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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大 特刊特刊··欢庆盛会欢庆盛会

●● ●● ●●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庞磊

“看了十九大开幕盛况，我们都很振奋，有强
大的祖国做后盾，儿子在外执勤，俺放心！”10月
21日，南阳市内乡县城关镇的孔令业满脸自豪地
告诉记者。

孔令业的儿子孔银侨，是某部队一名二级士
官，2015年加入了首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
营，并获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2016年，他再次
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执行维和任务。

“电影《战狼 2》，拍摄的就有他们执勤的地
方，他们也有战友牺牲在那里。”一边翻看着儿子
寄回来的照片，孔令业一边讲述着儿子的维和故
事。“儿子能站在万里之遥的南苏丹维和哨位上执
勤，我感到骄傲和自豪。他经常跟我们说，作为军
人就应该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就应该为了祖国繁
荣昌盛和世界和平而付出一切。”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儿子的安全时，孔令业说：
“不担心是假的，但是有国才有家，他们出去代表
的是国家的形象，展现的是我们国家的担当。这
些年来国家越来越强盛，我们小家的日子也越来
越好，能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值得！”

在期待儿子平安归来的同时，孔令业也对未
来充满信心:“这些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社会
保障制度越来越健全。十九大的召开，党和政府
一定会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福利，我们的生活一
定会蒸蒸日上！”③4

“有强大的祖国
做后盾，俺放心！”

□本报记者 孙欣

10月 21日，虽然是周六，史增辉的电话仍响
个不停，作为郑州市12338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
心的理事长，她正忙着联系相关单位，建立妇女儿
童维权服务站。

“党的十九大报告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特别
是有关依法治国和社会治理的内容，更让我激动
不已。报告为下一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也坚定
了我们继续开展公益事业的信心。”史增辉告诉记
者，妇女儿童维权服务站主要是为妇女儿童就近
提供法律帮助和心理教育服务，需要律师事务所、
心理咨询机构、学校等单位的支持和配合，只有大
家一起努力，服务站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史增辉是一名律师，对公益事业情有独钟。
她参加了“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支援
服务西藏墨竹工卡县，成为当地第一位执业律
师。援藏归来后，她组织成立了郑州市公益律师
团，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法律援助等活动。仅
2016年，她就举办了30多场法治教育讲座，办理
了多起法律援助案件。

“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
将竭尽全力开展法治宣传，为建设法治中国贡献
自己的力量。”史增辉说。③4

党的十九大举行记者招待会
介绍保障和改善民生情况

□桂从路

在矿渣上运土造田，把公路修到大山

之间……正在热映的电影《十八洞村》，取

材于一个湘西山村的脱贫事迹。过去 5年，

中国有 6000 多万人，如十八洞村村民一样

走出贫困。历史性的变革，刷新了中国的

面貌，也将中国的发展带到了下一个起点。

行进在新的水域，中国这艘巨轮将驶

向何方？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习近平

同志更高瞻远瞩地擘画了之后 30年的发展

蓝图，从 2020年到 2035年，“再奋斗十五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年到本

世纪中叶，“再奋斗十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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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

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

确 立 全 新 目

标，谋划战略安排，标定前进方向，十九大

开启的新征程，贯穿于新时代，凝聚着新思

想，展现着新使命，发出了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动员令。

目标如同灯塔，指引着航船扬帆破浪

的征程。在不同发展时期，我们党总能因

时而变、随事而制，制定伟大目标激励亿万

人共同奋斗。1982 年，十二大提出分两个

十年“两步走”，早已实现；1987 年，十三大

提出“三步走”，引领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

1997 年，十五大谋划“新三步走”，确定到

2010 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

的发展目标，锚定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

代化。抵达一个个曾经的目标，又向着下

一个目标出发，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奇

迹”震撼着世界。

今天，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时间表提前十五年，将第二个百年目

标升级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源于近 40 年来

GDP 年均 9%以上的速度增长，源于中国经

济稳居世界第二的体量，源于人民生活水

平的长足提升，源于各方面事业的根本进

步。这样的新目标、新征程，植根于时代变

化、着眼于人民需求，更彰显着当代共产党

人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忘初心的情怀、牢记

使命的责任。

推开新时代的大门，我们要踏上的新

征程，仍然山水迢迢，仍需闯关夺隘。人

们发现，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描述

中，有了“美丽”这一目标。而对于两个十

五年的愿景，也更多诸如“创新型国家”

“中华文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等 方 面 的 内 容 。 十 九 大 报 告 中 ，以 统 筹

“五大建设”、实施“七大战略”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以六个方面的目标描摹社会

主义现代化蓝图，以“五个关键词”“五个

文明”定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确定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精

