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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
筹谋划、协同推进。

——— 2013 年 3 月 5 日，在上海代表团参加
审议时强调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在不同场合，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把改革开
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今天，中国
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
既要有坚定的意志、无畏的勇气，也要有非凡的
智慧、科学的方法。认真理解习近平这句话，他
的改革方法论就蕴含其中。】

2 .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既严以修身、严以
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
实。

——— 2014 年 3 月 9 日，在安徽代表团参加
审议时强调

【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习近平提出“三严三实”，就是
要为领导干部固本培元，挺起精神脊梁。这
“三严三实”每一条都关乎共产党人的“根”和
“魂”，是党员干部天天都要面对的要求，永远
都是为人为政之本。】

3 . 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
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深入推进军
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 2014 年 3 月 11 日，出席解放军代
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
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必须全面实施改革强军
战略。动体制、调结构、依法治权，习近平的排
兵布阵不只是“动棋子”，更要“布棋局”，对人
民军队进行整体性、革命性重塑。体察军改实
施两年来的大变革后重读这句话，风雷将至
之感更加令人热血激荡。】

4 .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

——— 2015 年 3 月 6 日，在江西代表团参
加审议时强调

【生态环境保护是习近平历年全国两会
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生态环境与人民生活
息息相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包含着
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习近平这番论述，体
现的就是一种民生情怀。蓝天常在、青山常
在、绿水常在，这也是中国梦中很重要的内
容。】

5 . 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
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
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

——— 2015 年 3 月 9 日，在吉林代表团参
加审议时强调

【2015 年全国两会，习近平在江西、吉林
两个代表团突出强调，让“政治生态”一词出
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些年，下大气力拔“烂
树”、治“病树”、正“歪树”，政治生态逐步恢复
山清水秀。然而，和生态环境治理一样，不断
保持和巩固成果仍是一个重大课题。】

6 . 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
“亲”、“清”两个字。

——— 2016 年 3 月 4 日，看望民建、工商
联委员时强调

【建立什么样的政商关系对于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习近平提出的新型政商
关系中，“亲”，就是坦荡真诚、积极主动；
“清”，就是要清白纯洁、正大光明。“亲”、“清”
二字剔除杂质，加深真情，就如同双轮驱动，
推动着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健康发展。】

7 . 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
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 2016 年 3 月 5 日，在上海代表团参
加审议时强调

【命运与共、血浓于水，习近平的话语温
暖了两岸中国人的心。俗话说：“兄弟同心，其
利断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需要两岸同
胞共同维护，开创共同美好未来需要两岸同
胞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
岸同胞携起手来同心干。】

8 . 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
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
得主动的根基。

——— 2017 年 3 月 7 日，在辽宁代表团参
加审议时强调

【中国经济是个大块头，要强身健体就绝
不能走单一发展、脱实向虚的路子。党的十九
大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全面部署，首

先就强调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
经济上。习近平这一论断，为中国经济发展把
准了方向。只有把实体经济抓实抓好，中国经
济质量优势才能不断增强。】

9 . 改进脱贫攻坚动员和帮扶方式，扶
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精
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 2017 年 3 月 8 日，在四川代表团参
加审议时强调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脱贫攻坚做不到
精准、精细，就做不到点上、根上，必须有“绣
花”的眼力、心力。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
何退，都好比穿针引线，全过程都要精准。脱
贫攻坚无论推进到什么阶段，习近平这句话
始终都是制胜要诀。】

10 .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
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 2017 年 3 月 10 日，在新疆代表团
参加审议时强调

【民族团结是习近平在全国两会上反复
强调的事情。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也是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根本基石，更是 13
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只要各民族“像石
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守望相助、团结进
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能汇
聚起磅礴的力量。】

来源：新华网

5 年两会，习近平这些金句历久弥新
2013 年以来，习近平已经参

加了 5 次全国两会。以人大代表
的身份来说，习近平参加全国人
代会是履行职责；而作为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人，全国两会更是他
抓工作、摸情况、作部署的重要平
台。

