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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五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以宏伟蓝图凝聚人心， 用苦干实干开启未来，
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设国家、走向复兴的宝
贵经验。

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上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
标，描绘了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宏伟蓝图，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战略视野、高远眼光与科学谋划，是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表，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任务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路线图。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就要深刻把
握这个新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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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改革开放之
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三步走”的
战略安排，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
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分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和上世纪末提前实现。 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八
大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
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历经极不平凡的五年砥砺奋
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全方
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深
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

形势决定任务。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站在我国发展新的
历史起点上，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
件，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作出战略安排，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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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
奋斗目标，设定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目标，为我们描摹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动人图景，为我们标注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行动纲领。

梦想昭示未来。 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期。 剩下3年时间里，让13亿多人民共
同迈入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
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
实的小康社会，是我们必须兑现的庄严承诺。 要按
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各项要求，根据十九大的最新部署，紧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 统筹推进经济、 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项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
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 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
得起历史检验。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 新目标已
经确定，新征程即将开启。 只要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就一定能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中书写波澜壮阔的新史诗、 创造举世瞩目的新奇
迹。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载11月2日《人民日报》）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记者 李忠
发）11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
宾馆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习近平欢迎梅德韦杰夫在中共十九大
胜利闭幕后随即访华， 强调俄罗斯是中国
的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中方发
展和深化中俄关系的明确目标和坚定决心
不会改变。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扩大各领
域、全方位合作，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
和配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信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在新起点上把
握新机遇，展现新气象，取得新成果。

习近平指出，中俄要充分发挥总理定期
会晤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 加强在能源、装
备制造、农业、航天等领域合作，继续提升双
方合作中的科技创新含量，将大数据、物联
网、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领域作为新的合作
增长点。 要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
联盟对接，努力推动滨海国际运输走廊等项
目落地， 共同开展北极航道开发和利用合

作，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中俄教育、旅游、媒
体等人文合作高潮迭起，“一带一路”沿线人
文交流很有起色，双方要继续办好大型国家
主题年活动，推动两国地方交流合作，进一
步巩固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梅德韦杰夫转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对
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美好祝愿， 对中
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和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
中央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 梅德韦杰夫表
示， 中共十九大描绘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

伟蓝图，对中国和世界都意义重大。俄方衷
心祝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
取得成功， 相信在此过程中俄中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必将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发
展。 习主席今年7月对俄罗斯成功访问后，
俄中双方在经济、能源、投资、创新、人文、
欧亚经济联盟同“一带一路”建设对接等领
域合作取得更多积极进展。 俄方对此十分
满意， 愿进一步密切同中方各领域交流合
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

习近平会见俄总理梅德韦杰夫

� � � �党的十九大宣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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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方向，也是动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全国各族人
民正瞄准新目标，焕发新风貌，奋力实现新
飞跃。

催人奋进
新奋斗目标指明前行方向

“大会报告接地气，未来发展有底气”
“有了新目标，就有了新奔头”……参加完
党的十九大， 江苏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协恩就立刻用充满泥土气息的语言，把
党的十九大精神送到乡亲们的心坎里。

“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提出新的奋
斗目标，一棒接一棒跑着‘接力赛’，这是党
成功的秘诀，也是中国成功的秘诀。”吴协
恩说，如今新时代的目标已经确定，我们都
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党的十九大围绕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提出新的奋斗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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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有了方向标，新征程有了路线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

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的十九大确定的
目标任务有近期的，有中期的，也有长期的，
要分清轻重缓急，有计划有秩序加以推进。”

目标上明确清晰， 行动上才能赢得主
动，事业上才能大有希望。

“党的十九大提出新目标、 绘制新蓝
图，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我备受鼓舞，今
后坚定信心， 更加积极地把国家的目标和
日常工作的目标结合起来， 带领村民们实
现发展进步。”重庆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

