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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国两会聚焦全国两会

□本报记者 屈芳

3月 17日上午，2970名全国人
大代表投下神圣选票，习近平总书
记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连日来，河南团的党员干部代
表们畅谈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
刻，大家一致表示，要紧跟伟大祖
国的掌舵者、亿万人民的领路人，
齐心迈步新征程。

“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
择、时代的选择，表达了亿万人民
对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
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护。”全国人大
代表、安阳市市长王新伟说，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
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雄
才大略，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励

精图治、攻坚克难，实践充分证
明，习近平总书记无愧为全党核
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新时代是
奋斗者的时代”，领袖的殷殷嘱托
更加激励我们苦干实干，与历史同
步伐，与时代共命运。我们要始终
忠诚核心、拥护核心、维护核心、紧
跟核心，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
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聚焦高质量
发展，聚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大攻坚战，全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以不懈奋斗书写新时代的壮丽
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领航者，

这一选择，是党心所向、民心所盼、
众望所归，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
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
全国人大代表、驻马店市市长朱是
西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强化“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以“一日无为、寝食难安”
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不折不扣地把
党的十九大和全国两会重大决策
部署落到实处。特别是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驻马店实
际，着力创造优势打好“四张牌”，
努力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全力增进人民福祉，

不负人民重托、时代重托。
“亲历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

这一神圣历史时刻，心情非常激
动。”全国人大代表、省农业厅厅长
宋虎振表示，全场响起的经久不息
的掌声，充分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充分展示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威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有习近平
总书记这一英明领袖的掌舵领航，
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是面临的重大机遇，我
们一定学习好、贯彻好总书记提出
的“五大振兴”总要求，扎实工作、
锐意进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早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③4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孙静）3 月
1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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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界干部群众一致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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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纷
纷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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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
奋斗。

河南省地税局工作人员杨茜茜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
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
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
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引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杨茜茜说，

当她从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当选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欢欣鼓舞、深感
振奋，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更加努力，做好
分类分级管理、风险管理、数据管理、信息
化管理，助推河南税务的现代化。

“你好，习主席！”河南自贸试验区郑
州片区管委会工作人员魏兰骄在朋友圈
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她说，她的朋友圈
已经被习近平总书记当选为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刷屏了。魏兰骄相
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一定能早日实现十九大描绘
的宏伟蓝图，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谈到自己的工作，魏兰骄
说，自贸试验区是河南改革开放的桥头
堡和试验田，作为一名年轻人能够亲身
参与到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和建设中来，
感到无比自豪，在以后的工作中，将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和拼搏的精神，推动每一
项改革措施的落地和实施，为河南的改
革开放贡献一份力量。③5

紧跟人民领路人 齐心迈步新征程

这是人民的共同心声

本报讯 春回大地，万物勃发。
3月 17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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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帆远航，离不开掌舵人；复兴征程，
呼唤领路者。”“这是历史的选择，这
是广大人民的意愿心声！”连日来，
全省各地干部群众争相表达欢欣鼓
舞之情，表达对人民领袖的衷心拥
戴，纷纷表示，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切嘱托，不负新使命、开启新
征程，为中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更加出彩努力
奋斗。

“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俺一家人专门坐在电视机
前看直播。国家安定百姓安康，心
里踏实高兴啊！”67岁的全国劳模
刘天送，是一位扎根灵宝寺河山的
果树园艺师。他家 1960年栽种的
果树，树龄已近花甲，每棵每年还能
结果150多公斤，20棵果树年收入
两三万元。刘天送说，“习主席带领
咱过上好日子，咱没别的本事，就是
通过品种改优，生态种植，让苹果达
到了有机、绿色标准，让大伙吃到真
正的好苹果。”

灵宝市委书记孙淑芳表示，
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是时代的选择，是人
民的心愿。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
们更有信心了，工作更有方向了。
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砥砺奋进，久久为功，为决胜全面
小康，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美丽新灵
宝作出应有的贡献。去年 12 月，
灵宝被农业部确定为第一批中国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成功创建国家
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下一步，将
加快苹果产业的转型升级，重振灵
宝苹果的辉煌。

得知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时，禹州市
磨街乡常门村的王俭正在大棚里指
导村民种蘑菇。“我把这个喜讯第一
时间告诉了正在干活的村民，大家
都很振奋。”他说，“脱贫攻坚战略的
实施，为贫困群众铺就了一条实现

‘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村民的日
子越来越红火。现在我们有了坚强
的主心骨，致富奔小康的方向更明
确了，干劲儿更足了、信心更强了，
大伙一定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彻底

甩掉贫困村的帽子，用奋斗创造幸
福生活。”

“习近平主席谋划乡村振兴大
战略，是乡村群众之福。”风景优美
的新县周河乡西河村，是一片红色
的土地，老支书张孝翱激动地说：

“西河村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离
不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更离不开
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的人民领袖，
习近平总书记当选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咱们打心眼里拥护。”张
孝翱表示，下一步要抓住乡村振兴
的好机遇，把好山好水与生态旅游
红色旅游融合起来，让更多的人来
乡村看山望水记住乡愁。