5 年两会，习近平 30 次“到
团组”，谈改革、抓党建、察经济、
问民生 、讲两岸关系 、民族团
结……作出许多精辟论述，今天
读来，仍感历久弥新。

扫描二维码，阅
读《 5 年两会，习近
平这 10 大金句历久
弥新！》图文融合报
道。

辛识平

“我和亿万中国人民，欢迎全世界的朋友，
2022 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平
昌冬奥会闭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通过视频向全
世界发出盛情邀请。在世界目光关注下，“北京
8 分钟”文艺表演生动呈现了一个新时代的中
国，“相约北京”的中国声音激荡人心……

随着冬奥会进入“北京时间”，国际社会再
次聚焦中国。以怎样的方式打开中国？以怎样的
想象开启未来冬奥？“北京 8 分钟”为世人提供
了一种新的可能。

借助高科技实现的影像变化，象征第 24 届
冬奥会的 24 名轮滑演员和 24 个搭载“冰屏”的
智能机器人滑出曼妙轨迹，上演了一场融合科
技与文化的视听盛宴。“鸟巢”“中国天眼”、大飞
机、中国“新四大发明”等元素纷纷登场，展现着
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

穿越时空的“熊猫信使”、硕大的“信封”，追寻
着奥林匹克梦想。“北京 8 分钟”是中国向世
界、向未来发出的一封“邀请函”。

犹记 2004 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美丽
的中国女孩手持琵琶、二胡等民族乐器翩然
起舞，武术少年踩着高跷举起约 4 米高的大
红灯笼，张灯结彩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浓浓
的传统文化气息，蕴含中华民族百年梦圆的
喜悦，寄托着融入世界的期待。

今天，当北京与奥运五环再度相遇，源于
中国本土创新设计的“冰屏”，无处不在的互
联网和人工智能应用，让外国记者感叹：如果
说 2008 年奥运会是一堂关于中国的历史课，
这次的表演则更像科幻电影，“我们看到了中
国的未来”。从“谈古”到“论今”，舞台情景与
元素转换的背后，是一个文明古国“其命维
新”的奋斗历程，折射出一个发展中大国从
“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上

下五千年，北京 8 分钟，在高度浓缩的艺术时
空里，新时代中国与时俱进、开创未来的自信
与豪情令人激动。

这张热情洋溢的“邀请函”，诠释着共建
美好世界的大国担当。从 2008 到 2022 ，中国
与世界同频共振的乐章越来越激昂。24 个机
器人渐渐围成一个圆，蔚蓝的地球出现在舞
台中央，五大洲儿童的欢快笑脸映衬着和谐
世界，橄榄枝、梅花、奥运五环交相辉映……
这既新颖而又暖心的一幕幕，讲述着中国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携手前行的
真诚愿望。

在接连举办 2008 年奥运会与 2014 年青
奥会后，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有了更务实的
考量、更宽广的视野。无论是“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远大目标，还是“绿色、共享、开放、
廉洁”的办奥理念，都将为奥林匹克运动注入
新活力。北京冬奥会开幕之际，恰逢中国农历

春节。正如“北京 8 分钟”中象征团结、幸福和
平安的中国结所寓意的，北京冬奥会将借助
体育的桥梁，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享受相
聚的喜悦，体会友爱的珍贵，使“世界大同，天
下一家”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曾说：奥运会
是对过往的尊敬，对未来的信仰。相约北京，
相约 2022 ，人们期待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
冬奥会，期盼一个更加充满希望与光明的世
界。

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向世界发出冬奥“邀请函”融媒评论

扫描二维码，观
看《辛识平：中国向
世界发出冬奥“邀请
函”》视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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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实践，
新实践开启新征程，新征程为中华复兴和人
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这就是今日之中国
的思想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

思想有多远，目光就有多远，奋进的步伐
就能延伸多远。思想的武器被人民所掌握，就
会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

