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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十九大新闻中心集体采访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0 日电
十九大新闻中心 20日就“文化发
展开创新局面”主题举行集体采
访，邀请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
长刘玉珠，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
究所所长宋宝珍，中央电视台驻北
京记者站站长王小节，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西亚非地区广播中心主任
夏勇敏等党代表现场回答中外记
者提问。

针对文化领域对外资的准入
条件是否将进一步放宽的问题，刘
玉珠表示，文化交流一方面是政府
间的，但更重要的还要靠市场、靠
产品和服务的交流。目前，中国文
化领域已全面向世界开放，开放使
大家彼此更熟悉、更了解，误会越
少，合作发展的机会就越大。

在回答文艺界如何创作出既具
备思想性又让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这一问题时，宋宝珍说，在指导思想
上，必须坚定地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正确的创作导向；在内容上，文艺工

作者要从时代生活的大江大河里捞
取最有质量的生活素材并进行加
工，讲好中国故事，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内容与形式还需要完美
结合，实现从文艺“高原”向文艺“高
峰”迈进。

自媒体与传统媒体并存的时
代，如何提高文化传播效果？王小节
说，时代在变化，但好的新闻作品永
远受欢迎。好的节目应该既有筋骨
又有温度又要弘扬正气，做到这三点
就应该会有好的收视率和点击量。

如何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推动
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夏
勇敏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
在于心相通”，这里的心相通就是文
化的相通，走出去就是跨文化交流。
比如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
为什么能在非洲引起关注？一是使
用斯瓦希里语进行翻译，扫除了语言
障碍；二是电视剧涉及的社会话题很
容易在非洲观众中引起共鸣；三是和
当地电视台合作，受众广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

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

十年。对亿万农民来说，这是一颗

“定心丸”；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而言，这是一粒“活络丹”。

习近平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

州省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指出，确

定三十年时间，是同我们实现强国

目标的时间点相契合的。到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再研

究新的土地政策。我们党的土地

政策是长期稳定的。

再延长三十年，稳定了农民在自

己土地上深耕的心。土地是农民的

命根子,是农民生活最基本的保障，

事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再延长三十年”的承诺，让土地

的各种承包者和经营主体可以放心

地加大在土地上的投入，甩开膀子干

下去。

再延长三十年，稳定了农民安

心外出务工的心。虽然脱离土地，

出走他乡，但回望故土，仍有一方田

园可以守候。对 2.82 亿农民工来

说，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依然是他

们的心理依托。长期稳定的土地政

策，既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可以

安心在城里放手打拼，也让返乡创

业、依托承包土地在乡村振兴战略

中一展身手，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

选项。

再延长三十年，是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活络丹”。稳定土

地承包权，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更“活”。完善农村土地“三

权”分置，从承包权中分离出可以

流转、抵押、贷款的经营权，可以使

农村土地变为活资本，让农民可以

创造性生产、创造性劳动、创造性

发展，不断增加财产性收

入，这将进一步增强农村

经济发展活力，让广袤

农村变成更加充满

希望的田野。（新华
社 北 京 10 月
20日电）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
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
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海外人士纷纷表示，中国共产
党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印证了这一
选择的正确性，并给世界上那些既
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
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立足基本国情
开创特色之路

沿着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用几十年时间
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

程。这些辉煌的发展成就不仅让中国
民众受益，也让海外人士赞叹不已。

希腊外长科恰斯说，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
人民摆脱贫困，为建设繁荣、现代、开
放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泰国国家发展行政学院国际问
题专家李仁良说，在中共领导下，中
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奇
迹般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印证
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

厄瓜多尔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
运动第二副主席里卡多·帕蒂尼奥
说，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表述高度认同。

贡献中国智慧
发展惠及世界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资深国际
编辑尼娜·罗曼诺娃认为，中国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和新实

践对全世界来说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

芬·佩里认为，实现世界和平的唯一途
径就是实现共同繁荣，“我认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指的就是共同繁荣”。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政治
研究和预测中心主任维诺格拉多夫
说：“中国的成功和历史经验，使其
有理由为世界提供以合作共赢为基
础的中国方案。中国对许多国家来
说是鼓舞人心的榜样。”

委内瑞拉发展和新兴经济高
级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娜·塔拉松
认为，中国走的路，是全新的现代化
之路，是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和平发
展之路。中国还提出亚投行、“一带
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和倡议以及
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
念，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方
案，展现了中国独特的外交魅力和
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好节目要有筋骨有温度
要弘扬正气

“再延长三十年”是“定心丸”

把握中国发展特点 坚持中国特色之路
——海外人士称赞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新华社发

“漫”话民生

新华时评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十九大新闻中心20日就“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主题举行集体采
访。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
刚，浪潮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恩东，陕西省委科技工委
书记、省科技厅厅长卢建军，南昌大
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江风益等十九
大代表接受中外媒体采访。

在阐释如何做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这篇“大文章”时，王志刚
说，首先要有顶层设计。二是以创
新驱动发展，以改革驱动创新。三
是统筹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以及高新
技术产业化，使产业竞争力、经济
发展的综合实力都有更大提高。
下一步将围绕激发人的积极性开
展工作，为科研人员创造公平、公
正、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生态系统。

