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9月4日，整治后的圭塘河风光
带成为长沙城区的一条绿色走廊。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② 9月18日， 桂东县普乐镇太阳
园艺花卉公司扶贫基地， 村民在温室
大棚培管红掌。今年来，该镇采取“优
质企业+村委会+新型合作社带动贫困
户”的模式，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股
份帮扶和就业帮扶。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邓仁湘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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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聚焦

向着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速奔跑
———湖南代表团代表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

报
告
摘
要

� � � �●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 ，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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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 从2020年
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
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
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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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苏莉

历史，正在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辉煌长卷。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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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两个阶段”“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到本世纪
中叶， 中国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昂扬姿态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

宏伟蓝图催人奋进，百年梦想只争朝夕。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13亿多中国
人民向着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速奔跑！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
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
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在
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这个目标在上世纪
末如期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
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
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党的十八
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赋予
全面小康新内涵。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十九大报告擘画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奋斗目标：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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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

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我们要坚忍
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
程的壮丽篇章！”习近平同志话语铿锵。

“这是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的‘动员令’
和‘进军号’，声声嘹亮，催人奋进。”十九大代表、
岳阳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忠雄说，
十九大报告勾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蓝图、
制定了时间表， 明确了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梦想就在眼前，清晰可及，令人心潮澎湃。”

胡忠雄特别注意到，报告提出的“到2035
年目标”，实际上是根据我国发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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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历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久经磨
难，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十九大代表、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曹炯芳感慨地说，正是在党的带领
下，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一茬接着一茬干，
一棒接着一棒跑，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
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今天，我们
完全有底气、有能力说，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康庄大道上，中国共产党正续写新的辉煌。

“共产党人从筚路蓝缕，救国于危亡，到今
天朝着国富民强、 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奋斗，
凭借的就是坚忍不拔、 锲而不舍。” 十九大代
表、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晖说，
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我辈当自强不息、奋力而为。”

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隆重开幕。全世界
的目光聚焦中国。

这一天， 凤凰县6个易地扶贫安置区250
多户建档立卡户搬进新居。搬出大山的苗族兄
弟在新居门口贴上对联：“扶贫搬迁换新颜，脱
贫致富念党恩。”

“十九大会议期间， 凤凰县将有1284户
5392人搬迁新居。” 十九大代表、凤凰县委书记
颜长文带来喜讯。2016年，凤凰县31个贫困村退
出，17238名贫困人口脱贫， 习近平同志曾考察
过的凤凰菖蒲塘村已建成湖南省小康示范村。

“彻底解决深度贫困问题，让凤凰县与全
省全国一道如期脱贫， 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我
们有信心。”颜长文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孜孜追求
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上的
关键一步。

历经数十年奋斗，现在，到了需要一鼓作
气向终点线冲刺的历史时刻。

决胜决战就在眼前。 完成这一战略任务，
是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也是共产党人的光荣
使命。

“向什么决胜？就是要向体制藩篱、观念桎
梏决胜，向深度贫困决胜，向各种潜在的风险
决胜， 向生态文明建设的瓶颈决胜。” 曹炯芳
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二字重千钧。必
须清醒看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具有
充分条件，也面临艰巨任务，前进道路并不平
坦，诸多矛盾叠加，必须下大气力破解制约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

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
人均GDP刚刚突破8000美元， 地区发展还很
不平衡，仍有4300多万贫困人口没有脱贫。能
否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
治三大攻坚战，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

十九大代表、张家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虢正贵说，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
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
入少造成的。但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
发展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既有长期积累
的老问题，也有发展中遭遇的新挑战。“图之于
未萌，虑之于未有”。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
置，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
扛得住、过得去。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摆脱绝对贫困，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同志前往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在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

村提出“精准扶贫”思想。“精准扶贫”的伟大实
践，自此在中国贫困地区全面展开。

“我们牢记习近平同志的殷切嘱托，把脱
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4年多
来累计减贫35万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5260元增加到7413元。” 十九大代表、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叶红专说，自治州已
进入减贫人口最多、农村面貌变化最大、群众
增收最快的时期。以习近平同志精准扶贫思想
为指引，自治州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不让
一个贫困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的路上掉队。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已取
得决定性进展， 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
以下。这组数据，令十九大代表、湖南省扶贫开
发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王志群十分振奋。

