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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从2018到2019，
时间见证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

“2018年，我们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定”
“这些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干出来的，
是新时代奋斗者挥洒汗水拼出来的”“我要向每
一位科学家、每一位工程师、每一位‘大国工匠’、
每一位建设者和参与者致敬”“我们都在努力奔
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发表2019年新年贺
词，满怀深情回望奋斗，满怀热情致敬奋斗，满怀
激情呼唤奋斗。贺词通过电波和网络传至四面
八方、引来广泛共鸣，鼓舞和激励着亿万人民沿
着一个又一个时间节点奋发前行。

最是奋斗动人心。过去一年，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
难而上，在新征程上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各项宏观调控目标较好
完成，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提出扩大开放四大举措，改革开放力度
继续加大；自贸区持续扩容，长三角一体化上
升为国家战略，发展布局日新月异；嫦娥四号
探测器成功发射，第二艘航母出海试航，创新
创造定义未来……所有这些，都是亿万中国人
民一点一滴干出来的，这让我们更加相信自
己、相信国家。正是新时代奋斗者们挥洒汗
水、辛勤奋斗，让我们无愧于这极不平凡的一
年，无愧于伟大的新时代。

致敬新时代的奋斗者，就是礼赞奋斗的价
值。在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致敬新时代各

行各业的奋斗者，令人鼓舞，催人奋进。他们
是科学家、工程师、“大国工匠”、建设者和参与
者，是奋战在脱贫一线的驻村干部、第一书记，
是南仁东、林俊德、张超、王继才、黄群、宋月才、
姜开斌等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是广大基层干
部、退役军人，是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
司机，是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追梦人。新时代
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追梦人的舞台。无数奋
斗者用实际行动证明，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致敬新时代的奋斗者，就是崇尚奋斗的精
神。站在时间的节点上回望过去，没有奋斗，就
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
放40年来，国家的前行成就个人的梦想，个人的
脚步推动国家的进步，中国人民以感天动地的奋
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过去6年多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亿万人
民砥砺奋进，以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可以说，我们所拥有的
一切，无不凝聚着奋斗的汗水。新征程上再出
发，我们没有时间喘口气、歇歇脚，只有保持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才能一
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新的一年，新的出发。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
出的，“2019年，有机遇也有挑战，大家还要一起
拼搏、一起奋斗”。让我们满怀信心、拥抱梦想，以
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
毅力，在接续奋斗中书写新时代的光荣历史，创
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据新华社

人民日报评论员：

致敬新时代的奋斗者
——习近平主席2019年新年贺词启示录①

有梦想就有目标，有希冀才会奋斗。
无论国家、社会还是个人，梦想都是保持生
机、激发活力的源泉。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人。”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深
情回望过去一年极不平凡的追梦之旅，热
情礼赞每一位奋斗者的艰辛付出，满怀信
心寄语亿万人民勇敢踏上追寻梦想的新征
程。亲切的话语、殷切的期待、郑重的嘱
托，激励着每一个人发扬梦想精神，继续在
奔跑中拥抱梦想、成就梦想。

回望2018，我们之所以“过得很充实、
走得很坚定”，就是因为心怀梦想、奋力追
梦，让中国号航船劈波斩浪稳健前行。我
们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各
类市场主体超过 1 亿户，这是一个很了不
起的数字。我们矢志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国又有 125 个贫困县通过验收脱贫，1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梦想成真；我们
以改革的实际行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推出 100 多项重要改革举措，让 1300 万人
在城镇找到了工作，人民的钱袋子更鼓了
……这一年，整个中国奔跑在追梦的赛道
上，绘就了改革发展的壮丽画卷。这些成
就是新时代奋斗者挥洒汗水拼出来的。事
实证明，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始于梦想、成
于实干。

心怀梦想、奋力追梦，才能体悟奋斗价
值，凝聚同心筑梦的精神力量。绿意盎然

的长江两岸、稻浪滚滚的建三江万亩大地
号、生机勃勃的深圳前海、活力四射的上海
张江、飞架三地的港珠澳大桥……新时代
的奋斗者在不断奔跑中创造着美好生活，
为梦想写下现实注脚。梦想不会自动成
真，奋斗是其桥梁；目标不会自动抵达，奔
跑才有远方。把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人生出彩的渴望，熔铸到共筑中国梦的
历史征途之中，与时代共同奔跑，以奋斗逐
梦圆梦，我们就没有什么山峦不能攀登，没
有什么河流不能跨越。

心怀梦想、奋力追梦，才能砥砺坚韧意
志，激发接续奋斗的责任担当。今天，中国
站在新的起点上，亿万人民正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拼搏。梦想越是远
大，奋斗也就越是艰辛。方此“船到中流浪
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之时，摆在我们面前
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
作更伟大。面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场接力跑，今天的
我们只有勇做追梦人，一棒接着一棒跑，才
能迎来“放眼昆仑绝顶来”的明天。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在这个属
于奋斗者的新时代，人人都有追梦的权利，
人人也都是梦想的筑造者。不驰于空想、不
骛于虚声，在奔跑中奋力逐梦，做新时代的
追梦人，我们就一定能激活蕴藏于梦想之中
的创造伟力，迎来生机勃勃的复兴气象。

