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质量协会党委书记、会长 贾福兴

从国际竞争维度深
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质
量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保
障。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每
一次质量领域变革创新都促
进了生产技术进步、增进了人
民生活品质。 ”随着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
前所未有的全球质量发展高
度融合与协作的时代已经到
来，质量正在成为国际竞争新
的战略支点。 从国际上看，美
国、欧洲等西方国家推行“再
工业化”“先进制造业” 等战
略， 以提升产业质量竞争力，
增强经济发展主动权和控制
力；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制定质
量提升计划，以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 从国内看，中国经过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快速转型升
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已经
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质量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
深刻变化，对基础性、原创性
的要求越来越高，质量强国事
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
遇期。

推动质量强国建设， 实现
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
个大局， 立足中国社会主要矛
盾的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 建设质量强国，把提高供给
质量体系作为主攻方向， 实现
国民经济各领域各环节的发展
质量之变， 是推动实现质量变
革的重要手段；建设质量强国，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 进而推动经济质量和效益
提升， 是推动实现效率变革的
重要举措；建设质量强国，将传
统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
是推动实现动力变革的有效路
径；建设质量强国，是适应新时
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

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刻
领悟高质量发展的科学
内涵

高质量发展揭示了中国经
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是解决
经济全面恢复过程中交织叠加
的新挑战、新矛盾、新问题的必
由之路，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近年来，习
近平总书记围绕为什么要推动
高质量发展、 什么是高质量发
展、 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问
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为我
们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的科学
内涵、 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提
供了根本遵循。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发展。 从基本遵循看，高
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
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
为普遍形态、 开放成为必由之
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
展， 是中国经济实现由大到强
的关键。

高质量发展是全局性、全
方位的发展。 从基本要求看，高
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
求， 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
面面的总要求； 不是只对经济
发达地区的要求， 而是所有地
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
是一时一事的要求， 而是必须
长期坚持的要求。 应该充分认
识到， 高质量发展是宏观和微
观均衡的发展， 是供给和需求
匹配的发展， 是目标和过程一
致的发展， 是公平和效率结合
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渐进性、系
统性的发展。 从基本途径看，高
质量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持
续演进的发展过程， 是从局部
到整体、 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
过程。 同时，高质量发展也是从
宏观到微观系统性的发展。 从
宏观层面理解， 高质量发展围
绕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迈向形
态更高级、功能更齐全、作用更
完整、结构更合理、分工更优化
的社会阶段；从产业层面理解，

高质量发展要立足世界发展变
化，遵循发展规律、竞争规律，
发挥高新技术的创新引领作
用，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
逐渐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从
企业经营层面理解， 高质量发
展包括一流竞争力、 先进的质
量管理理念与方法的推广、质
量的可靠性与持续创新， 以及
品牌竞争力等。

从服务大局角度深刻
认识新时代专业社会组
织的时代使命

社会组织是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 党中
央、 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社会
组织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各级党
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我
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 在促进
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
社会治理、 扩大对外交往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质量
协会伴随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
进程， 始终以振兴国家质量事
业为使命， 以服务国家经济社
会建设为己任， 积极推广先进
质量管理理念和方法， 扎实开
展质量提升活动， 积极创新质
量管理模式， 卓有成效地开展
了一系列质量管理提升活动，
并将这些尝试不断向全球范围
延伸， 积极参与全球各项质量

活动，传递中国质量声音，搭建
“一带一路”国际质量论坛、“全
球华人品质峰会” 等质量交流
协作平台， 推进全球质量领域
的开放创新、包容互惠。

当前，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新阶段， 经济全球化面临
新情况，社会组织面临新形势、
新任务， 中国质量协会将始终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服务
立会、人才兴会、依法治会、开
放办会”的发展方针，大力推进

“三型五力”发展战略，倡导用
全球质量治理的视野， 从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寻求全球质
量发展的最佳方案，打造以“互
学、互帮、互促、共进”为原则
的， 涵盖中国乃至全球的质量
治理体系， 努力整合全球先进
的质量管理经验， 推动全球质
量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科学化、前瞻化。

