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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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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代表团刘宁、蓝天立、周家斌、祝
雪兰、郑志明等 5 位代表结合实际对报告
发表了意见，分别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广西篇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保护好桂林山水、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不
断深化自主创新等问题发言。 大家认为，
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民族复兴和百年变
局的制高点，科学谋划未来 5 年乃至更长
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
政方针，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举
措，是指导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
性文献，一致表示拥护这个报告。

习近平同代表们深入讨论，现场气氛
热烈。 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习近平表
示很高兴作为广西代表团的代表参加讨
论，并向在座各位代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250 多万党员、5700 万各族干部群众表示
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
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百年变局与
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严峻考验下，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改革
开放全面深化，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
民生活明显提升，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民族团结、社会
稳定、边疆安宁，八桂大地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历史巨变。 这些成绩，体现了党
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祖
国南疆的成功实践， 是我国新时代 10
年伟大变革的生动缩影。

习近平强调，过去 5 年和新时代以来
的 10 年， 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寻
常、极不平凡。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
却艰辛。 这 10 年，有涉滩之险，有爬坡之
艰，有闯关之难，党和国家事业实现一系
列突破性进展， 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实践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大政
方针和工作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
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不仅走
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 我们
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在新的
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
答卷。

习近平指出， 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

论，要理解把握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
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要坚持人民至上、坚
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 对这 6
条，要在学习贯彻中认真领会，从而深入
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做到
知其言更知其义、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贯彻落实到党和国
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习近平强调，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对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
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
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
十大报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
色和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
地，切合中国实际。 我们要始终把国家和
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
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
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
命担当推进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打出

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 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我们要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确保
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使党始终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
核心。

习近平强调，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
会成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紧紧依
靠人民，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康，
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攻克了
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了
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当前最
重要的任务，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一步
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

习近平希望广西各级党委和政府团
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以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指引，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坚决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
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上取得更大突破，在推动绿色
发展上实现更大进展，在维护国家安全上
作出更大贡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取
得更大成效，奋力开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
设新局面。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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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 17 日上午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明了党和
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过去 5 年工作和新时代 10 年伟大
变革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牢
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成就彪炳史册 蓝图催人奋进
———党的二十大代表讨论二十大报告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 16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 代表们一致
认为，这是一份全面阐述过去 5 年工作和
新时代 10 年伟大变革求真务实的报告；
这是一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具
有深刻历史洞察力、 重要理论引领力、强
大实践指导力的报告；这是一份全面擘画
未来、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辉前景的
报告，必将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在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
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
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万一千
元……报告中列举的一串串数字，让贵
州省思南县塘头镇青杠坝村党支部书
记冷朝刚代表心潮澎湃：“党带领我们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小康真的一
个都没有少！ ”

武陵山深处曾广泛流传“有女不嫁青
杠坝”的说法。“这几年，有了精准扶贫的
好政策，村里建起大蒜、辣椒加工厂，开设
黄牛养殖场，发展乡村旅游，村民人均年
收入从不足 1200 元增长到超 1.6 万元。 ”
冷朝刚说。

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
反贫困之战不胜不还，一座人民至上的新时
代丰碑，矗立在民族复兴的壮阔道路上。

我们的祖国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
清———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这句话，让河
北省定州市委书记张涛代表深有感触。

“我们实施了农村居民‘煤改电’‘煤
改气’，清洁取暖走入寻常百姓家，蓝天白
云渐成常态。 几十万市民喝上了甘甜的长
江水， 一些曾经断流的河流重现碧波荡
漾。 ”他说。

山河锦绣，百姓安康。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彰显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上的持续用力。 一个个村庄、
社区的民生新变化，汇集成大江南北的历
史性成就。

“老百姓‘眼巴前儿’的事儿都越来越
好！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
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代表说， 居民
在社区卫生所就能开“平价药”，一出门就
有小公园，老人还能享受就餐和送餐服务。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
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来之不易；让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一诺千金。

“传染病防控体系监测预警网络不
断完善， 对疾病的发现和处置速度越来
越快，救治能力不断提升。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
师查琼芳代表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
清零不动摇，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撸起袖子加油干， 风雨无阻向前行。
对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所说的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
积极成果”， 来自湖北的中国航天科工航
天三江江北公司数控车工、特级技师阎敏
代表感受深刻。 （下转 0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