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大 特刊特刊

09201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薛迎辉 刘晓阳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我第一
次飞天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兴
奋；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首次当
选党代表的感受，也是两个字——
神圣。”18 日早晨 7 时 30 分许，人
民大会堂从东门直通会场的一条
不足百米通道上，十九大代表、航
天员景海鹏向媒体说出自己的心
声。

此时，距离上午9时党的十九大
开幕还有一个多小时。会场门口，

人民大会堂一楼中央大厅北侧，“长
枪短炮”列阵的上百名中外媒体镜
头前，这条特别的通道格外引人注
目，包括景海鹏在内的19位党代表
依次驻足接受采访，近距离回应媒
体关切。

“在开党代会期间，开设‘党代
表通道’还是第一次。”通道主持人、
十九大新闻中心副主任张强开场介
绍，设立“党代表通道”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给媒体提供更多的平台，同

十九大党代表面对面交流。
据介绍，十九大期间，大会新闻

中心共安排三场“党代表通道”采访
活动，其中头两场分别为18日和19
日早晨 7时 30分至 8时 45分，最后
一场时间为大会闭幕会结束 30分
钟后。

党的十九大吸引了全球五大洲
超过3000名中外记者参与报道，聚
光灯背后是世界对中国未来发展动
向的高度关注，而“党代表通道”无疑

开启了一扇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
这是十九大上一道开放的风

景——
短短 1个多小时内，19位党代

表依次亮相。“蛟龙号”主驾驶、国家
海洋局深海潜航员唐嘉陵，中国花
样滑冰队总教练赵宏博，云南佤族
文化工作者杨娜，中央党校教授谢
春涛，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首席科
学家杜玉涛，中航工业西飞国航装
配工薛莹……来自不同行业的他们
全方位展现了党代表的风采。

“这条通道为媒体更深入了解
中国搭建了很好的平台，代表们回
答的问题向我们阐释了中国很多发
展理念和政策动向。”来自非洲的马
拉维国家广播公司记者朱玛·比特
丽丝对通道采访代表兴趣浓厚。

这是中国发展新理念面向世界
的生动诠释——

创新发展驱动未来增长。“五年
前，全球前五名的服务器企业里没
有一家中国企业；今天，全球前五名
里超过一半是中国企业。”浪潮集团
首席科学家王恩东代表说，中国企
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进一步领跑
全球，关键靠的是创新。

协调发展治理区域失衡。“当年
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今天
我坐飞机来北京。”新疆阿克苏地区
阿瓦提县县委副书记吾布力喀斯
木·买吐送代表说，五年来他的家乡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过上了
美好幸福的生活。

绿色发展推动生态和谐。“生态
是安吉的特色，绿色是安吉的底
色。”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县委书记
沈铭权代表说，他们将坚定不移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道
路，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开放发展实现内外联动。“原来

GE（通用电气）是全世界都学习的
榜样，现在我们把‘人单合一’模式
输出到GEA（通用电气家电）。”连续
六届参加党代会的海尔集团董事局
主席张瑞敏代表说，2016年海尔以
50多亿美元兼并了GEA，不仅在企
业实力上赶超外企，还输出了“人单
合一”的创新管理模式。

共享发展促进公平正义。“过去
有些病人因条件不允许，难产死在
家里。现在医生都到家里来看病，
这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西
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次
仁巴珍代表带来了藏区人民的心
声：“现在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我
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幸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说，
要了解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
党。走上“党代表通道”的代表大多
来自基层一线，由他们现身说法，通
过中外媒体向世界讲述中国共产党
的成就和故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面对世界的关切，越来越善于沟通、
越来越开放自信。

十九大时间已经开启，世界的
目光聚焦中国。

“未来‘蛟龙号’世界级探索船
将下潜……我们为海洋科学调查、
海洋科学服务的技术保障能力将有
重大提高。”

