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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严格
把好质量关，保证
从我手上交付给消
费者的车，都是最
优质的。”
——汽车制造业从
业者马良强

反响

砥砺奋进，天府大地硕果累累；瞩目盛会，四川人民心心相连。
激动、兴奋、自豪……10月18日上午9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几千公里外的四川，各地的基层党员群众也汇聚一起，收听收看十九大开幕盛况，

共度属于我们的“十九大时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8路记者用视频见证了他们收听收看十九大报告的感受、感想和感动。
“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和信心。”“我必须严格把好质量关，保证从我手上交给消费者的车，都是最优秀的。”“我们要更加努力做好基层工作，让我们的中国梦早日实现。”……一句句发自肺腑的

感言，一声声激扬振奋的话语，深刻地展示了基层干部群众对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欢喜和激动。
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共同见证”；未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将共同参与”。

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共同见证
收听收看十九大开幕盛况四川基层党员群众反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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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总书记的
报告，让我们对王坪
村未来更加充满信
心。”
——巴中市通江县
沙溪镇王坪村支部
书记王德金

【国网成都高新供电公司】

“电力110”：
要将“连心桥”搭建得更牢固

“听完总书记的报告，我们获益匪浅。”10月18日
中午，成都武侯区芳草街国网成都高新供电公司，15位
党员服务队的成员在观看完党的十九大开幕后，深有
感慨。队长刘源代表队员们作出承诺，要将同群众之
间的“连心桥”搭建得更牢固。

2011年8月20日，习近平同志来到高新国家电网
共产党员服务队视察，对这支党员服务队的工作予以
深入了解，并点赞党服队队长刘源坚持善小而为之、十
年如一日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用实际行动架起了
党联系群众的“连心桥”。

十九大报告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对此，刘源深有体会：“不管是从前、现在，还是将来，党
员服务队都要不忘初心与使命，服务好广大的社区群
众，遇到大灾大难也定会冲在前线。”

据了解，近年来，国网成都高新党员服务队通过义
务改造老旧小区电路，主动照顾社区孤寡老人，安装

“爱心闪灯”等方式，提供服务111590余次，被社区居
民亲切称为“电力110”。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资阳市乐至县工业园区】

青年创业者：
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令人振
奋。”18 日中午，听完十九大报告后，资阳市乐至县
工业园区青年创业者高超平说，“这让我对自己的自
动化科技公司充满希望，对未来的发展目标也更为
明确。”

36岁的高超平是乐至县的外来女婿，这个曾经只
有高中学历的学徒工，却通过打工自学，设计制造出摆
臂机器人，属全球首创产品。两年前，他随妻子回到乐
至，开始了自己在四川的创业生涯。两年时间，他公司
生产的工业机器人等产品成功应用于中国中车、中航
集团等众多知名装备制造企业，“机器人手指”被富士
康采购用来组装苹果手机。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发明制造出
更多专利产品。”高超平说，随后国家将有一系列优惠
政策出台，对他公司的发展利好不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雪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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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龙泉驿）经济技术开发区整车企业】

汽车工人：
为四川汽车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18日上午9点，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员活动室
内，在党徽、党旗交相辉映中，身着工装整齐站列的工人跟随
电视机里的旋律，嘹亮歌唱……

聆听完十九大报告，公司党委书记谢平不无振奋地说
道，他将加强自我要求，在工作岗位上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
领公司“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努力。“我
们将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学习十九大精神，要求每个党员将
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日常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确保学习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另外，在学习的基础上还将开展十九大
知识竞赛活动，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好、学习好、宣传好、
贯彻好，确保大会精神和要求在公司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
实，推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和生产经营建设。”

用8年时间，从一个装配工人成长为一名技术管理者的
马良强，也深受十九大报告的鼓舞，立志“要在本职岗位为四
川的汽车产业发展贡献力量”。马良强说，他的工作是负责
整车性能调试与交付，是车辆在马路上安全行驶的重要把关
口，“我必须严格把好质量关，保证从我手上交付给消费者的
车，都是最优质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街道】

社区工作者：
增强了基层工作人员的信心

10月18日清晨，成都市火车北站附近的荷花池市场，已
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北站东一路37号是金牛区荷花池街道办事处，100余位
来自街道的党员群众齐聚收看十九大开幕盛况。

入党28年的嘉润集团总支书记、副总裁、大成市场副总
经理罗锦胜，坐在人群里，聚精会神地盯着大屏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话，
让罗锦胜热泪盈眶。

与罗锦胜一样，荷花池街道西北桥社区党委书记刘玛
蓉也是激动万分、感慨万千。对于未来，刘玛蓉怀着万般
的热情、激情和幸福，“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要不忘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增强了我们基层工作人
员的信心，我们在社区工作中更有盼头，有劲头，这种感觉
非常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柴枫桔

【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

革命老区党员群众：
我们一定能实现全面小康

18日清晨，秋雨后的通江王坪云雾缭绕，空气清新。与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毗邻的王坪村内，广播里播放
着优美的乐曲。

村委会门口的小广场上，村民们搬着自家的小凳子陆陆
续续地赶来，很快聚拢了近百位党员群众等候收看十九大开
幕盛况。村支书王德金说，现场观众除全体党员干部之外，
还有村民代表和一些精准扶贫户。中途，正在该村作业的国
家电网通江公司的8位员工也赶过来，整齐地站在后排聆听。

