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奚轩） 10月 18日上
午9时，西秀区四大班子领导以及
全区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或网
络直播，踊跃收听收看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盛
况。收听收看过程中，大家精神振
奋，纷纷感到党的十九大报告鼓舞
人心。

“报告催人奋进，描绘了我们未
来发展的蓝图，对过去五年我们党

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全面、充分的总
结，作为基层工作的同志，要认真学
习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立
足我们本职，做好各方面工作。特
别是在当下，西秀区要以脱贫攻坚
为统领，统筹协调推进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各方面工作，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向组织交上满意的答卷，让
西秀区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幸福。”
西秀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天一说。

西秀：

本报讯(记者 陈斌) 10 月 18
日上午 9 时，平坝区委、人大、政
府、政协主要领导及全区副科级
以上干部400余人怀着激动的心
情集中收看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盛况。大
家一致表示，一定要以饱满的政
治热情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所

作的报告，要求全区要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推动平坝崛起，建设
富美安顺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各乡镇，党员干部用自己的
亲身感受，讲述着五年来的喜人变
化，憧憬着未来五年的美好生活，表
达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喜悦心
情和对国家越来越好的美好祝愿。

平坝：

本报讯（记者 鲁开伟） 10月
18日上午9时，在普定县的党政机
关、大街小巷、沿街商铺、市民家中，
随处都可以看到党员干部、市民群
众收听收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盛况。

通过集中收看开幕会，认真聆
听习近平同志所作的报告后，广
大党员干部深受鼓舞，心情激
动。在定南街道陇财村居民王红
家中，她与丈夫和工人一起围坐

在电视机前，认真观看开幕会盛
况。她告诉记者，这些年，家乡的
变化日新月异，路平了、房子宽
了、不愁钱花了、美丽乡村也建起
来了、日子也越过越有盼头了。

“我做梦都想不到，我以前住的是
石板房，瓦房，才60个平方米，现
在住房有200多个平方米，自己开
农家乐，平均一天有几百个客人
来，一年有十几万元的收入了。”
王红开心地说。

普定：

本报讯（王婕 梁开勇 丁明宏
记者 伍水清） 10 月 18 日上午 9
时，镇宁自治县四大班子领导、县
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
群众通过多形式、多渠道收听收看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开幕会盛况。大家聆听着党的
十九大报告，沉浸在鼓舞和振奋的
氛围中。

“因为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我
们好多在外打工的村民都回到了家
乡。这里有绿水青山，环境又好，过
来玩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只要提
供住宿就能赚到钱，生活比原来好
得太多。我们盼望国家能出台更多
的惠农政策，让村民从脱贫真正走
向小康”千年布依古寨高荡村村民
伍健听完报告后说。

镇宁：

本报讯（记者 李隽） 10 月 18
日上午 9 时，关岭自治县各级领
导干部和各界群众集中收看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
幕会盛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切实做好各项
工作。

在关岭断桥镇板弄村通村路改

扩建的建设工地上，工人们关掉了
机器，拿出手机怀着激动的心情也
在收看着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盛况。
工地建设者胡大贤说：“我们再忙也
要看，现在我们的生活改善了很多，
尤其在交通、生活，住房方面。在党
的领导下，相信我们的生活一定会
越来越好。”

关岭：

本报讯（记者 姚福进） 10月
18日上午9时，紫云自治县四大班
子领导及全县干部群众通过广播、
电视和网络等方式，集中收听收看
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开幕会盛况。

在松山街道办的少数民族村寨
里，当地干部群众身着节日盛装收

看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盛况。该办事
处枫香村村民韦学说：“以前赶集都
是走路，运东西都是人挑马驮，现在
村村户户通了硬化路，全部都是靠
车运输，方便了很多，这要感谢党，
感谢政府。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每一个山村都会实现天翻地覆
的变化。”

紫云：

本报讯（谭畅 记者 唐琪） 10
月 18日上午 9时，开发区组织党
工委、管委会、各镇（办）、各新型
社区、区直各部门相关负责人集
中收看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盛况。在听取
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作的报告后，开发区干部职工纷
纷表示报告气势恢宏、总揽全
局、振奋人心。

