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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2版）
“我们要勇于创造奇迹！”这个在事故

中失去右臂的汉子，脊背挺直，誓要带领乡
亲们找到脱贫致富的新出路。

李健也曾绝望过——一家6口中有4
个残疾人，大葱滞销又导致债台高筑，“靠
领低保过日子”的想法不止一次出现在他
的脑海中。

扶贫先扶志、拒绝等靠要；巧用扶贫
款，大家来入股……在扶贫干部的精准帮
扶下，李健不仅顺利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还
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个体的命运转折，见证改革的历史飞
跃。当人民群众被发展的机遇催动了脚
步，通向全面小康的天堑就会变为通途，全
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
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从为梁家河百姓亮起陕北高原第一盏
沼气灯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到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世界第一大
党的总书记……

一路走来，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始终将
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
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
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原，从革命老区
到民族地区，从地震灾区到祖国边陲，习近
平总书记风雨兼程、走村入户，把真金白银
的改革方案送到人民身边，把过上好日子
的人民期盼转化为方针政策。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在新时代
改革的宏大布局中，人民的获得感就是改
革的含金量。

一纸户籍，虽然很薄，却在城乡之间划
出一道深深的“鸿沟”。

改，涉及的人口规模十分巨大，牵涉的
部门达到10多个，难度和挑战不言自明；

不改，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公民待遇天
壤之别，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如何满足？

只有从根本上弥合户籍“鸿沟”，才能
打破户籍城乡二元化壁垒，让更多百姓共
享社会发展成果。

2014年7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的意见》印发，全面拉开户籍制度改
革的大幕；2016年1月1日，《居住证暂行
条例》施行；2016年9月印发《推动1亿非
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

“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从此
成为历史。拿着一张张簇新的居住证，每
年超过千万的农村人口落户城镇，异乡奋
斗的人们找到温暖归属。

人民，就是改革的依归。
当“落后”的社会生产逐渐退场，“丰

富”的百姓生活逐渐登场。人民的诉求从
“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社会公平正义
要更大彰显、环境污染要更有效治理、人的
自身发展要更加全面……

从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到发展
学前教育，从异地办理身份证到简政放权

“最多跑一次”，从世界最大养老保障计划
覆盖更广到公民网络信息安全保护不断升
级……民生领域的改革从问题出发，从小

事着力，从实处落地。
为了人民，再难也要改——
为让人民住有所居，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租购并举的新机制正
在建立；

为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脱贫攻坚把
“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灌”，用“责任状”
绑定“乌纱帽”，中国已有超过6800万农村
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为让人民拥有丰富的精神食粮，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的文化体制机制日臻完善，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文化惠民工程深
入实施；

为让生态自然造福子孙后代，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紧锣密鼓，森林覆盖率持续提
高，沙化土地面积大幅缩减；

……
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从福利

到权利，人民自身的进步与价值正在全面
深化改革中绽放异彩。

2018年3月21日，《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方案》全文对外公布，新一轮机构改
革的大幕全面开启。

积极回应人民期待，广泛征求各方意
见，借鉴吸纳基层有益探索……机构改革方
案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
的新需要，在教育文化、卫生健康等领域加
大机构调整和优化力度；着眼于从群众最不
满意的地方改起，针对执法不规范、不严格、
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在市场监管、生
态环保等领域整合组建执法队伍……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
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
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
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
革是否满意？”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改革发展
观中，改革开放的初始动力是人民，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动力也一定是人民。

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共同的奋
斗目标，当“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
成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改革正汇聚起深沉
而磅礴的力量，续写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迈向未来 春暖花开

2017年4月1日，一则消息犹如平地
春雷，响彻大江南北——中共中央、国务院
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首都功能拓展区、创新发展示范区、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这座
未来之城，甫一问世，就注定使命不凡。

户籍改革、医疗改革、公共服务改革，深
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大部门制和负面
清单管理，探索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对外
合作促进贸易便利化……一系列改革创新
举措在这里先行先试，让人们对这个“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样板间”憧憬无限。

“建设雄安新区是一项历史性工程，一
定要保持历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我’的
精神境界，稳扎稳打，一茬儿接着一茬儿
干。”实地考察雄安新区建设规划时，习近
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功成不必在我”，是深邃的思考，更是
历史的考量。

中国经济步入深水区，如何实现从高
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跃迁？如何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这场古往今来最
为独特的社会变革与实践创新中，如何保
持定力，稳立滔滔奔涌的世界潮头？

下一个40年，乃至更遥远的未来，这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成的历史答卷。

“机遇不会等着我们，问题也不会等待
我们。”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凭借改革开
放的风帆驶入更加辽阔的海域，领导世界
第一大党、领航13亿多人口发展中大国的
习近平总书记放眼更壮美的风景，规划更
长远的航线：

——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到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再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五大
战略跨越行政区划，不断延展新时代改革
开放的时空布局；

