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时期的历史性盛会
——全球瞩目中共十九大开幕
新华社记者 何毅 倪红梅

时维金秋，共襄盛会。 10月18日上午，世界目光再
次聚焦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拉开
大幕。

中共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
中央。世界期待中共引领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继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能够参加意义如此重大的会议报道，是挑战也是
荣幸。 ”在北京梅地亚新闻中心，“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记者佩德罗·罗德里格斯一边说，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
录播设备，确保将十九大开幕会画面及时传回总部。

罗德里格斯是来自130多个国家、 逾千名前来进
行报道的外国记者之一。

“中共十九大擎画中国未来”“十九大将影响地区
及世界政治经济未来走向”……全球媒体进入“十九大
时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法新社、路透社、塔斯社、
英国《金融时报》、法国《世界报》等众多世界主流媒体
纷纷聚焦这一盛会。

从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从努力提升新兴经济体话语权，到倡导实现经济全
球化再平衡， 一系列中国方案不断为全球治理注入强
大动力。

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息息相关。 过去5年，在世界
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对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从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到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提出中非“十
大合作计划”到打造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中国
为世界描绘着一幅充满希望的新愿景。

———“我是蒙内铁路的常客，” 年轻的肯尼亚商人
乔纳·科斯盖背着包走下橙白两色的列车，“中国承建
的这条从蒙巴萨至内罗毕的铁路让我的旅行成本降低
了30%， 希望中国能推出更多有助于非洲国家进一步
发展的好政策。 ”

———清晨的英国伦敦街头， 伊灵区议会主席朱利
安·贝尔为避开早高峰选择骑车上班。他把摩拜共享单
车停放在区议会大楼前。 被问及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九
大时， 贝尔表示：“我比较关注中共有关创新方面的举
措，来自中国的创新技术正在改变伦敦市民的生活。 ”

———在脸谱、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的新华社有关中共十九大的直播报道， 吸引全球网友
大量点击，美国、南非、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网友纷纷
点赞中国成就， 留言期待中国在十九大之后能给世界
带来更多“红利”。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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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

幕。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同志走上报告席，掷地有声
地向全体代表和特邀代表，向8900多万名党员，向全国
人民宣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长期坚持并
不断发展。 ”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 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

……
这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政治宣言！

这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的行动纲领！

会场内，七十余次掌声，似潮水、如雷鸣，饱含荣耀、激
动与共鸣，汇聚起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再出发的豪情壮志。

近3个半小时的报告后，大会休会，代表们精神抖擞地
走出会场，脸上的笑容洋溢自豪，铿锵的步伐充满自信。

“习近平同志的报告振奋人心，催人奋进！” 走出会
场，虢正贵代表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昂首迈入新
时代，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倍
加珍惜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成果，倍加珍惜当前
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良好局面。

报告中强调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从事工程
机械行业的詹纯新代表体会颇深。“从过去高速发展到陷
入低迷，再到如今的强力复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
我们拨开迷雾，重新回到了持续的上升通道。 实践证明，
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实体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 ”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
量。”来自基层的梁金华、甘军华代表急切地想把大会精
神带回去，“只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一定能实现！ ” （湖南日报北京10月18日电）

昂首迈入新时代

荨荨（紧接1版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党所取得的一系列理论、实践、制度创新
成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坚强保障。
最根本的思想保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最根本的组织保
障， 就是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在
全党的核心地位； 最根本的政治保障，就
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当代中国最高政
治原则，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杜家毫说， 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是
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光荣
革命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
进。要坚定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
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把党建设好，把道路坚持好。

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 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 确保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坚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不动摇， 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决策
部署；始终对党忠诚，做到心中有党、心
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深入践
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
决纠正思维惯性、 路径依赖和政绩观偏
差，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从过去的高速增
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许达哲代表说， 习近平同志的报告，
总结了新成就、作出了新判断、提出了新
思想、开启了新征程、明确了新任务，站在
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吹响了进
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

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号角，是我们党的政
治宣言、行动纲领，我完全赞同、坚决拥
护。肩负新使命，开启新征程，我们必须加
强理论武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必须树牢
“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
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坚持党对一切
工作的领导； 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持
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端正
发展观念，贯彻新发展理念，蹄疾步稳、全
面深化改革，稳中求进、提高质量效益，着
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必须增强
“八大本领”，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落实到湖南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
设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发挥好“一带一

部”区位优势，落实好“三个着力”要求，大
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不断提升
发展质量效益， 让绿色成为发展底色，让
人民更多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

黄兰香代表说，过去5年，党和国家各
项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统一战线感受
最深刻的就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画大画美了“最大同心圆”，扩
大了国际朋友圈、促进了国内大团结，政
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五大关系”
的和谐达到了历史新境界。我们要高举爱
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
大联合的主题，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讨论中，周农、王志群、毛腾飞、刘宗
林、李民、李荐国、詹纯新等代表分别围绕
全面从严治党、脱贫攻坚、现代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等主题作了发言。

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新华社记者 刘江 张旭东 黄全权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18
日在北京隆重开幕。

习近平所作的十九大报告大气磅礴、
内涵丰富，3万多字的报告纵观历史、展望
未来， 浓缩了5年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的经验与启示，描绘了从现在到2020年乃
至本世纪中叶的宏伟蓝图。 报告中一系列
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受到广泛
关注，引发强烈反响。

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
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一个重大判断。

进入新时代，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全局视野、从改革开放近40年历程和十
八大以来5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
变革的方位上，所作出的科学判断。