“听了十九大报告后我感到很

振奋，对脱贫攻坚有了全新的认
识。近年来，开发区脱贫攻坚取得
明显成效，贫困发生率从5.6%降到
了1.6%，3680个贫困人口已经实
现了真正脱贫。我作为一名扶贫
战线上的干部，更加有信心、有决
心，将以新思想、新认识、新方法、
新路径，实现新赶超、新跨越，掀起
脱贫攻坚新高潮，坚决打赢这场输
不起的攻坚战。”开发区脱贫办负
责人孙正琼表示。

开发区：

本报讯（记者 薛峰） 10月18
日，黄果树旅游区组织工管委各部
门、黄果树镇、白水镇以及龙宫镇党
委政府、黄果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集中收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盛况。

黄果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杨洁认真聆听报告后说：

“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对我们全
体党员干部都是巨大的鼓舞，作为
一名企业的党员，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们也将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围
绕经营抓党建，围绕党建抓发展，在
各项工作中都能够实现一个新的跨
越，也实现我们国有企业资产保值、
增值的目标。”

黄果树：

10月18日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盛
会牵动着安顺人民的心，不到9时，我
市广大干部和市民就守候在电视、广
播和手机前，准备收看收听党的十九
大开幕会。

“听了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
开幕会上所作的报告，最大的感受是
民有所呼，党有所应，报告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极贫乡
镇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镇宁自治
县简嘎乡党委书记饶思红在听完报告
后表示。

“报告对五年来教育工作取得的成
绩给予肯定，作为一名基层老师，深刻
感受到基层高中学校五年来的变化。”
安顺市第二高级中学高级政治教师张
琼很关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
问题，她说：“在教学中，我将结合安顺
实际、学生实际进行科学教学，在课堂
上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到教学的点
滴中，用具体的实例给学生做好讲解，
使教学更具体、更务实、更生动。”

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创
新的党建活动，五年来，东街社区党支
部充分调动党员的“先锋细胞”，组织
居民参加志愿服务，以“不忘初心，三
亲为民”的服务理念，形成了“有困难
找党员”和人人参与社区建设的良好
风气，社区每个居民都深刻感受到祖
国的强大带来的获得感。党的十九大
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东街社区
党支部书记杨颖表示，作为基层党组
织，东街社区将不断创新服务体制，更
好的为人民群众提供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服务需
求，更好的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干部群
众纷纷表示，要立足岗位作贡献、真抓
实干创佳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过去的五年，安顺义工从无到有，
现拥有301个团队，1.9万名义工，整合
了社会志愿服务资源，为城市文明作
出了积极贡献。市爱心义工社副社长

陈发琳说:“作为社会志愿者，我一直
关注着党的十九大有关信息，特别是
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道德模范郭
明义成为了大会主席团成员，这为更
多志愿者树立了榜样，我们还要加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普及、传
播，做文明行为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在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广大
官兵集中坐在一起收听收看党的十九
大开幕会，收看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
重，大家聚精会神听报告、全神贯注作
笔记，表现出了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对
党的十九大的热切期盼。官兵凌超
说：“作为一名战士，要牢记使命和责
任，认真学习领会报告精神，为人民群
众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10月18日上午，市直各部门和有
关机构积极组织党员干部职工集中收
看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盛况。市政协宣
教委主任冯慧敏说：“五年来，中国共产
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使祖国大
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收
获了满满的幸福。作为一名党员干部，

我将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贯穿到工作中，努力在工作
中取得好成绩，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
程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玲说，在聆听
了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开幕会上
所作的报告后，感到非常激动和振奋，
报告中提到脱贫攻坚、思想文化建设、
精神文明创建以及互联网的建设、管
理、运用等，都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息
息相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从日
常工作着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
际行动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市委办综合科副科长俞喆表示：
“作为一名党办工作者，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将学习和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
神，切实提升服务领导、服务基层、服
务群众的三服务工作水平，努力做到
细致、精致、极致，切实做好本职工作，
为建设富美新安顺而努力奋斗。”

黔中大地到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
气氛，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不断聆听着、
讨论着、憧憬着美好未来。

聆听党的声音 憧憬美好未来
——我市社会各界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盛况侧记

□本报记者 李晓康 刘现虹 伍水清 吴学思 康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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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寒冷没有冷却大坝村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淅沥的小雨
浇不灭村民们对未来美好的期盼。在
西秀区双堡镇大坝村委办公楼前悬挂
着鲜艳的横幅：喜迎十九大，不忘初
心。10月18日早晨，8点的时钟还没
敲响，大坝村30名党员干部已经等候
在村委办公室。早上9时整，在村办
公楼三楼会议室，党员干部认真观看
眼前的电视机大屏幕，奏国歌、默哀
……每一项大会议程，党员干部都一
丝不苟地做到位。

