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3月19日 星期一
总编办主办 编辑:李鹏 两会特别报道两会特别报道 A7

当历史长河跨入新时代，处在崭
新历史方位的中国，又一次发出时代
强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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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的时代，不变的初心；变化的
矛盾，不变的奋斗。

以人民幸福为己任的中国共产
党，带领人民开展伟大的社会革命，为
民族复兴和人类发展书写新的华章。

新矛盾标注新时代

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
3月5日，人民大会堂。人民的盛

会唱响新时代的凯歌。
“五年来，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

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加到82.7
万亿元，年均增长7.1％，占世界经济比
重从11.4％提高到15％左右，对世界经
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政府工作报告中一组组数字，透
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蓬勃生机。

难以再用“落后”来描述今日中国
的社会生产。

同时代和国情的变化相一致，同
广大人民群众的直观感受相吻合，党
的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
新概括，得到广泛认同。

科技的进步，提供了一个认识和把握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独特视角——

1981 年 6 月 6 日，袁隆平接受新
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他带领团队
研究的籼型杂交水稻，为增产粮食作
出巨大贡献。

彼时，中国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
2％，位居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之
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无疑是当时
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所在。

同年 6 月，一个重大的政治论断，
载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
产之间的矛盾。”

自那时起，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
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将这一社
会主要矛盾写入党的文献。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2017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水稻研究领域又有多项
成果金榜题名。获奖缘由从增加产量，
转变为提升品质与安全。

科技成果的迭代，折射出人民需求
的变迁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革。

这是时代变迁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方位、开创性的

成就，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开启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用‘落后’来衡量我们的社会生产，
显然已经不符合实际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提
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对客观现实的
准确把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客观依据。

这是实现目标的必然选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

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
安排同向发力，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牵住
问题的“牛鼻子”。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看
来，推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代所
有工作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

这是人民至上的责任担当——
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人民的需

求更加多元，层次不断提升。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集中反映在免于匮乏。现在，
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
需求，指向的则是获得尊严。”中央党校
教授周为民说。

显然，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解决起来
难度更大。勇于把这一矛盾变化揭示出
来，中国共产党以这样的方式展现着高
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担当。

新矛盾催生新思考

如同硬币的两面。发展提升了人民

的需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凸显出发
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区域不平衡、领域不平衡、群体不平
衡⋯⋯中国发展不平衡问题，既是无法
选择的国情所致，也是与发展阶段相伴
生的“成长烦恼”。

从一个贫困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一
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几百年的时空
被压缩在几十年的坐标之内，必然呈现传
统痼疾、时代矛盾叠加交织的局面。

马克思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
历史环境。

河北张家口，这座紧邻北京的城市，
所辖区县被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占比
超过六成。

繁华都市与贫困乡村“比邻而居”。
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源，正是长期以来形
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一些地区对农业农
村发展重视不够，优势资源过于向城市
倾斜。

如果说一些地方发展的重心倾向导
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发展理念的偏差
则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苍茫雄浑的祁连山，近年来承受“千
疮百孔”之痛，西北生态屏障伤痕累累。

问题背后，是一些地方发展理念之
殇：注重 GDP 政绩导向、忽视社会全面
发展，注重追求显绩、忽视久久为功⋯⋯

问题背后，还有体制机制的羁绊。
国家博物馆玻璃展柜内，来自天津

滨海新区的109枚行政审批公章被永久
封存。这里的每一枚公章都曾是一道通
往市场的“关卡”，牢牢束缚住企业与市
场的活力。

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才能还市场
更大生机。

问题背后，更难的则是对“变”与“不
变”分寸的把握。

变的是社会主要矛盾，不变的是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世界最
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最精辟的结
论——

“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

幸福线⋯⋯”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说，在不

变中，又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断变化的特点。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
的同时，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
面进步。

这就是发展的唯物论，也是矛盾运
动的辩证法。

新矛盾呼唤新变革

步入新时代，面对新矛盾，十九大报
告明确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
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

——新矛盾呼唤新变革：以新发展
理念为指导，开启一场关系中国发展全
局的深刻革新。

长江之畔，湖北宜昌。
2017 年前 11 个月，该市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下降 12.6％，地方财政总收入
同比下降8％。

数据回落的背后，是一座工业大市
力破“化工围江”的壮士断腕之举。

实现平衡、充分的发展，“三农”是必
须克服的最大短板。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2018年中央一号
文件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擘画出新时代
中国农村巨变的壮美蓝图。

“这将是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
升，是乡村的全面振兴。”中央农办主任
韩俊说。

——新矛盾呼唤新变革：不断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经济向高质量
转变的发展创新。

“需”与“供”，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
基本面。

需求一侧，因着美好生活而变得丰
富多元；供给一侧，也须完成由量而质的
嬗变。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创
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正在推动
中国走上新发展之路。

贵州，这片脱贫攻坚的决战重地，在
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发展战略支

撑下，创新发展之路越走越宽。2017年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在经济整体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的同时，一些地区通过抢抓机遇，充分利
用一体化市场、开放型经济和现代化技
术，可以超越原有经济结构实现跨越式
发展。”宁吉喆说。

——新矛盾呼唤新变革：以全面深
化改革为动力，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今天，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只限
于经济领域之内。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
一体，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这要求我们运用系统思维，用全面
深化改革的办法，破除那些造成不平衡
不充分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中国法学
会副会长张文显说。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必须坚

定改革开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
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开
放，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习近
平总书记这样向世人宣示。

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守牢风险底线，开拓发
展创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在迎来一
场艰难而华丽的转身。

新矛盾激荡新征程

1937 年，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
写道：“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
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
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80 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
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
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

“中国可以取得成功，因为中国共产
党的思想理论代代传承延续，并在此基
础上把握时代特点，不断创新发展。”德
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中国研究学者

