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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NEWS

600 多名中外记者来到现
场，高低错落的镜头，聚焦于大
厅的入口。

时光无言，山河为证。 非凡
十年变革，在中华大地上谱写出
无边光景一时新的盛世诗篇。

前进动力更加强大、 奋斗
精神更加昂扬、 必胜信念更加
坚定。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一个
自信自强的民族， 巍然屹立在
世界东方。

时针指向 12 时 5 分， 万众
瞩目的时刻到来！

习近平总书记同李强、赵乐
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同志走入金色大厅，霎时间快门
声密集响起、 闪光灯亮成一片，
如潮的掌声响彻全场。

习近平总书记身着深色西
装、系着红色领带，健步走到主
席台中央，其他常委同志分列两
侧。 总书记面带微笑，亲切地向
大家挥手致意。

聚光灯下，面对中外记者镜
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这是奋进新征程的豪
迈誓言———

“在这里，我代表新一届中
共中央领导成员，衷心感谢全党
同志的信任。我们一定牢记党的
性质和宗旨，牢记自己的使命和
责任，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决不
辜负党和人民重托。 ”

伟大的时代，必有自己的杰
出人物；伟大的事业，必有众望
所归的领袖。 这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广

西全票当选二十大代表， 几天
前又来到我们广西代表团参加
讨论， 给我们巨大的鼓舞。 今
天，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当选，这
是我们所有代表和广大党员的
共同心声。 ”二十大代表、广西
苍梧县山坪村党支部书记祝雪
兰说，“一心跟党走， 人民有奔
头。 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
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让乡亲们
日子越过越好。 ”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已经化为亿万人民的共识，必将
闪耀在新征程的壮阔新篇中。

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总是在
接续奋斗中前进。 今天的中国，
已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上。

“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
艰巨，更显荣光。 ”

这一刻，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催人奋进：“我们要埋头苦干、
担当作为，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
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奋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这是面向亿万人民的
庄严承诺———

“一路走来，我们紧紧依靠人
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
的答卷。 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
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

掷地有声的话语， 通过电
波传遍大江南北， 直抵亿万人
民心中。

这一幕， 人们倍感亲切：10

年前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深情表达：“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5 年前再次当选，习近平坚定宣
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
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
掉队。 ”

十年间，多少改善民生的举
措，多少风雨兼程的奔波，多少
嘘寒问暖的关切，点亮无数人的
梦想，改变无数人的命运，描绘
出新时代亿万人民美好生活的
新画卷。

数千里之外， 大凉山腹地。
四川昭觉县三河村，一排排黄墙
灰瓦的彝族风格民居整齐排列。

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
乘车沿着坡急沟深的盘山公路
来到三河村，走进吉好有果家低
矮、昏暗、破败的土坯房。在总书
记鼓励下，小有果勇敢地唱了一
首《国旗国旗真美丽》。

“是习爷爷！ ”收看着直播，
已经出落成大姑娘的吉好有果
激动地喊了出来。“我家脱了贫，
搬进了 100 平方米的新家。 我也
走出大山到城里上初中了。现在
我又学了许多新歌，想把家乡的
变化唱给习爷爷听。 ”

“我们要始终与人民风雨
同舟 、与人民心心相印 ，想人
民之所想， 行人民之所嘱，不
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变为现实。 ”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
告白，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
忘初心的庄严承诺。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
浪， 人民永远是最坚实的依托、
最强大的底气。

这是时刻保持解决大
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
定———

“一个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
的党，才能基业常青；一个铸就
辉煌仍勇于自我革命的党，才能
无坚不摧。 ”

穿越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
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以自我
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经千难而百
折不挠、 历万险而矢志不渝，成
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

这一刻，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深沉冷静：“面对新征程上的
新挑战新考验，我们必须高度警
省， 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
慎， 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
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
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

务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声声鞭策
汇聚成在新赶考路上交出更加
优异答卷的无穷力量。

这是共行天下大道的
胸怀担当———

“中共二十大是重要的里
程碑事件”“中共二十大标志着
中国的发展将迈上新的征程，
并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连日来，外国政党政
要纷纷发来贺电贺信，外媒不约
而同将镜头笔触聚焦中国，共有
约 900 名境外记者报名参加二