随着大会的推进，党员干部纷纷用
手机拍照，记录下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老党员边听边用笔记录下报告中振奋
人心的话语。

当开幕会上习近平说到关乎老百
姓切身问题的时候，电视机前的党员干
部频频点头，拍手称赞。会后，党员干
部纷纷表示，听了报告，受到了很多启
发，对未来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

54岁的老党员周正明激动地说：
“今天在这里听报告特别高兴，习近平
同志说出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声，入党
13年来，这是最让我激动的一次。”

村支书陈大兴告诉记者：习近平
同 志 用 三 个 强 调 、十 多 个“ 我 们
党……”总结了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

一路走来的艰辛，用连续的“坚持”为
我们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报告中
提到了土地承包权，这是老百姓最关
心的问题。5年来，大坝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相信随着党的十九大
的召开，农村会更美好，老百姓生活更
幸福。结合大坝村的发展，下一步将
继续巩固和发展村里的产业，缩短劳
动力分配收益的差距，让老百姓共享
发展成果。

开幕会结束后，走出会议室的村
主任卢正学连连称赞习近平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对报告中提到的追加30年的土地

承包权记忆犹新，他激动地说：“这项
政策对农民的发展是件大好事。”卢正
学告诉记者，5年来，大坝村的变化很
大，村庄人居环境改变，经济发展有了
很大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村
民思想也发生改变，为未来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了解到，2012年大坝村的年
人均纯收入仅1982元，经过5年的发
展，如今人均收入达到 10700 元，较
2012年翻了6番。未来，大坝村将按
照“扶贫先扶智”，继续做好产业发展，
让贫困户自力更生，让全村群众同步走
上脱贫致富的小康路。

大坝村：不忘初心 向着梦想奋进
□本报记者 王蓉

10月18日上午9点，在镇宁自治
县简嘎乡，扶贫干部、乡村干部及群众
集中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盛况，认真
聆听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
员会作的报告，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报
告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大家一边听一边记录，纷纷表
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充分肯定了五年
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通过聆听习近平同志的报告，更加坚
定简嘎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
心和决心。

“听了党的十九大的报告，最大的

感受是，民有所呼，党有所应，报告鼓舞
人心，催人奋进，作为一名乡镇党员干
部，更加坚定了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
心。接下来，我们将按照党的十九大报
告的精神，加快脱贫攻坚步伐，不断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布局，实施
好易地扶贫搬迁，加强医疗、住房、教育
三保障，打好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同
步小康。”简嘎乡党委书记饶思红在听
完报告后说。

观看现场，为确保少数民族同胞深
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镇宁自治
县组织离退休老干部到简嘎乡开展“同

声传译”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老干部
通过布依语，向在场的布依族同胞同步
翻译习近平同志的报告。

据镇宁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伍泽勇介绍，根据省、市老干部局的
安排，我们到简嘎乡观看党的十九大
开幕会盛况，开幕会盛况用“同声传
译”给当地布依族同胞听，让他们了解
党的十九大精神，鼓舞士气，激发他们
的积极性，鼓舞群众，激发群众，进一
步凝聚各族群众、干部群众跟党走，奋
力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信心和决心。

简嘎乡磨德村村民潘正林表示，近
年来，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经济社会
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在聆听了党的十九
大报告后，更加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今后的生产生活条件会越
来越好。

“今天通过观看十九大开幕会盛
况，听了习近平同志作的报告，我们看
到了我们国家五年来的发展很快，我们
的国家越来越富强，这几年，简嘎乡的
变化也越来越快，老百姓日子一天比一
天好过，我相信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
好。”潘正林告诉记者。

简嘎乡：“同声传译”送党音
□王元虎 梁开勇 本报记者 伍水清

苗家儿女身着盛装收听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盛况 □记者 唐琪 摄

安顺志愿者团队集体收听收看党的十九大开
幕会盛况 □记者 刘现虹 摄

贵飞公司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
会盛况并认真作笔记 □记者 刘现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