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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5日上午，中国北京。全
球目光聚焦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的首次亮相。

世界上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争
相介绍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记者见面会上
的重要讲话。

“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层将在新
时代呈现新气象”“中国将肩负起自
己的国际责任”等标题见诸各国媒
体。世界充满期待：中国共产党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将以何种方式实现
自己的宏伟目标、又将如何为世界和
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引领中国开启新征程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华灯璀璨。面

对500多名中外记者，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铿锵有力：“我坚信，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
以实现。”“我坚信，中国人民生活一
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全球关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的中国，期待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在引领中国开启新的征
程中，让中国梦与世界梦交相辉映。

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
富仲发来贺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同志
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我相信，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一定能完成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早
日胜利达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目标，进而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巴基斯坦冲突与安全研究所主席
阿克拉姆·扎齐说，中国共产党新一届
中央领导集体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
能够让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以及解
决世界性问题时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为世界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记者见面会上

说，我们将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

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惠及中国人民
和各国人民。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对世界经济
增长贡献率已超过百分之三十。彭
博社报道说，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
推动下，2017年全球经济也取得了
十年来最好表现。

世界期待，中国将通过自身发展
为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全球化提供
有力支持，促进全球经济更加开放，
更加繁荣。

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习近平，祝贺
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祝贺习近平再
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特朗普表示，
中共十九大举世瞩目，我也密切关注
习主席在会上发出的重要政策信息。

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在各国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记者见面会上提出的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
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的内容不断被提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正成为中
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指南。世界期待，
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
续秉承这一理念，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发挥更大作用。

印度尼西亚亚洲创新研究中心
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说，中国发展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人类历史上都堪
称奇迹。“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将对世界发展与
人类命运产生更持久更深远的影响。

埃及中国问题专家阿德尔·萨布
里说，期待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用卓越的战略眼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并与各国打造良好的
经济、文化合作关系。其中尤为重要
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多
位专家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港澳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为港澳发展明确了定
位、擘画了前景，有助港澳更好发挥
自身优势，同内地携手深化交流合
作，为特区发展找到新增长点，为国
家发展作出新贡献，共享民族复兴的
伟大机遇与荣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表
示，香港、澳门自回归以来，走上了与
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
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
的成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
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点出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
角区域合作等重点，体现中央通过发
展解决问题的理念。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将为港澳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

机会和利益，也有助于解决港澳社会
内在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田飞龙指出，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港澳
在国家发展蓝图中的定位，有助于港
澳更好地着眼发挥自身优势，加速与
内地互利合作，通过参与和助益区域
经济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从
而推动港澳经济转型升级，为解决好
社会内部问题找到出路。报告提出的
政策高瞻远瞩、清晰务实，为港澳发展
指明了正确方向，擘画了光明前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齐鹏飞指出，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将推动港澳与内地
合作站上更高的时代新起点。十九大
报告提出要“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
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这
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的真诚关心，
相信很快会得到具体落实。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一
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友好人士近
日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
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贺电中说，我
谨对您再次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表示衷心祝贺。面对严
峻的全球性挑战，我们必须继续开展
建设性的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
稳定。我希望同您一道，继续发展两
国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贺函
中说，衷心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
总书记。祝您在领导全世界最大政
党的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就，祝全体中
共党员团结一心，祝中国祥和昌盛。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贺电中表示，
祝愿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早
日实现中国梦，并为东北亚地区和世
界的和平与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埃及总统塞西在贺电中说，中国
共产党将您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宏伟思想写入党章，这充分
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对您的高度钦
佩和高度信任，这源自您所取得的成

就，以及您为造福中国人民、实现友
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富强稳定所
付出的不懈努力。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主席、
总统马杜罗在贺函中说，我们见证了
您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外交、军
事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未来五年
您将继续领导中国共产党，这预示着
中共将赢得新的辉煌胜利。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
夫在贺函中说，衷心祝贺您再次当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一
崇高职务。我们坚信，中共十九大确
定的近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一
定会实现。

