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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神垕镇 千年古镇气象新

全省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改革先锋风采录》将出版发行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王沪宁宣读表彰决定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赵福殿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会1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

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

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强调，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

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一招。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出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万人大礼堂灯

火辉煌、气氛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1978-2018”

字标，10面红旗分列两侧。

当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进入会场，全场

起立，热烈鼓掌。

10时，李克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

体起立，高唱国歌。

王沪宁宣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决

定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

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

奖章；为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

业的支持和帮助，向阿兰·梅里埃等10名

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大会

宣读了授予改革先锋称号、中国改革友谊

奖章人员名单。

在《春天的故事》乐曲声中，习近平等

为获得改革先锋称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人员代表颁奖。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向受表彰人员

表示衷心祝贺和崇高敬意。少先队员向

他们献上美丽的鲜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

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

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

的深刻体悟。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

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

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

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

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

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

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

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

基本框架，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

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21 世纪。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

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

国际国内新的形势，通过总结实践、展望未

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

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习近平指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

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改革开

放40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

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40年风雨同

舟，40年披荆斩棘，40年砥砺奋进，我们党

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

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

河的奋斗赞歌。

习近平从理论创新、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

的建设等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

就。他强调，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

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

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

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

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

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

骄傲。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

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

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一

是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

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

确航向破浪前行。二是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

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激励人民更加

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三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开辟马

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四是必须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

前进方向。五是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

国制度优势，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六是必须坚持以发

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推

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奠定雄厚物质基础。七是必须坚持扩

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促进贸易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八是必须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

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

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决清除一

切腐败分子，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九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

问题导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既

鼓励大胆试、大胆闯，又坚持实事求是、善

作善成，确保改革开放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全面贯彻新时代

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努力建设世界一

流军队，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坚强后盾。

▶下转第二版

在《新华字典》中，有一个专用字

“垕”，介绍是：神垕，地名，在河南。

禹州市神垕镇位于该市西南部，因钧

瓷而繁荣驰名。早在唐代，神垕就已烧制

出多彩的花瓷和钧瓷，到了北宋徽宗年

间，钧瓷生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

定为“宫廷御用珍品”。

今年56岁的郭冠军是土生土长的神

垕人，负责神垕镇志的编撰工作。“因种种

历史原因，神垕的钧瓷文化经历过没落。

改革开放前，钧瓷厂由于技术落后、条件

艰苦，钧瓷年产量很低，当时的神垕镇也

是破破烂烂的。”郭冠军说。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神垕镇也迎

来发展的春天。

烧制钧瓷需要大量的煤，每天都有往

镇上运煤的车辆出入。以前，通往该镇只

有一条公路，到镇区内则是渣土路。“晴天

满地土，雨天到处泥”是当时神垕镇的真

实写照。

为彻底改变神垕面貌，神垕镇持续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补齐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三块短板。近年来，该

镇先后完成了禹神快速通道、省道236

线、南环路、西北环路、电力通讯线路改

造、景观路灯设置、文化景观路打造、供水

管网铺设、第二水厂建设、镇区道路复修

和110千伏变电站项目、纸坊水库引水工

程等基础设施工程，谋划实施了污水处理

厂、垃圾处理场、肖河景观水系等重大项

目工程。

在神垕镇4平方公里的古镇保护区

内，有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

各种古寺庙、古民居星罗棋布，古镇、古

街、古窑、古宅、古桥风貌独特，被专家

称为“活着的古镇”。2016年，许昌市提

出“把神垕古镇打造成国家5A级旅游

景区”目标，投资5亿元兴建神垕古镇综

合旅游开发项目一期工程、二期工程。

对神垕老街、钧瓷文化街等项目进行了

保护修复，真实再现古镇明清民居风

貌，让游客有穿越时空之感。神垕——

这个古老小镇，再次向世人展示出千年

窑火的文化自信。目前，仅登记在册的

钧瓷企业就有180余家，省级以上工艺

美术大师和陶瓷艺术大师120多人，年

产钧瓷 200 万件，实现年销售额 12亿

元，近80件作品作为“国礼”被赠送给

外国政要。

“钧瓷是神垕的特色文化产业，古

镇是神垕发展的历史见证，钧瓷文化和

神垕古镇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财

富。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指引

下，我们一定坚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着力增强文化软实力，把钧瓷文化发扬

光大，把神垕古镇保护开发好，把文化

旅游产业做大做强，成为神垕新的支柱

产业。”禹州市神垕镇党委书记连松涛

说。

庆祝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40周年周年··基层行基层行

12月 18日，汝阳县王

坪乡椒沟村第一书记王金奎

（右一）在和群众一起种植羊

肚菌。驻村以来，王金奎积

极引导该村贫困户通过种植

羊肚菌脱贫致富，共带动周

边多个村发展羊肚菌 60

亩。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

员 康红军 摄

本报讯（记者杨青 曹国宏 冯佳志
曹相飞）12月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全省各级各部门精心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的光

辉历程，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

就和宝贵经验，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为

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郑重宣

誓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的信心和决心，明

确提出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

对外开放、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

推向前进的目标要求。大家一致表示，

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王哲说：“农信

社担负着服务‘三农’的重要职责，我们

将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

以更加坚决的改革勇气和强烈的使命担

当，加快推进农信社改革发展，切实增强

服务功能，在助力精准扶贫、发展普惠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等

方面再立新功。”

西峡县二郎坪镇党委书记刘红梅兴

奋地说，40年来，在中国农村发生的巨

变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是发生在中

国大地上的一场伟大且辉煌的变革，作

为一名乡镇干部，她更能够深切地感受

到改革对农村农民的影响。“没有党的坚

强领导，没有改革开放的大潮，就没有我

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

政策让农民生活越来越好，日子是芝麻开

花节节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鼓舞人

心，我坚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加繁荣富

强。”温县祥云镇党员王军平激动地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了农

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我感到特别振

奋。”邓州市孟楼镇党委书记李爽说，

“‘三权分置’改革让孟楼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事实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富

民之路、强国之路。”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自
行）12月14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的2018美丽乡村博鳌国际

峰会传来消息，郏县姚庄回族乡三郎庙

村被授予“2018十大中国最美乡村提名

奖”（5个提名奖单位），也是我省唯一获

得提名的村落。

三郎庙村是一个回汉聚居村落，是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河南省卫生

村”“河南省生态村”和“河南省乡村旅

游特色村”。该村目前有酒店、茶馆30

余家，年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

郏县三郎庙村

荣获中国最美乡村提名奖

汝阳
产业铺路
脱贫致富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为了充分展

现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成就，帮助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学习改革开放先锋人物事迹，

中央有关方面组织编写了《改革先锋风采

录》一书，近日，将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

行。

该书收录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改

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对百名先锋人

物勇立时代潮头、引领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

变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事迹和精神

风貌作了系统介绍，是了解先进、学习先进的

生动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