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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走好

新时代长征路
省区市各级党组织掀起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10 月 29 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台江县台盘乡阳芳村，农户在田间收割“五彩稻谷”。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五彩稻谷”开镰

习 近 平 会 见 清 华 大 学

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

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

▲ 10 月 3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
家委员。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记者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
30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
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

习近平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具有重要的意义，
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我们将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
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
型经济。

习近平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培
养人才，根本要依靠教育。教育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当前，中国
作出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提高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

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将继续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中国将在坚定维
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
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
质量和水平。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
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的开放不是你输我赢，而是合作共
赢。中国有句俗话，买卖不成仁义在。中国不搞霸王条款，不图
占别人便宜。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出台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开放
的举措。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的是和平的基因，中国将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奉行正确义利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我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的访
问。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高瞻远瞩，相互照顾彼此利益和关
切，妥善化解分歧和矛盾，共同推进中美合作，实现互利共
赢，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习近平赞赏委员们为促进中国经济和管理教育事业发
展、推动中外交流合作作出的积极贡献。希望委员们发挥自
身优势，多为中国发展建言献策，多同中方开展互利合作，多
向世界客观全面介绍中国，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互了
解和友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布雷耶、保尔森
基金会主席保尔森、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苹果公司首席
执行官库克、脸书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等代表
委员们先后发言。他们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并表示，习
主席在十九大上所作报告令人印象深刻，中国成功地引领了
经济社会的强劲发展，中国减贫事业的成就、推动创新发展
的努力值得称赞。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国际社会期
待着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期待着中
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美国各界也期待着特
朗普总统访华和美中元首北京会晤取得积极成果，祝愿美中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会见前，习近平同委员们一一握手，并集体合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

任丁薛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
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小川等参加会见。

▲ 10 月 3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共中央
总书记阮富仲特使、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 新华社记者庞兴雷摄

▲ 10 月 3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人民革
命党中央总书记本扬特使、中联部部长顺通。 新华社记者庞兴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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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记者李忠发、崔文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30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共中央
总书记阮富仲特使、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

黄平君转交了阮富仲总书记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并转
达口信。阮富仲在口信中表示，在中共十九大取得圆满成功之
际，我本着对越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派特使访华，当面
祝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再次当选并被全党拥戴为领导核心，
我们高度评价中共十九大取得伟大成就，确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相信兄弟的中国人
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完成中
共十九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越方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对越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
亲自推动，我期待着与您一道努力，促进越中关系取得新的更
大发展。

习近平感谢阮富仲的口信。习近平表示，越共中央和阮富
仲总书记分别就中共十九大召开和我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
记发来热情洋溢的贺函，又在大会刚刚闭幕不久派特使专程
来华致贺，这体现了中越两党的友好情谊，也表明越方对中越
关系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越

南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也步入关键期。在中共十九大
上，我提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展中越关系同样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初心，就是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
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越传统友谊；这个使命，就是我们两党
共同拥有的理想信念和肩负的历史担当。中越两党同为社会
主义国家执政党，应该从更高角度和更深层次审视中越关
系，坚定不移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新一届
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将一如既往奉行对越友好方针，同以阮富
仲总书记为首的越共中央领导集体一道，加强对双边关系的
政治引领，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落实重要共识，妥
善处理有关问题，推动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黄平君代表越共中央和阮富仲表示，中共十九大是中国
党的喜事，也是越南党的喜事，越方热切期待深入了解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越共中央愿
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一道
努力，把新时代越中关系提升到新高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
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记者李忠发、崔文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30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人民
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本扬特使、中联部部长顺通。 (下转 7 版)

掌握新思想 开拓新实践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述评之二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记者胡浩)心中有信仰，奋斗有
力量。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
党章，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伟大实践提
供了行动指南。各地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以新气象新作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笃学之：武装头脑、凝聚人心

“党的十九大最为重要的理论成就，在于形成并系统地阐释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地回答了进入新
时代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系列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
示，在学习研究过程中，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
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视角，使新思想的研究更具系
统性、科学性、广泛性和延续性。同时，要促进新思想进入教材、
进入课堂、进入头脑。

举旗定向，指引航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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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
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用“八个明确”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以“十四个坚持”构成了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坚强思
想保证，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黏合剂。用新思想武装头脑，用新思想
指引理想，用新思想坚定信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
理想信念，就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增强定力，在改革发展的
实践中提升能力，用思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

在河北邯郸峰峰矿区界城镇数字党建馆，工作人员正
在琢磨，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
心要义，通过深入浅出的故事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加以展示，
并用微信公众号推送给界城百姓，让大家喜闻乐见、真懂真
信。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首先要增强思想上的凝聚力，从而
夯实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思想之基。”界城镇党委书记林虎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绘就了美好蓝图，指引
了前进方向，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集力量的政治宣示。通
过数字党建的信息化手段，要更好地学习领会和宣传贯彻新
思想，更好地把党员和群众凝聚在一起，树立共同价值、明确

共同理想、形成共同追求。

笃信之：明责定位、找准方向

思想是时代的引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
一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明确了总任务和新的两步走步骤，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对照新任务、分析新矛盾，才能找准新方向、增添新动力。
山西省属五大煤炭集团之一的山西阳煤集团，资产负债

率曾超过 85%。面对生产、生态等“欠账”，他们决心，要在新思
想的指引下，培育新动能、谋求新发展。

“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实现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是党
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十九大代表、山西阳煤集团董事长翟
红一回到企业，就召集党委中心组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十九
大精神进行集体学习，过两天他还要在集团安全会议上，向
3000 余名基层班组长继续宣讲。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企业负债率太高了，过去煤炭市场
好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敢干，片面追求速度和规模，当务之急
要调整债务结构，推动煤炭生产、消费革命，横下一条心，培
育新动能。”翟红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通过超低排放、节能减排、低
碳利用等手段，发展循环经济，走出一条煤炭企业转型发展
的新路。 (下转 7 版) 2 版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 张德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开幕，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

精神 俞正声主持 王沪宁作报告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举行 汪洋与俄罗斯副

总理罗戈津共同主持

赵乐际在中央纪委监察部传达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大会上强调：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一刻

不停歇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