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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闻 ]

伟大变革鼓舞人心，宏伟蓝图催人奋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
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
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
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
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议报告、谈体会、话落实，党的二十大代表们纷纷表
示，新征程上，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本
质要求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
中国实际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科学社会

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
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代表们纷纷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
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我们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办公厅主任张忠军代表说，独特的国情、文化传统和历
史进程，决定了中国必须坚定不移独立自主推进适合自己
特点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14 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

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张忠
军认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
未有，要立足国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坚持稳
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巨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更丰富
的人才资源。“这十年，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越来越畅
通，产业工人的地位和待遇明显提升。”中车青岛四方机车
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钳工首席技师郭锐代表说，新时代赋予
亿万人民追梦、圆梦的机会，只要每个人勤勉奋斗、积极作
为，就能汇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全面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新时代十年，我国近

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发展香蕉种植、牲畜养殖等产业，村民增收致富渠道
更广。”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水河村隔界村
民小组党支部书记普玉忠代表说，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而奋斗，让乡亲们日子更红火。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体现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甘肃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学术部副部长康忠芳代表说，当前，我们仍然面
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更好解决区域、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

“没有物质文明，谈不上现代化；只有物质文明而没有
精神文明，也不是完整的现代化。”湖南大学党委书记邓卫
代表认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

要求，新征程上，要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
过程，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村里因地制宜扶持发展脐橙、油茶等产业，还建立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孝老食堂，村民们富了‘口袋’也富了

‘脑袋’。”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富湾村党支部书记康宽军
代表说，下一步，要在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夯实农民增收
基础的同时，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让
乡村文明不断焕发新气象。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单位 GDP 能耗累计降低 26.4%，清洁能源消费比例提

高到 25.5%，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这十
年，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
步伐。代表们认为，下一
步，要坚定不移走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

“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问题，就要实现绿色发
展。”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谭洪
恩代表认为，“我国能源资
源的基本国情要求我们促
进用能方式向集约高效型
转变，为此，我们要积极推
进能源革命，奋力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些年，中欧班列成
了往返亚欧大陆的‘钢铁驼
队’，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
誉。”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新春代表认为，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自
贸试验区等举措，让中国的

“朋友圈”越来越大，“事实
证明，中国不仅更好发展了

自身，更惠及了世界。”
“不同于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

代化的老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国防大
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主任姜延军代表认为，当
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国人民对和平安宁的期
盼更加殷切，“我们要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
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深刻理解本质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奋发有为勇毅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
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
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邓卫认为。

“这些本质要求紧密联系、内在贯通，蕴含了新时代十年党
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遵
循。”姜延军表示。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
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乃至
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代
表们纷纷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激励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奋发有为、勇毅前行。

实现宏伟目标，要锐意进取、志攀高峰。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主任许强代表告诉记者，

当前北京正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着力释放创新资
源要素潜力、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中共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书记徐枫代表说，
近年来，上海科技创新事业取得了显著进步，下一步将
系统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全力创
新攻关。

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姜治莹代表说，教育工作者要坚定
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德
树人、以文化人、以志立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为实现中国梦积聚力量。

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炼油七部生产监督高东斌
代表说，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全力“传帮带”，为
石化行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技能人才。

实现宏伟目标，要众志成城、团结奋斗。
来自文艺战线的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党支部书记、

院长侯艳代表表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我们将努力打造西北秦腔艺术传承保护基地，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更好满足老百姓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世如代表说，将
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创
造更多就业岗位。

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一支队红岛海岸派出
所所长刘智代表说：“承担着沿海岸线港口治安管控等任
务，我们将严格执法监督、不断提高执法效能，为社会和谐
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牢牢把握重大原则，不断夺取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发
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
多 的 时 期 ，各 种‘ 黑 天 鹅 ’、‘ 灰 犀 牛 ’事 件 随 时 可 能 发
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
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
大考验。”

报告阐明了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
扬斗争精神。代表们纷纷表示，要牢牢把握重大原则，坚
定信心、锐意进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
险，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充分证明，党是风雨来袭时

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湖北省黄石市委书记郄英才
代表说，新征程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
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领导核心。

——道不变、志不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新时代十年的伟大

变革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
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安徽省芜湖市委书记单向前代
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
之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新征程上，我们要
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把国家和民
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

—— 惠 民 生 、暖 民 心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
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鼓舞人心、凝聚民心。”
认真学习报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陈村镇槐北村党支部
书记张凌云代表说，新征程上，要上下齐心、共同努力，想
方设法解决好百姓急难愁盼问题，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增活力、拓空间，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一招。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陈欣代
表认为，这些年，改革开放为广大民营企业发展注入了更
多信心和活力，“随着改革不断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进一步破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成熟定型，民
营经济还将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能够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动力和活力。”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
销售部销售组长刘智力代表认为，推进高水平开放，以开
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将持续拓展我国经济的活力、
韧性与发展空间。

——敢斗争、善斗争，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牛栓文代表表示，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要有效应对能源、资
源、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就必须千方百计守住底
线、掌握发展主动权，“在能源行业，我们要加强技术攻关，全
力保障能源供应，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新任务。
这是代表们的坚定信念——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这是代表们的澎湃心声——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同心同
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以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人民日报记者 刘志强 张 垚 龚仕建 王昊男
黄福特 李 刚 刘军国 王锦涛 赵 兵 张 璁 李
茂颖 孙 振 金正波 范昊天 戴林峰参与采写）

（原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1日第一版）

党的二十大代表热议——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日报记者 丁怡婷 王 洲 宦 翔 齐志明

2021年5月15日7时18分，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着陆火星成功。这是航天科研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庆祝。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生态
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翟青围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主题与记者交
流。这是记者在分会场举手提问。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2021 年 6 月 25 日，全长 435 公里、设计时速 160 公里的拉林铁路建成通车，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建
成，同时复兴号实现对 31 个省区市全覆盖。这是试运行的复兴号列车行驶在西藏山南市境内（2021
年6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 觉 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