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界代表

□本报记者 李红

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
人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全票
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企业
界代表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当选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充分体现
了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
高度统一。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同心同德，开拓进取，为推动新时
代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凝聚更
强力量、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一拖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剡水表示：“能
够亲自投下神圣的一票，亲眼见证
习近平主席全票当选，我的内心无
比激动。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农业农
村，对作为人口大省、粮食大省的河
南的发展寄予厚望。我们将牢记嘱
托，加快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实现
农业现代化，为河南转型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宣布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我和所
有人一样，情不自禁鼓起掌来，这充
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无愧为国家
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全国人
大代表、思念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伟说，“作为民营企业家，我们要
深刻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高度重视和
对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殷切期
望，进一步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准确
把握历史方位，弘扬企业家精神，坚
持实干兴企，强化使命担当，把党的
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国家
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是民心所
向、众望所归，他是我们最值得信
赖的掌舵者和领路人。”全国人大
代表、新怡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刚说，牢记总书记在河南视
察时的嘱托、让中原更加出彩，是
我们河南企业家的责任。我们将
牢记使命，在改善地方基础设施、
改变居民居住条件、增加就业岗位
及税收等方面作出贡献。

代表们纷纷表示，面向新时代，
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创新竞进、奋发有为，共筑中
国梦。③4

奋斗新时代
共筑中国梦

掌舵领路迈大步 乡村振兴信心足

●● ●● ●●●● ●● ●●

聚焦全国两会聚焦全国两会

04│ 2018年3月19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刘晓波 冯军福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本报讯 众望所归，民心所向。
2018年 3月17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与会的 2970名代表全
票赞成，代表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的共同心声。

在同一个时刻，通过各种媒体渠
道关注选举情况的我省各地广大干部
群众群情振奋、心潮澎湃，一致认为，
习近平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福祉，是
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高度
统一。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同心同德、开拓进取，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收看完会议直播，兰考县东坝头
乡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申学风难抑激动
之情。“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
向、掌舵领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这是一份人民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的民
生答卷。”申学风说，“四年前，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我们张庄村，在村委会举
行的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会上，我非常
幸运地坐在习总书记旁边。四年来，
我们张庄人牢记习总书记嘱托，甩掉
了世世代代难摘掉的‘穷帽子’。下一
步，我们要打响乡村旅游品牌、搞好生
态农业，让更多群众过上好日子。我
坚信，只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发扬焦裕禄精神，踏踏实实苦干，我们
就一定能在 2020年和全国人民同步
进入小康社会。”

“人心所向，人心所盼，众望所归！”
博爱县鸿昌街道党工委书记乔保龙激
动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砥砺奋进，开创了经济社会发展
新局面，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
质量不断改善。这一点，鸿昌街道的
乡亲们感受最深。乡村的环境越来越
美，发展越来越快，人心越来越齐，生
活越来越红火、越来越有奔头。

正在工地紧张施工的中铁十六局
集团有限公司豫机城际铁路项目总工
程师胡锦华和一线工人们，第一时间
在手机上收看了习近平当选的新闻。

“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下，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
好，这样的领袖我们衷心拥护！”胡锦
华表示，“我们先后参与了机场二期、
郑机城铁等重大工程的建设，当前，豫
机城铁的施工已进入关键阶段，作为
新郑机场和郑州南站两大交通枢纽的
重要连接线，这一工程是河南构建立
体交通枢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们将精心施工，以精品工程持续助力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完成党赋
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选举结果一公布，尉氏县张市镇
沈家村村委会里一片欢腾。“人民大会
堂激荡着习近平主席坚毅深厚宣誓的
声音，神州大地响彻着亿万人民对领
袖爱戴的掌声。过去的五年，习近平
总书记用实际行动为我们诠释了亲民
情怀和务实作风。四年前，习近平总
书记在我们沈家村视察时说，‘看到小
麦长势这么好，我和村里人一样感到
欣慰，用咱老乡的话说，今年的馍吃上

了’。”沈家村党支部书记石长锁说，
“下一步，俺们不仅要吃上好‘馍’，更
要让‘钱袋子’鼓起来。充分发挥好自
然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产业链条
长、就业岗位多、辐射带动大的产业，
让我们的土地‘生金’。”

宝丰县县长许红兵说，五年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刮骨疗
毒、壮士断腕的无畏勇气，以“打虎”“拍
蝇”“猎狐”的霹雳手段，以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坚定决心，让
人民群众深刻感受到了共产党人“不忘
初心”的政治情怀，使干部更加清正、政
府更加清廉、政治更加清明。习近平总
书记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赢得了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爱戴。作为基层
党员领导干部，我们要立政德、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决胜全面小
康、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
化新宝丰作出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严以律己、以身作
则和以上率下的崇高品质，彰显了他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坚强决心，我们
要以他为榜样，讲政德、树正气。”驻马
店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

李成宽说，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嘱托，坚决拥护国家机构改革，
扎牢制度笼子，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
定”精神，让人民感受着“不忘初心”的
政治情怀。

