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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廉★ 

九死未悔  

★释  义★ 

九：表示极多。纵然死很多回也不后悔。

形容意志坚定，不论经历多少危险，也决不动

摇退缩。 

 

★出  处★ 

战国·楚·屈原《离骚》：“亦余心之所善

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故  事★ 

屈原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自幼勤

奋好学，胸怀大志。他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

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楚怀王商议国事，参与

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

政治。在屈原的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

但是，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在修订法规的时候

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最终被

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楚襄王即

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



公元前 278 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

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

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

明志，于同年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杀。他在《离

骚》中提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

未悔。”  

 

★评  析★ 

屈原一生，因奸佞小人之谗言，受尽折磨

和苦难，但仍然忍辱负重为祖国之强盛而不懈

探索。虽然有过犹豫和彷徨，但始终不渝忠于

祖国，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

连，在看到自己的祖国行将灭亡时，只好怀石

投江，以身殉国。拳拳赤子之心、耿耿至诚之

情、忠贞不渝之节，如日月光辉，昭然于世。

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置生死于度外，

为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惜赴汤蹈火，靠

的是崇高理想信念的激励；社会主义建设和改

革时期，许多优秀党员干部能够置个人得失于

不顾，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积极奋斗奉

献，靠的是崇高理想信念的支撑。当前，我们

正在从事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的伟大事



业，面对各种艰难险阻，要无往而不胜，离不

开信念的支撑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国家和

人民的忠诚、对理想信念的坚持，是每一位党

员干部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思想园地★ 

 

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回答

了疫情大考面前中国人民为什么行，明确部署

了“十四五”开局怎么干，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指明了方向。今年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在疫情大考面前实现

了转危为机、逆势而上，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可载入史册的成就。但也必须清醒看到，疫情

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

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仍需进一步稳固恢复

态势，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构建新

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实现“十四五”高质量

开局。 

疫情大考面前实现转危为机逆势而上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

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努力有效控制疫情蔓

延，推动经济快速恢复，困扰中国人民千年的

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人均 GDP 迈上 1

万美元大台阶，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提高到



17.5%左右，实现了转危为机、逆势而上，交出

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

答卷。 

实现了“三个率先”。面对疫情巨大挑战，

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

施了一系列纾困救助政策，凝聚全社会强大合

力，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做到了“三个率先”。

率先控制住疫情，用 3 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

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率先

复工复产，短期内推出了 8 个方面 90 多项复工

复产政策措施，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

企业整体配套、协同复工，保障了产业链供应

链的稳定运行；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出台了

一揽子救助政策和帮扶措施，推动经济快速恢

复，在一季度 GDP 缩减了 6.8%的情况下，二季

度就由负转正，全年有望增长 2%左右，将是全

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呈现了“两个超预期”。一是外资外贸形

势超预期。得益于我国较早较好控制住疫情，

国际社会对我国防疫物资需求加大，且部分订

单向我国转移，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明显高于其

他主要经济体。我国前 11 个月货物出口按美元



计价累计增长 2.5%；外商直接投资逆势增长，

前 11 个月累计增长 4.1%，比去年同期高出 1.5

个百分点。二是市场主体韧性超预期。在疫情

造成全球需求严重萎缩的情况下，得益于我国

及时出台的一系列救助政策和持续的改革创

新，企业盈利状况逐步改善，市场主体保持旺

盛活力。前 10 个月利润总额累计增长 0.7%，实

现由负转正。市场主体数量达到 1.36 亿户，创

历史新高。前三季度全国日均新增市场主体 6.7

万户，新增企业法人 2.2 万户，不但没出现企

业大面积破产，反而呈现了市场主体的逆势增

长。 

部署了“一个新战略”。面对我国发展阶

段、环境、条件的新变化，中央主动调整发展

战略，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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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明确的战

略部署，确定了主攻方向和着力点。本次经济

工作会议上，对明年构建新发展格局如何开好

局起好步作出了具体安排。可以说，构建新发

展格局是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长期性系统性深

层次变革，是一项战略性部署。 



总体来看，今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来之不

易的成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的结果，这集中体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的对党中央权威、人民至上、制度优势、