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比拉瓦尔
在贺函中说，过去五年，阁下以高瞻
远瞩的战略视野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品质，领导中国在经济、社会和外交
领域取得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柬埔寨奉辛比克党主席诺罗敦·
拉那烈在贺函中说，中共十九大提出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将对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社
会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国际社会寄望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一些政党和国家领导人致电或致函

热烈祝贺习近平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十九大报告为港澳发展
明确定位擘画前景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6 日电 党
的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庹震26日在大会
新闻中心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邀请
中央纪委副书记肖培，中央政策研究
室常务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王晓晖，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党组书记、副主任袁曙宏，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
民，中央纪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组
组长、国资委党委委员江金权等有关
方面负责人，解读十九大报告并回答
记者关心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的
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
凡的五年。”袁曙宏说，“极不平凡”四
个字，说出了全党 8900多万党员、全
国13亿多人民深刻的感悟、无限的感
慨和无比的自豪。五年来我们党之所
以能推进历史性重大变革、取得历史
性重大成就，最根本的就在于我们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有习近平总书记
作为我们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军队
的统帅。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十九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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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溶
说，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报告的一大

亮点，贯穿报告全篇。新时代是从党
的十八大开启的。党的十九大确立了
新时代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时代党
的历史使命，描绘了新时代的宏伟蓝
图，作出了新时代的战略部署，明确了
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也发生了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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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大
论断有充分的依据，反映了我国社会
发展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发展的阶段
性要求，也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重点要求。

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大通过的党章
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王
晓晖认为，这是十九大的突出亮点和
重大历史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实
践和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
题，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主题。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构成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
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的主要创立
者是习近平同志。用他的名字命名这

一科学理论名副其实、当之无愧，这也
体现了我们党理论上的成熟和自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开辟了治
国理政新境界，开辟了管党治党新境
界。

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杨伟民说，
十九大明确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点。再过三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特别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
战”，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
十九大也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及其“两步走”战略安排。
2020年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实践主题将转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
全面就变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保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连
续性。同时，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
完整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时间表、路线图，把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使第二
个百年目标的表述更加完整。

谈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江金权说，
十九大报告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根据
新时代新要求，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
性认识，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原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方针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主线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布局是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
推进反腐败斗争；要求是提高党建工
作质量；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
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报告第一次把
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
局，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
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肖培说，十九
大报告 3.2 万字，这部分内容就占了
4100字，是报告的八分之一多，可见分
量之重。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一是紧紧围绕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二是把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化作自觉行动，驰而不息
抓好作风建设；三是全面加强纪律建
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四是以坚如
磐石的决心，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五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能力。全面从严
治党的根本目的，就是探索出一条党
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
效途径。

党的十九大新闻发言人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
有关方面负责人解读十九大报告

“这次来了很多记者朋友，许多是
远道而来。大家对会议作了大量、充
分的报道，引起了全世界广泛关注。”

10月 25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
总书记用暖人心扉的开场白，向记者
们表示衷心感谢。

党的十九大，是在中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大会，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3000多
名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报道。

见证盛会，记录辉煌。广大新闻
工作者以十九大报告为引领，全面准
确宣传报告提出的新论断、新特点、新
目标、新要求，客观公正反映中国发生
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隆重热烈、亮点频现、创意纷呈的新闻
报道，勾勒出中国共产党的时代风貌，
展示了中国开放自信的姿态，激扬起
当代中华儿女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

万众瞩目：中外媒体聚
焦“十九大蓝图”

10月 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全
国的目光向这里汇聚。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亿万人民通
过电视直播、门户网站、手机等各种渠
道，关注党的十九大开幕盛况，关注作
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
十九大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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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有力的
字句，标注时代方位、指明前进方向；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温暖人心的
话语，彰显中国共产党的胸怀与担当。

会场内，热烈的掌声不时响起。
会场外，人们几乎可以在第一时间从
各种终端看到图像、读到文字。从西
部边陲到东海之滨，从田间地头到城
市街巷，从工厂学校到营房哨所……
隆重热烈的现场画面，动人心弦的时
代强音，让举国上下涌动着巨大的关
切、喜悦与憧憬。

