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从党的十九大看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湖南日报记者 冒蕞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期间，党的十九大代表、省委
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在湖南代表团
驻地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迈进新时代， 开启新
征程， 必须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许达哲代表说， 习近平同志所
作的报告，站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
交汇点上， 发出了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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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党和
国家事业实现了历史性变革， 作出
了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重大判断；阐述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
本方略；明确了“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吹响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前进号角。

许达哲说，感受特别深的是，过
去五年，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
力显著增强。我们党坚持立根固本，
推进理论创新，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
持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出台了
一系列重大政策， 推出了一系列重
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坚

持问题导向，推进实践创新，解决了
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
成的大事；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推
进文化创新，讲好中国故事，宣扬中
国精神，主张中国价值，展示中国力
量,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
造力大幅提升。

许达哲说，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必须加强理
论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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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维护党中央权
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
强化根本保障，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
端正发展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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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增
进民生福祉；必须增强“八大本领”，
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前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下， 奋力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

许达哲说， 习近平同志号召全
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初心
和使命，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共产党人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只有不忘初心，我们党才能安身立命，

才能赢得民心，才能风清气正，才能
奋力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许达哲说，湖南是红色热土，更
能切身体会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
分量。“半床棉被” 的故事就发生在
汝城县沙洲村，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
想的首倡地就是湘西十八洞村。我
们从中更能深刻感受初心和使命的
传承。

许达哲说，“初心确立不易 ，
持久保持更难。” 只有不忘初心，
才能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
清明。宋代周敦颐都能做到“事冗
不知筋力倦， 官清赢得梦魂安”，
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执政为民 、
不改本色。

许达哲说，报告号召全党奋力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使我想起了长
征途中生死攸关的通道转兵。这告诉
我们，要取得胜利，必须要有主心骨，
必须解决好方向标问题。带领我们进
入新时代、 走新长征路的主心骨，就
是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我们必须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
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全面实施 创 新 引 领
开放崛起战略， 加快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时代赋予使命， 伟业催人奋
进。”许达哲说，抓好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落实， 就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改革
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

方面，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而奋斗。当前，湖南要对照十九大
报告的要求，学深、悟透、求真、实
干，抓好四个方面的落实。

一要落实“发挥优势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的要求，力争在中部崛起
中走在前列。 抓住中部崛起的战略
机遇期，发挥“一带一部”优势，认真
贯彻新发展理念， 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提出的“三个着力”，
全面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打好转型升级战役， 打造创新发展
平台，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

二要落实“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要求， 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在精准扶贫的首倡地高质量地完成
军令状任务，走好精准扶贫、特色
发展、可持续的路子；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 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三要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要
求， 让青山绿水成为湖南亮丽的名
片。打好环境治理战役，抓好“一湖
四水”的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推动
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

四要落实“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
的要求，扎实开展以学习实践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重
点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推进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增强
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实
绩实效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
答卷。

（湖南日报北京10月22日电）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访党的十九大代表、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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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
贺佳 ）今天下午，党的十九大湖南
代表团团长杜家毫， 副团长许达哲
来到湖南新闻媒体驻地， 亲切看望
慰问奋战在党的十九大新闻宣传报道
一线的湖南日报社、湖南广播电视台、
红网等媒体新闻工作者。 杜家毫
勉励大家再接再厉、扎实工作，充分
反映基层代表心声， 全面展现湖南
代表的精神风貌，让十九大报道出新
出彩， 推动十九大精神迅速在三湘
大地落地生根。

代表团副团长乌兰、 秘书长
王少峰一同看望。

“你们很辛苦、很敬业！”杜家毫、
许达哲一行首先来到湖南日报社融
媒体演播室，与记者、编辑一一握手，
感谢大家连日来为党的十九大新闻
宣传付出的辛勤劳动。党的十九大
开幕至今， 湖南日报社以“新时代
新征程”为总呼号，通过开设《十九大
聚焦》《党代表会客室》 等专题专栏，

从不同角度深入解读阐释党的十九大
精神，充分展示湖南代表履职尽责的
良好形象，以及十九大报告在三湘四
水引发的强烈反响。同时，紧扣十九大
精神，每天推出《评论员观察》《十九大
时评》两大系列评论，引领舆论场。
新湖南客户端和华声在线充分发
挥互联网新媒体优势， 制作推出的
十九大报道专题累计点击量分别
达2617万、1423万。“你们的报道很
好，哪怕再忙，我每天都要浏览阅
读。” 杜家毫对湖南日报社十九大
新闻宣传报道“组合拳”给予充分
肯定。他说，报纸有权威、深度的优
势，新媒体有时效、互动的优势，要
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
发展，实现优势互补。要把笔触和
版面更多地对准基层代表，充分反
映大家的心声，展现湖南代表的良
好精神风貌。要不断创新，用广大
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更好
推动十九大精神迅速在三湘大地