费立民说。
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提出新发展理念，
要求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强调
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中，展现出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敏锐
洞察与深邃思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根据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
客观事实，坚持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这一立场，科学回答新时代课题，为中国
逐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根本遵
循。”中央党校教授董振华说。

面对越是尖锐的矛盾挑战，越是要
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

面对越是尖锐的矛盾挑战，越是要
牢记，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面对越是尖锐的矛盾挑战，越是要
牢记，让梦想照进现实，必须不驰于空
想、不骛于虚声。

⋯⋯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大改革开放

力度，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
坚战⋯⋯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一系列举措。

担当不渝，新局再启。
“扎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指明了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清晰路
径。

这是属于奋斗者的时代。
站在历史交汇期，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胜利在望，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恢宏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新的征程上，让我们砥砺前进！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看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

再 启 历 史 新 局 的 时 代 担 当

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 一些国
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
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表示，我谨
代表柬埔寨全体人民和参议院、国会、
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最
热烈的祝贺。我坚信，在您的英明领
导下，中国将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越
来越繁荣富强，并继续在国际和地区
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您的丰功
伟业赢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充分信
任。我坚信，有您的远见卓识和不懈
努力，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在实现“两个
一百年”目标奋斗中不断进步，将中国
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表示，在您的
卓越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为全球和
平、发展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希望

中国作为具有战略性引领作用的负责
任大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功。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过去 5
年，在不确定和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
中，您领导中国取得新的成就，中国政
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展现了巨大的决
心。相信在您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将
继续朝着实现新时代的目标前进。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表示，在您高瞻远瞩的领导下，中国正
在持续实施深思熟虑的改革战略，以
实现国家稳定发展和繁荣。您的当选
将提高中国作为有威望的世界大国在
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作用和地位，
保障全球、包括本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表示，您
的当选充分证明中国社会对您确定的
政治路线的坚定支持。在您的英明领
导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巩固国
际威望道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
就。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表

示，您的全票当选表明您实施的内政
外交方针政策获得中国人民高度信
任，相信您的治国经验和远见卓识将
确保中国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非盟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加
梅表示，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中国必将成为21世纪伟大的社
会主义大国。我们坚信，中国将继续
发挥保障和平、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
力量平衡的作用。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祝您
在履行这一崇高使命中取得更大成
就，我愿与您共同推动深化意中关系
及两国在多边和欧中框架下各领域务
实合作。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表示，我深信
在您新的任期内，葡中之间稳固的友
好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

作将得到更大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您为

加强中国政府同联合国的伙伴关系展现
了坚定承诺和领导力。联合国愿同中国
进一步加强合作，维护和平，实现可持续
发展，促进全球人民福祉。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
有：尼泊尔总统班达里、新加坡总统哈莉
玛、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阿塞拜疆总
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摩
尔多瓦总统多东、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刚
果（布）总统萨苏、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
扎、乍得总统代比、莫桑比克总统纽西、
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塞舌尔总统富
尔、尼泊尔总理奥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总理特罗瓦达、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
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

阿富汗总统加尼、玻利维亚总统莫
拉莱斯、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伊朗总统鲁
哈尼、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阿联酋阿布
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
平主席表示祝贺。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3月1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159位候选人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是新当选的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进行宪法宣誓。 新华社发

（上接A1版）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成

员，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
记查艳当选会长。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累计有6000多
名民营企业家投身光彩事业，实施光彩
项目 230 个，各类慈善公益捐助累计达
20 亿元，其中百万以上光彩基金 291
个，千万以上55个。

小石桥村精准扶贫光彩基金在会
上成立，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中
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400 万
元，实施“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帮 助 溧 阳 市 别 桥 镇 小 石 桥 村 脱 贫 致
富。

会上，市光彩事业促进会向全市广
大民营企业家发出了倡议书。

（俞勇 姚旭 黄钰）

（上接 A1 版）大力弘扬“致富思源、富而
思进、发展企业、回报社会”的光彩精神，
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
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心和对
社会的信誉，争当在政治上有方向、发展
上有本事、责任上有担当、文化上有内涵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做爱
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
的时代先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二、参与精准扶贫，努力促进共同富
裕。为配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
发起实施的光彩事业，二十多年来已成
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
扶贫事业，成为服务国家中心工作、培育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巩固和壮大爱
国统一战线的重要载体。党的十九大指
出，精准脱贫是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一
战，我们要做听党话、跟党走、报党恩的
表率，积极参与精准脱贫攻坚战，主动参
与东西部扶贫协作，支持陕西安康脱贫
攻坚战。继续深入参与“百企帮百村”精
准扶贫行动，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
贫困人口就业增收，帮助对口帮扶地区
精准脱贫。大力支持全市乡村振兴战
略，全力参与少数民族困难家庭脱贫奔

小康行动。让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齐心协力、顽强奋斗，书写新时代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精彩篇章。

三、聚力常州光彩，充分发挥主力军
作用。光彩事业是新时代我们砥砺新面
貌，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的重要舞
台。为聚力新时代，服务新发展，更好引
导和支持全市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进一步推动我市光彩事业
新发展，市委统战部提出创建“常州光
彩”品牌的号召。我们要迅速行动起来，
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
要求，致力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作贡献，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
发展作贡献，自觉把自身企业的发展与
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富裕与
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聚焦精
准扶贫、兴办项目、开发资源、服务社会
等内容，通过基金引领、项目推动、产业
扶贫、公益捐赠等方式，发挥好我们民营
企业家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作用和光彩
事业、慈善公益事业的主力军作用，打响
新时代“常州光彩”新品牌，展现“常州新
商”新形象。

常州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2018年3月17日

倡 议 书

我市今年将培训民营
企业家近300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