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
山涉水。”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
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发出新时代改
革开放再出发新的动员令。

会场掌声如潮，会下反响强烈。各地党
委政府党政干部表示， 要以更大的决心和
更务实的举措， 在新时代改革开放新征程
上奋勇前进，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40年改革开放催生伟大飞跃
西藏最偏远的阿里地区， 改则县物玛

乡的干部群众身着鲜艳的藏族服装， 在食
堂集中观看了大会。 当电视出现物玛乡抢
古村党支部书记尼玛顿珠的镜头时， 大家
禁不住热烈鼓掌。

“从人均年收入4000余元到1.5万元，
今天的好日子离不开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离不开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 党和政府没
有忘记任何一名困难群众。”物玛乡党委书
记郁春林表示。

冬日深圳，满目苍翠，阳光如春天般温
暖和煦。

“总书记对改革开放40年光辉历程的
深刻总结， 让我们感慨万千。 没有改革开

放，就没有今天的深圳。”深圳坪山区委书
记陶永欣表示，紧紧依靠创新，坪山建区不
到两年， 就由一个普通工业区发展成为半
导体、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聚集地，全市首
个5G基站刚刚在这开通。

40年来， 地处长江之滨的湖北大冶，
采矿业占GDP比重从70%降至7.8%。 大冶
市委书记李修武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给了大冶持续推进绿色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 将坚定不移贯彻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按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
向着高质量发展目标迈进。

争当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广大干部表示，“撸起袖子加油干”是

成就改革开放事业的“硬道理”，要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要求， 不做光说不练的“假把
式”，争当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曾因“大包干”开启改革开放时代巨幕
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村民们正忙着8000
余亩高标准农田治理， 在改善生产条件和
生态水平的同时， 也为下一步农村土地改
革夯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坚持把人
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
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
李锦柱表示，这是我们一贯秉承并将继续坚

持的重要原则。有了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和
奋力创造，改革开放才能走得稳健扎实。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 面对的更多是新
课题，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
收获别样的风景。

外高桥的码头边， 巨轮满载货物驶向
全球。进入冬季，上海自贸试验区仍是一片
生机勃勃的繁忙景象。 不久前的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 宣布了自贸区将扩容新
片区的重磅消息。

面对新起点新任务， 上海自贸试验区
管委会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
次发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鲜明号召，
自贸区将坚定不移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
创新牌，发挥排头兵、试验田的作用，把自
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
化的重要载体。

把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任重道远，闯关夺隘战鼓催征。
珠海市委书记郭永航表示， 珠海将以

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推动“二次创业”，把
特区办得更好， 更加自觉地担负起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的新使命， 推动这一重大国家
发展战略更好落实。

距离北京100多公里的河北雄安新
区，市民服务中心会议中心一层，500多名

干部职工18日济济一堂， 收看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大会。

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表示，一定会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 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严格落实党中央部署和规
划方案，不负“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重托，
打造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示范区和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收看电视直播后， 陕西省商务厅厅长
赵润民表示，将结合陕西实际，抓住全面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一重大机遇，更加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贸易投资、产能合
作、跨境电商等领域，推动陕西和沿线国家
及地区的经贸合作，绘好“一带一路”“工笔
画”。

“推进改革开放再出发，台州将持续打
破制度藩篱，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尊重民营企
业主体地位， 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外
部环境。”浙江台州市委书记陈奕君表示。

“即将到来的2019年，我们将进一步
推动完成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促进两岸
交流合作的试验任务，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更好地服务
全国改革开放大局。”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
片区管委会政策法规局局长代斌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责任编辑 谢卓芳 李特南 2018年12月2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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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 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
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
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
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
革命， 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深刻指出了改革开放的伟
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必将进一步坚定我们在新时代
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1978年，党和国
家正在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当时，世界经
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文化大革命”十
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人民温饱都
成问题， 国家建设百业待兴。 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
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如
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
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
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
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
要达到的目的”。4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觉醒，催
生了改革开放的壮阔大潮。 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的深刻把握， 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
总结，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基于对人民群众期
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
“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充分肯定必须完整、 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
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
阶级斗争为纲”， 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
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改革开放拉开了时代大幕，社
会主义现代化开启了伟大征程。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40
年来，改革开放之所以被称为“伟大革命”，就在于同
样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目的。 从农村到城
市， 从试点到推广， 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
革；从沿海到内陆，从“打开国门”到“全方位开放”，
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进行改革
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
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
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今天，一个个“世界第一”托
举的复兴梦想，一个个“人间奇迹”昭示的伟大飞跃，
都无可辩驳地表明，改革开放这一伟大觉醒、这一伟
大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选准了方向，前进才不会迷茫；走对了路，才能越走
越宽广。40年勇于变革、勇于创新；40年永不僵化、永不
停滞。今天，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已经成
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奋进新时代，改革
开放必将书写国家和民族发展更加壮丽的新史诗！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载12月20日《人民日报》）

伟大的觉醒
伟大的革命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大会18日在北京举行。大会回顾改
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总结改革开放的伟
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海
外各界对改革开放40年给中国带来的翻天
覆地变化表示由衷钦佩，对其在世界范围产
生的广泛而深远影响予以高度评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
年表示，40年来， 中国是世界上解决经济
发展问题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 中国在对
外开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中国经济已经
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参与
了各大国际组织， 在世界范围内发挥重要
作用。

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库利
科娃说：“我了解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怎样
的， 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中国将会在这样

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 我或许
不会相信。”如今中国已找到属于自己的经
济发展道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
说中国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中国共产党
听取各党派建议和民众想法， 通过优秀领
导使中国的道路发展成为现实。

印度《经济时报》18日发表题为《中国
经济奇迹:40年来的数字增长》 的文章，梳
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就。文章通
过直观的数字对比，凸显40年来中国取得
的巨大成就和选择的正确道路。

古巴国际政策中心研究员、 哈瓦那大
学教授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说，中国的改革
是一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放生产力的改
革，实现了提高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目标。

巴西里约州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毛
里西奥·桑托罗表示，中国的发展对全球贸

易和投资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推进改革
开放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里程碑， 更是世
界经贸秩序构建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艾伦·巴雷尔说，改
革开放已经改变了世界， 并将继续改变世
界，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表示将通
过持续的改革开放、知识交流、对外合作，
支持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让
所有与中国有密切合作的人都深受鼓舞。”

爱尔兰雇主联合会首席执行官达尼·
麦科伊说， 中国的经济开放为爱尔兰出口
市场的进一步多元化提供了帮助， 也为爱
中在技术、食品、金融服务、旅游等诸多领
域的双向投资打开了空间， 提供了令人振
奋的机遇。

德国《商报》18日发表题为《德国企业
从中国扩大开放中获利最多》的文章说，在

有些政府讨论提高对外国投资者的审查门
槛时，中国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打破了更
多壁垒。保险、汽车和发动机制造等行业的
一些德国企业已经从中受益。

意大利中国基金会商业研究中心高级
研究员菲利波·法苏洛说，得益于改革开放
的自身发展模式以及与伙伴国家的深度互
动合作，中国40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
就。 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进步给世界
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这在全球范围内都
有可借鉴性。

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管委会主任亚罗
申科说，“中国速度”能够很好地诠释中国近
年来取得的快速发展变化。白俄罗斯希望通
过与中国共建中白工业园，以苏州工业园为
蓝本学习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引进外国
高新技术并在本国实现创新发展。

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
———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影响

砥砺奋进新征程 建功立业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省区市各级党委政府

党政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