“我希望未来世界上越来越多
的国家都能够享受到中国制造的

‘复兴号’带来的幸福。”
“历史无法选择，但是现在可以

把握，未来可以开创。”
……
这是站在通道上的党代表面向

未来的自信宣言，这宣言背后彰显
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本报记者 陈慧

10月 18日上午，新蔡县李桥回
族镇狮子口村的会议室里，驻村工作
队员、村委会成员和村民聚集在一
起，聆听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开
幕会上所作的报告。他们听得认真，
记得仔细。

原玉荣是驻狮子口村第一书记，
她说：“听了报告，我们都很激动、很
振奋，干活的劲头更足了。”原玉荣介
绍，狮子口村 2016年脱贫 55户 219
人，今年将脱贫20户 41人。“我们要
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有活干、有
钱挣，没有劳动能力的有保障。只要
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定能打赢脱贫攻

坚战。”
狮子口村南边建有三个标准化

厂房，服装厂、藤编厂、订书针厂，一
字排开，这里是该村的产业扶贫车
间。像这样的标准化厂房，新蔡县已
经建了 70个，引进了 66个藤编、玩
具、汽车坐垫加工等劳动密集型项
目，带动5000余名贫困劳动力就业。

扶贫车间对贫困村全覆盖是该
县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方面要做到
的“五个全覆盖”之一，其他四个分别
是产业扶贫项目全覆盖、金融扶贫全
覆盖、光伏扶贫全覆盖、公益性岗位
和引导务工全覆盖。现在，新蔡县乡
乡有脱贫产业、村村有增收项目、户
户有增收渠道。

新蔡县的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
“硬骨头”、攻坚拔寨的阶段。新蔡
县委副书记、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组长于晓征说：“报告更加坚定了我
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与信心。
我们一定要以报告精神为指引，坚
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干干实，
脱真贫、真脱贫，如期完成脱贫摘帽
任务，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③3

“党代表通道”首次亮相 展现开放自信中国

“五个全覆盖”助脱贫

山茶树开出“致富花”

让村民过上幸福日子

李寨村的笑声
□本报记者 李若凡

10月 18日早晨，记者来到新县
周河乡熊湾村，看到了笼罩在雨雾中
成片的山茶林。

“我们村位于‘中原油茶第一乡’
周河乡西北部，有 6000 亩山茶林。
虽然景色宜人，自然环境也非常适合
山茶树生长，但由于亩产低、回报周期
长等原因，山茶花儿开了又谢，藏在
深闺无人问津。”正准备收看十九大
开幕会的熊湾村第一书记石波向记
者介绍道。

2015年，该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72户 577人。“要实现精准脱贫，选
准产业是基础。”石波说。

立足资源优势、瞄准油茶产业、

围绕“山”字做文章，羚锐集团绿达资
源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模式，在熊湾村成立绿达油茶农
民专业合作社。贫困户以山茶林作为
资源入股到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
成立专业队，对低产油茶园进行改造。

“家里虽有30余亩山茶林，但是
产量不高，每亩仅赚600元左右。后
来，我把山茶林流转给合作社，享受
到了公司分红和就近务工等多方面
的扶助。”贫困户熊学兵说。目前，他
已实现脱贫。

“流转后的茶树林交由农民管理、
改造，贫困户可获取务工报酬。改造后
的茶树林，油茶产量由原来的每亩7.5
公斤提高到15至 30公斤，每亩增收
750元。加上地里的其他收入，按照人

均5亩地计算，仅茶树一项，人均年增
收 4250 元。”合作社理事长熊国勇
说，合作社每年还以高出同等市场价
的方式收购山茶果、山茶籽，解除了群
众的后顾之忧。

据悉，羚锐集团已在周河乡11个
行政村设立了油茶服务站，大力推进
油茶低产园改造。目前，羚锐集团与
当地贫困户799户、贫困人口2523人
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计划到2030年
新县油茶种植面积由现在的30万亩
发展到70万亩。

