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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必须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
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近日来，国际社会盛赞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
执政理念，认为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中国共
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密不可分，值得借鉴。

哈萨克斯坦“光明道路”民主党主席阿扎特·佩
鲁阿舍夫说，近年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动国家经
济发展，高度重视让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正因如
此，中国经济才有了现在这样良好的局面。

在埃及商会联合会秘书长阿拉·伊兹看来，中国
共产党通过一记记反腐重拳营造清明清廉的政治和
社会环境，全面脱贫则使经济发展成果为社会各阶
层公平享有，这反映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以民为本，
也因此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斯里兰卡独立电视网首席执行官常德纳·蒂拉
卡拉特那表示，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向世界阐述
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这一理念深入中国共产党
各级组织，尤其值得正带领人民走在减贫道路上的
斯里兰卡借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瑞 王靖）为了
帮助广大网友强化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和理
解，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政务客户端联合大河网、河
南移动开展的“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奖答题活动
今日正式启动，欢迎广大网友下载河南政务客户端，
参与有奖答题。

此次有奖答题活动的题目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选取设定，均为单项选择题。活动设定2000个获奖
名额，随机抽取2000名幸运网友，每人可获赠河南
移动 500M 省内手机流量红包。本次活动时间为
10月25日10时至11月10日24时，活动结束后，主
办方将统一为获奖网友赠送手机流量红包。

广大网友可以在苹果、安卓应用平台搜索“河南
政务”或扫描文末二维码，下载河南政务客户端，参与
有奖答题活动。本次
活动仅支持河南移动
手机用户，网友答题时
需填写有效的手机号
码，可多次答题，不重
复获奖。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快点行动吧！③5

国际社会盛赞中国共产党
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快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河南政务客户端
有奖答题活动启动

这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全
球五大洲三千多名记者相聚党的十九大新
闻中心，在问答之间向世界展现中国迈向
新时代的重要信息。这是中国与世界对话
的平台——记者招待会、集体采访、个人采
访、参观采访……从新闻中心发出的“中国
声音”向世界展现了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
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

铺展宏伟蓝图
中国昂扬自信迈向新时代

10月 19日至23日，5天累计6场记者
招待会、8场党代表集体采访……在十九大
新闻中心，关于十九大和中国的信息密集
传出，不少中外记者每天忙得像“陀螺”。

“新闻中心组织的各种采访活动，是了
解中国共产党过去5年执政成就和未来发
展规划的绝佳途径。”在新闻中心“蹲守”多日
的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记者穆罕默德·扎米
尔·阿萨迪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场场记者招待会，通过邀请权威部
门主动发声，及时向世界阐释十九大报告
的深刻蕴涵；一场场集体采访，通过基层一
线党代表的亲身感受，向世界传递出中国
的真实声音。

在这里，中国迈向新时代的宏伟蓝图
牵动世界目光。

“加强党建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加强
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和党的对外交往”“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
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满足人
民新期待，保障改善民生”“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建设美丽中国”，6场记者招待会主题都
紧扣十九大报告，释放中国发展新动向。

在这里，中国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令世界瞩目。

10月21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三位
负责人亮相第四场记者招待会，吸引 320
余名中外记者参会。“国际社会希望学习中
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声音越来越多，而我的
所观所感，更加坚定了我要了解中国经验、
解读中国发展的兴趣和决心。”菲律宾记者
瑞伊·雷克如是说。

直面世界提问 彰显坦诚务实

“对高级干部的监督是否存在盲区和
漏洞？”“反腐败斗争将如何取得压倒性胜
利？”……这些“热辣”“尖锐”的提问，出自
十九大新闻中心 19日举行的首场记者招
待会和首场集体采访。

“中国共产党从不讳疾忌医，从不回避

自身存在的问题。”“推进巡视全覆盖、派驻
纪检组全覆盖，组建纪委内部干部监督机
构，就是要最大限度消除党内监督盲
区。”……权威部门和基层党代表的回答，
让现场记者普遍感到“有料”“解渴”。

有外媒评价说，反腐工作和组织人事
工作是海外媒体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十九大首场记者招待会就安排了这一议
题，让媒体获得了很多新闻。

直面问题，坦诚务实。连日来，新闻中
心的记者招待会和集体采访中，宗教自由
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资本“脱实向
虚”……这些舆论关注的焦点敏感话题，场
场有涉及，个个有回应。

“如何让孩子上好学？”“如何保持就业
总体稳定？”“房地产形势和下一步调控目

标是什么？”“如何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问
题？”……这些百姓关切的难点热点问题，
在答问中清晰了改革方向。

坦诚的背后是气度和担当。

展现开放透明
“中国声音”成全球瞩目焦点

党的十九大以空前的开放姿态，向世界
展现了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的共产党形象。

首次设立融媒体访谈室，首次开设新
闻中心微信公众号，首次开发、启用境外记
者报名注册审核系统和采访代表申请审核
系统，新闻中心的众多“第一次”，令境外记
者赞叹：“中国热情地向世界敞开怀抱！”

在新闻发布厅，记者招待会的开场白
交替传译变为了同声传译，节省下时间为
了给记者更多提问机会。

埃及《金字塔报》记者萨米说，这次报
道的一大体会就是境外记者得到更多提问
机会，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开放自信的现代
中国。