落地生根。
连日来， 湖南广播电视台下属

湖南卫视、湖南广播传媒中心、经视
频道、芒果TV等媒体全面参与十九大
报道，实现了全方位、多媒体、前后
方的大联动。芒果TV展示区，正播
放电视理论节目《社会主义“有点潮”》，
杜家毫充分肯定该节目形式新颖、
语言活泼， 既反映了社会主义航船
破浪前行， 又符合年轻人和广大网
民的口味，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来到湖南卫视直播间， 杜家毫详细
了解智能化技术和手段在电视媒体
上的应用， 称赞湖南广电新闻宣传
理念新、 创意好， 紧扣时代主题、
体现湖南特色，勉励大家再接再厉，
全方位、多角度地做好大会后续报道，
让十九大报道出新出彩，让十九大
精神深入人心。 杜家毫还来到红网
驻地，了解十九大报道情况，充分肯
定红网在网络上营造了良好的舆论
氛围。

看望中， 杜家毫说， 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就是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大
精神。 新闻单位更要先学一步、学
深一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
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
命， 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方式和手
段，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和语言，推动十九大精神入脑入耳
入心，激励三湘儿女奋力开启新征
程，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

杜家毫说，进入新时代，我国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湖南新闻媒
体力量很强， 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更好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深入
阐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集中讲
好中国故事、湖南故事，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湖南
力量。

湖南日报评论员

3万多字的十九大报告中，200多次
提到“人民”一词，字里行间，贯穿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中国
共产党人再度宣示其初心与使命。

从上海弄堂的石库门到瑞金沙
洲坝的水井， 从延安窑洞到人民大
会堂，中国共产党一直把 “人民 ”镌
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把“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

站在新时代的入口处，“把人民
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
迈进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14条基本方略 ，处处以
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着
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为民情怀。

朝着梦想砥砺奋进的征途上 ，
“人民”二字贯穿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全过程。推动司法改革，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
正义；加快教育发展，努力让13亿人
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建立世
界最大的社保体系， 解决世界最难
的就业问题， 攻坚世界最复杂的脱
贫难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照见的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
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无论是攻坚
克难的全面深化改革， 还是风起十
八洞村的精准扶贫， 无论是长远的
规划，还是对历史方位、国情作出的
重大判断，着眼的都是“人民”；冬季
取暖、垃圾分类、畜禽养殖废弃物处
理、养老院服务质量 、住房问题 、食
品安全……诸多关系民生的 “微服

务”“微建设”，摆上了党和政府的议
事日程， 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心中的
牵挂。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这些
年，“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
大事”成为从上到下、真真切切的行
动：锁定重点人群 、重点领域 ，织牢
织密兜底之网； 举全社会之力脱贫
攻坚，靶向精准 、力度增大 ；户籍制
度改革、公立医院改革、城乡养老并
轨、“全面二孩” 等一系列标志性的
改革措施落地生根； 城乡居民收入
实现与GDP增长基本同步， 民生领
域的投入不断增加， 全民医保基本
实现，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继
续 “连增 ”……一项项便民 、惠民政
策，解的是民忧，暖的是民心。

“捧读十九大报告，每个人都可
以读到自己 ”：从 “幼有所育 ”到 “老
有所养 ”，从 “学有所教 ”到 “住有所
居 ”，从 “贫有所扶 ”到 “困有所帮 ”，
从就业、收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从
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到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 ”的升级 ，从生态优美
到建设健康中国， 从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 到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
作主。展望未来，一种“生活更舒心，
工作更称心，办事更顺心，全社会更
有爱心”的幸福感，将逐步成为我们
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需要汇
聚全民族的磅礴之力， 需要全体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勠力同心 。 “中国
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这两个定位精准概括了中国共产党
的使命， 也道出了党领导人民实现
“中国梦”的信念之源。

评论员观察

百年追梦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

杜家毫许达哲看望党的十九大湖南新闻工作者

充分反映基层代表心声 全面展现
湖南代表风貌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迅速在三湘大地落地生根
乌兰一同看望

� � � �湖南代表团代表在分组讨论时热议大会报告。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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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 � � �———国际社会热议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十九大报告透露的八大改革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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