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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中砥砺奋进的5年——
5564万人口脱贫、年均经济增速超过7%、对世界

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中国发展新飞跃
惊艳世界。

这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引领发展新方向的中国启
示——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是对中国发展实践
的科学指引，也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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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名片 白树华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核

电石化事业部（德阳）核电容器厂铆
焊工段核电班焊工、副班长，党支部
组织委员，白树华劳模创新工作室
负责人。在中国二重从事焊工12
年来，从一名农村小伙成长为高级
技师。他能驾驭公司所有核电焊接
设备，并保持核电堆芯补水箱焊接
质量百分百合格的纪录。

“我多干一会，剩下
的工作就少一点。而且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
也是我应该做的。”

谈付出 说愧疚
“焊火点燃了，就不

能停。由于经常出差和
加班，我觉得最亏欠的，
就是家人和孩子。”

喜迎十九大
党代表风采

10月10日下午，中国二重核电
石化事业部（德阳）核电容器厂铆焊
工段核电班电气焊工白树华，正在与
班组探讨一项新的焊接技术，他们的
面前，便是华龙一号主管道。白树华
说：“我们要用最高最严的标准，严格
保证焊接工艺水平，确保无损探伤检
测控制在毫米以内。”

“从入行开始，师傅就教导我干
焊接必须要舍得吃苦。”白树华的师
傅是四川省劳模刘淼。作为劳模的
徒弟，白树华将“劳模精神”“工匠精
神”植于心践于行，而身为一名党员，
白树华则始终要求自己多干一点，给
工友剩下的工作就少一些。

不学到一技之长不回家
“如果学不到一技之长，我绝不

回家。”2005年，24岁的白树华从甘
肃庆阳老家农村，背着行囊踏上了前
往四川德阳的火车，他立下誓言，开
始了自己在中国二重“焊花飞溅”的
人生。

他说，其实焊花在我们眼里是很
美的，“我们要看焊接过后的花纹和
色彩。”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总爱琢
磨的农村小伙子也迅速成长起来，在
中国二重用了10年的时间，成为了
一名高级技师。“这在我们操作岗位
上已经是最高级别了。”白树华自豪
地说，当年的誓言实现了。

如今，36岁的白树华取得了16
项压力容器证书、3项ASME证书、
20项核电容器焊接资格证，成长为
精通钨极氩弧焊、手工电弧焊、自动
焊、窄间隙焊等操作技能的焊接能
手。用工友的话来说，“中国二重所
有的核电焊接设备，没有白树华驾驭
不了的，二重所有的核电焊接产品，
没有白树华干不了的。”

总是坚持多干一点
在核电班，白树华印象最深的是

厂里首台堆芯补水箱的焊接，“只有
一个四五百毫米的开口供进出，仅仅
能容一个人钻出钻进，那个开口处的
温度差不多有60℃，工作区的温度

就更高了。”
白树华说，班组的党员一起上，

每个人一次进去大概可以坚持20分
钟的样子，然后就必须出来换人，“我
尽量多坚持两三分钟，让后面的人可
以少干几分钟。”

工友们都劝他快出来了，他却
说，我多干一会，剩下的工作量就少
一点。他笑着说，当时大家都开玩笑
说这是在“炼丹炉”里干活，出来后都
是钢筋铁骨。

“亏欠家人和孩子”
白树华说，他爱人是德阳的，工

友介绍的。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由
于经常出差和加班，他觉得最亏欠
的，就是家人和孩子。

2014年春节前夕，他刚刚结束
西安的考试坐上回德阳的火车时，接
到了去江苏镇江公司生产攻关的任
务，马上就要出发，而且一去至少三
个月，春节是无法与家人团聚了。

“工厂培养了我，在需要我的时
候，我必须挺身而出。而且我是一名
共产党员，这也是我应该做的。”白树
华在回家的第二天，又踏上了去镇江
的火车。那年春节，他又一次坚守在
工作岗位上，为产品的顺利出产赢得
了宝贵的时间。

白树华说，焊枪就像战士手中的
枪，当焊火点燃了，就不能停，“我们在核
电产品的焊接中打赢了一场场硬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唐金龙

中国二重焊接高级技师白树华：

“我多干一点，大家的工作就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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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引领发展新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系列述评之二

变革中国

P05

穿越千年剑门 绝美红叶漫山
2017年剑门关·蜀道半程国际马拉松

11月12日开跑

历史新起点——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扭
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着
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
现历史性变革