神支柱、力量源泉和行动指南。可以说，

这次大会不仅开启了新征程，更铺就了一

条通往强国的道路。

中国的新目标，也给世界注入强大信

心。“没有其他国家能像中国那样，既有长

远发展规划，又有短期发展目标。”“中国的

制度优势，有利于激发活力并保持政策稳

定性和连续性。”不少西方学者这样解读

中国的成功密码。当很多国家在搞“拳击

赛”的时候，中国一棒接一棒地跑着历史

的“接力赛”，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以新思想引领

新征程，坚忍不拔、锲而不舍，以永不懈怠

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我们

脚下的路必然将通向无尽的未来，在一代

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中抵达更美好的明

天。③4

(来源：全国党媒公共平台)

沿着新征程 中国将走向何方
——十九大的中国“新声音”

党报融媒之窗·来自

为法治宣传竭尽全力

十九大特写

十九大开启的新征程，贯穿于新时代，凝聚着新思想，展
现着新使命，发出了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的动员令。

提
要

跟党说句心里话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 党的
十九大新闻中心22日上午举行第五场记者
招待会，十九大新闻发言人郭卫民邀请教
育部部长陈宝生、民政部部长黄树贤、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围绕“满足人民
新期待，保障改善民生”介绍情况，并回答
记者提问。

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陈宝生说，十八大以来，教育事业中
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
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4%；
人民对教育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不让一个
孩子因家庭困难而辍学的目标基本实现；
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四梁八柱的
框架已搭建起来。

在回答如何让孩子上好学的问题
时，陈宝生说，下一步，学前教育将继续
扩大普惠性资源，力争到 2020 年学前三
年毛入园率达到 85%，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提高到 80%左右；促进义务教育均
衡优质发展，化解“择校热”“大班额”；全
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到 2020 年高中阶
段毛入学率达到 90%；全面提高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质量，到 2020 年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达到50%。

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兜底保
障作用

黄树贤在回答脱贫攻坚中如何发挥社
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相关问题时说，要重
点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全面完善救助
保障制度。实施《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推
进“8+1”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全面建立
临时救助制度，全面推开重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
推进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
二是稳步提升救助保障水平。全国城市和
农村低保标准年均增长10.7%、16%，全国
农村特困人员集中和分散供养标准年均增
长13.7%、14.7%。全国农村低保标准低于
国家扶贫标准的县从2015年底的1521个
减少到目前的 72个。三是不断规范救助
保障管理，提高了救助对象识别的准确性
和制度的公平性。

保持就业总体稳定

尹蔚民说，十八大以来，我国就业状况
持续改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
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基本的支撑作用。在回
答如何保持就业总体稳定的问题时，尹蔚
民说，首先，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采
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这是最根本性的因
素。二是得益于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
展，“十三五”时期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大约拉动就业180万人左右。三是得益于

改革释放的红利，简政放权与“放管服”相
结合、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激发了社会和市
场活力，持续降低就业创业门槛。四是得
益于积极就业政策效应的发挥，现在每年
财政对就业的专项投入近千亿元。五是得
益于广大劳动者的积极参与。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

王蒙徽说，十八大以来，住房保

障成就显著，近8000万困难群众改善了居
住条件；房地产调控成效显现，房地产市场
总体保持稳定。在回答房地产下一步调控
目标时，王蒙徽说，将坚持调控目标不动
摇、力度不松劲，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特别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
住有所居。

开启健康中国建设新征程

李斌说，十八大以来，卫生与健康事业
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开启了健康中国建设
新征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大
阶段性成效，公共卫生整体实力再上新台
阶，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得到明显改善。

在回答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解决群众看
病就医相关问题时，李斌说，卫生与健康是
重大民生，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是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政治责任。我们以此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公立医院改革作为解决
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问题的关键环节。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当年杨水才推的是小板车，如今大伙儿开的
是小汽车，从‘推小车’到‘开小车’，就可以看出俺
村的变化有多大。”10月 22日，在许昌市建安区
桂村乡水道杨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德民指着农户
家门口停放的一辆辆汽车，话语里充满了自豪。

水道杨村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基层党员干
部的杰出代表杨水才的家乡。杨水才“小车不倒
只管推”，苦干加实干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曾影响
和教育了一代人。如今的水道杨村，旧貌换新颜：
一条条整洁平坦的水泥道路、一排排崭新的路灯、
一幢幢漂亮美观的小楼，使整个村庄犹如一幅美
丽的图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
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重中之重。”杨德民说，“乡村振兴战略让
我们信心倍增，我们要弘扬苦干加实干的精神，
把水道杨村建设成文明、美丽、幸福、和谐的新
农村。”③4

水道杨村

从“推小车”到“开小车”

下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儿童福利院，
社会爱心人士景凤英（左二）在陪孤残儿童
玩耍（2017年9月14日摄）。 新华社发

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