“听了总书记的报告，让我们对王坪村的未来更加充满
信心。”王德金表示，刚刚过去的5年，是王坪村人民获得感空
前提升的五年。大家住上了好房子，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人
均纯收入也从五年前不到3000元，提高到现在6000多元，
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总书记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并要
大力培养‘三农’型基层干部队伍。我作为基层干部，一定要
对标加强学习；另外，报告中提出延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30年，这也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王德金说，当前的王坪村
也还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今年有26户精准脱贫户的脱贫
任务，明年有5户。“我坚信，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报告精神，继续弘扬红军精神，紧紧抓住王坪烈士陵园
冲刺国家5A级景区的契机，坚定不移发展绿色产业，保护好
这一片青山绿水，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我们就一定能实
现和全省全国同步全面小康的目标。”

张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颖

叙永县江门古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贫困户代表集体观看十九大开幕式。

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街道组织收看十九大开幕式。

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在村委会门口的小广场上收看十九大开幕式直播。

“接下来，我们
将继续加大科技创
新，发明制造出更多
专利产品。”
——青年创业者高
超平

“习总书记在报
告里提出了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这对
我们村民来说，无疑
也是最好的消息，我
们对此充满期待。”
——基层党员陈方
奎 曹世如：

学习报告精神
引领企业发展

18日上午9时，
红旗连锁党委班子
成员、15 个党支部
书记、党务工作者
及党员代表 100 余
人，在公司总部会
议室集中收看了十
九大开幕盛况。

当 日 下 午 ，红
旗连锁党委书记、
董事长曹世如在接
受华西都市报-封
面 新 闻 记 者 采 访
时，心情仍是激动
不已。“大家在聆听
了习近平总书记作
的十九大报告后，
欢欣鼓舞，备感振
奋，反响热烈。”曹
世如说，十九大报
告为我国服务行业
的新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反映了服
务行业在内的全国
人民的共同心声。
红旗连锁 17000 名
员工将努力工作，
竭力为祖国的经济
发展做贡献。曹世
如表示，接下来还
将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报告精神，以
饱满的热情和务实
的作风，认真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
充分发挥党组织在
企业发展中的政治
引领作用，引领企
业更好地发展。红
旗连锁党员们也表
示，将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带动红旗连锁广大
员工认真学习和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路记者和基层党员群众
共度“十九大时光”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8路记者视频直击天府大地共度“十九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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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县龙门乡灾后重建新村】

震中党员群众：
一定撸起袖子加油干

在“4·20”芦山地震震中龙门乡，当地党员群众集中收看了十
九大开幕电视直播。

在龙门乡白伙新村聚居点，地震留下的残垣断壁早已不见踪
影，风貌统一的小洋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趁着天气晴好，大家把
电视机搬到了小广场上，家家户户都搬着椅子凳子，自发集中过来
观看，好几名老党员还特意佩戴了党徽。收看过程中，大家仔细聆
听颔首，激动之处频频鼓掌。

“聆听了习总书记作的十九大报告，我感到非常激动、非常振
奋。”龙门乡党委书记陈刚说，特别是报告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结合震中龙门乡的实际，当
地党员干部一定撸起袖子加油干，在精准脱贫中率先完成任务，在
发展振兴中率先致富奔小康。

在芦山县产业集中区管委会，全部27名干部职工在综合办公
室，集中收看了开幕式电视直播。“非常振奋、非常激动。”管委会主
任寇子敏说，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
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这让管
委会干部职工在激动的同时更感到重任在肩。

据寇子敏介绍，2016 年该园区实现产值 50 亿元，解决就业
8500余人，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下一步，园区将在
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不断提升硬实力和软环境，实现“三个率
先”：率先精准脱贫、率先发展振兴、率先致富奔小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丁伟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西区五教学楼】

谢和平院士：
认真制定好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和路线图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西五教、行政楼等多个会议地点，学校师生
共聚聆听了十九大报告。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刘吕
红在接受采访时说：“高校是意识形态主阵地，高校是引领社会发展
方向的风向标，是文化的引领者、创新者、践行者，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坚守好意识形态阵地，传播正能量，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广泛传播。”

聆听了总书记的报告之后，四川大学立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座谈会”。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
在座谈会上说，党的十九大对我们高等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更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我们要进一步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四个服务”的使命担当，把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与推进学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紧密结合，把学校发展方
向与党和国家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结合。在四川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的基础上，认真制定好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的具体实施方案和路线图，全面落实以“十个一流”为核心的建
设任务，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川大风格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为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寰

【叙永县江门古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易地扶贫搬迁户：
对“乡村振兴战略”充满期待

10月18日上午9点，泸州市叙永县江门古寨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的30余名贫困户代表与基层党员陈方奎一起，共同收看了党
的十九大开幕盛况。

“脱贫攻坚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作为该安置点
的基层党员代表，陈方奎对报告中的这句话深有感触。陈方奎说，
国家对农村、农民的帮助和支持都很大，给他们落实的措施和政
策，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充满幸福和温暖。吃水不忘挖井人，搬迁到
易地扶贫安置点后，陈方奎称将要学好更多的技术，引导身边比他
更为贫困的人们，帮助他们、支持他们，感恩社会，走共同富裕的道
路。“让我们在这里更稳定更幸福地生活下去。”

陈方奎介绍，江门古寨的原住民，搬迁之前住的是D级危房，
或者处于地灾威胁范围内的房子，或者是处于半山腰等处极不便
出行的房子；现在他们是最幸运的，搬迁后不仅过上了跟城里人一
样的生活、就近就业，整个安置点还作为全国唯一的易地扶贫搬迁
代表，被制作成沙盘模型进京参加“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习总书记还在报告里提出了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对我们
村民来说，无疑也是最好的消息，我们对此充满期待。”陈方奎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华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