思想的强大铸就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照耀
下，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
在东方地平线上闪耀。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
更有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加速，有中华文化影
响力的增强，有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赢得的更
多掌声……从内部看，中国发展经过量的积
累进入质的提升阶段，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全球看，“世界之乱”
和“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风景成
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憧憬。

瞭望新闻周刊：

思想的强大铸就

国家民族的强大

扫描二维码，阅读报
道全文。

瞭望东方周刊：

从严治党新数据

彰显反腐不放松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开幕当日，
中央纪委通报了 2017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纪律审查相关数据：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
273 . 3 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125 . 1 万件，
谈话函询 28 . 4 万件次，立案 52 . 7 万件，
处分 5 2 . 7 万人 (其中党纪处分 4 4 . 3 万
人)。

与 2016 年相比，信访量、问题线索处置
数、谈话函询数量、立案数、处分人数均有所
上升。这些数据见证着一年来全面从严治党
的铿锵步伐，彰显出党中央一以贯之坚定不
移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全面从严治党决不能半途而废。开弓没
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全面从严治党
的军令状不是随便立的，说到就要做到，缓
一缓、松一松注定是别有用心者的痴心妄
想。

扫描二维码，阅读报
道全文。

经济参考报：

地方开放新版图

自贸港有望破土

进入新的一年，多地将高标准推动全面
开放、打造开放平台列为今年工作的重点。

一方面，已有自贸试验区的地区提出深
化自贸区改革。另一方面，今年有望成为我国
自由贸易港破土之年，业内认为，可以从沿海
到内陆循序渐进探索自贸港建设。专家指出，
地方开放新版图已经浮现，中西部开放将成
为今年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着力点。

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开放的前沿阵地，
即上海等 1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所在地，还
将推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继自贸试验区之后，我国开放新高地今
年有望浮出水面。在十九大报告提出“探索建
设自由贸易港”之后，多个省份尤其是有港口
的省份在申建方面态度积极，截至目前，已经
有包括上海、浙江、四川、河南等十余个省份
竞逐自由贸易港。业内指出，今年有望成为我
国自由贸易港破土之年。

扫描二维码，阅读报
道全文。

半月谈：

公 共 服 务 窗 口

不能只开“半扇门”

在“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行的当下，与
“马上就办”“只跑一次”等政府办事方式相
比，一些公共服务行业却“风光依旧”：“开
半扇门、关半扇门”，开一半窗口，关一半窗
口，让前来办事的群众止步于“一米线”前。

公共服务行业关系百姓日常生活，关
乎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随着全面深
化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越来
越多的公共服务面向社会开放。在市场大
潮中，这些部门应接受群众更高标准的检
验。同时，政府也应提高对公益类窗口机构
的监督水平。

专家认为，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简政
放权的继续深化，将有越来越多的面向公
众的职能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实
现。只有加快改革进程，真正完全打开“一
扇门”，才能让群众感受到优质公共服务的
“一片天”。

扫描二维码，阅读报
道全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
活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不仅有力推进了中国国内的发展，同
时惠及世界。

创造美好生活

感知中国贡献

改革开放的世界效应

扫描二维码，观看《“深圳
经验”的世界效应》视频报道。

道路探索的全球启示

国情不同，道路不同，道路探索本身就是艰辛的征
程。而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如今走出了一条属
于自己的成功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所积累的成功经验，
也给世界带来启示。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迭起，在世界需要合力的
关键时刻，中国领导人发出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
的主张，号召各国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促全球发
展，赢得了世界的广泛肯定与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5 年累计减贫 6600 万人以
上；过去 40 多年里，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
过 70%。中国式扶贫在世界范围树立起典范，为其他
国家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解决全球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

扫描二维码，观看《开往
世界的中国高铁启示录》视频
报道。

共促发展的中国主张

扫描二维码，观看《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中国经
验》视频报道。

脱贫攻坚的中国方案

扫描二维码，观看《改变
6600 多万人命运的治国理念》
视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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