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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贺佳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 大会
期间，党的十九大代表、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接受了湖南日
报记者的专访。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
光芒的纲领性文献 ， 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的政治宣言，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
指南

杜家毫说， 习近平同志的报告全
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深刻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旗帜鲜
明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后，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
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
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报告总揽全局、主题鲜
明，气势恢弘、体系严谨，极大振奋党心
军心民心，是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的政治宣言，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行动纲领，是
指引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精神旗
帜，是一个登高望远、举旗定向、固本
开新、凝心聚力的好报告。

“报告鲜明提出并深刻阐述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及其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确立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方略， 这是贯穿党的十九大报
告的灵魂， 是整个报告最闪亮的特
点。”杜家毫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
新境界，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境界， 开辟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新境
界，开辟了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
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
和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们党必须长期
坚持的指导思想。

“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 这是对
党和国家发展历史方位的精辟概括，
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考量， 标志着
党和国家事业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
上， 凸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
担当。”杜家毫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主要内涵， 不仅体现为
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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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体现为今天中国
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前
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 还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仅在中国取得了伟大成功， 而且向
全世界展现出了强大生命力。

杜家毫说， 报告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对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部署， 庄严发
出了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的动员令， 提出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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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大方向、大原则、大战略，
又有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必将极
大激励和鞭策全党同志继往开来、奋
勇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
所取得的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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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坚强
保障

杜家毫感慨地说， 党的十八大以
来这五年的里程碑意义， 就在于这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
起点，就在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
坚强保障。

最根本的思想保障， 就是创立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所有工作和成
绩， 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展开和实践。

最根本的组织保障， 就是确立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 在全党的核
心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
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坚强领
导核心的引领， 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
设计师， 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
坚强领导核心。

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就是坚持了
把党的领导作为当代中国最高政治原
则。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
帜鲜明加强党的领导， 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 不断提高党自我净化、 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显著
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领
导力、号召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
加 快 建 设 富 饶 美 丽 幸 福
新湖南 ，不断开创湖南改革
发展新局面

“我们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接
续奋斗的结果。”杜家毫动情地说，湖南
是毛泽东同志的家乡，在湖南这片红色
热土上，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光辉奋斗足迹。我们一定要继承和
发扬光荣革命传统， 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引导全省党员干部群众深入
学习党的创新理论， 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立足新方
位、把握新矛盾、开启新征程，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深入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努力把湖南各
项工作做得更好， 把毛主席家乡建设
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以看得见的实际
行动、摸得着的发展成效，推动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心中深深扎根、在三湘大地落地生根。

（湖南日报北京10月21日电）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奋力开启新征程 加快建设新湖南

———访党的十九大代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湖南日报记者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 让农业大省湖南备受鼓舞。
连日来， 湖南基层干部群众展开
热议，一致认为：党中央一直以来
十分重视“三农”工作，“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党
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了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将会让农
村迎来巨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讲到了农民心坎上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讲到了农民的心坎
上，我们要早做计划，抓紧行动。”
10月21日清晨， 冷水江市禾青镇
党委书记刘颂聪按捺不住激动的
心情， 带着值班干部来到炉竹村
走访，传达会议精神、谋划村级建
设。

炉竹村位于资水沿岸， 曾是冷
水江出名的“穷山窝”。党的十八大
以来，依托新农村建设，村里修通了
6米宽的通村公路，建了文化广场、
村级组织活动中心， 安装了太阳能
路灯和自来水管道， 还办起了占地
418亩的泽宏农业基地， 发展旅游
观光和生态种植业，50余位农民成
了基地的“上班族”。村党支部书记
刘云中遇见记者兴奋地打开话匣
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得好，
将为村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我们
一定要好好把握， 不能坐等政策当
懒汉。”

“报告中提出第二轮土地承
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这样的
好政策使农民高兴， 让大家吃了
定心丸， 将有利于促进乡村的振
兴。”这两天，十九大报告中“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在蓝山县
舜源街道引起了强烈反响， 雷家
岭村支书雷统优无比兴奋地向记
者畅谈感想。

雷家岭村的雷兴开是贫困户。
2015年，村里生态农业种养专业合
作社与他签订20年土地流转合同，
他以前荒芜的3亩水田立刻“变”出
了现钱，合作社每年给他分红1200
元，并以每年5%幅度递增。夫妇俩
到合作社务工， 一个月挣6000余
元，富起来的雷兴开逢人就夸党的
政策好。雷兴开说：“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后，我们农村一定会更美，农民的
生活会更富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离不开大家加油干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 为我们农村描绘了一幅
宏伟蓝图”“振兴乡村，离不开产业支
撑，要进一步发展好村里的休闲旅游
业”“全村脱贫后要加快追赶富裕村，
这需要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
10月21日， 省级贫困村郴州市苏仙
区飞天山镇两江口村组织党员干部
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大家
讨论最多的，是如何进一步把村里振
兴起来。

