发展遥 当今世界进入动荡
变革期袁 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
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袁 国内经济社
会发展中一些存量矛盾和新增风险
相互交织遥 我们要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袁确保高
质量发展得以在安全的环境中推
进袁 同时以高质量发展为国家安全
提供有力支撑遥 要按照叶建议曳关于
统筹发展和安全尧 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中国的要求袁 切实抓好政治安
全尧国土安全尧经济安全尧社会安全尧
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
作袁防范各类风险累积叠加遥要增强
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袁 善于转危为
安尧化危为机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尧
更有效率尧更加公平尧更可持续尧更
为安全的发展遥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遥 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袁明确了野十四
五冶 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
野靶心冶袁瞄准野靶心冶才能走对路子袁
使发展再上新台阶曰 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袁 明确了经济工
作的野纲冶袁野纲举冶才能野目张冶遥要正
确认识和把握主题同主线的关系袁
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落脚点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通向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袁 二者统一
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伟大实践之中遥
将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到统筹
推进野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中遥 统筹推

进野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作出的总
体部署遥 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对经济
工作的要求袁 而且是贯通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的
要求遥 统筹推进野五位一体冶总体布
局袁协调推进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袁
需要使经济建设尧政治建设尧文化建
设尧社会建设尧生态文明建设都在高
质量发展的轨道上不断前进袁 拓展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外延袁 使推动
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得到
全面体现遥
用心用力把高质量发展的主题
落到实处
落实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是涉
及面很广的一项系统工程袁 需要坚
持系统观念袁 建立有效管用的激励
和约束机制袁 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合力遥
强化科学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
核遥 考核评价体系具有重要的导向
作用遥 要抓住考核评价这个 野指挥
棒冶袁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尧幸福感尧
安全感作为重要标准袁 对各地区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尧 推动 野三大变
革冶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尧提高发
展综合质量效益的情况进行综合绩
效评价遥 要充分考虑各地区差异性袁
重在纵向对比袁避免相互攀比遥 要充
分体现激励与约束相统一的要求袁
促进树立正确政绩观袁突出重改革尧
重实干尧重实绩导向袁对真正敢于干
事创业尧 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干部
实行激励和容错袁 把考评结果作为
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袁 充分调动各
级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袁
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尧 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袁 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遥
强化政策支持引导遥 要与时俱
进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
系袁突出问题导向尧目标导向袁提高

精准性袁增强决策质量和实效遥 政策
体系需要同指标体系尧标准体系尧统
计体系尧绩效评价尧政绩考核办法等
协调推进遥 要把提高经济效率袁解决
发展动力问题尧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尧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尧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问题尧 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等作为决策重点袁 引导各级党委和
政府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效
率袁激励市场主体加快科技创新袁通
过政策措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遥
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遥
要加强顶层设计袁完善目标尧标准和
政策袁 为各地区各部门提供工作依
据和遵循袁 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协同性尧整体性和有效性遥 要注重发
挥地方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尧创造性袁
支持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途径袁 形成
比学赶帮尧 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局面遥 要根据各地区条件袁
走合理分工尧优化发展的路子袁落实
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袁完善国土空间治理袁形成优势互
补尧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遥 要
做好国家规划同地方规划的有效衔
接袁加强中央与地方的高效协调遥
强化干部人才保障遥 实现高质
量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干部人才队
伍遥 要加强党对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的领导袁坚持德才兼备袁突出政治引
领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特殊重要性袁使新发展理
念真正入耳入脑入心袁使高质量发
展真正落地落细落实遥 要贯彻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袁选拔任用忠诚干
净担当尧专业能力突出的干部袁打造
一支政治过硬尧本领高强尧作风务
实尧胜任领导高质量发展的干部人
才队伍遥 要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
锻炼干部尧识别干部尧培养干部袁根
据高质量发展需要优化干部人才布
局袁有力保障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
得到持续有效贯彻落实遥
渊来源院人民日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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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廉江市四小的学生习作冤
今天袁学校四至六年级的师生
一起去距离湛江市区不远的湖光
岩和南亚欢乐田园游览遥
我们一下车袁首先映入眼中的
就是一只大鱼龙和一只大海龟遥 那
条石鱼被雕刻得栩栩如生遥 它那双
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望着前方袁似乎
在注视着我们袁 吸引着我们的目
光遥 鱼龙旁的大海龟眼睛往东方望
着袁 好似向我们指明游览的方向遥
我们都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湖光
岩大门遥 里面是一片绿色的森林袁
空气非常清新遥 我们来到野火山博
物馆冶遥 里面的解说员给我们介绍
了玛珥湖是怎样形成的院它是由两

次的火山爆发形成了两个大洞袁再
经过几百万年的地质变化袁才形成
了中国唯一的一个玛珥湖袁也是全
世界第二大的玛珥湖遥 我还知道玛
珥湖有许多谜院湖里大龟救过溺水
者曰在 6 至 8 月袁凌晨 1 点时湖中
冒出十多米的水柱遥 有人曾经看见
过水怪浴 我在想我能看见就好了遥
从博物馆出来袁我们沿着湖边
游览遥 虽然已是深秋袁但两旁的树
木仍然那么绿袁绿得耀眼遥 一路上袁
我们游览了楞严寺袁望海楼遥 我靠
着栏杆袁 欣赏着那碧蓝的湖水袁微
微的秋风迎面吹来袁 使人心旷神
怡遥 树木在水中生长袁清澈的湖面

却没有一片叶子袁非常神奇遥 我们
走到森林负离子区袁这里的空气真
好袁 我忍不住深深地吸了好几口袁
顿觉神清气爽遥
午饭后袁我们来到了南亚欢乐
田园遥 亲子乐园里有许多游乐设
施院秋千尧铁索桥尧摩天轮噎噎五花
八门的袁我们兴高采烈地跑到草地
上玩起来遥 我和同学拉着绳子袁爬
上又陡又滑的小草坡袁可那绳子总
在野摇头摆尾冶遥 野我不想爬了噎噎冶
我对陈美琳说袁 话没说完手一松袁
一下子就滑了下去袁惹得大家哈哈
大笑噎噎萌宠乐园的动物真多浴 有
可爱的海狸鼠袁 有温顺的小绵羊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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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大的骆驼袁 会说话的鹦鹉袁红
红的火烈鸟尧还有传说中的白龙马
噎噎应有尽有的遥 最可爱的是那几
只小松鼠袁它们在长长的网笼中跑
来跑去袁 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到来遥
我拿出手机袁留下这美好的镜头遥
快乐的时间过得飞快袁不知不
觉就到了回家的时间袁我们依依不
舍地坐车返校遥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
秋游袁我们学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
的知识袁知道了家乡湛江是这么的
美浴 我期待着下一次秋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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