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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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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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信任，是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信任，是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任，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信任！

新征程的美好明天，鼓舞砥砺奋
进的信心。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
好前景，包含着“美丽中国”的鲜明底色。

桂林市委书记周家斌代表说，这些年桂林在保持漓江生态的原真
性、完整性和可持续性上下功夫，生态保护与富民利民实现了双赢。

周家斌表示，他们会像保护好眼睛一样，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
林山水。“我们坚信未来的漓江一定会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白鹭成
群，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桂林山水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深的“漓江情结”：少年时代，他曾来到“山
水甲天下”的桂林，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去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广西考察再到漓江，看到山水依
旧，十分高兴，同时反复叮嘱：“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是我们应该
承担的历史责任。”

周家斌告诉总书记，一年多来，他们在保护好桂林山水的同时，
正努力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

周家斌对总书记说：“象鼻山公园已经免费开放了。”
总书记问：“这是一段时期政策，还是长期政策？”
周家斌回答：“是永久免费的。”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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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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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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会选举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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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党员干部热议二十大报告

在时代发展潮流中砥砺前行
为郑州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冯芸 归欣）感
受伟大成就，汲取奋进力量。10月 17 日
晚，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王凯、省政协主
席刘伟与我省党代表一起，走进北京展览
馆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展览设序厅、中央综合展区、地方展
区、展望展区、室外展区和互动展区6个展
区，运用图片、实物、模型等6000多项展览
要素，聚焦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的伟
大成就、伟大变革，既展现事业发展的新局
新貌，又揭示变革背后的力量和动能；既展

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引领、思想
指引，又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干事
创业的良好风貌。

楼阳生、王凯等沿着参观路线走进相
应展区，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观看，询
问有关情况。从实现技术突破的高端芯片
到高精度超小型工业机器人，从再现脱贫
攻坚历史进程的图片图表到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电子地图……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
段生动视频、一幅幅图片图表，浓墨重彩地
展示了各行各业、各个地方的创新亮点和

发展成果。在河南展区，“雪域先锋号”硬
岩掘进机模型、仕佳光子光通信晶圆、双槐
树遗址出土的牙雕蚕复制品，更是让代表
们深感自豪和振奋。

楼阳生说，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
成就展，如同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党
课。新时代十年，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
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
引。作为全省 600 多万名党员的优秀代

表，大家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实践者
推动者。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一代
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
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
神，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
史主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进的
姿态、更加有力的举措，锚定“ 两个确
保”、实施“十大战略”，向党和人民交上
新时代新征程“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
优秀答卷。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冯芸 归欣）
10月 18日，河南省代表团举行分组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
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的重要讲话，继续讨
论党的二十大报告，讨论十九届中央纪律
检 查 委 员 会 工 作 报 告 和 党 章 修 正 案 。
王东明同志参加讨论。代表团团长楼阳生、
副团长王凯分别主持分组会议。刘伟参
加讨论。

曲孝丽说，习近平总书记作的报告，
铿锵有力、气势磅礴、自信从容，极具感
召力、震撼力、穿透力，是举旗定向的政
治宣言、继往启新的科学指引、引路领航
的战略擘画、踔厉奋发的行动纲领、自信
主动的赶考指南，集中展现了中国之路
的时代光辉、中国之治的世界价值、中国
之理的实践伟力，我完全赞成、坚决拥
护。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充分彰显了全

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
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纪检监察机
关因党而生、为党而战、兴党而强，要更
自觉担负起“两个维护”的特殊使命和重
大责任，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
久战。

朱是西、蔡松涛、王丽、张新友、陶留海、
张庭莲、李国胜、张建慧、刘国栋、苏长青、
陆建文、牛文梅、孟瑾、刘成章等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作的报告，是一份全面总结新时代
十年伟大成就、伟大变革的报告，是一份擘
画未来、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辉前景
的报告，必将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奋力
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
章。大家一致赞成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和党
章修正案。

河南省代表团举行分组会议
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的重要讲话

继续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 讨论十九届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和党章修正案
王东明参加 楼阳生王凯分别主持会议

我省党代表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楼阳生王凯刘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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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科技创新赋能传统
行业数智化升级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代表讨论二十大报告综述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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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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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

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

没有正确思想指引。

“我们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

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的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

中的鲜明宣示，标注出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深刻的历史自信和历史

自觉。

高擎真理火炬，方能洞见前路。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以更加彻底的精神主动、

历史主动、发展主动，昂扬奋进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勇毅

前行。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
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
时代精华

2022年 10月16日上午，曾见证
无数重大历史时刻的人民大会堂，又
一次激荡时代强音：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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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推 动 中 华 民 族
伟大复兴号巨轮扬帆远航

——中共二十大报告引发海外中华儿女热烈反响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二十大报告看人民生活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