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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党的十九大特别报道

本报北京10月18日电（特派记
者彭青林）今天下午，刘赐贵代表在
学习讨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时提出，要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学深学透，认真
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描绘出的路线
图，继续充分发挥海南“三大优势”，
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
特区精神，努力早日实现“三大愿
景”，坚决扛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海南担当。

刘赐贵表示，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党中
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有习总书记这
样一个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
的领导核心。习总书记以巨大的政
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和顽强的
意志品质，向不良风气开刀，激浊扬
清、励精图治，有力净化了政治生
态，使党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领导
力、战斗力。我们党经受了复杂严
峻的历史考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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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都是千秋功业，是领袖对历史敢

于担当的生动范例，赢得了党心军
心民心。近年来，海南各级党员干
部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 2013 年
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融入“一带一路”、
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等
方面都有新的作为，激发出推动发
展的强大正能量。贯彻落实好十九
大精神，首要的就是坚决维护习总
书记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维
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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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赐贵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划
时代的理论创新，是一个科学完整
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指导我们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遵循。
我们要自觉学习领会报告精神，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学深学透，坚定“四个
意识”，增强政治定力，践行入党初
心，自觉服务大局、维护大局，确保
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海南不折不扣
地落实。

刘赐贵说，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
的目标任务符合实际，很接地气，振
奋人心，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实践
新发展、夺取事业新胜利的行动指
南。我们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路线图，制定海南的实施方案，引导
和团结全省人民继续发挥生态环境、
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三大优势，在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实现全省人民
的幸福家园、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
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三大愿景”的
征程中，扛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海南担当。

本报北京10月18日电（特派记
者梁振君 彭青林）在今天下午的海
南省代表团分组讨论中，李军代表在
发言中表示，习近平同志的报告贯穿
了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历
史思维、底线思维，提出了一系列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体现了实践逻辑

与理论逻辑的高度统一，是一篇闪耀
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伟大文献，
是一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伟大纲领，是一个动员全体
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而奋斗的伟大号角。

李军认为，报告作出一个重大判

断，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这个新时代来自于习近平同志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
和非凡的远见卓识，推动党和国家事
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变革
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体现在发展
理念变新了、体制机制变活了、生态

环境变美了、百姓生活变富了、党风
政风变严了、国际地位变高了、民族
自信变强了。

李军表示，报告将十八大以来我
们党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的重大
理论成果概括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并用“八个明确、十四个

坚持”进行了具体阐释，实现了我们
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性飞跃，为实现
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思想引领，为推
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我们要抓好学习贯彻，用以武
装头脑、推动实践、引领建设美好新
海南取得更大成绩。

刘赐贵代表在讨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时提出

坚决扛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海南担当

李军代表在讨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时表示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沈晓明代表讨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时表示

报告是我们党开启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

奋进新时代
谱写新篇章
——海南团代表出席十九大开幕会
侧记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彭青林

当历史翻开崭新一页，注定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

走过96年光辉历程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午7时半，海南团代表神采飞扬、意气风发
乘车从驻地前往人民大会堂。他们从海南50万
余名党员中走来，肩负着海南900多万各族人民
的信任和重托。

距离发车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但黄春光代表
早早就坐上了大巴车。“一直期盼着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今天终于盼到了，很激动、很兴奋！我今
天凌晨四点多就起床了。”黄春光代表说。

秋雨朦胧中，雄伟的天安门广场，风展红旗如
画。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见证中国的历史跨越。
承载着亿万人民殷切期待，肩负着继往开来历史
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
书写新时代的宣言。海南团代表和全国其他代表
拾级而上，昂首阔步迈入人民大会堂。

万人大礼堂里，金色的党徽与鲜艳的红旗相
映生辉，繁星般的华灯光彩绽放。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同志健步走上报告
席，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

“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
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
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
潮水般的掌声，饱含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的深切赞同和共同期许。
端坐在人民大会堂里，海南团代表认真聆听

习近平同志铿锵有力的声音，代表们激情澎湃、豪
情满怀。5年如历史长河一瞬，但从十九大报告
回望过去的5年，展望未来，却令人感慨万千。

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旗帜指引伟大
事业。

旗帜鲜艳，凝聚着热切的目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必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羊风极代表坚定认为。

旗帜飘扬，辉映着历史的画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

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
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
性的，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这
个伟大成就的取得，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殊为不易、令人振
奋！”冯晖代表说。

旗帜鲜艳，凝聚澎湃的力量。
“回首砥砺奋进的五年，我们充满自豪；展望

宏伟蓝图，我们满怀期待！”潘金吉代表激动万分。
旗帜飘扬，指引前行路。
步履从容走出人民大会堂，陈涛代表坦言对

未来的信心更足，也更有底气。“这是一次开辟新
局的时代盛会，我们越来越明显感受到距离实现
民族复兴宏伟目标，从未如此之近！”她激动地表
示，“就像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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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中国，昂首阔步迈入新
时代！

