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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大 特刊特刊··深度关注深度关注

□本报记者 高超
本报通讯员 梁太成

10月 24日上午，武警河南总
队焦作市支队孟州中队障碍训练
场上，官兵们虎虎生威、呐喊震
天。训练间隙，指导员李华组织大
家围坐在一起，畅谈学习党的十九大
报告的体会。

“从旧营区搬进现代化新营
房，执勤信息化含量不断提高，训
练配套设施更加完备，部队战斗力
得到显著提升，官兵们的热情空前
高涨。”在谈到这些年改革强军、科
技兴军带来的变化时，该中队一班

副班长董垚鑫感慨地说。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

构，彰显了党中央对广大官兵的关
心厚爱，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我们要更加坚定信心，听党话、跟
党走，心无旁骛地干好本职工作，
用实际行动投身到改革强军的时
代浪潮中。”已服役12年的老班长
杨峰认真学习报告后，对未来工作
信心十足。

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的气氛越
来越热烈。大家纷纷表示，将紧跟
部队改革的步伐，练就过硬本领，
强化打仗意识，为驻地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护航。③4

□本报记者 栾姗

10 月 24 日，惠风和畅、阳光
明媚。在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永城
园区醋酸总厂党员活动室内，技术
员吴维呈一直关注着党的十九大
闭幕的消息。他激动地说：“作为
一名党员，我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把十九大的精神落实到工作中，让
国有企业在转型发展中更强更优
更大。”

在党建文化长廊内，几名党员
干部正在阅报栏前认真阅读河南
日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党
的十九大报告学习体会》特刊。“这

些专家学者精心撰写的学习体会，
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党的十九大
报告，激励我们一线产业工人，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河南。”永城园区生产技术部副
部长侯刘涛说。

永城园区党委书记、董事长石
自更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我们要
建设全国领先、世界一流的煤化工
产业园区，助力集团公司奋力夺取
二次创业新胜利，向世界一流企业
目标迈进。”③7

□本报记者 朱殿勇 屈芳 刘勰

阳光洒满天安门广场。
10月 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午
时分，出席大会的河南团代表，在圆满
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后，与来自全国各
地的代表一起，迈着坚定的步伐、带着
灿烂的笑容，走出人民大会堂。

大家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用手
中的相机，留住这难忘的时刻，自豪、
责任与使命写在每一位代表脸上。

难掩激动的心情，代表们畅谈盛
会的辉煌成就，共同展望美好明天。

党的十九大代表、省委省直工委
书记李恩东表示，下一步要认真学习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特别是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

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党的十九大代表、团省委书记王

艺表示，要引领广大青年牢固树立新
思想、时刻牢记新使命、刻苦锤炼新
本领、奋发展现新作为，“全省广大青
年朋友们，让我们紧跟党走，在省委
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美
好未来携手前行。”

开封市委书记吉炳伟、焦作市委
书记王小平等党代表表示，党的十九大
是一次胜利的大会，描绘了美好的蓝
图。下一步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十九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
到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建
设现代化新河南。

“报告提到‘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三十年’，这给我们吃了‘定

心丸’，我们可以放开手脚，撸起袖子
大干一场！”党的十九大代表、邓州市
孟楼镇党委书记李爽说，要在十九大
精神的指引下，持续实践，振兴乡村。

党的十九大代表、濮阳县庆祖镇
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说，回到
村里后，要第一时间召开村党支部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让村
民享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是我这
个基层党支部书记的责任和使命。”

来自科教战线的省农科院院长
张新友、郑州大学校长刘炯天、省小
麦抗病虫育种首席专家茹振钢等党
的十九大代表纷纷表示，要认真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动员广大科教人员
积极投身新的实践，为新时代的新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梦想感召奋斗，目标凝聚力量。
代表们一致表示，党的十九大绘就了
伟大梦想新蓝图，开启了伟大事业新
时代，特别是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了治国理
政、管党治党的新境界，具有划时代意
义。“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从未像今天
这样充满自信，充满无穷的干劲。”

开启新时代、迈步新征程、绘就新
蓝图，党代表们豪情满怀、信心十足。
大家纷纷表示，回去之后要迅速传达
学习，加大宣传力度，抓好贯彻落实，
把十九大精神落实在岗位上、落实在
行动上，以新思想引领新实践，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万众一心，砥砺奋进，加
快建设现代化新河南，不断谱写中原
更加出彩的壮美篇章。③3

向着新时代新征程阔步前进

练就过硬本领 护航驻地发展

向世界一流企业目标迈进

十九大精神进基层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10月 24日，走进南阳市宛城
区东关街道玄妙观社区，社区党支
部书记齐晓会正与社区党员干部
一起学习十九大报告。

“我认为，十九大报告体现了
一个‘新’字，新时代、新思想、新征
程。”79岁的冉生甫老人告诉记者，
这几天他每天早上都要来社区读读
报，学习十九大报告。擅长书法的
他，还在社区的阅读室里创作了不
少欢庆十九大主题的作品。在社区
的文娱室里，擅长唱歌、跳舞的老人
们创作的《共筑中国梦》等作品，唱

出了他们心中美好的明天。
“社区的工作就是为群众服

务好，让群众满意。十九大绘就了
新蓝图，开启了新时代，党始终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
目标。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不忘初
心，就是立足我们的工作岗位，让
群众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齐
晓会说，下一步她要和社区的同事
们把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工作
中，围绕社区老龄化程度高的问
题，完善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与
民政部门的“12349”服务平台对
接，为社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
务。③5