王志群介绍，和全国一样，湖南脱贫攻坚
也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从2012年至2016年，全
省贫困人口减少411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13.43%下降到6.36%。“我们要保持定力，坚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重点攻克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 确保到2020年全省现
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兑现对人民的承
诺。”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这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必须啃下的又一块硬骨头。

10月19日，在湖南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上，
十九大代表、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院长柴
立元记住了一个细节。

凤凰卫视记者向十九大代表、湖南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提问，湖南如何抓好水环境
保护？许达哲回答，湖南正在贯彻落实习近平同
志“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精
神，把湘江保护与治理作为“一号重点工程”，
并向洞庭湖环境综合治理延伸，从源头上整治
水环境的突出问题，久久为功，擦亮绿水青山
这张湖南名片。

“擦亮绿水青山这张湖南名片。”这句话让
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柴立元心生温暖。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绿水青山是题中应有之义。向污
染宣战，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美丽中国、美丽湖南就一定能够实
现。

代表们认为，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必
将极大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极
大增强人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同感。

“3年前，‘湘欧快线’启动，带领湖南踏上‘一带
一路’提速之旅，为湖南对外经贸合作注入了新动
能。如今，湘欧快线满载着湖南的货物，销往其他
国家。”10月20日，欧洲时报刊发报道，指出中部
湖南的开放步子迈得越来越大。

此前一天， 湖南代表团的开放日迎来了
65家中外媒体的近百位记者。一如飞速发展
的中国经济， 湖南的开放自信赢得了中外
记者的点赞。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坐标
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
交汇期，距离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只剩不到4年时间。
行百里者半九十，离目标越近

越要奋力前行。
代表们认为，在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党的领导是根本
保证。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毫
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
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
党的领导下，凝聚起亿万人民实现
伟大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决胜决战全面建成小康，要
有战略谋划、战术准备，还要有战
斗本领。”曹炯芳说，战略谋划就是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两步走”；
战术准备就是要层层传导压力，用
问题导向、底线思维、辩证思维等
方法论指导实践；战斗能力就是要
增强学习思考本领、 政治领导本
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
依法执政本领、 群众工作本领、狠
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

作为湖南优势发展地区之一，
今年，湘潭将全面建成小康，走在
全省前列。“这是湘潭的担当和荣
光。”曹炯芳说，作为伟人故里、红
色圣地，我们要快马加鞭，撸起袖
子加油干，向基本现代化迈进。

代表们谈到， 要特别注意的
是，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不是新一轮大干快上，不能靠
粗放型发展方式、靠强力刺激抬高
速度实现“两个翻番”。我们不仅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要考虑更
长远时期的发展要求，加快形成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
式。这样，才能建成高质量的小康
社会，才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的小
康，没有旁观者，只有战斗员。”胡
忠雄说，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
用，激发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
伟力，紧紧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创人
人共建、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
丽， 我们曾经无限憧憬的梦想，正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锐意进取、团结
奋斗中不断变成现实。

时代号角已吹响，伟大梦想在
召唤。

代表们信心满满：踏上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
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

（湖南日报北京10月21日电）

擘画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奋
斗目标，继往开来实现伟大梦想

打好决胜全面小康三大攻坚战，
奋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2014年10月31日， 长沙霞凝货场，“湘欧快
线”满载集装箱待发。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2016年5月16日，磁浮列车（左）和动车分别从长沙南站驶出。长沙磁浮快线是我国第一条中低速磁浮运营线，也是目前世界最长的中低速磁浮运营线。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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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踏
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①

②

③

③ 1月25日， 花垣县双龙镇卧龙
坪村，吴兴忠家搬进新居后，拍下了全
家福。2015年，在县教体局扶贫工作队
的精准帮扶下，吴兴忠养殖黄牛、羊、
猪，实现了脱贫致富。 龙恩泽 摄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