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胜全面小康 开启新的征程

10月19日下午，中央国家机关
代表团讨论十九大报告，并对中外记
者开放。关于房地产长效机制、关于
高考制度改革、关于中国企业“走出
去”……一个个热点问题，无论是自
由发言，还是记者提问，代表们都以
坦诚态度回应社会关切，总结改革成
就，展示制度自信。

党的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长
陈宝生在讨论中说，过去 5 年是教
育改革全面深化的 5 年。为了促进
教育公平，这 5 年我国实行了对农
村和贫困地区的专项招生计划，以
及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多招收了
37 万名大学生。当前，我国教育体
制“四梁八柱”式的改革方案基本
建立，教育改革进入“全面施工内
部装修”阶段。

陈宝生代表透露，在高考招生制
度改革方面，上海和浙江试点已经落
地，经评估取得成功。北京、天津、
山东、海南作为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

试点省份，2017 年秋季学期也进入
了高考综合改革实施阶段。到 2020
年，新的高考改革制度将全面实行。

党的十九大代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部长王蒙徽在回答有关房地产长
效机制的问题时表示，住建部及有关
部门正在抓紧落实这方面工作，以满
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
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
向，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
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综合运用金
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
段，推进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

据介绍，为了加快培育和发展住
房租赁市场，国家已在 12 个人口净
流入大中城市开展住房租赁的试点工
作；为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
建设，已支持北京和上海开展共有产
权住房试验等。

“下一步，我们要按照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

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王蒙
徽代表说。

党的十九大代表、商务部部长钟
山回答了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问题。他坦言，中国对外投资起步
晚，经验也不足。“曾有媒体问我，
我们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有没
有困难？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是
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认为，这是前
进当中的困难，发展当中的困难。”

“经过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防范风险
能力和国外投资企业权益保障管理水
平都在增强。”钟山代表说，下一
步，我们要贯彻落实好十九大精神，
鼓励中国企业特别是有实力、信誉好
的企业“走出去”，政府部门也要更
好地为“走出去”的企业营造好的环
境、好的条件、好的服务，和企业一
起打造中国投资的品牌，树立中国投
资的良好形象。

说改革：攻坚克难谋发展
——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开放日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乔金亮

10月19日下午，山东代表团集
中讨论十九大报告，并对中外记者开
放。与会代表对党的十九大开启的
新征程满怀信心。

党的十九大代表、山东省委书记
刘家义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辉煌成就，归根
结底是靠“两个关键”，关键有习近平
总书记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关键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个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进
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
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

刘家义代表表示，必须牢牢把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
新，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
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

代表、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表
示，十九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科学把握新时代的历史
方位，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全面部署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发展
目标和重大任务，指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续写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代表、山东省委常委
张江汀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顺应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的共同意愿，是党心、民心所向，
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山东过去 5 年的发展变化，可
以说有力印证了全国发展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龚正代表介绍说，2016
年山东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6.7
万亿元，是 2012 年的 1.4 倍，“十三
五”时期的这几年保持了 7.5%的经
济增速。目前，山东的重大工程正在
紧锣密鼓推进，进展良好，相信通过
5年左右的努力，将形成新动能主导
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话成就：“两个关键”是根本保证
——山东代表团开放日讨论侧记

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常艳

10月19日，四川代表团集中讨
论十九大报告，并对中外记者开放。

“十九大报告为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指明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共同团结
奋斗的前进方向。”“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

中国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
民愿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代表们
对十九大报告中的新思想、新战略
讨论热烈。

党的十九大代表、西南交通大
学列车与线路研究所所长翟婉明表
示，过去5年，科技创新受到前所
未有的关注和支持。十九大报告提
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
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备
感振奋。以前很多科技成果躺在纸
上，一年多来我校的科技成果转化
体制改革进展顺利，150多项职务
成果经确权后实现转化。”翟婉明
代表说。

党的十九大代表、四川科技厅
厅长刘东表示，四川被确定为国家
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以来

取得了可喜成绩，科技投入逐年增
加，2016年科技创新投入达556亿
元；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速，以综
合改革、军民融合发展改革试点、
技术攻关、成果转化、重大项目、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金融对接等清
单责任制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四川拥有良好
的科技人才和设施基础，建议未来国
家布局重大实验室时把四川考虑在
内。”刘东代表说。

德阳市是传统工业城市，在创
新驱动战略下，实现了产业升级的
华丽转身。“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基
地，德阳以科技创新破解关键技
术，打造了以东汽重型燃机为代表
的一批自主研发重大项目，创新被
置于发展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大
代表、德阳市委书记蒲波说。

谈创新：启动发展第一动力
——四川代表团开放日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廉 丹

10 月 19 日下午，广西代表团集
中讨论十九大报告，并对中外记者开
放。代表与记者互动交流，开放发展
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促进“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并作出一系列新的重
大部署，给广西的发展带来了新机
遇。党的十九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
区党委书记彭清华表示，广西拥有特
殊的历史传承和地理区位，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大有可为。一方面，搭好一

个大平台，不断提升中国—东盟博览
会的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信息化
水平，打造永不落幕的东博会。另一
方面，建好一条大通道，建好中新互联
互通南向通道，将进一步凸显广西“一
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特殊优
势，也为西部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重要支撑。

“广西与重庆、贵州、甘肃已达成
框架协议，并与新加坡沟通对接，务实
推进中新南向通道建设，共享‘一带一
路’建设红利。”彭清华代表说。

党的十九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
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范晓莉表示，广
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之一，
是我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陆地接壤
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拥有丰富的旅
游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边关文
化、山水文化资源，具有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的地缘优势，这几年广西推
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积累了丰富的
实践经验，今后将进一步加快文化“走
出去”的步伐。

论开放：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广西代表团开放日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姜 帆

10 月 19 日，山西代表团集中讨
论十九大报告，并对中外记者开放。

“十九大报告的工作部署求真务
实，语言表达精炼鲜活，是划定新时
代、阐述新思想、确定新目标、开启新
征程的好报告。”党的十九大代表、山
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吴汉圣说。

党的十九大代表、晋中市委书记
胡玉亭说，“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的奋
斗指南。新时代新长征的伟大号角已
经吹响，需要我们各级干部按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走好
山西新时代的长征路”。

党的十九大代表、山西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任建华在会后答记者问时
说，山西作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三个
试点地区之一，目前各项改革进展顺
利，今年1月18日全国首个监察委员
会——山西省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
在不增加机构、不增加编制、不增加职
数的情况下，实现了组织架构的优化、
人员结构的优化，初步形成了监察权

有效运行的机制，基本实现了对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有效监督全覆盖。

党的十九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
骆惠宁表示，山西正在进行资源型地
区经济转型发展的改革试验，“转型对
于山西来讲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山西
要在转型上用非常之力、恒久之功，着
力推进经济的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形成转型发展的持久态
势，趟出有中国特色、山西特点的资源
型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议转型：趟出经济发展新路
——山西代表团开放日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佘惠敏

10月19日，广西代表团集中讨论
十九大报告。农凤娟（中）代表认真聆
听发言。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10月19日，四川代表团代表刘作
明（右）和王铭晖（左）在热议十九大报
告。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上图 10月19日下午，中央国

家机关代表团讨论十九大报告，并

对中外记者开放。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右图 10月19日，浙江代表团

集体讨论十九大报告，并对中外记

者开放。党的十九大代表沈铭权

（前右二）和万少华（前右一）就十九

大报告相关内容交流探讨。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10月19日，山西代表团集中讨论
十九大报告，与会代表踊跃发言。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