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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沧桑巨变四十载 潮涌中原夕阳红
——“我看改革开放新成就”系列活动在全省离退休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四十年的变化太大了，大到无处不变、无事不变；四十

年的变化太快了，快到日新月异、天翻地覆；四十年的变化

太给力了，给力到可圈可点、可歌可赞！”谈到改革开放四十

年的发展变化,许多离退休老同志无限感慨、特别振奋，认为

这个话题有话可说、有必要说、很值得说。

今年以来，省委老干部局精心安排谋划、扎实组织实

施，引导全省离退休干部以参观考察、调研座谈、征文宣讲、

诗书画影、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开展“我看改革开放新成

就”系列活动。

广大老同志忆往昔、说发展、谈变化、献良策，以改革开

放亲历者的身份讲好改革开放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故事，讲好中原更加出彩故事，全方位深层次表达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决拥护和坚定支持，对将

改革进行到底的充分认可和必胜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和中原更加出彩的无限憧憬和殷切期盼，凝聚形

成了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助力中原出彩的强大正能量。

□本报记者 刘一宁 本报通讯员 张素伟 路璐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老同志们一致认
为，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深
刻变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根
本原因在于党的正确领导，在
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捍卫、丰富和发展，在于我们党
强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
中国共产党举旗定向、运筹帷
幄，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
责任担当、高超的领导艺术，不
断推进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办成
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
大事。这些变革力度之大、效果
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
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南
阳市一位老同志坚定地说，改革
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表明，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
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铁腕反
腐,重拳出击,成为老同志讲
不完的话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引改革开

放持续全面深化的定海神针，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行动指南。”许多老同志感慨
道，确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地位，是国家兴
旺和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
的迫切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政治保障。平顶
山一位 94岁高龄的离休干部
激动地说，40年来，中华民族
能够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历史飞跃，离不开党
的正确领导，我们应该深深地
向党致敬！向改革开放致敬！

老 同 志 们 一 致 认 为,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紧紧抓住全面从严治党这个牛
鼻子，敢抓敢管、真抓真管，坚
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制
度笼子更紧了，监督机制更严
了，党风政风更清了，党群干群
关系更亲了。在安阳，不少老
同志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最
大变化就是民心，高压反腐、正
风肃纪成为新常态以后，一些
老百姓看不惯的享乐主义、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奢靡之风
不见了，党员干部的作风更务
实了，心齐气顺劲足的干事创

业环境逐渐形成了。
改革开放天地宽，砥砺奋

进正当时。在座谈中，老同志
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改革永远在路上”“将改革进
行到底”的呼声不绝于耳。他
们一致表示，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是对改革开放国策的深化
拓展、继往开来，符合党心民
心、顺应时代潮流。他们一致
呼吁，“改革的步伐不能停，开
放的大门不能关”。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天。在座谈中，许多老同志佩
戴的党徽格外醒目，他们眼中
饱含着对党和国家的深情，话
语中流露出对美好明天的殷切
希望。老同志们纷纷表示，要
饮水思源、不忘党恩，始终听党
话、跟党走，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在感受美好、
享受幸福的同时，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为党和国家加油鼓劲、
点赞喝彩，为省委省政府凝心
聚力、建言献策，在有生之年，
以实际行动为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原更加出
彩持续增添正能量。

四十年筚路蓝缕，四十年风雨兼程。作
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广大
老同志一致认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富
民之路，复兴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
关键一招。

“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年的 3645亿元
跃升为 2017年的近 83万亿元，国民人均收
入从 1978 年的 190 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8800美元。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在省
直单位座谈会上，谈起国家经济的飞速发
展，老同志们难掩心中的骄傲。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
汇储备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
和动力源。不少老同志自豪地说，改革开放
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我们为世
界贡献了许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华民族
以更加自信的姿态站在世界舞台中心。

这 40年，是我国国际地位、国际话语权
显著提升，实现历史性跨越的 40年。“中国
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网、中国港等一系
列重大项目工程的建成，不仅向全世界彰显
了中国高度、中国深度、中国速度，更提升了
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老同志们普遍谈到，
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从沿海
到内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大规模“引进
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尤其是“一带一路”倡
议的提出，展现出一个大国的责任担当与远
见卓识。

这 40年，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实施七
大发展战略，加强军队国防建设，推进各领
域全方位发展的40年。曾在科技部门工作
的老同志表示，全力发展科技是改革开放这
场革命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不断加大研发
投入、增强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了
从跟跑到领跑的重要转变。许多老同志盛
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力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增强应对多种安全威
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人民军队
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

这 40年，是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坚定

“四个自信”的 40年。老同志们普遍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
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次飞
跃升华。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
斗争尖锐激烈的情况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使改革开
放全面深化，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一带一
路”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人民生活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更加有力，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前景更加光明。

