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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高擎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的思想旗帜，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

这样的宣示，在历史的天空
久久回荡。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
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那是
1949年的中国；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1978
年后的中国。

又过了30多年，时间来到一
个重要的节点——

2017年10月18日上午，北
京，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向世
界郑重宣示。

党的十九大，因其绽放的思
想光芒，注定彪炳史册。

这次党代会，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
为党的指导思想，继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确立“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后，又在党章中
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领导
地位。

“两个确立”标志着这个马
克思主义政党更加成熟、更加坚
强、更加团结、更有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
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
行伟大的自我革命。”

2017年10月25日，再次当
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话
语坚定。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
党。

五年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不仅成为举旗定向的认
识论，更成为治国理政的方法
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大原
则，被写入新修订的党章。

立志千秋伟业，百年大党如
今风华正茂；屹立于世界东方，
人民共和国正意气风发。

时间，是最好的安排。
再过一个多月，《共产党宣

言》将迎来发表170 年的日子。
这部光辉的著作在评价共产党
人作用时如此预言：在当前的运
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将来——

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
放40周年；

2019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202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

时间，已设定好新时代的工
作坐标，梦想的壮美画卷徐徐铺
展……

这是砥砺奋进的新时代
——站在历史交汇期的关

键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目标奋斗不息

2017年7月，江西井冈山神
山村迎来了一位“老外”：美国学
者罗伯特·库恩来寻访一项首创
发明。

红色，标注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需政策保障的贫困户档案；蓝
色，标注有劳动力但缺资金或技
术需有效帮扶的贫困户——这
项发明叫“红蓝卡”。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2017年2月，神山村与井冈

山所有贫困村一同脱贫摘帽。5
年来，中国已有6000多万贫困人
口稳定脱贫。

时间，是衡量任务的尺度。
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

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
入倒计时。

2017年9月29日，伴随着清
脆的鸣笛声，886公里的兰渝铁
路全线开通。这条《建国方略》
中规划的“世纪铁路”在挑战无
数世界性难题之后一举建成。

沧桑巨变，换了人间。
现代化在当今中国驶出了

“加速度”——数字经济规模跃
居世界第二，网购消费成全球之
首，高铁、共享单车国际驰名
……中国的现代化不断增添着
时代符号与最新注解。

新时代征程上，三个奋斗目
标犹如明亮的航灯：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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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设定
百年为奋斗节点，一定是着眼万
里征程；

当一种担当、一种方略承接
民族的伟大梦想，一定是心怀千
秋伟业。

和时间赛跑，让梦想放飞。
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人”的

现代化，是“美”的现代化，是
“强”的现代化。

这是人民至上的新时代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时间，是忠实的见证者。
从黄土地走出的习近平总

书记，抱定“要为人民做实事”的
政治信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彰显新时代的执政理念
——

2017年6月21日，山西吕梁
山区赵家洼村。习近平总书记

坐在炕沿与大家拉家常。
“现在党中央对农村农民的

政策都是‘给予’，就是要实践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社
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优势。”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
11月数据显示，11个热点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已低于1年前。

如今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发
生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这一明确定位写入党的十
九大报告，引发社会强烈共鸣。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解决民生“小事”就是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事”，以新
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引领发展新走向——

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
早期教育服务问题，着力解决网
上虚假信息诈骗、倒卖个人信息
等突出问题……

这是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
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新部
署，彰显着新时代发展理念的重
大变化。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从
“看重数量增长”转向“满足好人民
新需求”，顿呈“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是拥抱世界的新时代
——胸怀天下、立己达人，

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

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
的使命。”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
总书记庄严宣告，展示了世界最
大政党深厚的天下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人类命
运共同体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从“一带一路”倡
议到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总书
记以大国领袖的恢弘视野和战略
思维，提出一系列关乎人类前途
命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主张。

29次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
57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
组织；在国内会晤外国元首、政
府首脑约290人次……5年来，习
近平主席频密的外交日程，标注
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崭新坐标。

“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
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
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激发了发展中
国家“走自己道路”的信心。

“一带一路”，这条从历史深
处走来的合作共赢之路，经过各
方4年多努力，于2017年在北京
迎来首次世界大家庭聚首。

在逐步形成的全球合作新
格局中，中国从国际体系的参与
者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
变革的“发动机”。

从2018年起，中国将举办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造互利合
作新平台。

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
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2017
年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如是
作答：“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习近平主席对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擘画与推动，在世界
赢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马丁·
雅克认为，这一理念摒弃丛林法
则，开辟出文明发展新路，为全
球治理提供新的可能。

时间，必将见证天下一家。

这是开创未来的新时代
——凝聚起亿万人民力量，

纵深推进改革开放，奋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时间，是一艘驶向未来的航船。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

40周年。
在重要时间节点上回望历

史、汲取经验，就是拥抱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的最好姿态——
40年前，改革开放这场崭新

的伟大革命，开启了中国大步赶
上世界潮流的新局。

“我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
现。”再次当选总书记的习近平同
中外记者见面时发出豪迈动员。

这是一条继往开来、开拓进
取的改革之路——

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2018 年将由 129 个增加到 300
个，乡村振兴战略布局实施……

迈入新时代的中国，将通过
阔步推进改革开放，汇聚起发展
的不竭动力。

这是一条永不懈怠、一往无
前的奋进之路——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新
华社一篇题为《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
出重要指示，对各地各部门和各
级领导干部继续加强作风建设
提出明确要求。

坚持不懈推进作风建设，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
干部必将以良好作风凝心聚力，
不断在新征程上夺取新的胜利。

这是一条永葆初心、凝聚力
量的复兴之路——

1921年，从红船启航的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冲破
时代迷雾，驶向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纪元。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苦干
实干，就一定能乘风破浪……”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
局常委在南湖瞻仰红船时宣示。

时间，就是发展的空间。
此时此刻，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让我们高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书写中华民
族新时代的史诗传奇，从胜利走
向新的胜利！ 据新华社电

开启新征程 谱写新史诗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当一个新时代来临，时间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2012-2017。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时间的脚步永不停息。进入2018年的中国，正全面展开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任务部署，向
着自己的伟大梦想进军——

2017年12月17日，第二架C919大型客机在上海完成首次飞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