巍巍太行山深处，河北邢
台浆水镇前南峪村被誉为“太
行山上最绿的地方”。

50年前的荒山秃岭，如今
“树在林中、人在绿中”。金秋9
月，千亩板栗树枝繁叶茂，乌克兰
樱桃、美国凯特杏、澳洲秋红油桃
……一道道山沟里果香四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当了50年村支书的郭成
志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村上
下对这句话深有感触。经历了
由荒到绿、由绿到富、由富变
美，如今前南峪人正齐心协力
发展观光农业、生态旅游，还在
建5A旅游景区，村庄更美了，
日子越过越红火。

前南峪村的发展轨迹，正
是中国农村在新发展理念指引
下走向富足的一个缩影。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
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
的关键。”在建党95周年的历史
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

这是攻城拔寨、奋力跃升
的5年——

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贫
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加快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步伐。

“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
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
小康社会”，我们党作出庄严承
诺。

从太行深处到大别山区，
从陇中定西到吕梁山区……5
年 来 ，我 国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10.2%降至4.5%，成为世界上
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的国家。

这是主动求变、转型升级
的5年——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党中
央高瞻远瞩，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在主动求新求
变中，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实现
新的跃升。

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
第二产业，“一带一路”建设、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
大战略”顺利实施，东中西几大
板块统筹推进，转型升级新动
能不断涌现……经济发展更具
可持续性。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7
年高于城镇居民，着力解决群
众普遍关心的环境、食品安全、
住房、养老等突出问题……百
姓获得感不断增强。

这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分量
越来越重的5年——

中国经济年均增速7.2%、
通胀率2%、调查失业率5%左
右，在世界范围内一枝独秀；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
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
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
第一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
动力之源、稳定之锚。

“去年全球经济增长35%
的贡献来自中国，未来中国依
然会保持高额的贡献，这是非

常伟大的成就。”世界银行首席
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
基耶娃的话，透出国际社会对
中国发展满满的期待。

历史昭示未来，梦想铸就
辉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
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
话，引起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共
鸣，也让全世界读出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

5年逐梦，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决
胜可期；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尤须奋勇前行。

发展新境界——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发
展理念，适应、把握和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开
辟发展新境界

传统产业退，高技术产业
进。

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在进
行新的“创业”——打造杭州东
部的医药港小镇、国际科创小
镇、大创小镇……

“创新是这场转型最强的
核心动力。”杭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陈其松说，
过去，开发区招商引资的重点
是电子、轻工等出口加工制造
业，现在转向了信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现代服
务业等产业。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进
退转型，折射中国经济正在经
历的深刻嬗变。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
经济第一大增长引擎……改革
开放39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
目的发展奇迹，也面临着“成长
的烦恼”：

从内部要素看，经济增速
从两位数高速增长逐步回落，
传统产业结构面临冲击，劳动
力、能源、土地、市场等资源禀
赋发生重大变化，人民不断升
级的消费需求亟待满足。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
复苏乏力，经济格局持续调整，
发达国家采取“再工业化”战
略，中国传统的低成本、低价格
竞争优势逐渐削弱。

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发展增
速？中国工业如何突围攻克

“有制造没智造”顽疾？中国能
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金山
银 山 与 绿 水 青 山 怎 样 兼
得？……

这是时代之问，是世界之
问，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
前的新课题。

站在时代的节点上，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
洞察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做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的重大判断。

在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的
大逻辑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以创新发展点燃发展动力，
以协调发展治理区域失衡，以绿
色发展和谐人与自然，以开放发
展经略内外联动，以共享发展促
进公平正义。 （下转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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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总书记报告

中国二重高级焊接技师白树华。 中国二重供图

雅安汉源县永利乡古路村，这里是雅安
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行政村，421位村民散
居在平均海拔1000米的大山上，因此这里被
外界称为“悬崖上的村庄”。

飞架在峡谷之间的索道，2016年3月开
建，将于近期投入运营。以后村民到对岸坐缆
车，只需要3分钟。索道是古路村弃修公路换

来的。这是继“天边小学去留之争”后，近5年
来，古路村作出的第二次大抉择。和第一次存
在争论不同，这一次，村里的老老少少，都不约
而同地给出答案：对的！

全国人大代表、古路村村支书骆云莲感
叹：不修公路到村里，保留村子的“古”与

“险”，给古路村留住了乡愁，也带动了旅游。

古路村
脱贫脱贫攻坚的攻坚的

架在峡谷之间的索道即将投用。

不修公路架设索道 留住乡愁发展旅游

选择选择

/特别提醒

今日
封面新闻视频纪录片
讲述古路村之变

9月28日，雅安汉源县永利乡古路村，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村里观光旅游。雷远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