改革开放的动力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许多省级老同志谈到，
在 省 委 省 政 府 的 坚 强 领 导
下，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指导河南工作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发挥优
势打好“四张牌”，打好“三大
攻坚战”，提升“三区一群”建
设水平，深化改革开放创新，
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

2017 年全省生产总值达
到 4.5万亿元，增长幅度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1.3 个百分点；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和密度高
居全国首位，航空物流港在
这里落户，郑欧班列从这里
发车……在省直机关老同志
座谈会上，谈起我省的变化，
许多老同志都竖起了大拇指。

在我省改革开放一线奋
战过的省直机关老同志们纷
纷盛赞，河南坚持“改革”“开
放”“创新”多轮驱动、共同发
力，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简
行政审批项目，在全国率先实
行“三十五证合一”，日均新登
记企业数量是改革前的 3.5
倍；全面启动河南自贸试验区
建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

之路”实现每周18班全货机满
负荷运行，新郑国际机场旅客
吞吐量和货邮吞吐量实现中
部地区“双第一”；加快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知
识产权强省试点省、国家技术
转移郑州中心建设，让一个充
满创新创造创业活力的河南
展现在世人面前。

谈及城市发展，郑州市的
老同志自豪地说，如今走在郑
州的大街小巷，绿城的感觉又
回来了。这源于我省启动实
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做好以
绿荫城、以水润城、以文化城、
以业兴城“四篇文章”，着力提
升城市品质和承载能力，全力
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提高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所带
来的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
府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让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
没有忘记那些贫困群众。”在
开封的座谈会上，老同志们对
精准脱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很
有感触：河南一改大水漫灌的
扶贫方式，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实现全省 577.7 万农村贫
困人口稳定脱贫，兰考县在全

国贫困县中率先脱贫摘帽。
在新乡唐庄村，15名精神

矍铄、意气风发的省级老同志
目睹近年来城市规划建设、生
态环境改善、经济社会发展方
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感慨万
千。“几十年前我在这工作的
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寸草不生
的荒山。如今丹江水横贯而
过，像一幅鲜活的绿水青山图
一样。这么大的工程，没有愚
公移山的精神是干不成的，没
有世世代代接续奋斗的精神
是干不好的。”

许多在农口工作过的老
同志自豪地细数近年来我省

“三农”变化：率先在全国建成
省级特高压交直流混联电网，
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2694.8 万农村居民和在校生
的饮水安全问题有效解决，2.1
万个行政村电网改造升级，新
建改建农村公路 5.4 万公里，
这些成绩详细记录了河南改
革开放的历史轨迹，更凝聚着
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的心
血和汗水。老同志们普遍认
为，河南的这份答卷，写得很
出彩，很有分量，令人刮目相
看。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的河南答卷书写得很出彩3

老同志们普遍感到，改革开放 40年来，
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增进民生福祉当作发
展的根本目的，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

从“劳动布”到引领国际服装潮流范儿，
从“行路难”到公交、地铁、私家车多种交通
方式任选，从“筒子楼”到拔地而起的品质住
房……人民群众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
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回顾 40年来的变
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变化日新月异，
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惠民政策更接地气、社会保障更加充分，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社会文明程
度越来越高……说起 40 年经历的民生变
化，老同志们如数家珍，倍感振奋。

谈到就业问题时，老同志们普遍表示，
最大的民生就是就业，通过改革开辟新的就
业渠道和发展机会，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

“基本生存型”向“享受发展型”转变。各级
党委政府不断致力于改善民生、增加收入，
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幸福、文明的美
好新生活，这是改革开放的初心，也是改革
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

讲到社会保障时，老同志们骄傲地说，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
度、医疗保险制度、大病保险等，惠及民生的
好政策数不胜数。以前种地要交公粮，上学
要交学费，如今不仅不交还有种粮补贴，九
年义务教育书费学费全免，贫困生还有补
助、营养餐。

说到社会文明程度时，老同志们自豪地
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推动文明
城市、文明单位、文明乡村建设，使爱党爱
国、尊老爱幼、勤俭节约、文明礼仪等社会新
风尚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标准。

对比今昔变化，平顶山市离退休干部对
记者说：“以前出国，看什么都是稀罕。今昔
对比，用天壤之别去形容都不为过,如今在
很多方面我们已经超过国外甚至遥遥领
先。虽然已步入耄耋之年，我依然身体倍
棒、吃嘛嘛香，还准备乘坐国产大飞机游遍
全世界。改革真的给我们带来极大的获得
感、满足感、幸福感。”新乡市一位退休干部
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年接着
一年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让老百
姓有了精神头、好盼头。

改革开放的定盘星是党的正确领导4

南阳市离退休干部参观改革开放40年成
果展览。

开封市组织离退休干部考察党员政治生
活馆。

省级老同志赴新乡调研考察。

全省
离退休干
部“放歌
新时代、
聚力新征
程”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 年
文艺展演
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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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离退休干部举行“我看改革开放新
成就”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