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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熊争艳 史竞男 陈炜伟

3月3日14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一
身戎装的中国首位飞天航天员杨利伟委员，
第一个在“委员通道”面对中外记者。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杨利伟向有
志于航天、勇于拼搏的青年朋友发出邀请，希
望他们加入航天队伍， 把国家建设为航天强
国，无愧于新时代的召唤。

此时，人民大会堂，来自各族各界各党派
各团体的21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带着亿万民
众的期待，从四面八方汇聚这里，参加全国政
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这是新时代的盛会。过去五年，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砥砺前行，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在新时代的坐标上， 今年的会议备受瞩
目。

100多天前，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会议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
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描
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2018年， 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
一年。

春风拂面，暖意融融，人民大会堂庄严肃
穆。下午1点多，东门外广场上，中外记者就在
此迎候委员们的到来。

从东门外广场到大会堂东大厅， 一些委
员被记者们围住……

“我们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履职尽责有新作为。”来自

云南的白族委员杨宁、 纳西族委员和向红身
着鲜艳民族服装，边上台阶边交流。

“从参加党的十九大到首次出席政协大
会，我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把十
九大部署化作脚踏实地的行动，坚定信心，迎
难而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国同步实
现小康。”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党委书
记余留芬委员表示。

“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国家发展让人
民有了圆梦的舞台。 新时代改革开放一定会

有新气象，我们必须继续奋斗。”深圳雅昌文
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委员说。

大会堂里，杜鹃绽放，生机盎然。大厅内，
委员们相聚一起，畅谈未来。

“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催人奋进，我们要
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
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新时代实现更大成就。”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委员
说。

万人大礼堂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会徽熠熠生辉。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来到主席台，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15时，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

会议主持人汪洋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高
唱国歌。

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登上讲台，
代表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
大会作报告。过去五年工作成绩斐然———

“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在继承中发展、在发

展中创新，开拓了团结民主、务实进取、蓬勃
发展的新局面，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势和特点”；

“以思想政治建设为统领，打牢团结奋斗
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把人民政协打造成团结之家、 民主之
家、和谐之家”；

“做到建言建在需要时、 议政议到点子
上、监督监在关键处”；

展望未来， 今后工作的建议切实务
实———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

“围绕新的‘两步走’战略安排，选择综合
性、战略性、前瞻性议题资政建言”；

“融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更好
发挥政协民主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
独特作用”……

坦率真诚的话语， 赢得委员们一次次热
烈的掌声和强烈共鸣。

“我是一名新委员，要强化委员意识，把
责任扛在肩上，把事业放在心上，既关注科学
问题，也反映民生议题，加强调查研究，更好
履职尽责。”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委员说。

“中共十九大后， 民主党派深感舞台更
大，履职范围更广。今年民进中央带来了深入
调研、充分吸纳各方意见的44份党派提案。我
们必须更深入地调查研究， 更好建言献策。”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委员说。

16时30分许，开幕会结束。
走出大会堂的中国美术馆馆长、 雕塑家

吴为山委员说：“伟大时代激发创作热情，我
刚完成‘天眼之父’南仁东的雕塑，今年还要
加紧创作，用更好的作品反映新时代、记录新
时代、展现新时代！”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携手新时代 创造新辉煌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侧记

抓住战略机遇期 凝聚奋进正能量
新华社记者 陈二厚 刘铮 王敏 凌军辉

� � � �历史的演进昭示，能否在关键节点抓住战略机遇，往往决
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洞察国际国内大势，我们正处于百年
不遇的大变局。中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不可失者，时也；所当乘者，机也。
举世瞩目的2018年“两会时间”开启。代表委员们表示，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面对新时代新使
命新机遇，必须凝聚起最广泛的共识和力量，团结奋斗、矢志奋
斗、不懈奋斗，打开机遇的未来空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
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阔步前行。

� � � �八百里大凉山，贫瘠延续千年。
如今，国家脱贫攻坚、易地搬迁政策让大

凉山深处的火普村旧貌换新颜：乡亲们从透风
漏雨的破房子搬进了白墙灰瓦的新房， 通公
路、能上网。种高山草莓、羊肚菌，养牛、养猪，
大家腰包鼓了起来。新办的“彝家乐”即将开
张，欢迎天南海北的客人……

“凉山抓住发展的历史机遇，正在实现‘一
步跨千年’的历史性飞跃。”四川凉山州州长苏
嘎尔布代表对告别贫困、开启发展新篇章信心
满怀：“中央政策支持前所未有、投入力度前所
未有， 为凉山脱贫奔小康提供了千载良机。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凉山的深情关怀、深切
嘱托，照亮了凉山脱贫攻坚的光明前景。”

凉山的变迁，正是中国抢抓机遇、赢得主
动、赢得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善谋局者，总能把脉大势、寻找机遇。
当代中国正经历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华

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期苦难中浴火重生、
凤凰涅槃，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站在新时代、立足新起点，辨析国内外发展
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这是立足于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的
重大判断———

过去一年，苏宁在南京、上海等5个城市开
设无人店，积极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零售。

“中国依然是世界企业发展的最佳舞台，包
括苏宁在内的众多企业正享受着新时代新的市
场红利。”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代表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消费升级和智能技术正在
重塑零售业，为苏宁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改革开放40年来奋斗拼搏， 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
历史性变革，依靠辛劳和汗水积累的比较优势，

为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夯实了坚实基础。
这是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阶段

的重大判断———
“经过长期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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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时，习近平总书记用浑厚有力
的声音作出这样的论断。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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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许多新要
求，也为改革发展提供许多新机遇。

