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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下午，出席党的十九大的河南代表团讨论十九大报告。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屈芳 刘勰）
10 月 18日下午，出席党的十九大的
河南代表团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上关
于党的十九大报告起草工作的说明，
认真讨论审议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
孟建柱、王家瑞同志参加讨论。谢伏瞻
主持并发言，陈润儿、叶冬松发言。

孟建柱同志在讨论发言时说，
习近平同志所作的报告，内容丰富、
博大精深，具有非凡的战略高度、鲜
明的理论深度和强大的真理力量，是
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指南，是指导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
这是一个登高望远、谋篇布局、举旗
定向的好报告，明确回答了新时代举
什么旗、实现什么目标等重大问题，通
篇闪耀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
辉。这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好报告，既有很强
的思想性政治性，又紧密结合改革发
展实际、很接地气，进一步丰富了党的
理论创新成果，是具有时代意义的马克
思主义文献。这是一个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牢记使命的好报告，充满着非凡
的政治勇气、强烈的政治担当，充分体
现和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呼唤和期
盼。报告最显著的特点是站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不忘
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具有很强的
继承性、创新性、时代性。最重大的贡
献是科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
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是前
进的灯塔。最突出的亮点是深刻回答
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全局性方向性问题，明确了党和国
家未来发展的根本任务、战略安排。学
习十九大精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起
来，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恢宏新篇
章。五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发展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河南同全国一
样，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希望你们趁着十九大的东风，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不断开拓发展新境
界，让中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进程中更加出彩。

谢伏瞻在主持河南团审议时说，
习近平同志作的报告，深入总结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
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阐明了未来
相当长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大政方针
和战略部署，科学概括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涵，向全党发出了踏上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动员令。
报告高屋建瓴、总揽全局，主题突出、
旗帜鲜明，思想深刻、部署全面，鼓舞
人心、催人奋进，是充分发扬民主、集
中全党智慧的结晶，通篇闪耀着马克
思主义思想光辉和真理光芒，具有很
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创新性、指导
性。希望各位代表认真学习、全面把
握报告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和重大
判断举措，深刻认识、深入领会报告
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内涵，着眼于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着眼于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开动脑
筋、认真讨论，努力为修改好完善好
十九大报告贡献自己的力量。孟建柱
同志作为河南团代表既对我们学习
领会报告作了一个很好的辅导，也为
我们做好工作给予了有力推动。我
们要学习好领会好讲话精神，更好地
推动十九大精神在河南贯彻落实。

谢伏瞻在发言时说，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准确标定了我国
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历史意义、时代意义、世界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确
保我们党长期执政，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我
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必须始终坚定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要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深入学习贯彻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
移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紧紧围
绕新的奋斗目标，奋力推进决胜全面
小康、建设现代化新河南、让中原更
加出彩的事业。

陈润儿在发言时说，习近平同志
所作的报告，举旗定向、引领未来，继
往开来、与时俱进，汇聚力量、催人奋
进。报告通篇贯穿着坚定的信念追
求、崇高的使命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担
当，是我们党迈向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行动纲
领和前进号角。报告深刻阐述了新
时代的伟大意义和历史方位，为夺
取新胜利汇聚了磅礴力量；深刻阐
述了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
标，为夺取新胜利作出了战略部署；
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基本方略，为
夺取新胜利指明了前进方向；深刻
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基本要
求，为夺取新胜利提供了坚强保
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报
告，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时刻做到心有党中央、心向
党中央、心为党中央，以党的旗帜为
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主
张为主张，开启新征程、创造新辉煌。

叶冬松在发言时说，习近平同志
所作的报告，总揽全局、立意高远、思

想深邃、内涵丰富，谈成绩振奋人心、
讲形势发人深省、指方向催人奋进，
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
新成果。报告提出要推动协商民主
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对政协发挥
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按照中
央和省委部署，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扎实推进民
主协商，有序开展民主监督，充分发
扬团结民主，努力汇聚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任克礼在发言时说，习近平同志
作的报告，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制
定了战略、提供了科学思想方法。进
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要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
发力，作风建设求真务实，提倡讲真
话、说实话；优化干部队伍结构，重视
基层干部培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集中力量破解发展难题。