（本报北京10月18日电）

本报北京10月18日电（特派记
者梁振君）今天下午，沈晓明代表在海
南省代表团讨论十九大报告时表示，
过去五年发生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
变革，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英明领导下取得的，对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报
告是我们党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
这个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创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是对党的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沈晓明表示，习总书记所作的三
个半小时的报告，一气呵成，字字铿
锵、掷地有声，展现了总书记作为大国
领袖和成熟政治家的风采。总书记的
报告是一个凝聚人心、振奋人心的报
告，凝聚了全党智慧，顺应了人民期
待，他完全赞成、坚决拥护。报告坚持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集中体现了十八大以来习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解放思
想、与时俱进，着眼于新情况、新问题、
新经验、新实践，提出了新思想、新观
点、新战略、新举措。坚持战略思维和
系统思维，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内在逻辑，处理好日趋复杂的各方面
的关系，增强政策的系统性和整体
性。坚持问题导向，始终将解决最突
出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愿
望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立足现实和着

眼长远相统一。
沈晓明指出，过去五年我国综合

国力大幅提升，改革不断实现新突
破，对外开放达到新高度，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脱贫攻坚取得显著进展，
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党的建设
得到全面加强。

沈晓明说，海南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一是全面深化改革
持续推进。二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三是生态文明建设得到加强。四是基

础设施水平明显提高。五是民生事业
得到有效保障。六是南海和平稳定得
到有力维护。五年来，海南所取得成
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海南的成就从
一个侧面印证了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沈晓明说，习总书记在分析成
就、梳理变革的同时，还提出了过去
五年存在的不足、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自
醒、自警。

本报北京10月18日电（特派记
者彭青林 梁振君）今天下午的人民大
会堂海南厅，墙上巨幅书画作品里碧
海连天、五峰峻峭，烘托出浓烈的天涯
风情。党的十九大海南省代表团在此
举行全体会议，认真学习讨论习近平
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
会作的报告，并对中外记者开放。

刘赐贵、沈晓明、李军、王瑞连、
田湘利、杨淳至、羊风极等代表先后
发言。

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九
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
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对
我们决胜全面小康、实现第一个百年
目标，进而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
年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必将使全党空前
团结起来，吹响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冲锋号，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提供根
本保障。大家结合海南实际，就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加强党的
建设、加快脱贫攻坚步伐、建设海洋强
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刘赐贵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向大
会所作的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
高瞻远瞩、思想深邃，与时俱进地提出
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
大判断、重大举措，具有极强的战略
性、指导性和实践性，是我们党在新时
代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系的又一次升华，充分体现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
大势、持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胜
利的坚定信念和强大定力。

刘赐贵认为，报告有以下鲜明特
点：一是高举旗帜，明确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
位，在当前这个重要历史阶段，深入而
科学地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
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
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重
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了根本保障；二是富于
号召力、感染力，通篇洋溢着务实求实
的作风、改革实干的豪情，为人民和历
史担当的使命感，激励人心、催人奋
进；三是文风朴实，紧扣人民群众的期
待和愿望，讲了很多老百姓爱听、愿
听、听得懂的话；四是充分发扬民主，
广泛听取意见，集中了全党智慧。刘
赐贵说，全党上下坚定地沿着报告指
出的道路走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必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沈晓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所作
的十九大报告凝聚了全党智慧，顺应
了人民期待，他完全赞成、坚决拥

护。十九大报告站在历史的纬度和
时代的高度，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贯彻了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系列决策部署，深刻总
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
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回答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阐
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
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
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
重大举措，是我们党迈进新时代、开
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
行动指南，对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这是对党和国家发展历史方位的
精辟概括。报告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为党必须
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必须
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李军表示，聆听习总书记所作的
报告，受到了一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洗礼，一次震撼灵魂深处的党性
教育，一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
命的强烈警醒，更加增强了作为一名
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豪感，更加清醒地
认识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所肩负的神圣职责。

讨论结束后，刘赐贵、沈晓明、张
琦、周皓等代表现场回答了中外记者
关心的问题。

海南代表团讨论党的十九大报告并对中外记者开放
刘赐贵沈晓明李军发言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这是大会会
场。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10月18日下午，海南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海南厅讨论十九大报告。图为刘赐贵代表发言。
本报特派记者 李英挺 摄

10月18日下午，海南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海南厅讨论十九大报告。图为沈晓明代表发言。
本报特派记者 李英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