刚送走一批游客，商城县西河
景区革命纪念馆讲解员王思敏从手
机上看到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的喜讯，高兴地欢呼
起来，“作为一名出生在革命老区、
生长在新时代的 90后，我坚信，有
习主席掌舵引路，红色基因一定能
代代传承，老区脱贫致富奔小康劲
头更足了。”

“习主席全票当选是全国百姓
期盼的大喜事。”商丘市水上义务救
援队队长黄伟说，习近平总书记带

领人民开创了新时代，让国家日益
繁荣昌盛的同时，整个社会的文明
进步和公民道德素养也得到了极大
提升。“作为义务救援队的一员，我
愿意以身作则，奉献社会，做好公益
搜救，为商丘好人现象增光添彩。”

“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
对他的拥护爱戴！”河南科隆集团
董事长程清丰说，作为一名民营企
业家，他和员工们都非常激动。过
去 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倡导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支持
企业加大创新驱动力度，科隆集团
就是依靠这一“法宝”，在行业形势
复杂严峻的形势下连创新高，去年
实现销售收入57.9亿元，同比增长
10.5%，并在罗马尼亚投资建厂，成
功进入欧洲市场。程清丰说，相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英明领导下，国家将会更加繁荣昌
盛，民营企业也会迎来更美好的明
天。③6

（记者 王小萍 董学彦 胡巨成
王平 李虎成 赵同增 通讯员 刘宏
冰 刘梦珂）

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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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山磅礴看主峰
实干共筑中国梦

3月17日，郑州市总工会机关党委组织各党小组集中收看全国两会直播。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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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席后，大家高兴地鼓起掌来。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松 陈小平 李凤虎
孙欣 刘一宁）连日来，习近平全票当选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令全省广大
干部群众深受鼓舞、精神振奋，大家一致
认为，选举结果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心声。纷纷表示，
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紧跟党中央令旗、撸起袖子加油干，
汇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欢欣鼓舞、倍感振奋、坚决拥护。”
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改革办副主
任曾德亚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全
党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接续推进伟大社
会革命的过程中，展现出坚定信仰信念、
鲜明人民立场、非凡政治智慧、顽强意志
品质、强烈历史担当、高超领导艺术，使
党和人民有了无限信赖、无限依靠的主
心骨。“四个自信”归根到底是对党的核
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的自信。我们要
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的核心地位，
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加快河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进程，让中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中更加出彩。

“人心所向，人心所盼。”省总工会党
组书记寇武江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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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历史性变革。全省各
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将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团结引导广大职工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工会改革，

继续在建机制、强功能、增实效上下功夫，
不断激发工会组织生机活力，充分调动职
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新时代
新征程中展现工人阶级新风采。

省司法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黄富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治
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法治体系日益
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新时
代新作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一定会更加公平
正义，人民一定会更加幸福安康，国家一
定会更加繁荣富强。“作为一名司法行政
干部，将带头加强政德修养，弘扬法治精
神，传播法治文化，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
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3月 19日下午，坚守在工作岗位的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郑州市公安局
商城路分局政委陈艳芳，谈起习近平全
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依然很
激动。她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铸牢对
党忠诚的政治灵魂，确保公安队伍绝对
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不断推进公
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努
力开创新时代公安工作新局面，永做党
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新时代新征程，百姓生活更幸福。”
省人大机关离休支部书记许春亭从电视
中看到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的新闻后，一个劲儿地拍手称
赞。他说，有习近平总书记这位国家的
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两个一百年”宏
伟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一定更加美好。“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
干，汇聚最广泛的力量，书写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篇章。”③6

撸起袖子加油干 奋进伟大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史晓琪）3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在全省文化教育战线广
大干部职工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一致
表示，习主席是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
路人，选举结果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心声，是党心
所向、民心所盼。全省文教工作者将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盯紧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这一
目标，撸起袖子加油干，推动河南文教事
业繁荣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河南艺术中心主任王仕俊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是民心所盼、民心所向。5年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
领下，人民生活随着国家发展一年比一
年好，文化事业也蒸蒸日上，全国人民倍
感幸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结合实
际、开拓创新、扎实工作、锐意进取，立足
岗位发挥作用，做好先进文化的践行者、
传播者、引领者，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文化事业繁荣兴盛作出更大贡献。

河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留心表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下，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人民福祉得到极
大提升，充分证明了习近平同志是当之无
愧的人民领袖。习近平同志当选为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历史的选择、时代
的呼声、人民的期盼，相信在这样一位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袖带领下，我们能
够创造更大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河南农业大学师生无不为此而欢
欣鼓舞，更加坚定了拥护党的领导、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决心和信心，也大大提升了
搞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农业科学技术、
立足本职作贡献的自觉性。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刘仲毅表示，中国过去五年的成绩有目
共睹，科技、民生、教育等均有重大突
破。习近平总书记当选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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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
工作者，我们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
开展学术研究，发挥专业特长，努力解决
关系国计民生、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
重要问题。③6

高举旗帜勠力奋进
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