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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上午，举世瞩目的党的
二十大隆重开幕。 习近平总书记
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
作报告， 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17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他所在的广西代表团， 同大家
一起讨论二十大报告。

在讨论中，大家谈成就、说体
会、提建议，饱含着信任、充满了
信心、凝聚起力量。

来自广西苍梧县山坪村的祝
雪兰代表， 在发言中谈起边远瑶
寨发展茶产业带来的巨大变化，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山坪村过去是贫困村， 在祝
雪兰带动下， 全村抱团发展茶产
业，如今，村民年人均收入超过 2
万元， 一片片茶叶照亮了 “共富
梦”， 一座座茶山变成了 “幸福
山”。

祝雪兰开心地说 ：“十几年
前 ，儿媳妇来我家 ，走了 4 个多
小时山路 ， 没进门就想回娘家
了。 今天的山坪村，不仅本地姑
娘不想走了 ， 外地姑娘还想嫁
过来 ， 很多外村小伙子也想当
上门女婿哩！ ”

习近平总书记欣慰地点点
头：“茶产业大有前途。下一步，要
打出自己的品牌， 把茶产业做大
做强。 ”

瑶寨巨变， 是新时代伟大变
革中的一朵浪花。

10 年来，广西 634 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八桂大地
面貌一新。

10 年来，中国近 1 亿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 历史性地解决
了绝对贫困问题，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此时此刻， 代表们不由得想
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说
过的那句话：“中国人说话、 中国
共产党说话、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说话是算数的！ ”

“谢谢总书记，党的好政策让
我们吃上了‘茶香饭’，走上了‘幸
福路’。 有党的坚强领导，让我们
对实现共同富裕充满了希望，鼓
足了干劲。 ”祝雪兰朴实的话语，
道出大家的心声。

新时代的辉煌成就， 赢得人
民群众的信任。

(下转四版)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主席团 18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会议。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将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草

案）、关于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草案）提交各
代表团讨论。

大会副秘书长陈希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
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作
了说明。

会议通过了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和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 提交各代
表团酝酿。

会议通过了经各代表团酝酿的大会选举办法。 会议还通
过了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待正式选举时提请大会通过。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10 月 18 日， 国家主席习
近平同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 60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乌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两国建
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日益巩固，各领域合作持
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
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配合。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两国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谱写了中乌友好新篇章。我
高度重视中乌关系发展， 愿同穆塞韦尼总统一道努力，以

两国建交 60 周年为契机，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
论坛框架内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携手
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穆塞韦尼表示， 建交 60 年来， 乌中双方密切协调配
合，共同推进实施了许多重大合作，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始终充满活力。 乌方将继续致力于推进乌中关系发展。 我
相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必将持续深化，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合作作出贡献。

本报讯（记者 吴单）10 月 17
日，市长王浩带领市发改、工信、
文旅 、商务 、乡村振兴等部门负
责同志，在岚皋县调研督导重点
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副市长周耀
宜 ，市政协副主席 、岚皋县委书
记马宏伟，市政府秘书长张世波
参加。

王浩要求， 岚皋县要立足资
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综合施策、精
准发力， 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攻坚
冲刺、狠抓落实，努力在推动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争先进
位。 要持续发力稳中求进，细化落
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
策，科学精准抓好项目谋划建设，
加快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实施
进度，扎实有效推进招商引资，积
极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不断夯
实经济增长基础。 要大力发展生
态旅游，丰富旅游业态，完善旅游
要素， 优化服务保障， 促进 “旅
游+”与“+旅游”双向发力，加快南
宫山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步
伐，打响“巴山画廊、硒有岚皋”旅
游品牌， 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 要加快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专
业化产业园区建设水平， 用好建
好“飞地经济”园区，增加标准化
厂房储备，着力构建一产奠基、二
产支撑、 三产引领的产业融合发
展格局， 积极探索推进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 要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扎实开展“百日提升”和“百
日督帮” 行动， 全面补齐短板弱
项，持续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狠抓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因地制宜建
设美丽乡村， 加强和创新乡村治
理，统筹乡村五大振兴。 要防范风
险确保安全，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社会维稳、
防灾减灾、森林防火等工作，坚决
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0 月 16 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我
市广大基层干部群众以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党
的二十大开幕会盛况，认真聆听了党的二十大
报告。

大家纷纷表示，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
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党的二十大报
告总结成就令人振奋， 提出目标鼓舞人心，大
家也将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目标、新举措，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开辟高质量发
展新天地。

