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摘登）

2021年 3月 6日 星期六
农历辛丑年正月廿三
第 25074 期 今日 12 版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34-0001 邮发代号 25-1

网址：Http://www.ahnews.com.cn

新闻热线 :18955179501 传真 :0551-65179872

新华社北京 3 月 5 日电 初春的北
京，处处生机盎然。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5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
堂开幕。 近 3000 名全国人大代表肩负人
民重托出席大会， 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神圣职责。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气氛庄重热
烈， 主席台帷幕正中的国徽在鲜艳的红

旗映衬下熠熠生辉。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栗战

书主持大会。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
主席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
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
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
维华、杨振武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
席台就座。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应出席代
表 2953 人。 5 日上午的会议， 出席 2900
人，缺席 53 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 9 时，栗战书宣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开幕。 会场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根据会议议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
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共
分三个部分：一、2020年工作回顾；二、“十
三五”时期发展成就和“十四五”时期主要
目标任务；三、2021年重点工作。

李克强在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年，在
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 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国各

族人民顽强拼搏，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
经济正增长，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
就，交出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
载入史册的答卷。

李克强在报告中从七个方面总结一
年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围绕市场
主体的急需制定和实施宏观政策， 稳住
了经济基本盘；优先稳就业保民生，人民
生活得到切实保障；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主要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坚定不移推
进改革开放， 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进一
步增强；大力促进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
级步伐加快； (下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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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栗战书主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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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华社北京 3月 5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日
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新发展理
念是一个整体，必须完整、准确、全面理解
和贯彻，着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倍
加珍惜、继续坚持民族团结光荣传统和“模
范自治区”崇高荣誉，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大
局。要抓好党史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全体党
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内蒙古代表团洋溢着民主活跃的气

氛。张晓兵、娜仁图雅、戈明、周义哲、李国
琴等 5 位代表分别就发展河套灌区现代
农业、 坚定不移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推动边疆地区集中集聚集约高质量发展、
守护好大兴安岭绿色林海、推进乡村振兴
等问题发言。 习近平不时同大家交流。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作
了发言。 他首先表示完全赞成政府工作
报告，充分肯定内蒙古一年来的工作，希
望内蒙古的同志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按照把内

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建设国家重
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 农畜产品生产
基地， 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
战略定位，毫不放松做好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工作，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习近平强调，要找准内蒙古在全国构
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深入分析自己的
优势领域和短板不足，进一步明确经济发
展的重点产业和主攻方向，推动相关产业
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因地制宜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统筹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 (下转 11 版)

荨 3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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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摘登）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以上
■ 城镇新增就业 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
失业率 5.5%左右

■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
■ 进出口量稳质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 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能耗降低 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继续下降

■ 粮食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

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2-4版）

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
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6-7版）

安徽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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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在我省代表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展现高质量发展新气象

“这里要加一个‘沙’字”
———习近平在内蒙古代表团谈生态治理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
里要加一个‘沙’字。 ”

正值惊蛰， 万物萌发。 5 日下午，人
民大会堂东大厅，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
到他所在的内蒙古代表团参加审议。

谈到要保护好内蒙古生态环境，筑
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了“统筹”二字。长期以来，他一直
强调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这
次专门把治沙问题纳入其中。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 ，是总书记心目中的 “万里绿色
长城”。

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 也是在内蒙
古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总书记就曾指出，
内蒙古有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
沙漠等多种自然形态， 是一个长期形成
的综合性生态系统， 生态保护和修复必
须进行综合治理。

这次审议， 生态治理问题又成为焦

点话题。
来自巴彦淖尔的张晓兵代表第一个

发言。 他向总书记汇报了河套地区推进
生态修复、阻止沙漠东侵黄河的情况。

“巴彦淖尔位于黄河‘几’字形顶部
的地方，灌溉农业发展得很好。 ”总书记
对这块“塞上江南”十分熟悉，“保护好这
个地方，有治理盐碱化耕地的问题，也有
治沙的问题。 ”

(下转 1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