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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历史的时针指向又一
个重要时刻——举世瞩目的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开
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即将揭
开新的一页。

这是一次肩负重大使命的历史
性盛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
期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向世界明确
宣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3

亿多中国人民将继续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实现民族
复兴的伟大梦想奋勇前进。

扬鞭策马征程急，放眼神州气象
新。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
的 5 年，我们有一种共同感受：党和
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
性成就。5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
开创性的，5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
根本性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
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
创新局面，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
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5年
来，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
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
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拓进取，革
故鼎新、励精图治，团结带领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推动我国发
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下转A03版▶

高举伟大旗帜 实现伟大梦想
——党的十九大献词

新华社社评

这是继往开来的历史
使命——

“人民在期待着我们，历

史在期待着我们，世界在期

待着我们。历史的发展，总

有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

大幕已经拉开，向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冲刺的艰巨任务落

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

——习近平

2017年10月14日下午，人民大
会堂，雄壮的国际歌又一次奏响。

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落下帷
幕。5年励精图治，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站上新起
点，为人类发展作出新贡献。

人们清晰记得，5年前，刚刚就
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向世界
郑重宣示：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
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
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是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

任、对党的责任。
4年后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
党的核心，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

爬坡过坎，滚石上山。领航今日
之中国，尤为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
心。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
峰。

5000多年文明的底色上，铺展
着耀眼夺目的红色百年。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
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回望世纪之
路，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国家、民
族的前途命运扛在肩上，带领人民持
续奋斗、艰辛探索。

今天，我们距离实现民族复兴宏
伟目标从未如此之近；

今天，站起来、富起来的中国人

民，强起来的愿望从未如此强烈。
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有了新的

指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
段，13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冲刺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史无前例；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日可待，奔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更需坚毅。

55年前，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
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
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
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
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
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
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
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提出：“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

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
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观国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
国，中国的应对之策，不仅关系自身
发展，也影响着世界格局。与此同
时，“三期叠加”的矛盾与风险集聚，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前所未有……

察世情。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金融危机阴霾犹在，全球格局剧
烈动荡，国际力量对比深度调整，大
国博弈暗潮涌动，保护主义抬头、不
确定性增加……

看党情。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
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
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
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
气力解决……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

展时少。
伟大事业源于伟大梦想，伟大梦

想催生伟大力量。
实现伟大理想，没有平坦大道可

走。今天的长征路上还有许多“雪
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
关”“腊子口”需要征服。

谁能回答时代之问？谁能领航
新的征程？历史已经作出选择。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回答时代命
题，不断续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这是开创未来的科学
指引——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

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

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

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

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

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

100年前，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00 年来，真理的种子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不断指引中国取得新
成就、开创新局面。 下转A03版▶

书写伟大复兴的时代画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中国纪实

十九大时光

➡ 10月16日下午，出席党的十九大的海南省代表团抵达北京。
本报特派记者 李英挺 摄

■ 本报特派记者 彭青林 梁振君

从南海之滨到燕山脚下，秋天
的神州大地，满眼是金灿灿的喜悦，
遍地是沉甸甸的收获。

出席党的十九大的海南省代
表，今天乘坐海南航空航班，跨越
2500多公里来到首都北京，参加这
场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盛事、喜
事，带着琼州大地的丰收，带着海南
50多万党员的重托，满怀豪情、满
怀期待。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全国关注、举世
瞩目。能够参加这一盛会，我感到无
比光荣和激动，同时深感使命、责任
重大。”十九大代表、省教育厅厅长曹
献坤激动地表示，将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政治责
任感、历史使命感，忠实履行好党代
表职责，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任务。

曹献坤的话正是许多代表的心
声。为了认真履行好党代表职责，
代表们学习不辍，认真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

央重要文件、重大决策部署等。
十九大代表、海南省人民医院

医务处副处长、主任医师陈涛说，作
为一名十九大代表，感受到身上沉
甸甸的使命责任，督促着自己自觉
把中央精神学习领会好，始终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履
行好代表职责。

为了履行好职责，许多代表在
会前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把海南党
员干部群众在实践中的意见建议带
到首都，带到大会上。

十九大代表，白沙黎族自治县

打安镇副镇长，田表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羊风极告诉记者，来京前
围绕中部山区生态保护、人才引进、
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
究，将把这五年山区老百姓生产生活
发生的喜人变化、期盼和心声反映到
大会上。会后，将把党中央的最新声
音不折不扣传达给家乡群众。

豪情满怀是因为丰收在握。近
年来，海南经济社会保持了持续健
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各项事业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年山区教育的变化太大
了！”十九大代表、儋州市兰洋镇番