——从沿海到内陆，从上海“一枝独
秀”到东西南北中雁阵分布，12个国家级

“试验田”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打造自
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的创新样本；

——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到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
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确保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
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
纪中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成美丽中国；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
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这是目标明确、催人奋进的时间表，更

是谋划全局、协同推进的路线图。
放眼世界，没有哪个政党能像中国共

产党这样作出如此长远的规划，没有哪个
国家能像中国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持之以
恒地朝向既定改革目标迈进，更没有哪个
民族能够一次次推开机遇的大门，把改革
的经验不断变成发展的现实。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
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全
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实现联合国
标准下7亿多人口稳定脱贫……

犹如一座灯塔，中国坚定选择并成功实
践改革开放的经验昭告世人，只要守正创
新、驰而不息，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
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
更好。”平实的话语，概括出新时代中国与
世界关系的大逻辑。

“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
车’、‘便车’。”热忱的邀请，道出了中国追
求世界大同的真心意。

短短几年，中国已同14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
区达80多个。

昔日的开放末梢成为如今的新前沿，
穿梭于大漠荒原的“钢铁驼队”成为中外货
物贸易的新纽带，一座座“中国建造”成为
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新地标……

为全球发展注入中国力量，为人类未
来贡献中国方案。

6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足迹遍及五大洲
60多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以
实际行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6年来，中国在全球积极新建或提升不
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形成立足周边、辐射

“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
6年来，中国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北京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
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等一系列重大主场外交活
动，以更加自信从容的步伐走近世界舞台
中央。

“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
推动者，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
定动力源，中国将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
活力大市场，中国将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
的积极贡献者！”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斩钉
截铁。

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
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完成份额改革和治理机制改革，推动达
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加强全球治
理，中国重视程度从未如此之高，参与程度
从未如此之深，发言权从未如此之大。

言出必行，彰显担当。法国前总理拉
法兰认为，在我们这个如此危险、有可能

“跑偏”的世界上，战争威胁着梦想。“中国
作出的郑重承诺，对于我们来说就意味着
和平。”

有多宽广的视野，就有多壮阔的道路。
6年前，《复兴之路》大型展览，习近平

总书记曾以“正道论”，阐释民族复兴的历
史必然——

“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
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
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
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6年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以“大海论”，道出中
华民族的无限豪情——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经历了无数
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
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
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有更坚定的信念，才有更光明的未来。
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改革开放40

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却写就
了近代中国170年来的最辉煌篇章。

改革开放就是制胜之道，我们有理由
也有资格拥有自信。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
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毅！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
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
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
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
功，也一定能够成功！”

历史的契机，正等待坚定者、奋进者、
搏击者。行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关键一程”的中国，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迈向未来、春
暖花开！

据新华社

12月1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会见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拉希德·阿利
莫夫。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
书记，欢迎阿利莫夫一行来渝，感谢上合组
织秘书处为促进上合组织国家与重庆友好
交往作出的积极贡献。唐良智说，当前，我

们正遵照习近平主席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
求，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拓展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加快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近年
来，重庆与上合组织国家经贸合作日益密
切，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高，地方合作与民

间交往蓬勃发展。希望双方深入推动地方
合作，共同办好明年5月在重庆举行的上合
组织地方领导人会晤活动，进一步拓展贸
易、物流、产能、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上
合组织国家友谊之树世代长青作出贡献。

阿利莫夫感谢重庆市委、市政府对上
合组织秘书处工作给予的支持。他说，重

庆是中国中西部唯一直辖市，发展充满活
力，蕴藏巨大机遇。愿继续发挥上合组织
的平台桥梁作用，深化上合组织国家与重
庆各领域友好合作，支持重庆为推动地方
间全方位合作搭建平台，实现共同发展，造
福于各方人民。

副市长刘桂平参加会见。 据重庆日报

唐良智会见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

12月1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会见了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执行会长、利
亚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军一行。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
书记，对李军一行来渝表示欢迎。唐良智
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实施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全市政治生态持续整体向好，干部群
众精神状态积极向上，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招商引资势头强劲。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
的数百家会员企业是中国优质上市公司的

代表，中关村科技园区利用科技创新和资
本驱动自身发展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
鉴。希望双方在高新技术、智慧城市、生态
环保、教育文化旅游、创新创业生态等领域
不断拓展和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重
庆市有关部门将加强与企业的对接，做好
落地服务，为企业在渝投资兴业创造良好

环境。
李军感谢重庆市委、市政府对中关村

上市公司协会各会员企业在渝发展给予的
支持。他说，重庆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
雄厚，营商环境良好。愿深化双方交流合
作，推动各上市公司会员加大在渝投资力
度，进一步拓展重庆市场，布局更多产业项
目和研发机构，助力重庆发展。

市领导吴存荣、李殿勋，中关村上市公
司协会会员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见。

据重庆日报

唐良智会见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执行会长李军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