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报告立足于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新实践新成就，谋划了到本
世纪中叶的奋斗目标。

方位决定方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
命，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
想。 报告提出，进入新时代，实现伟大梦
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
进伟大事业。

新的理论创新成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十九大报告提出重大理论创新成

果， 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高度概括，是党和人
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报告提出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8个
明确”和“14条坚持”构成的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两者
相互统一，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框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
党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 报告
令人振奋地指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
的真理力量！

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新变化
已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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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对中国社
会主要矛盾的论述均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 十九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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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已不仅对
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
要求日益增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
上显著提高，更突出矛盾是城乡、区域、收
入分配等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这
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关系全局、
影响深远， 这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
多新要求。 报告特别指出，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
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 我国仍处于并将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没有变。

新的奋斗目标
从全面建成小康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报告提出，既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

新的奋斗目标跨度“从现在到本世纪
中叶”，可分为三个目标、两个阶段、两步
走，将“近期、中期、远期”目标进行了有机
结合。

按照报告提法，“三个目标”分别是：
到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到2035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两个阶段”和“两步走”是指从
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为两个奋斗十五
年来安排。

值得关注的是，报告提出的“到2035
年目标”，是根据我国发展实际情况，将过
去提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到本世纪
中叶要达到的发展水平，提前到2035年来
实现，进程缩短了15年。

发展战略目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十九
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
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令人关注的是，报告提出的发展目标
更注重整体性、总布局，这是我国进入新
时代特征所决定的，已不简单满足于经济
量化指标。

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

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党的建设新的总要求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进入新时代，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起着统领和决定性作用。 十九大报告
指出，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
现伟大梦想，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
党的领导。

翻阅报告，在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14条坚持”
中，“一头一尾”的第一条和第十四条分别
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 在报告最后部分又重点强
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明确了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

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建
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组建国
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等新措施已写
入报告，勾画了一个完整、严密的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

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举措
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报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
方面提出了上百条的新举措，对推动新发
展、实现新目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在改善民生举措中增加了“幼有所
育”和“弱有所扶”，为幼儿提供保育和关
爱，给身体残疾虚弱、低收入等群体给予
扶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三
农”工作……报告全方位、多层次提出了
一系列重大举措，必将有力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的发展。

值得指出的， 报告在未来前进道路
上，强调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根据新时代要求
又提出诸多新举措， 确保了一张蓝图干
到底。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十九大报告的
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

� � � � 10月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这是开幕会前， 代表接受采
访。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 � � �这是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这是一次
掌声如潮的盛会。

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巍
峨壮丽。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共同迎
来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上午9时整，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习近平同志健步走向报告席，代表第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宏亮的声音，响彻万人大礼堂，传遍
寰宇。

近3个半小时的报告过程中， 会场响
起了七十余次热烈的掌声。

掌声，为历史性变革成就而起———
五年砥砺奋进，五年攻坚克难。
从掀起人类历史上规模宏大的扶贫

决战， 到勇于担当铁腕反腐从严治党；从
改革破除藩篱痼疾， 到重拳出击生态问
责；从奋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到一
系列惠民举措落地生根……

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深层次、根本
性的变革，令人自豪与振奋。

这历史性的变革成就深刻地改变着
中国，影响着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
下，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站到新的起点上。

从50米起步， 到马里亚纳海沟7000
多米的跨越，“蛟龙号”一次次创造中国深
潜纪录。“今后，我们一定会以更加有力的
脚步，创造新的‘中国奇迹’。 ”十九大代
表、“蛟龙号”潜航员唐嘉陵说。

掌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旗帜的高扬而起———

旗帜指引方向，旗帜昭示使命。
96年前，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的红船起

航，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社会主
义新中国。

39年前， 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历史性
转折， 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号角……

今天，中国共产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引领民族复
兴的航船劈波斩浪，向着梦想进军……

有70多年党龄、参加过六次党代会的
十九大代表赵志浩对亲身见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感到非常激动：“每
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新时代我们要继续

奋力向前，夺取新的胜利！ ”
掌声 ， 为美好生活未来的憧憬而

起———
百年奋斗，百年牺牲，无数中华儿女

前赴后继，无数共产党人义无反顾。
百年期盼，百年梦圆，中华民族正以

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人民谋幸福———共产党人永远不

变的初心。
五年的奋斗，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
68页、3万多字的报告，处处闪烁着顺

应人民对美好生活新向往的执着追求。
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到加强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到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从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到
建设美丽中国……

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共产
党人的不懈努力深深地镌刻在神州大地，
留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黄河之滨、吕梁山下的龙门村，曾经
一片贫瘠，受益于党的扶贫政策，如今已
建成生态优美、共同富裕的“全国十佳小
康村”。 村党委书记原贵生代表说：“我相

信，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憧憬的美好生活
将越来越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越
走越好！ ”

掌声，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自信而
起———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重拳出击，严惩
腐败，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面向未来， 中国共产党勇担历史使
命，勇于自我革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引领亿万人民
踏上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鲜活的
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璀璨
的真理光芒，为我们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
科学的行动指南。 ”十九大代表谭天星说。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一次次在万人大
礼堂响起。

这掌声代表着党心、凝聚着民心。
这掌声浸透着自豪、传递着自信。
这掌声随着电波，回荡在神州广袤的

大地上，回响在中华民族的五千年的历史
中，为过去，更为未来……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从七十余次掌声看党心民心
———党的十九大开幕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