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三亚市委机关报
统一刊号 CN46-0031

从 这 里 了 解 三 亚

2018 年 12 月
星期三

戊戌年
十一月十三19 第7313期 今日8版

S A N Y A R I B A O

三亚新闻网 www.sanyarb.com.cn

□办公室/31886999 发行营销部/88662030 传真/31886990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353号 广告总代理：海南本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热线：88215305 传真：31886920 □本报电脑照排 □三亚开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印

本报地址：三亚市迎宾路天际大厦四楼 邮编：572000 Email: zbs@sanyarb.com.cn □报价：零售1.00元 月价30元 年价：360元总值班 / 卢海容 值班主任 / 蔡炳先 编辑 / 吴采净 美编 / 汪昌云 杨智宏 校对 / 李俊玢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 18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4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强调，4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
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
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
作出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4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

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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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出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万人大礼堂灯火辉煌、
气氛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和“1978－2018”字标，10面红旗分列两侧。

当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进入会场，全场起
立，热烈鼓掌。

10 时，李克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体起
立，高唱国歌。

王沪宁宣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表彰
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决定指出，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 100 名同志改
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为感谢国际
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向阿
兰·梅里埃等 10 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
奖章。大会宣读了授予改革先锋称号、中国改
革友谊奖章人员名单。

在《春天的故事》乐曲声中，习近平等为获
得改革先锋称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人员代表
颁奖。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向受表彰人员表示
衷心祝贺和崇高敬意。少先队员向他们献上
美丽的鲜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
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
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
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
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改革开放
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
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
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
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
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三大里程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
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把党和国
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
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和基本框架，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21 世纪。以胡锦涛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坚持以
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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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王沪宁宣读表彰决定

12 月 18 日，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12 月 18 日，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新华社北京 12月 18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8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接受 7 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冬日的北京，阳光和煦。人民大
会堂北门外台阶上，礼兵分列红地毯
两侧。号手吹响迎宾号角，使节们先
后抵达，拾级而上，进入北京厅。在

“北京鸟瞰”图前，使节们依次向习近
平呈递国书，习近平同他们亲切握手
并合影留念。这 7 位新任驻华大使
是：西班牙驻华大使德斯卡利亚尔、
索马里驻华大使阿瓦莱、苏里南驻华
大使陈家慧、格鲁吉亚驻华大使卡兰
迪亚、巴西驻华大使瓦莱、马达加斯

加驻华大使拉扎菲曼丁比、伊朗驻华
大使克沙瓦尔兹扎德。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
请他们转达对各自国家领导人和人
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
强调，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我们将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中国
愿同各国加强友好合作，共建“一带
一路”，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
阶，携手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共同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政府将为使节
们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希望你们为
增进中国同有关国家双边关系和人
民友谊作出积极贡献。

使节们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
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祝贺中国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今天上午
成功召开，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大
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中
国坚持改革开放给世界带来巨大机
遇，各国将继续支持并积极参与中国
改革开放进程，共同推进“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他们在任内将积极致力
于增进各自国家同中国的友好交往
与合作。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参加
上述活动。

习近平接受七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本报海口 12 月 18 日电 40 年 前 的 今
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实行改
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今天上午，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
各级党组织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
会、省 政 府 、省 政 协 班 子 成 员 和 法 检 两 长
在省委一号楼会议室集中收听收看，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提出贯彻
意见。

会前，省委下发通知，对全省组织收听
收看大会实况和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具体安排。

上午十点，中央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大会开始。在省委一号楼会议室集中收听
收看大会实况的省领导还有：沈晓明、毛万春、
李军、毛超峰、张琦、蓝佛安、童道驰、肖莺子、
肖杰、陈守民、刘星泰、彭金辉、许俊、何西庆、
康耀红、林北川、陆志远、关进平、范华平、苻
彩香、沈丹阳、陈凤超、路志强、马勇霞、李国
梁、吴岩峻、陈马林、蒙晓灵等。

直播结束后，刘赐贵提出贯彻落实意
见。他指出，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历
史和全局的高度，深情回顾了改革开放 40 周
年的风雨历程，用十个“始终坚持”深刻总结
了 40 年来的宝贵经验，提出了九个“必须坚

持”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指明前进方向，
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开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坚强决心，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心声。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
深刻、催人奋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
义真理的光辉，是指导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纲领性文献。我们一定要在实践中认真学
习领会好，推动讲话精神贯彻落实。

刘赐贵指出，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重
要节点，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提到

“谋划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是继“4·13”
重要讲话和“11·5”重要讲话之后，再次对探
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作出重要部署，
是对海南的又一次巨大鼓舞。海南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
大国家战略，是时代赋予海南的重大历史使
命，是海南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我们
要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契机，大力弘扬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充分发挥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开放
试验田作用，加快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坚定不移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扛起无愧于时代的使命担当。

（沈威）

全省组织收听收看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实况

省级领导集中收听收看
刘赐贵提出贯彻意见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同志们，朋友们：

1978 年 12 月 18 日，在中华民
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
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
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
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
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伟大征程。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的光辉历程，
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
经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
新 时 代 继 续 把 改 革 开 放 推 向 前
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

同志们、朋友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

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
关头召开的。当时，世界经济快
速 发 展 ，科 技 进 步 日 新 月 异 ，而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
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
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内
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
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
起。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现在
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
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
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
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
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
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
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
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
线、组织路线。从此，我国改革开
放拉开了大幕。

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
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
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
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
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
需要的深刻体悟。邓小平同志指
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
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
目的”。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
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
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
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
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
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
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
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

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同志们、朋友们！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
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
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
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团
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
长期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
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
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
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
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
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
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
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

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
平理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
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
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
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
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
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 21 世纪
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
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
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
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
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
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
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
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
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21 世
纪。 下转2版▶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8年12月18日）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