未来，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把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上来， 筑牢质量根
基，推动质量变革，全力推进质
量强国建设， 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质量支
撑， 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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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组织
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
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立
足理论和实践发展统一的现实判断，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

大屏幕播放短片《2022，有
我！》，再现运动员们奋勇拼搏、
激情飞扬的精彩瞬间。 随后，为
越野滑雪女子 30 公里集体出
发（自由技术）项目和越野滑雪
男子 50 公里集体出发（自由技
术）项目的获奖运动员颁奖。

一张张志愿者真诚的笑脸
在大屏幕上不断呈现。 新当选
的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
员代表全体运动员， 向 6 名志
愿者代表致敬， 表达对广大志
愿者的诚挚谢意。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开创了“向志愿者致敬”
这一环节， 并从此成为奥运会
闭幕式上的传统。 本届冬奥会
期间，数万名志愿者热情服务、
辛勤付出，赢得了普遍赞誉。

大屏幕播放国际奥委会短
片《信念的力量》，生动展现了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的奥林匹克精神。
盛会即将结束， 又到了分

别的时刻。 中国古人常折柳送
别，寄托思念之情。 365 名各行
各业、 不同年龄的普通人手捧
柳枝，汇聚在场地中央，代表一
年 365 天的思念。 白色的光束
从场地中央亮起， 形成一座光
的丰碑， 承托起主火炬“大雪
花”。 大屏幕播放短片《2022，有
我们！ 》，记录下冬奥会一个个
温暖人心的场景。

随后，举行了升希腊国旗、
奏希腊国歌仪式。

来自河北阜平山区的孩子
们再一次唱响奥林匹克会歌，奥
林匹克会旗在歌声中徐徐降下。

奥林匹克会旗交接仪式开
始。 北京市市长陈吉宁挥动五
环旗， 然后交给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 巴赫将会旗交给下届

冬奥会主办城市意大利米兰市
市长萨拉和科尔蒂纳丹佩佐市
市长盖迪纳。

现场奏响意大利国歌，升
起意大利国旗。 米兰市和科尔
蒂纳丹佩佐市带来了精彩的文
艺表演《双城璧合·聚力联辉》。

随后， 北京冬奥组委主席
蔡奇致辞说， 在这令人难忘的
16 个日子里， 来自世界各地的
运动健儿闪耀赛场， 展现体育
魅力，诠释了“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 的奥林匹克格
言。 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团结
协作，各媒体精心转播报道，向
全球呈现了北京冬奥会赛场内
外每个精彩瞬间。 感谢所有参
与、 支持和奉献北京冬奥会的
朋友们， 你们同样体现了冬奥
的精彩。“双奥之城”， 非凡冬
奥。 北京冬奥会开启了全球冰

雪运动新时代， 让我们记住这
段难忘的冬奥时光， 携手开创
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致辞。
他说，本届冬奥会奥运村独具匠
心，场馆令人叹为观止，组织工
作非凡卓越。我们要向北京冬奥
组委、中国政府部门以及我们在
中国的所有合作伙伴和朋友们
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这是一届真
正无与伦比的冬奥会，我们欢迎
中国成为冰雪运动大国。 最后，
巴赫宣布第二十四届冬奥会闭
幕，并号召全世界青年 4年后在
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相聚，参
加第二十五届冬奥会。

大屏幕播放短片《再见！ 一
起向未来！ 》，在本届冬奥会即
将结束的时刻， 定格下中国人
民同世界各地来宾依依惜别的
情谊。

21 时 35 分，2008 年北京
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的动人
歌声再次响起， 闪闪发光的奥
运五环从场地中央升起。 主火
炬“大雪花”缓缓落下，在纯洁
空灵的《雪花》歌声中，燃烧了
16 天的奥运之火渐渐熄灭。

盛大焰火腾空而起， 在体
育场上空呈现出五环形状、“天
下一家”中英文字样，歌声、掌
声、欢呼声响彻云霄，国家体育
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在京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
中央军委委员出席闭幕式。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负责
人等出席闭幕式。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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