“十九大之后，在利好政策助推
之下，中国的农村又将会迎来一次历
史性变化。” 荩荩（下转4版）

“乡村振兴”将让
“湘村”迎来巨变
———我省市州基层干部群众热议“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湖南日报评论员

“放眼全球，当其他国家的
政党搞 ‘拳击赛 ’的时候 ，中国
共产党人却在跑‘接力赛’”。有
国外学者如此生动比喻中国当
今的政治生态。顺着这一层意思
理解 ，这种 “接力 ”，既是中国
共产党人朝着共同目标一任接
着一任干的奋斗姿态，更是指导
思想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党的十九大最重要的理论
成果，就是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指导地
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思
想上的又一棒完美“接力”。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
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先后实现了毛泽东思
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成功解决了
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各个阶段
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垒积起实现
“中国梦”的基本条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一
场无先例可循的伟大探索，也是
一场需要思想引领的伟大实践。
在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重要节
点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顺时代之需，应
人民之盼，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
论之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社会主义
中国这片广阔土壤，其目标指向
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
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
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

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
目标” 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全
局性的问题，再一次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
合、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
史性飞跃。

有外媒报道，就在十九大召
开之际， 已在全球160多个国家
和地区发行600多万册的《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 又一次掀起了研
读热潮。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让世
界为之注目，为之倾听？

这些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一
片愁云中充满活力，对世界经济
平均贡献率达到30%，中国社会
全方位的发展变化用蒸蒸日上
来形容毫不夸张。这一切，证明
着这一充满“中国智慧”的思想
“靠谱”、有效、潜力无穷，能给世
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
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
族提供全新选择。而具有鲜明中
华文化色彩的 “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也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对中国人民而言， 五年来，
“五位一体”“四个全面” 的丰硕
成果，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
成就所带来的满满的获得感、幸
福感 ，大家都看得到 、摸得着 ；
十九大报告赢得的70余次掌声，
就是最生动、 最有说服力的佐
证。“此生不悔入华夏”“庆幸生
活在这个伟大时代”， 是普通百
姓发自内心的表白。

科学的思想，一旦为广大人
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站在历史的交汇处，置身充满期
许的新时代，向着“中国梦”伟大
目标砥砺前行的中国人民，将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引下，以更加豪迈的情
怀、更加矫健的步履，踏上新的
征程 ，创造新的辉煌。

评论员观察

引领新时代的
伟大思想

湖南日报10月21日讯（记者
陈昂昂）今天上午，省政协第一届
湖南发展海外顾问团成立暨
首次座谈会在长沙举行。 省政协
主席李微微出席并强调，要以
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为湖南实
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凝
聚更多更广泛的智慧和力量。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蔡振红，副省长何报翔，省政协
副主席袁新华、胡旭晟，秘书长
卿渐伟出席。

在湖南发展海外顾问团成
立仪式上，王一江、王琳达、邓兴
旺、 朱院山等11人被聘任为第
一届湖南发展海外顾问团成员。

李微微对湖南发展海外顾
问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对广
大海外侨胞一直以来关心和支
持湖南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
她说，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
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
想。我省上下正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聚精会
神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期
待广大海外侨胞一道参与、共同
见证新湖南的建设和发展。

李微微说，海外顾问团成员
可自愿列席每年的省政协全会，

受邀参与省委、省政府、省政协
的重大活动，来湘开展专题调研
等，把大家的国际视野转化为湖
南开放强省建设的重要方向，把
大家的创新思维转化为湖南开
放强省建设的治理资源，把大家
的先进理念转化为湖南开放强
省建设的务实举措。希望大家成
为湖南改革发展的建言者，新湖
南建设的参与者， 湖南扩大开
放、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效益的
推动者， 海外高端人才的举荐
者，湖南美好形象的传播者和湖
南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交流合作
的友谊使者，为湖南实施“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凝聚更多
更广泛的智慧和力量。

顾问团成员代表、著名医学
专家朱院山表示，一定会利用身
在海外的优势，为新湖南建设与
“走出去”牵线搭桥。

座谈会上，何报翔介绍了湖
南省情。 顾问团成员围绕经济、
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等方面积
极建言献策。

蔡振红指出，省政协成立湖
南发展海外顾问团是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具体举措。希望顾
问团成员广泛凝心聚力，做湖南
形象的推广者； 多来投资兴业，
做湖南建设的参与者；积极建言
献策，争做湖南发展的参谋。

� � � � 李微微在省政协第一届湖南
发展海外顾问团成立时强调

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为新湖南
建设凝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 � � �湖南代表团代表认真讨论大会报告。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再塑党的形象的伟大工程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五年探索之路

十九大报告透露的十件民生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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