打小学教师王金花说，虽然番打小
学地处偏远，但却能深刻感受到海
南基层教育的长足发展。此次参加
党的十九大，她要把海南基层教育
发展的情况向党中央汇报，把山区
师生的满满收获向党汇报。

十九大代表、海南春光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春光激动
地表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必
将鼓舞和激励我们更加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把党和国家
事业推向前进。

(本报北京10月16日电)

收获满天涯 豪情赴盛会

本报北京10月16日电（特派
记者彭青林）今天16时30分，一架
海南航空客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海南省代表团，
肩负着全省50多万党员和900多
万各族人民的重托和期待走下舷
梯，顺利抵达首都北京，参加这次举
世瞩目的盛会。

我省代表团的26位代表中，有
领导干部，有长期扎根一线岗位的
基层党员。代表们一致认为，即将
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大会，承担着谋划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事关党和
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

代表们表示，当选为党的十九
大代表，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责任
和历史使命。我们一定牢记职责
使命，认真执行大会安排，严格遵
守大会纪律，认真参加大会的各项
议程，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开好这次
大会。会后，要带头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把大会精神传达到更
多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去，不辜负海
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信任
和重托。

出席党的十九大的海南代表团抵京

当历史翻开崭新一页，注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

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

回首5年，时代的天空风起云涌。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畏浮云遮望眼，领航中国号

巨轮向着光明彼岸破浪前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新境界。

满怀信心迎接党的十九大

中国成就，世界瞩目
——来自基层蹲点现场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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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值得学习”
——外国记者点赞中国发展成就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嘀嗒”，随着一声清脆的鼠标点击声，今天上午，
又一份“粉叔”牌酸粉订单将从陵水互联网创业园（以
下简称“陵创园”）派送到岛外。

这是海南第一个以方便速食包装形式售卖的粉类
产品。“现在每个月线上能卖5000包，销售额达到12
万元。”黄敏亮笑着说道。

25岁的黄敏亮是陵创园众多怀揣梦想的创业者
之一。近两年，与全国一样，陵水黎族自治县大力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家创办不满一年半时间的县
域互联网创业园聚集了164个创业团队。

“免场地费、免水电费、免宽带费，政府各类奖补政
策……”黄敏亮说，有了政府支持，创业者的梦想就有
了坚实的根基。

但创业者的梦想并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此前经
营酸粉实体店的黄敏亮，在进入陵创园后实现了研制、
售卖方便速食酸粉的目标。“其实我们个人的成功，也
意味着陵水打造酸粉品牌、海南开发粉类产品有了新
探索。”

31岁的林明德是陵创园“村里巴巴”品牌的创始人，
初始业务是做农村农产品网上销售。近一年，陵水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林明德从中嗅出新的商机。

今年8月，“村里巴巴”发布了“村里走走”产品，顾
客在线上即可预订陵水农家乐、农家采摘等乡村旅游
产品。

林明德说，自己扮演的是“桥梁”的角色。“我们一
边为游客服务，一边为陵水农村服务。我们为乡村游
的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对接游客的平台。双方受益，我
们这个‘第三方’也跟着受益。”他表示，这个产品仍然
处于起步阶段，但他对自己的梦想怀有信心。“如今陵
水的游客越来越多，地方旅游业快速发展，我们前景广
阔。”

作为陵水电商的代表之一，专攻农特产品网销的
陵水疍家人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是最早入驻陵创园的
企业之一。36岁的创始人梁振阳的创业故事令人称
道。2015年，他放弃广州百万元年薪，回陵水创办了
这家公司。

谈起自己返乡的原因，梁振阳列了四点，但前三点
均与“个人”无关。“一是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海南发
展前景更好；二是我身为陵水疍家人，我想让更多人了
解疍家人；三是海南的产品好，我想通过电商的模式让
海南的品牌得到推广。”最后一点，他才表示：“我想试
下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当好企业家、老板。”

“最终做这个决定很不容易，这要感谢政府当了我
们的后盾，”梁振阳说，“当初回来考察时，一位县领导
告诉我，陵水对电商的扶持力度很大，有着长远规划。”

回陵水后，梁振阳还创办了陵水电商协会。今年，
他协助陵水县政府举办了首届“陵水电商节”“荔枝电
商节”。陵水农产品卖得红火，今年上半年，疍家人互
联网公司销售收入460万元，相当于去年全年。

眼下，黄敏亮正规划打造方便速食酸粉加工厂，林
明德准备下个月发布“村里走走”微信小程序，梁振阳
正在改良圣女果包装……

“创新创业的时代大环境，为我们实现梦想提供了
可能。”梁振阳说。

这是创业者个人的“小梦”，也是时代发展的“大梦”。
（本报椰林10月16日电）

陵水互联网创业园
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创业者的
“小梦”与“大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