“气清更觉山川近，意远从知宇宙宽。”
迈向新时代，世界瞩目更加开放的中国，开
放的中国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
拥抱世界。（据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图① 10月23日，记者在记者招待会
上提问。

图② 10月 23日，主题为“打好生态
环保攻坚战”的集体采访活动结束后，五位
党代表和主持人合影。

图③ 10月23日，环境保护部党组书
记、部长李干杰在接受记者采访。

图④ 10月19日，一名外国记者在记
者招待会上提问。 均为新华社发

世界瞩目中国新时代
——倾听十九大新闻中心的“中国声音”

党代表通道

新时代要有新担当，作
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努力
让尖端技术不仅服务于军队
国防，而且服务于人民美好
生活。”

——十九大代表、中北大学教
授薛晨阳

□本报记者 刘勰

10月24日中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之后，第三场“党
代表通道”集中采访活动顺利进行。在圆
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后，来自全国多个地
方、多条战线的21名党代表来到人民大会
堂东门连接会场的百米通道，接受中外记
者采访。河南团党代表裴春亮怀着激动的
心情，在这里与记者们面对面畅谈感受。

在回答关于基层党组织在农民致富
中发挥哪些作用的提问时，裴春亮首先作
了自我介绍：“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
大的。我们裴寨村位于太行山区丘陵地
带，土薄石厚，十年九旱。”

裴春亮接着说，在党的号召下，自己
富起来后为村民建住房、修水库，让大家
彻底告别了“靠天收”。在党组织的带领
下，全体村民苦干实干，裴寨村面貌焕然
一新，由一个省级贫困村变成了令人羡慕
的富裕村、文明村。

“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党员，能参加
十九大，又亮相了‘党代表通道’，我感到
无比光荣。同时感到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信心也更足了，更加坚定了我‘乡亲不富
誓不休’的信念和追求。”走出通道后，裴
春亮告诉记者，下一步要在大会精神的指
引下，发扬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践行
乡村振兴战略，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让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在基层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至此，三场“党代表通道”集中采访活
动成功举行。此次大会期间，我省3名亮
相通道的党代表，以其昂扬的风采、坚定
的决心，在中外记者面前展现了全省539
万党员矢志不渝、砥砺奋进的先锋本色，
彰显了亿万中原儿女锐意进取、建设现代
化新河南的时代风范。③3

这是一扇开放的窗口，60位党代表依次
在这里亮相，让世人近距离了解中国执政党、
观察党代表履职；这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百米
通道折射大会全新气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人开放、自信的形象与气质。

10月24日，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备
受瞩目的“党代表通道”第三场迎来了21位
党代表与媒体见面。结合自身的工作，他们
向记者畅谈对十九大报告的体会和对美好
未来的畅想。

新时代要有新担当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开启新的伟大征

程。代表们既信心满满，又深感责任重大。
“新时代要有新担当，作为科技工作者，

我们要努力让尖端技术不仅服务于军队国
防，而且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中北大学教
授薛晨阳代表和他的科研团队研发的传感
器等高科技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长征系列火
箭、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在推向民用市场方
面也取得很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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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国产航母
设计任务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701
研究所所长吴晓光代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
息：701所的设计师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7
岁，其中73%是共产党员。“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的舰船科技水平会走在世界舰船行业

的前列。”他说。

新时代要满足新期待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折射出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

有记者问我国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该
作出怎样的努力和改变，上海大学校长金东
寒代表认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加快教育现代化，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只要砥砺奋进，中国的
一流大学一定会越来越多。

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百姓非常关注。来
自中国科学院遥感所的邵芸代表说，遥感所从
2011年开始监测雾霾，发现从2013年开始，
PM2.5的下降速率是8%，说明治理取得了一
定成效。“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充分体现了
我们对子孙后代、对历史负责。十九大胜利闭
幕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征程开启了，我
们遥感人一定会做好蓝天绿水青山净土的守
护者。”她说。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
方向已经明确，蓝图已经绘就，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人准备
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在强军路上，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按照
时间节点完成既定的目标和任务，为维护祖
国的安全锻造一支能够随时使用、放心使用
的长空利剑。”我国第六代女飞行员、空军一
线部队指挥员刘文力代表说。

“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
笑。”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 6月来村里考察
时所说的这句话，刻在了贵州省遵义市花茂
村党总支书记潘克刚代表的心上。

“总书记就是要求我们基层干部到田间
地头和老百姓唠家常，去了解老百姓对我们的
工作是否满意。”潘克刚说，绝不会辜负总书记
的嘱托，回去继续好好规划花茂村的发展。

“船的理想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
十九大报告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让我们更加有信心勇于拼搏，在国际市场上
树立新时代中国工人的良好形象。”中国石
油大庆油田中东分公司常务副经理李新民
代表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
——十九大“党代表通道”传递的信息

河南团党代表裴春亮亮相

展现党员先锋本色
彰显中原儿女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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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胜利闭幕了，新
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征程开
启了，我们遥感人一定会做
好蓝天绿水青山净土的守护
者。”

——十九大代表、中国科学院
遥感所邵芸

特写

“漫”话民生

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后，李贝、裴春亮、丁宁代表
(自左至右)在第三场“党代表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中接受采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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