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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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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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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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开辟伟大事业新境界
钟经文

我们所处的时代，催人奋进；我们进行的

事业，前无古人。贯穿其中的最强旋律，就是

全面发展、全面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的全面创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

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

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

蔚然成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的历次重要讲话中，“创新”一词

频频出现，围绕治国理政提出的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搭建了一个内涵丰富、系统

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成果。经过几年实践，得到全党全

国人民的高度认同和拥护，引起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在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应对各种风

险挑战，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这是砥砺奋进的辉煌5年给予我们的深刻启

示。全面创新的生动实践，推动了“智者得立

其功，勇者得行其志”的创新创造大潮喷涌奔

流，也由此取得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

列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开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发展的新境界。

以全面发展、全面创新为特

征，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夺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行动

指南

回顾5年前，我们所处的世情国情党情

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

整转型，旧有的西方理论体系和发展模式走

到穷途末路，创新成为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

竞争格局的关键；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也引发

各国对中国道路的高度关注，并期待我们能

在全球治理中提供“中国方案”。与此同时，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取得巨大成就

的同时面对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的突出问题，处于转方式调结构、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的紧要关头，进入了中华民族复兴

的关键时期。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也面临着

“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全面加强党的领

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锻造坚强

领导核心的紧要性前所未有，更好运用马克

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的迫切

性前所未有。

新的时代条件需要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并以此科学制定适应时代发展新要求、人民

群众新期待、使我们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继

续回答好“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实践问

题，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

度建设和实现途径。这是历史交予当代共产

党人的崇高使命。5年来，在理论、实践和制

度三者有机联系和互动中，一个以全面发展、

全面创新为特征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体系逐

步形成，成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的行动指南。

——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习近平总书记的理论思考，始终围绕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展开、丰富、深

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

度的科学内涵、内在联系作出了全面阐释，特

别是提出实现“中国梦”的庄重承诺和政治宣

言，明确在治国理政中“道路问题是最根本问

题”，进而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

法。习近平总书记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的强调和阐述，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基础。以发展的、全

面的、系统的、普遍联系的方法，正确把握局

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

系，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

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各方面

改革，体现了我们党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

问题的辩证思维、务实精神和科学方法论。

——创造性地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理念符合我国

国情，顺应时代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社

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上实

现了新突破，指明了我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

路径，也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 （下转第四版）

迎接党的十九大特稿·中国经济十大看点⑨

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发掘新动力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

对于四川巴中市桥坝村的
57户贫困户来说，日子一年比
一年好：去年年底搬进了配套
设施齐全的新村，住进了新
房。今年，产业发展又有声有
色：村里正依托“以羊还羊”模
式，建设两个黄羊小区，养殖
远近闻名的“南江黄羊”5000
只；以“借鸡还本”模式，发展
广受欢迎的“巴山土鸡”1万
只；还以“订单农业”模式，新
种植萝卜、土豆、辣椒、万寿菊
2000 余亩。而这些，还只是
眼前即可实现的“短平快”脱
贫措施，中长期的目标更加令
人振奋：村里正准备在原有核
桃基地 2.2万亩的基础上，新
植核桃 1600 亩，最终将通过
“巴山新居+特色农业+生态
旅游”模式发展乡村旅游，以农
促旅、农旅结合，推动生态观光
休闲农业发展，确保群众致富
奔小康。

桥坝村贫困户的变化，得
益于四川启动的新一轮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2015年7月，
四川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把脱
贫攻坚确定为全省的头等大
事，并明确提出，要在“一方水
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方实施
移民搬迁安置。

根据严格筛选和科学评
估，并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四川
累计有11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列入易地扶贫搬迁范畴。目
前，这些以前居住在高寒山区、
基础配套艰难区、地灾隐患区
的贫困群众，已有58万人实现
易地扶贫搬迁，完成规划任务
的一半。

据统计，四川需要易地扶
贫搬迁的人口占全国易地扶贫搬迁总人口的九分之
一，任务重，时间紧，难度大。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
易地扶贫搬迁的重要指示作为指引，全力推进，既要搬
得了，还要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安居与乐业并重。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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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春10月16日讯 记
者李己平、通讯员解绍赫报道：党
的十九大即将开幕之际，中车长
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传来好
消息——10月 16日，由该公司
研制的首批美国波士顿橙线地铁
车在长春顺利下线，预计将在今
年12月份运抵美国。

该车是国内首批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美标地铁车，
相比波士顿既有线路运营几十
年的老车，这批地铁车辆将极
大地改善美国乘客的出行体
验。该车采用不锈钢车体，运
营时速为 102公里，车辆服务
年限可达30年。

波士顿地铁橙线车辆结构

强度、控制安全、质量管理体系
等方面均采用美国标准。这是
国内首个整车各系统均采用美
国标准设计的产品，执行美标总
计多达120余项，同时满足美国
残疾人协会标准（ADA）、美国
环境署标准、美国马萨诸塞州公
共交通安全运行法案、美国人体
工程军工MIL标准等。车辆采
用全新平台，正向设计、自主研
发，整车具有完全的中国自主知
识产权。

右图 10月16日，随着一声

响亮汽笛，首批美国波士顿橙线

地铁车在长春下线。

新华社记者 段 续摄

实干迎盛会 佳绩增信心

中国地铁将首次出口美国

从钱塘江畔的杭州共识，到塞纳河边的《巴黎协

定》；从达沃斯高举全球化大旗，到雁栖湖全面启动“一

带一路”平台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作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越来

越多的中国倡议上升为国际共识，越来越多的中国方

案汇聚成国际行动。

中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

动各国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前进的努

力，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也展现出更加广阔

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