党总支书记张雪说。
在通安村，这几天连续召开“院坝会”，

张雪和村干部们通过深入学习， 把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村里实际情况相结合向村民们
宣讲，乡亲们纷纷表示“知道未来该干啥、
怎样干了”。

新的奋斗目标， 包含着实现时代梦想
的时间表， 也蕴含着怀揣时代使命的任务
书。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过程，既是
将目标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也
是不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的过程。

十九大报告中，将教育提升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这让十九大代
表、上海实验小学校长杨荣深感肩头重任。

“今天的小学生，在第一个百年中起步
成长， 更将是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者。”杨
荣说，学校教育要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未
来要更加着眼于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目标升腾信心，目标催生动力。紧紧围
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的奋斗目标， 一张
蓝图绘到底，在锲而不舍的奋斗中，共同展
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篇章。

一鼓作气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期要有决胜的决心， 也要有决胜
的准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倒计时，在
最后三年的冲刺中， 各项工作要对照党的
十九大提出的各项要求，紧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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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最新重大判断。

“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是带动解决各
种矛盾的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郝立新说，牢牢抓住解决我国发展
中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抓住了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牛鼻子”。

一从北京回来，十九大代表、天津市南

开区昔阳里社区党委书记王月华就立刻把
参会感受讲给社区居民。“十九大报告提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作为社区工作
者，今后就是要更加想群众之所想，忧群众
之所忧，从人民关心的小事上做起。”她说。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就要深刻
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 统筹
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
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
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十九大代表， 江西鄱阳县计林村党支
部书记包新国说，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
兴战略”，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就是实现村
村有新貌、村村有新业，我们会坚定地朝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

如今， 计林村这个赣皖边界的小山村
打出“生态牌”，依托漫山遍野的杨梅和树
莓，发展绿色产业和旅游产业，增加村民收
入的同时，打造美丽乡村。

最后的冲刺，也往往是最难的冲刺。只
有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坚决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的攻坚战，才能决战决胜。

“攻坚深度贫困，要有更明确的思路、超
常规的举措、更坚定的行动。”山西永和县阴
德河村第一书记曹旭东说，全面建成小康的
路上， 阴德河村要利用好自然生态等资源，
加大生态扶贫政策落实力度，努力在一个战
场打赢生态治理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

乘势而上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秋日的暖阳里，国家杂交水稻重点实验
室首席科学家邓启云头戴草帽，连续多日在
试验基地仔细查看一万多份水稻材料。

党的十九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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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邓启

云干劲十足。
邓启云说，团队正积极研究面向未来、

面向世界的第三代育种法， 以培育出更多
量质齐佳的优良品种， 使中国杂交水稻持
续占领科技制高点， 造福世界人民和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向着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 党的十九大前瞻性地提出
一系列重大战略、原则和举措，为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布局谋篇。

绘就新蓝图，必须树立起更坚定的信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历史已经
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
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十九大代表、中央党
校教务部主任谢春涛说。

开启新目标，必须趁势而上更注重实干。
川藏交界的金沙江干流，山高水深。党

的十九大闭幕之际，“西电东送” 接续基地
重点工程———中国华电集团投资建设的巴
塘水电站正式核准开工。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清洁低碳发展的
新要求，公司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已达38%，
接下来将用新精神指导新实践，超前谋划，
扎实推进，进一步乘势而上，不断拓展发展
新空间。”华电集团董事长赵建国说。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关键要在做实上下工夫。要拿出
实实在在的举措，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
点往前推进，以钉钉子精神全面抓好落实。

实现新飞跃，必须凝聚起更强大的力量。
满载着荣誉与责任，十九大代表、国网

山东检修公司输检中心带电班副班长王进
第一时间返回了工作岗位， 并在车间会议
室举行了“坚定不移跟党走，撸起袖子加油
干”的主题党课。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实现中国梦的一
分子。大家一定要立足本职，卓越争先，为
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王进这样给未
来的自己和同事们“加油打气”。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瞄准新目标 实现新飞跃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述评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