据新华社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我们都是追梦人
——习近平主席2019年新年贺词启示录②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
一九年新年贺词，回顾过去一年发展，展望
新一年机遇与挑战。贺词以人为本、亲和
温暖，彰显追梦中国发展的决心，体现开放
中国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担当。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习主席新年贺词，为中
国发展造福人民点赞，为中国开放对世界的贡
献喝彩。我驻外人员及海外华侨华人纷纷表
示，习主席的新年贺词振奋人心，将激励他们
共同拼搏，为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而不懈努力。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

席、印尼东盟南洋基金会主席班邦·苏尔约
诺说，中国过去一年有1000万农村贫困人
口脱贫，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作为人
口超过13亿的国家，中国彻底消灭贫困，
其成就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柴克清说，习主席在贺词中说“2018年，我
们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定”。祖国的发展
进步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让我们的
文化自信更加坚定，让我们在海外的孔院
教育工作者更踏实、更有信心。

中国第17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

分队建筑连连长许双全说，习主席的新年贺
词让我们备受鼓舞，我们一定坚决贯彻落实，
向林俊德、张超、王继才等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学习，做新时代国际维和大舞台上的追梦人。

正在孟加拉国参与卡纳普里河底隧道
项目建设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员
工杨猛说，听了习主席的新年贺词，我们感
触很多。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坚定目
标，就一定能把这个项目建设好，为国争光!

据新华社

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引发热烈反响

“我们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
门只会越来越大。”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新年贺词
中再次宣示了中国在新征程上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坚强决心。

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
革开放的时代大幕，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
新时代改革再出发的顶层设计，是40年改
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

出的这一重要判断，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在新时代不断向纵深发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认为，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认识的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新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进入新阶段。

在深化改革中让一切促进生产力发
展、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5年多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
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我国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有效激发
了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有力保障
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
的重中之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国资国企
改革“设计图”“施工图”逐渐明晰；财税金融
改革不断纵深，营改增、个人所得税等财税
体制改革深入实施，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
发展委员会成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
序推进；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一些酝酿多年的改革频频破题，一些多年久
拖不决、久攻不下的难题逐步突破。

“放管服”改革持续加力、国企国资改
革加快推进、产权保护取得重要阶段性成
效、财税金融改革深入实施、农业农村改革
扎实落地、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完善
……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和落地，为经
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和体制保障。

在深化改革中书写中国经济发展新答
卷、提振世界经济发展信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不惧风险挑战
保持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
加到80多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4%
提高到15%左右，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
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第78位前移至
第46位，新登记注册企业日均超过1.8万
户，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快速增长……改革带来体制机制创
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经济结构优化升
级步伐不断加快。

英国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
芬·佩里表示，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在于
能够在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始终坚持自
己的发展道路，不畏艰险并不断开拓创

新。中国坚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并致力
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不仅将积极推动
中国发展，也助力全球经济提振信心。

世界大变局，中国大发展。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续写未来
中国奇迹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助力。

改革越深入，矛盾越凸显，越要从更高
层面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

面向未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
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
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
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
业优胜劣汰。

“新时代，不是缓改革，必须加快推进；
不是小改革，必须全面深化；不是虚改革，必
须啃硬骨头；不是假改革，必须落地有声。”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说。

大力简政减税降费，严格保护产权，为
各类所有制企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一系列扎实举措昭示市场
化改革的方向更加清晰，脚步更加坚定。

市场主体有活力，经济才有动力。
站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起点上，推动高

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蓝图已经
绘就。唯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才能推
动中国经济跨越转型关口，不断开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据新华社

跨越转型关口 激发创造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综述

全面深化改革这五年

开栏语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

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5 个领
域，336项重大举措，会议部署的全面深化
改革涉及范围之广、力度之大，被国际社会
誉为当今世界“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引
领中国实现历史性巨变。

为全面展现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的伟
大成就，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新华社从1月1日开始，围绕经济、政治、文
化、生态、司法、党建、国防等重点领域改革
播发系列综述。即日起，本报开设“全面深
化改革这五年”栏目，集中推出报道。

1月1日清晨，重庆人民广场举行“点赞
公民——千万市民升国旗”活动。近千名本
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满怀欣喜和期待来到人
民广场，见证国旗升起，欢庆2019年元旦。

7点40分，来自重庆两江新区花朝小学
和重庆市田坝中学的近400名学生代表已在
人民广场上排队站好，观礼的群众聚集在升
旗台两侧，庄严肃穆地等待着升旗仪式开始。

7点50分，军乐队奏响《歌唱祖国》，
国旗护卫队的战士军装笔挺，步伐铿锵，
护卫着国旗从广场牌坊下走出。他们昂
首阔步穿过人群，走向升旗台，现场的学

生和群众随着军乐队的演奏挥舞着国旗。
8点整，《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升旗手

迎风展开国旗，右手用力一抛，国旗在半空
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缓缓升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现场群
众注视国旗，伴随军乐队的演奏一起高唱国歌。

“祝福重庆，祝福中国，祝福世界。”重庆市
田坝中学七年级学生霍秋卉说，“我早上4点

半就起来了，很高兴和同学们一起通过这个方
式迎接新年。我爱我的祖国，新的一年，我会
更加努力地学习，不负现在幸福的生活。”

升旗仪式结束后，武警战士来到升旗
台前，为同学们讲述“国旗故事”。随后，同
学们和市民还在“点赞公民——千万市民
升国旗”签名墙上留下对祖国的祝福和新
年愿望。 据重庆日报

重庆人民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
近千群众观礼庆新年

▲1月1日清晨，我市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
升国旗仪式。 重庆日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