十大采访报道工作。
“这是不容错过的重要时

刻。 ”身处现场，已经第二次参
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
道的埃塞俄比亚通讯社记者贝
雷克特·西赛说，“中国的发展
令人惊叹， 这种发展是全面的
发展， 这背后离不开中国领导
人的卓越领导力和中国人民的
艰苦努力。 ”

这一刻，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坚定有力：“只要共行天下大
道，各国就能够和睦相处、合作
共赢， 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
来。 ”“我们将同各国人民一道，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维
护世界和平、 促进世界发展，持
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万里之遥，大洋彼岸。
过去 30 多年来一直密切关

注研究中国发展变化的美国中
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在纽
约家中， 通过网络收看了这场
见面会。“习近平主席执政的这
十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库恩说，
中国致力于推动建立一种新的
全球治理模式， 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目标之一， 也有利于促进世界
和平与繁荣。

扬帆起航，我们奋进在更加
壮阔的征程；乘势而上，我们必
将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
征。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
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

（据新华社）

（上接 01 版）

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

10 月 24 日上午， 中共中央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解读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介绍解读了党的二十大报
告主要精神，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
权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些基
本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并重点
阐述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的认识和体会。中央宣传部副部
长孙业礼就报告中推进理论创
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境界的重要论述作了介绍。
中央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
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穆
虹就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作了介
绍。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阐
述了关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
动法治中国建设的认识和体会，
并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法
治建设地位作用、总体要求和重
点工作的论述做了解读。中央办
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唐方
裕就党的二十大关于党的建设
的重要论述和部署谈了自己的

认识和理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宣传部部长王建新就党的二十
大报告关于坚定不移全面从严
治党、正风肃纪反腐谈了自己的
理解和认识。

在答问环节，江金权、陈一
新、穆虹分别就共同富裕、基层
治理、绿色低碳等问题回答了记
者的提问。

江金权从五个方面对共同
富裕进行了阐述：

第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一方面是由中国共产党性质
宗旨决定的，我们党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党，另一方面也是
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
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显著
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五个特征，
其中一个就是共同富裕，这也是
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
斗目标。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
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为了让
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
这是党的初心使命、 理想信念、
性质宗旨所决定的。党的二十大

报告进一步对这个问题作出了
阐述。

第二，共同富裕这个路怎么
走，我们一直在探索。 改革开放
以来， 我们鼓励一部分地区、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先富带后
富，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 新
时代 10 年， 我们解决了 1 亿多
人的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上解
决了困扰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
题，就是在推进共同富裕。所以，
我们的共同富裕是实实在在地
推进、在取得进展，而且通过全
面脱贫，为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
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积累了宝
贵经验。

第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
解决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
有蛋糕才能谈得上分蛋糕，所以
从逻辑关系上来讲，应该是先做
蛋糕。 只有做好了蛋糕，才能把
蛋糕分好。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
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高质量
发展，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
这个蛋糕做大做好； 另一方面，

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 构建初次分配、
再分配、三次分配相协调相配套
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规范
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
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
切好分好，防止两极分化。

第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不
得也等不得。 所谓急不得，就是
要立足国情，从我国仍然是发展
中国家这个实际出发，遵循经济
社会发展规律，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
社会财富，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 所谓等不得，就是要采取有
效措施，积极创造条件，完善制
度，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不是
要等到发展起来后才去解决贫
富差距问题，而是要在发展过程
中逐步来解决，让人民群众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共同富裕在不断

进步、不断实现，不断取得成效。
第五，当前，我们要着力稳

住宏观经济大盘， 保持经济发
展良好势头。 要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落实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要求，继续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着力破解突出矛
盾和问题， 有效防范化解各种
风险。 实际上疫情以来，我国的
经济发展在全球总体还是亮丽
的。当前面临的一些困难是在全
球大背景下，比如因疫情和产业
链、供应链受阻等影响，中国经
济比前几年速度有所放缓，但总
体形势是好的， 未来预期是强
的，大家应该对中国的经济有信
心。 要坚持就业优先、继续壮大
实体经济， 积极支持中小微企
业发展， 努力创造更多就业岗
位和创业机会， 解决好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 引导人
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
活。 这是当前扎实推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前提。

（下转 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