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1月2日，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在京举行。 图为仪式结束后， 习近平等领
导同志同张升民合影留念。 新华社发

� � �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立足于新时代发展的新
使命， 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在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
需要，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着力推动人
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

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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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旅客总是大包小包， 肩扛手
拖，红白蓝的编织袋随处可见。现在生活
水平提高了，编织袋变成了拉杆箱。旅客
的需求从‘走得了’变成要‘走得快’、‘走
得好’。”十九大代表、闽运福州客运北站
服务组班长陈萍在交通运输一线工作了

21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老百姓生活和
出行上的变化。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说， 从原
来讲的“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
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
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反映了
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 反映了发展
的阶段性要求， 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重点要求。

“大湾村一户不脱贫， 我坚决不撤
岗。”十九大代表、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
大湾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余静说。 对于
三年内完成大湾村全部脱贫的目标，余
静告诉乡亲们，要开动脑筋，寻找长效可
持续的脱贫产业，这样才能持续增收、稳
定脱贫。

十九大报告指出， 必须始终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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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为本， 人才优先。“破除妨碍劳
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
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
的机会。”十九大报告在论述提高保障和
改善民生水平时， 强调要提高就业质量
和人民收入水平。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
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十九大报告向人民做
出庄严承诺。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要
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主心骨”———

党员干部是党的政策在基层落地生
根的坚定执行者， 也必须成为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的领头人。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要
在苦干实干中勇于创新、善于创新———

“十九大代表、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耀说， 在当前实体经济
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唯有创新能够引
领企业不断攀登。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要
汇聚13亿多人民的磅礴力量———

带着党中央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
部署，十九大代表吴书香回到了扎根9年
的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官立堡村。“要
以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标准要求自
己，和乡亲们一起干出美好乡村。”吴书
香说，在基层工作，越干越有劲、越干越
自信、越干越有获得感。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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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中央军委晋
升上将军衔仪式11月2日在北京八一大
楼隆重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
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委
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升民同志颁发命
令状。

下午4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
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
上将军衔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主持晋衔仪式。

晋升上将军衔的张升民军容严整、
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前。 习近平向他颁
发命令状，并同他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佩戴了上将军衔肩章的张升民向习近平
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
响起热烈的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随
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张升民合影留念。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以
及军委机关各部门领导和驻京大单位副战
区职以上领导等出席晋衔仪式。

统筹推进新时代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六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要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就必须按照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并明确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五个方面，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
战略目标，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路线图，是
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任务书。

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首先要在理念上
升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呈现阶
段性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就必须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
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按照党的十九大部
署，只有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实现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只有健全人民
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体现人民意
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才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只有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才
能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只有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才能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必须在实践中加以
落实。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提出了
“十四条坚持”，其中五条坚持是对“五位一体”的深刻阐述，必
须全面贯彻。经济建设方面，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
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政治建设方面，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保证人
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文化建设方
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社会建设方面，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建设
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
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共同致力于全面提升我国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统一于把我国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 走进
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把“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统筹推向前进，我们就一定能不断开辟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
丽篇章。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载11月3日《人民日报》）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张升民颁发命令状并表示祝贺

满足新需要 回应新期盼
———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系列述评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