汉滨区吉河镇恒华家园社区第一书记唐
家力说，报告令人倍感触动、备受启迪、倍增干
劲。 他们要在学习领会上走在前，把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抓
好自身学习领会的基础上，推动社区党员干部
深入学习，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上来。 要在贯彻落实上作表率，围绕
巩固衔接、搬迁后扶重点工作，和社区“两委”
团结共事、合力共事，大力完善社区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施，改善社区环境、提升治理实效，把
“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落实到实
际工作中、具体效果上，让恒华家园社区成为
承载搬迁群众美好生活的新家园。要在为民服
务上求实效，经常联系走访搬迁群众，及时排
查发现风险隐患，协调落实惠民政策，让搬迁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就业、 养老等服务事
项，帮助群众解决好“急难愁盼”问题，促进搬
迁群众更好融入。

在岚皋县南宫山镇红日社区，74 岁的老
党员段纯冰认真聆听报告，边收看边用笔记录
下重点内容，在听到有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论述时，他格外关注，不由得连声称赞。 “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农村变化非常大，水泥路通
到了家门口，村子越来越美，乡亲们的 ‘钱袋
子’也鼓起来了，我庆幸赶上了国强民富的好
时代，以后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

石泉县饶峰镇党委书记何霞说，报告全面
客观地总结了党的十九大以来 5 年的工作，科
学谋划未来 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目标任务。 作为一名乡镇干部，将认真
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发挥好把方向、管大
局、作决策、抓落实的重要职责，发挥好“关键
少数”的“头雁效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深化社会治理、持续
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团结带领全镇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建设“五
美饶峰”。

“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 无论是医疗、养
老，还是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都给群众带
来了沉甸甸的获得感。 ”镇坪县曾家镇和顺
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廖文杰说 ，作为基层党
员干部 ，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让党旗
在群众中间高高飘扬，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
的身份。

在紫阳县， 广大社区工作者欢欣鼓舞、倍
感振奋。城关镇仁和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焦开军
说：“听了报告后， 我感到十分激动和自豪，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在今后
的工作中，我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城关镇环
城路社区副主任张柏英说：“我将时刻以一名
社区工作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努力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用心服务群众。 ”

汉滨区建民街道忠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刘瑞红说：“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党支部
书记，我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加速推进，亲历了
脱贫攻坚的如火如荼，目睹了乡村振兴推动下
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听了报告，我对忠诚村
的发展更有信心和底气了。 今后五年，我们将
撸起袖子加油干， 再建设蔬菜产业基地 5 个，
完成蔬菜种植 3500 亩， 带动 600 户群众发家
致富，奋力开创忠诚村发展新局面。 ”

旬阳市吕河镇党委书记周浩说，听完报告
让他心潮澎湃、激情满怀。“中国经历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我们解决了许
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
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充分体现了我们
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优势，充分体现了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作为一名乡镇党委
书记，同时也是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我深
知，乡镇党委书记是党的各项政策落实到‘最
后一米’的执行者，也是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守护者，压力不小、责任重大，我将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时刻注重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稳步有序推进‘两强一好’示范体
系创建，深入践行‘两亲’群众路线工作法，把
群众的事当作头等大事，把群众的向往当作奋
斗目标，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全力抓好各
项政策任务的落地落实，为实现旬阳市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

被中宣部表彰为 “基层理论宣讲个人”的
平利县老县镇蒋家坪村党支部书记罗显平说：
“我在家收听收看了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直播，
边看边想以后如何用乡音传递‘党音’，把‘书
面语’变成‘家常话’，如何在茶山里宣讲党的
二十大精神，讲述‘五级书记’同框的故事，讲
解蒋家坪茶山变金山的奋斗史。 ”

宁陕县筒车湾镇海棠园村党支部书记李
华文说，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自己将始
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发展，持续抓好班子、带队伍、强作
风，让基层党组织政治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得到充分发挥，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汉滨区关庙镇副镇长王欢说：“伟大成就
激发新的奋斗激情。 作为一名乡镇基层干部，
我将继续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披荆斩
棘、乘风破浪的工作状态，让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基层落地生根、结出累累硕果，让更多的人
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

习近平同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
就中乌建交 60周年互致贺电

党的二十大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将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讨论。 大会副
秘书长陈希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
名单作了说明。 会议通过了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预备人选建议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推动安康高质量发展

沿着伟大复兴征程勇毅前行
———我市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热议党的二十大报告

记者 李莹

王
浩
在
岚
皋
县
调
研
督
导
重
点
工
作

10 月 18 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第二次会议。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10 月 18 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
会议。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会议。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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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之光照亮复兴之路———从党的二十大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