洛阳市涧西区南村社区党委书记
刘子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当选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全党之福、国家
之福、民族之福、人民之福，我们基层
干部群众坚决拥护、全心信任、真心支
持！他必将带领我们奔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明天！”刘子军说，作为一名
基层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榜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干好本
职工作，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把
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我们台前革命老区人民衷心拥
护习近平同志当选国家最高领导人！”
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表示，在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台前
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结合台前是河南省四个深度
贫困县之一的实际，打破常规谋赶超，

强化举措抓落实，突出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出得到人民认
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崭新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当选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让确山50多万老区人民
十分振奋。”确山县委书记路耕说，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国家、情系人民，视
察河南时更是留下了殷殷嘱托，这激
励着我们奋发有为、真抓实干，切实提
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不断升级县域
产业结构，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
让老区人民早日走上“康庄大道”。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事业，伟
大的事业呼唤坚强有力的掌舵者和领
路人。”西华县叶埠口乡岗赵村驻村第
一书记李文杰说，作为一名驻村干部，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始终做人民的勤务员，将人
民情怀根植心中，在“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上用真情、出实招，带领乡亲们
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为不断增强乡
亲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尽心竭力。③6
（记者 童浩麟 陈学桦 杨凌 张建新
杨晓东 田宜龙 王映 赵春喜）

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福祉
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拥护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3月17日，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代表们起立鼓掌。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刘勰 尚杰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全票
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河南
团全国人大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
来自生产一线的代表们一致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票当选，是历史的
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是党
心所向、民心所盼、众望所归，有利于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利于坚
持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有利于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实现党的
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筑牢了坚实
的政治根基和组织根基。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兽用药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田克恭说，
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心情无比
激动。这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人
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充分
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愿望和心声。新时代是奋斗者的
时代，奋斗者需要正确的前进方向，
需要人民信赖的领路人。我们坚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牢牢秉持发展是第一要

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的理念，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勤奋
钻研、锐意进取，在我国科技创新由
跟跑为主转向更多领域并跑、领跑
的进程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伟大的中国梦必将实现。

全国人大代表、中航锂电（洛
阳）有限公司电芯制造部精益三厂
工人邢京龙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
向、掌舵领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举世瞩目。“习近平
总书记在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强调
打好‘四张牌’，特别是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牌和创新驱动发展牌，为我们新
能源企业和技术工人指明了方向。
在今后工作中，我要继续钻研技术、
苦练本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落实
好总书记嘱托，为企业、为行业、为国
家出成绩、作贡献。”

大家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
斗。③6

□本报记者 刘亚辉 李点

3月 17日，习近平当选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让河南团的民
主党派代表深感振奋。大家一致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
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面对新时
代新要求新任务，各民主党派成员
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充分发挥自身特色
和优势，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河南省委
主委龚立群表示，习近平当选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标志着党和
国家在新时代凝聚全党、团结人
民，战胜挑战、破浪前进有了坚强
有力的领导核心。民建河南省委
要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自觉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自
觉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切实承担起“好参谋、好帮
手、好同事”的责任，深入开展“不
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
活动，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和水
平，做好参政议政工作，推动中共
十九大和全国两会重大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努力实现新时代新作
为。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河南
省委常务副主委孙运锋说，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充分反
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包括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的共同愿望和心声。河南九三学
社全体社员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
围，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积
极出主意、当参谋、做实事，发挥好
九三学社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
的重要作用，担负起新时代赋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
的历史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河南省
委专职副主委司富春说，习近平当
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对
我们巨大的鼓舞。致公党河南党
员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
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充分发
挥致公党的“侨”“海”优势，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作出更大贡献。③4

人民的选择
时代的选择

民主党派代表

□本报记者 柯杨

3 月 17 日上午，走出人民大会
堂，河南团的农民代表心潮澎湃，大
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
拥护、人民爱戴的领袖，是国家的
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亲眼见证
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
事委员会主席，见证党和国家最高
领导人面对宪法宣誓的神圣时刻，
倍感振奋。

“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
有力的掌舵者；中国乡村的振兴，需
要信赖的领路人。”代表们一致认为，
从党的十九大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目标任务，到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进行全面部署，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对乡村
振兴战略作出了更明确、更详细的指
导，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三农’工作
的重视和牵挂，充分体现了他亲民、
爱民、为民的情怀。

“有习主席掌舵领路，我们对乡
村振兴的路线图更加清晰、干劲更
大、信心更足！”全国人大代表、辉县

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
坚定地说。

裴春亮表示，总书记提出乡村振
兴既要实现产业振兴，以产业发展促
进农民增收，也要实现文化振兴，培
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
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这为做好“三
农”大文章指明了方向。今后裴寨村
除了继续引导村民大棚种鲜花、开发
农家乐致富外，还将进一步办好村里
的读书服务站，让村民精神上富足起
来。

“特别有力量，特别有干劲。”全
国人大代表、淅川县九重镇张河村党
支部书记张家祥说，“总书记提出，乡
村振兴要实现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
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确保乡
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使我们
思路更明晰，信念更坚定。”

“作为一名村支部书记，我将和
村民们一起，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村民
们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为实
现全面小康贡献自己的力量。”张家
祥说。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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