放眼世界，在脸谱、YouTube等社
交媒体平台同步推出的新华社有关
十九大的直播报道，吸引全球网友大量
点击。美国、南非、巴基斯坦、菲律宾等
国网友留言表示，期待中国在十九大
之后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红利”。

十九大开幕会结束不久，中外记者
在人民大会堂里的报告发放处排起长长
的队伍，领取十九大报告。不少人感慨，
这样一份“金句”频出、“干货”满满的报
告，做好解读报道必须“开足马力”。

党的十九大开幕以来，各地各级媒
体高度聚焦十九大报告，纷纷发表社
论、评论、特稿、专家访谈等重头文章，
全方位、多维度报道十九大报告的丰富

内容和创新理论，深入解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
质和丰富内涵。

这些分析精当、语言生动、把握到
位、内容权威的报道，在广大干部群众
中掀起了学习十九大报告的热潮。参
与十九大报道的新闻工作者们也表
示，能够站在历史舞台前沿，亲身见证
并报道这一历史性盛会，是我们的光
荣与自豪，要在记录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中，写下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篇章。

跟随盛会的脚步，世界进入“北京
时间”，全球媒体的聚光灯又一次对准
中国。

据对39家国际主流媒体的不完全
统计，18日零时至20日 12时，这些媒
体发表相关英文报道逾400篇。

报道数量上升的同时，国际媒体
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五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的辉煌成
就，关注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未来擘画
的美好蓝图，解读中国方案和中国智
慧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

开放自信：世界观察中
国的“十九大窗口”

10月 24日，十九大胜利闭幕后，
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北侧的“党代表
通道”第三场迎来21位党代表与媒体
见面。

为了给记者提供更多近距离接触
代表、采访代表的机会，十九大新闻中
心首次安排了“党代表通道”采访活
动。在这条不足百米的通道上，60名党
代表先后站在媒体的“长枪短炮”前，就
各种热点问题，与记者面对面交流。

接受采访时，“自信”“信心”是党
代表们回答中的“高频词”。自信，来
自实实在在的成就；信心，来自对前进
方向的明晰。

开放自信的姿态，不仅仅体现在
“党代表通道”上，还充分展现在代表
团媒体开放日现场。

10月 18 日下午至 19日下午，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关、
中央金融系统、中央企业系统等34个
代表团讨论向中外媒体开放，共吸引
3200多人次境内外记者到现场采访。
采访记者的总人次与十八大相比，同
比增长约两成。

记者了解到，34个代表团均留出30
分钟以上时间回答记者提问，不少代表
团回答提问时间达1小时左右。记者们
提出的180多个问题，都得到了回答。

除了人民大会堂，设在梅地亚宾
馆的十九大新闻中心是记者们忙碌的
另一个“战场”。

10月 19日至 23日，5天累计6场
记者招待会、8场党代表集体采访，来
自17个部门的19位负责人以及39位
来自各领域的党代表应邀出席，回答
记者提问。十九大新闻中心为记者备
下的“新闻大餐”，不仅采访场次较以
往有所增加，采访内容的高“含金量”
也让媒体高度重视这些“超级公开

课”，派出多路记者及时跟进。
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首场记者

招待会在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邀请
中纪委和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回答记者
提问。这是历次党代会中，中纪委有
关负责人首次出席记者招待会。

记者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难得的
机会。“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被查处之前
一直获得升迁，是否意味着监管还存
在盲区或者漏洞？”“如何看待在全面
从严治党态势下某些地方出现的‘辞
职下海潮’？”……

面对一系列“热辣”“尖锐”的问
题，两位负责人有问必答，应对自如。
有外媒评价说，反腐工作和组织人事
工作是海外媒体最感兴趣的话题之
一，十九大首场记者招待会就安排了
这一主题，介绍的情况及对问题的回
应“有料”“解渴”，令人惊喜。

在很多记者眼中，十九大新闻中心
是“战场”，也是温暖的“记者之家”。首
次设立融媒体访谈室，首次开设新闻中
心微信公众号，首次开发境外记者报名
注册审核系统和采访代表申请审核系
统，准备了4万多份各种版本的资料图
书，每天提供近1000份茶歇餐点……
新闻中心的众多“第一次”以及热情周
到的服务，引来外国记者赞叹：“中国热
情地向世界敞开了客厅！”