在下午的讨论中，代表们踊跃发
言、气氛热烈。许甘露、凌解放等代
表先后发言，代表们一致认为习近平
同志所作的报告是一个高举伟大旗
帜、彰显历史使命的好报告，是一个
描绘宏伟蓝图、凝聚党心民心的好报
告，是一个极富理论创见、闪耀真理
光芒的好报告，大家一致赞成、坚决
拥护这个报告。③7

河南代表团讨论审议十九大报告
孟建柱、王家瑞参加讨论

谢伏瞻主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这是注定载入史册的
时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10 月 18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向世界
郑重宣示。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更加高扬。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前景更加光明。

一个重大判断——“经
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
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方位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十八大以来，世界格局深刻调
整，中国发展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党
必须回答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坚持和
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迎难而上，开拓进取。
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作出
有力回答——

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
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
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
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
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
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
理论创新成果——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基本方略统领下，明确了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明
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战略布局……

一个深刻认识——在
“变”与“不变”的辩证中牢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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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把握好“变”与“不变”辩证关系，中国
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更加光明。

变化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十九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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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变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
历史阶段——

从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坐标看，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从中国在世界所处的空间坐标
看，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

国际地位没有变。
两个“没有变”指明了我们前进

的方向。
十九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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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
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一个光明前景——“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
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继
往开来中推进。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提出“三
步走”战略目标。在解决人民温饱问

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
两个目标提前实现的基础上，我们党
又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从现在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这一关键时期即将到来之际，
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作出新的战略安排——

第一个阶段，从 2020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
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新的图景，需要新的奋斗。
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坚持新发展理
念到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从坚持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到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发展永无止境，奋斗未有穷期。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
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突破利益固
化藩篱、应对复杂环境……离宏伟目
标越近,越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必须不断攻克新的问题和难关。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一个有着 8900多万名党员的大

党，一个领导着13亿多人民进行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
党，要怎样保持创造力、凝聚力、战斗
力，夯实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

“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
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 进 程 中 始 终 成 为 坚 强 领 导 核
心”……十九大报告作出庄严宣誓。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
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党的坚强领导和顽强奋
斗，必将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
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奋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从党的十九大看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这是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这是一次掌声如
潮的盛会。

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巍峨壮
丽。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共同迎来一个历史
性时刻的到来——

上午9时整，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习近平同志健步走向报告席，代表第十八届
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洪亮的声音，响彻万人大礼堂，传遍寰宇。
近3个半小时的报告过程中，会场响起了七

十余次热烈的掌声。
掌声，为历史性变革成就而起——
五年砥砺奋进，五年攻坚克难。
从掀起人类历史上规模宏大的扶贫决战，到

勇于担当铁腕反腐从严治党；从改革破除藩篱痼
疾，到重拳出击生态问责；从奋力推动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到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生根……

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深层次、根本性的变
革，令人自豪与振奋。

这历史性的变革成就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影
响着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中华民族复
兴伟业站到新的起点上。

掌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旗帜的高扬而起——

旗帜指引方向，旗帜昭示使命。
96年前，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的红船起航，经

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39年前，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历史性转折，吹

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号角……
今天，中国共产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引领民族复兴的航船劈波
斩浪，向着梦想进军……

有70多年党龄、参加过六次党代会的十九大
代表赵志浩对亲身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感到非常激动：“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新
时代我们要继续奋力向前，夺取新的胜利！”

掌声，为美好生活未来的憧憬而起——
百年奋斗，百年牺牲，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

继，无数共产党人义无反顾。
百年期盼，百年梦圆，中华民族正以更加昂

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人民谋幸福——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初心。
五年的奋斗，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
68页、3万多字的报告，处处闪烁着顺应人

民对美好生活新向往的执着追求。
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到加强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到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从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到建设美丽中国……

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共产党人的
不懈努力深深地镌刻在神州大地，留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黄河之滨、吕梁山下的龙门村，曾经一片贫瘠，受益于党的扶贫政策，
如今已建成生态优美、共同富裕的“全国十佳小康村”。村党委书记原贵生
代表说：“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憧憬的美好生活将越来越近，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将越走越好！”

掌声，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自信而起——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重拳出击，严惩腐败，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为之

一新。
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勇担历史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以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引领亿万人民踏上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

鲜活的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为我们实现
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十九大代表谭天星说。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一次次在万人大礼堂响起。
这掌声代表着党心、凝聚着民心。
这掌声浸透着自豪、传递着自信。
这掌声随着电波，回荡在神州广袤的大地上，回响在中华民族的五千

年的历史中，为过去，更为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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