“来年春天，我计划重建我家的石
头房。待到山茶花开满山时，欢迎你
们来我家做客，爬山赏花，尝一尝我们
的油茶饭。”熊学兵规划着他的“幸福
生活”，高兴地邀请我们。③7

□本报记者 刘红涛

“聆听了习近平同志作的报告，
深感振奋，备受鼓舞。”10月 18日，
舞阳县吴城镇北高村组织党员干部
一起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会，村党
支部书记高景红激动地对记者说，
习近平同志作的报告鼓舞人心，振
奋精神，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
村民过上幸福日子。

作为今年全省 4 个要脱贫摘
帽的贫困县之一，舞阳县两天前刚
刚召开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誓师
大会。“脱贫攻坚已到冲刺阶段，
村里已经签下责任书、立下军令
状。”高景红表示，工作重心要进

一步向脱贫攻坚倾斜，补短板抓落
实，确保圆满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
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
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已担任 15年村党支部书记的高景
红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名基层党
支部书记，深感责任在肩，要坚持精
准扶贫，落实各项扶贫政策，让贫困
群众脱真贫、真脱贫。

“习近平同志作的报告，为脱贫
攻坚工作指引了方向，更坚定了我
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
北高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国辉说，目
前全村还有贫困人口19户28人，针

对老弱病残贫困户，下一步要协调
项目资金，实施危房改造、院落整
治、添置家具等，让贫困户切切实实
得到实惠。

为确保如期实现脱贫，高景红
介绍，北高村抓好政策保障和增收
帮扶两个方面的落实，一方面让贫
困户享受到应享受的扶贫政策，另
一方面增加了贫困户的收入，实现
了稳定增收。

“目前全村贫困户已实现到户
增收资金收益全覆盖、光伏发电全
覆盖、金融扶贫全覆盖。”高景红说，
下一步将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持续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让老百姓过上
富裕幸福生活。③6

十九大时光

□本报记者 李运海

10月 18日上午，沈丘县冯营乡
李寨村的党员和群众聚集到村委
会，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盛况。

李寨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
村。2012年，李士强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后，先后筹措资金 9000 多万
元，流转全村土地近3000亩，成立7
个专业合作社，走出了一条“产业进
村、项目引领”的精准扶贫之路。如
今，村民的人均收入从 2012 年的
2700元增长到 2016年的 8865元，
贫困户也由208户减少到30户。

18日当天，记者没在村委会见
到李士强，他去青岛参加一个肉牛
品种推介会。电话里，李士强说，

“我在青岛这边认真收看了开幕会，
听了习近平同志作的报告后，很激
动，也很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我通过
产业发展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的信
心和决心。”

和乡亲们一起聆听完报告，驻村
第一书记王海峰笑着说：“习近平同
志讲要‘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
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
得感’。我相信未来农村会有更大的
发展，农民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致富带头人李平亮笑了。他原
来在外打工，后来回村流转了 165
亩土地种植大棚西瓜，吸收98名贫
困人口务工，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
人。他说：“报告说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 30 年，给我们吃了颗定心

丸。我计划继续扩大土地流
转面积，带领更多贫困户
脱贫致富。”

贫困户李廷
仁 也 笑 了 。
他因病
致 贫 ，
想养羊
脱 贫 ，
李士强便
资 助 他 8
只 槐 山 羊 。
如 今 ，他 养
的羊已经发展
到 20 只 ，今 年
的 收 入 将 达 2 万
元。③3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我
第一次飞天的感受，就是两个
字——兴奋；如果用一个词来
形容我首次当选党代表的感
受，也是两个字——神圣。”

——十九大代表、航天员景海鹏

党代表通道

扛起千钧重担 确保如期脱贫

在开党代会期间，开设
‘党代表通道’还是第一次。
目的就是希望能给媒体提供
更多的平台，同十九大党代表
面对面交流。”

——通道主持人、十九大新闻中心
副主任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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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开幕会前，部分党代表接
受采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