“十九大报告作了很重要的判断，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委员说，中
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高质量发展打
开新空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差距
仍然很大，恰恰是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

这是立足全球发展和治理格局之变的重
大判断———

当今世界，“民主赤字”“治理赤字”“发展
陷阱”此起彼伏，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
济体系弊端丛生，旧有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难
以有效发挥作用。坚定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中国， 正以开放心态积极推动自由贸易，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深化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也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分享中国红利的机遇。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世界正
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这其中，‘西
方之乱’和‘中国之治’的对比更加凸显。”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认为，
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国际社会认同中国治理能力、治理模式、治
理经验的越来越多，也大大拓展了中国与世界
共赢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 � � � 合肥市庐阳区双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智医助理”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正
在繁忙工作。可以帮助医生提升诊断精度、
缩短诊疗周期的这套系统，2017年还“参
加”了国家临床执业医生资格笔试评测，获
得高分。

“可以预见，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
时代正在到来！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让
人兴奋的历史机遇， 对于我们来说同样也
是。”系统主要研制方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
峰代表说， 这次两会他带来关于人工智能
的好几条建议，“抓住机遇， 中国在未来会
有更多话语权。”

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 常常面临许多
重要转折。 当历史的机遇再次摆在我们面
前，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抓
住机遇，也更有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的思想指引 ， 明晰了前进的方
向———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让我们有
了把握机遇的根本指针。

“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科学指引， 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正确决策， 这既是过去五年我
们发展奇迹的密码， 更指引着未来前进的
方向。” 江苏省泰州市市长史立军代表说，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懂弄通做实， 我们
就一定能够抓住发展的机遇， 沉着应对一
个个挑战。

新的奋斗目标， 激发了不竭的动
力———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壮阔的新征程：全
面小康的百年目标实现后， 我们将分两步
走， 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
从未像今天这样灿烂光明。

对大学生村官、 湖南慈利县零溪镇象
鼻嘴村党总支副书记向伟艺代表来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他每天打交道的乡亲
们的期盼和心愿。

“扶贫工作是当前的重点工作，在基层，
我们就是要扎扎实实帮助大家脱贫。” 他告
诉记者，“我希望农村发展得更好，游子们都
愿意回家，乡亲们不仅口袋里有钱，脑袋里
有文化。田野的粮食、天蓝水清的乡村，成为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注解。”

新的伟大变革， 创造了广阔的舞
台———

在浙江，“最多跑一次” 的改革让金华
个体工商户崔亚楠省了不少功夫： 原本只
是想打个电话， 咨询当地工商怎么办理营
业执照，打算等有空了再跑一趟，却被告知
“不用再来”，下个APP就能申请，当天就取
得了电子营业执照并可领取纸质版执照。

伟大的时代，涓滴努力都在向着大海涌
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全
面深化改革，激发社会活力，让人民从发展
中受益。打开机遇的未来空间，每个人从中
找到的，是人生出彩的舞台。傲然绽放的个
人梦想，盛开在实现中国梦的壮阔征程上。

� � � �抓住了机遇，就能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的
引领者；丧失了机遇，则会不进反退，成为时代
的落伍者。

抓住大有可为的机遇，必须清醒看到风险，
善于应对挑战。

放眼世界，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突出，
“黑天鹅”“灰犀牛”不时冒头，地区热点问题此
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
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环顾国内，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 创新能力不够
强，民生领域有短板，一些领域仍然存在不少风
险和隐患……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历史的契机，等
待的是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抓住机遇， 需要以奋斗者的姿态披荆斩
棘———

正所谓“四十不惑”。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正
坚定前行，无论方向还是路径已经清晰，需要以奋
斗者的姿态披荆斩棘，昂首迈进新时代。

“机遇不会等待懈怠者，只会垂青奋进者。”江
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惠芳代
表说，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必须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凝聚共识形成
合力，才能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行
动纲领、战略决策、工作部署变为现实。

抓住机遇， 需要在务实、 实干上下更大功
夫———

面对各类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要既当
改革的促进派，又当改革的实干家，在抓落实上
投入更大精力。

过去一年，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
“最严”生态环境整治。其中仅肃南段核心区就
有149户484人全部搬迁、44万余亩草原禁牧、3
万余头牲畜全部出售、1.71万平方米房屋及设
施全部拆除……如今， 这一核心区的草木恢复
繁密，生态恶化的局面得到扭转。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亲历这一巨大转变
的杨海蓉代表说， 只有把一项项工作和任务做
好、做扎实，真正打赢“三大攻坚战”，才能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抓住机遇，考验的不仅是勇气和力量，更要
有破解难题的本领———

“当一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 不是没有路
了，而是到了该转弯的时候。”三胞集团董事长
袁亚非委员表示。从一家不起眼的门面起家，三
胞集团用了25年时间不断创新商业模式， 如今
已成为横跨多个领域的千亿级企业。 袁亚非感
慨地说：“从来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机遇。 抓住
机遇，需要增强把握复杂局面的能力，提高干事
创业的本领。”

机遇十分宝贵，机遇来之不易，机遇稍纵即逝。
躬逢伟大时代，踏着春天的脚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让我们拿出勇气、鼓
足干劲，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以苦干续写中国
辉煌，用实干托起中国梦想，共同迎来民族复兴
的壮美前景。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一个判断更加清晰

把脉历史方位，洞察发展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
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一种自信更加坚定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 更有能力

抓住重要战略机遇

一种力量催人奋进
抓住战略机遇，唯奋斗者

进，唯实干者上，唯搏击者胜

� � � � 3月3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开幕。 这是委员们走向会场。 新华社发

� � � � 3月3日， 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开幕。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