在回应关于中国服务器在全球

的竞争力问题时，王恩东说，服务器
是信息化的重大装备。5年前，全
球前五的服务器企业中没有中国
的，现在一半以上是中国企业。中
国服务器产业实现了从跟随到并行
再到领先的跨越式发展。

科技创新，如何真正激发人才
的原动力？卢建军表示，科技创新
的第一要素就是科技人才，政府要
做的是最大限度地激励科技人员创
新，充分尊重科技人员创新，营造一
个良好的、适合科技创新的环境。

距离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
还有3年，如何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江风益说，如果从基础研究
开始做技术创新工作，3年之内要
想做到应用不太可能。但如果以企
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进
行深度融合，在3年之内可望做出
一些新技术，搞出一些新应用，从而
驱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关注“文化发展开创新局面”主题

科技创新的第一要素是科技人才

关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题

中共十九大成为
国际媒体关注热点

10月1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
璀璨星辉之下，汇聚全世界的目

光，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
员会向党的十九大作报告。

聆听着报告，裴春亮代表心潮澎
湃。他看到，习近平同志所站的讲台
不摆鲜花，周围不设绿植。“简朴中透
出震撼人心的力量，这就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带头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促进党风政风转
变的生动注脚。”

细节之处，可窥气象万千。

节俭朴素践初心

“出发时没有迎送，驻地没有挂
条幅，会场没有摆鲜花，这次到北京
开会，一路上都能感受到简朴的会
风，让我觉得更加亲切、自然。”十九
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

党总支书记裴春亮说，党的十九大给
全国节俭办会树立了良好榜样。

在北京会议中心，走进代表们的
房间，记者看到房间内没有配备一次
性用品，取而代之的是可以重复使用
的牙刷、梳子等。

在参加分组讨论时，十九大代表、
山东省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社区党委
书记王传喜注意到，桌上摆放的铅笔上
印着一行小字：“100%废旧报纸制造”。

“笔、纸张都是绿色环保的，会场
还提供了一些公用的办公用品，如胶
水、订书机等。整个会场没有摆放鲜
花、绿植。一日三餐都是在驻地吃自
助餐，既合口味又很简单，保质保量
也不浪费。”王传喜代表感言。

简朴之风，也体现在会场之外。
会务工作人员介绍，来京报到

时，代表团乘坐的都是普通航班、普
通列车车次，享受的是与其他旅客同

样标准的服务，有的代表团集体乘坐
汽车抵达驻地；会务用车来自社会租
用，车辆数量进行了大幅压缩，各代
表团之间调剂使用用车。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艰苦朴
素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勤俭节约是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央党史研究
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黄一兵代表说。

求真务实聚党心

做“减法”的是形式，做“加法”的
是内容。

“这次大会安排紧凑，会议期间
要求严格，严禁无关人员往来驻地，
避免了各种外界干扰。”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科技处处
长郝朝运代表说，这些安排使大家能
全身心投入到大会中，专心讨论审
议，交流学习体会，收获很多。

十九大代表、中林集团歙县披云
山庄有限公司大堂领班晏文娟随身携
带的两个笔记本里，已经记得满满当
当。“这几天，我反复学习十九大报告
和会议文件，跟其他代表讨论，记思考
体会、写发言提纲。”晏文娟代表说。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代表们聚精会神，深入讨论，
发出更多“好声音”。

张彦代表是来自上港集团的一
名桥吊司机，他的出席证号是 0552
号。他格外珍惜自己的发言机会，熬
夜认真准备了发言稿。“在我们上海
团开放日的讨论中，大家发言前都报
出自己的出席证号。我深深感到，每
个号码都不简单，它有千钧重，代表
着人民的分量。”

清风正气赢民心

会风折射作风，作风事关党风。
从会内到会外，十九大会风得到

了社会各界和海内外的纷纷点赞。
中青网特约评论员认为，十九大

节俭办会，精简了形式，突出了内容，
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在实处。

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多家海外媒
体也纷纷刊文，关注中共十九大节俭务
实办会的情况，指出这与习近平当选
总书记后开始实施的严格党纪相一致。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风成于
上，俗化于下。良好的党风，必将带
动全社会风清气正，让我们党赢得人
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凝聚起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强大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践初心 聚党心 赢民心
——从十九大简朴务实会风看党风新气象

节俭朴素的会场、

专注深入的研读、热烈

生动的讨论……正在召

开的党的十九大上，简

朴会风处处可感，务实

场景时时闪现，严明会

纪一以贯之，清新之风

扑面而来。

资料来源：新华社

● 10月18日0时至20日12时

据对39家国际主流媒体的不完全统计
这些媒体发表相关英文报道逾400篇

● 近10天来

120多家最具影响力的境外新闻网站的
相关报道量及转载量近6000篇次

10月 20日，工作人员正在布置河南代表团会场。一瓶水、一张纸、两支
笔，会场布置简洁朴素。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10月19日，许昌市老干部大学学员李保华（左一）向大家展示她创作的“欢庆十九大”剪纸作品，表达了对党的
祝福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⑨6 牛书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