不忘初心 服务群众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本报通讯员 张雅峥

10月23日上午，记者走进淅川
县九重镇产业集聚区。今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孙君莲正在发
酵车间里，为在此务工的贫困户讲
解食用菌发酵技术。

孙君莲2009年研究生毕业后，
怀着回报家乡的信念回到淅川，走
上食用菌种植的创业之路。

刚开始，种植的2万袋黑木耳，
只有200袋成活。孙君莲更新液体
菌种培植技术，进一步做好温度、湿
度把控，终于在 2010年实现了盈

利，随后她迅速扩大了种植规模。
“凭着一股韧劲儿，我们把小作

坊变成了企业，实现了年销售1000
万元的业绩，也让100多名贫困群
众实现了就近就业。”孙君莲说。

对于党的十九大，孙君莲非常
关注。“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激发和
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
体投身创新创业，并且提出了乡村
振兴战略，返乡创业发展一定会有
更大的舞台。”她说。

下一步，孙君莲计划建成可种
植食用菌 500万袋规模的产业基
地，带动2000人脱贫致富，让乡亲
们共享新时代的美好生活。③6

返乡创业发展一定会有更大舞台
□本报记者 冯芸 王绿杨 徐建勋
童浩麟 田宜龙 李宗宽 李虎成
赵同增

10月 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原
儿女欢欣鼓舞，豪情满怀。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奋力推进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现代
化新河南、让中原更加出彩的事业。

当天，在郑州的省领导和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
干部职工密切关注大会进程和相关
报道，热烈庆祝十九大胜利闭幕。大
家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新
时代”，提出了“新思想”，定下了“新
目标”，激励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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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定信心，
十九大精神是我们党迈进新时代、开
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
行动指南。

新时代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
新实践。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
机关干部职工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被实
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是中国共产党
人新时代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
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的
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科学体系、精神

实质、实践要求，用党的创新理论进一
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共赴新征程，共圆中国梦。大家表
示，要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先学
一步、学深一层，真正做到学深悟透、学
通弄懂，为全省广大党员做好示范、当
好表率。要按照党的十九大对未来发
展作出的战略安排，以十九大精神为思
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把“四个意识”落实在岗位上、落
实在行动上，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省委要求，履职尽责，开拓创
新，加快建设现代化新河南，不断谱写
中原更加出彩的壮美篇章。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我省广大
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省委省
直工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省
司法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省农
业厅等单位的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按照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宏伟目
标齐心合力干事创业，以饱满的精神状
态、一流的工作业绩，为决胜全面小康、
建设现代化新河南、让中原更加出彩
的事业而不懈奋斗。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支持传统产
业优化升级”“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
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
络建设”“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
局”等内容，为我省进一步打好“四张
牌”提供了重要遵循。省发展改革
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省财政
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厅、省
商务厅、省政府国资委等单位的广大
党员干部认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新发展

理念贯穿工作始终，开拓创新、攻坚
克难，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
创新体系、现代基础设施体系、现代
城乡体系，实现更高质量、更好效益
发展，奋力谱写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
民强省新篇章。

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
了203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成为大家的深切
共识。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教育厅、
省科技厅、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省文化厅、省卫生计生委等单
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要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与本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谋民生
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把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在扎实做好
各项工作中，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落实到工作中，在改善民生和创
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认真履行岗
位职责，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
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郑州市广
大党员干部欢欣鼓舞，纷纷表示要积
极响应十九大的动员和号召，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立足岗位职责，撸起袖子加油
干，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进行
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
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作贡献。

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职工贺春飚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录
制了一首赞美党的歌曲《口碑》，发到
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他说，祝愿祖
国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越来越富强，
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中国共产党既是先进文化的引领

者和践行者，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者和弘扬者。开封市委外宣办主
任岳杰认为，文化名城开封需要增强
文化自信，下大力气解决文化领域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兰考县仪封乡代庄村党支部书
记代玉建表示，将严格按照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的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一方面加快土地
流转，让土地生金；另一方面围绕生
态、高效做文章，开发观光农业、搞水
产养殖等，让代庄在美丽中发展，在
发展中更美丽。

洛阳市涧西区郑州路办事处南
村社区党委书记刘子军表示，十九大
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
出了全面部署，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
家事业的前进方向，让人激动、令人
振奋。作为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小
康村，南村社区将永远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继续壮
大集体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民生改
善，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带领
社区居民共同走进新时代。

10月 24日中午，新乡市红旗区
洪门镇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来自延津
县僧固乡的农民工张新波激动地说：

“通过辛勤劳动，这几年我在城里买
房买车，过上了小康生活。十九大报
告提出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
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新乡县退休干部王振国说：“我
为自己是一名老党员而自豪。今天
我们家也要开个会，我打算把自己这
几天学习十九大精神的心得体会跟
孩子们交流交流，激励他们好好工
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
力量。”③4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

——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

10月24日，
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京
胜利闭幕。河
南团代表豪情
满怀走出人民
大 会 堂 。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出席党的十九大的河南团代表豪情满怀向未来

□本报记者 史晓琪

10月 23日，记者走进河南大
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学们正热
烈讨论十九大报告。“青年兴则国
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
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对青年一代寄
予殷切期望。

作为一名青年学子，怎样才能
无愧于时代？学生李琦说，我们要
做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
有品质、有修养的“六有”大学生。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后，该校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同学们非常

激动。8年前，时任国家副主席的
习近平曾经来过这个社团。围绕“如
何理解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
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
等话题，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同学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十九大报告
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解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广大
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
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
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
斗中书写人生华章。“我校学生正
以此为指引，书写着无愧于时代
的青春之歌。”河南大学教务处处
长李捷说。③5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