前来中国采访十九大的境外记
者，还收到了一份实地感受中国五年
变化的“采访大礼包”。十九大新闻中
心在会前和会中设计了以北京中轴
线、基层党建、故宫、北京大兴机场建
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为主题的一系
列参观采访活动，不少线路的境外记
者报名情况异常“火爆”。

不仅让外国人采访中国，一批身
份特殊的外国人经由媒体报道，也进
入了观众视线。他们是参与十九大报
告译校工作的外籍语言专家。这是自
改革开放以来，首次邀请外籍专家参
与党代会报告外文版译校工作。

“十九大邀请外籍人士参与工作
报告的翻译和核校，是一种高度自信
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毫无隐瞒、公开
透明态度的体现。”阿拉伯文专家叶海
亚说。

3068名中外记者，其中港澳台记
者和外国媒体记者 1818 人……十九
大新闻报道堪称国际新闻界的盛会。
作为历史记录者的记者们，通过“满负
荷运转”的采访活动，感受中国共产党
的开放与自信。一篇篇报道、一段段
直播、一张张图片通过报纸、电视、广
播、网络等渠道传向全球，为世界打开
一扇了解真实中国的“窗户”。而一系
列即将举行的国际性论坛和智库交流
活动，也将进一步有效传播十九大声
音，彰显这一历史性盛会的国际意义
和世界影响。

守正出新：融合传播盛
宴共品“十九大味道”

10月 25日中午，新一届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首次集体亮相。各大主流
媒体的微博、微信、客户端第一时间推
出这一重磅资讯，迅速在人们的手机

“朋友圈”里“刷屏”。
有时效、有内涵、有“颜值”……

十九大期间，中央及地方各主要报刊、
电台、电视台、网站开设各类专栏、专
刊，并充分运用MV、VR、360度全景
等技术推出一系列融媒体产品，通过
传统报道方式与新媒体传播手段的协
同发力，增强宣传报道效果，拉近十九
大这一历史性盛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
距离。

采编出新出彩，真实记录历史，让
主旋律更响亮。

通过广大媒体精心采制的新闻
“盛宴”，人们不仅更好地观盛会、学报
告，还真切地看到了各地群众自发祝
贺十九大胜利召开的精神风貌，看到
了简朴务实会风中展现的党风新气
象，看到了更加开放自信屹立于世界
东方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充分
认识到十九大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
对世界都具有的重大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大召开前，各
级各地媒体以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新闻
报道，为大会的胜利召开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砥砺奋进的五年”主
题宣传，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鼓舞人心、振奋精
神。9月 25日，“砥砺奋进的五年”大
型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亮相。一个月
来，这场浓缩五年辉煌的展览，掀起公
众观展与媒体采访的热潮。

7月至 10月，《将改革进行到底》
《法治中国》《大国外交》《巡视利剑》
《强军》《辉煌中国》《不忘初心 继续前
进》七部大型电视专题片隆重推出。
这些专题片不落窠臼、不落俗套、引人
入胜，在传播党的声音、传播先进文
化、引领社会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当盛会开幕进入“倒计时”阶段，
“十九大时光”“十九大代表风采”专栏
通过各类新闻终端，与公众见面。全
国新闻战线派出多路记者奔赴大江南
北，记录时代风貌，讲述代表风采。这
些“接地气”“带露珠”的报道，用小切
口折射大主题，镜头画面、字里行间洋
溢着中华儿女对未来的憧憬与希冀。

报道入脑入心，纵情讴歌时代，让
正能量更强劲。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在收听收看
各类新闻报道后，纷纷通过网络留言
等方式，抒发最真挚朴实的情感：“党
的十九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
事要事喜事。我为中国共产党打call，
为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而骄傲自豪！”

“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伟大
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将是我的
奋斗目标。对祖国的未来，我充满信
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见证盛会 记录辉煌
——党的十九大新闻宣传报道亮点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