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科技自立自强这五大

规律的深化认识上。面对疫情这次综合大考，

在党中央带领下，全国人民上下同心，全国疫

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再次彰显了

我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再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

性，再次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劲

动力，再次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奉献精神和集体

主义的强大凝聚力。 

稳固恢复态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外部环境存在诸

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必

须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心，巩固经济持

续恢复势头，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世界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当前，全球疫

情仍在持续蔓延，一些国家遭遇了第二波疫情

高峰，加之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滞后且量产能力



不足，全球经济恢复仍存较大不确定性，政策

外溢效应和经济波动仍将持续加大，经济复苏

分化和不平衡态势将更趋明显，疫情冲击导致

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同时，国际分工加

速调整带动跨境贸易投资与产业格局变化，我

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 

国内经济复苏态势仍需巩固。当前，我国

经济恢复势头良好，很多领域已经达到或超过

去年同期水平。居民就业总体稳定，11 月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已

超额完成全年目标。生产供给回归正常，11 月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0%，超过去年

同期水平。国内需求继续回暖，前 11 个月固定

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2.6%，11 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0%。同时，我国经济恢复

过程中仍面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潜在风险和

挑战依然较大。疫情使重点人群就业压力突出，

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恢复偏慢；小微企业恢复

相对滞后，经营仍面临市场拓展难、融资难、

人才吸引难、创新升级难等挑战；收入分配和

消费差距有所拉大，低收入群体下降更为明显；



金融风险有所累积，企业债、地方债违约风险

上升，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仍需进一步巩固。 

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做好明

年经济工作，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

严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巩固经济持续向好势

头，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宏

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不

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

维持一定新增专项债务规模，增强国家重大战

略任务财力保障，有序退出缓缴社保费等临时

性救助政策，优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采取措

施分类稳妥处置地方融资平台和国企债务风

险。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

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稳妥退出临时性阶段性政策，着力优化风险防

范处置机制，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

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

时，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

创新，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优化营商环



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高水平对外

开放，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  

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

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着眼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主动战略调整，是中国经济在新的历

史阶段下“育新机、开新局”的重要战略选择，

是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

战略部署。 

从发展阶段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进

入新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我国已经是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全球

大国发展阶段转换期的必然规律，是大国经济

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仍然突出，解决这些短板和梗阻问题，

关键在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必须

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 

从发展环境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

对内外环境变化、实现更加安全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外部压力不断增大，外部需求不



振，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部分西方国家

对我国打压遏制升级，全球治理体系加速重构，

外部循环带动作用进一步减弱。这要求我们必

须积极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统筹好发展与安

全的关系，构建内外平衡、循环互动的新发展

格局。 

从发展条件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

国发展基础和条件变化、重塑我国竞争新优势

的需要。近年来，我国要素禀赋条件发生深刻

变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优势逐步减弱，

创新瓶颈制约日益显现。这种条件下，我国必

须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的步伐，畅通

国内国际双循环，打破创新瓶颈，加快形成创

新型经济，重塑竞争新优势。 

会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好第

一步、见到新气象。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

具体要求，牢牢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

同时做好需求侧管理，着力抓实抓好八大任务，

确保抓出成效，并发挥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的牵引性作用。突出强调，强化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

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



新联合体。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和产业基础再造

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打牢基

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

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

消费购买的规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

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积

极扩大内需。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完善宏观经

济治理，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规范发

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开展种源“卡脖子”

技术攻关，规范耕地占补平衡，建设国家粮食

安全产业带，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解决

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

序扩张，支持平台企业依法规范发展，加强平

台规制。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加快完

善长租房政策，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降低

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加

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

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积极主动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 

现代化新征程已经开启，“十四五”开局

即将迈出坚定第一步，我们必须适应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构

建新发展格局，齐心协力、开拓进取，扎实做

好各项经济工作，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

年。（陈昌盛 兰宗敏  作者分别系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