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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18日电 新华社今日播发“强军思想引
领新征程”系列报道 《习主席为我们授军旗》。（全文见海
外 网 ， 链 接 为 http：//news.haiwainet.cn/n/2019/0218/
c3543307-314988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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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大湾区 吹响集结号
■ 吴亚明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
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

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
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
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

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编制本规划。
本规划是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

纲领性文件。规划近期至2022年，远期展望到2035年。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全文见海外网，链接为

http://news.haiwainet.cn/n/2019/0218/c3541083-31498841.html）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一张报纸，上连党
心，下接民心。要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扩大地域覆盖
面、扩大人群覆盖面、扩大内容覆盖面，充分发挥在舆
论上的导向作用、旗帜作用、引领作用。”

1月25日上午，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对新时代的
人民日报提出殷切期望。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2 月 19 日到人民日报社、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调研并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座谈会后，又一次来到人民日报社。在总书记带领下，
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媒体融合发展的第一线，采取调
研、讲解、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
合发展举行集体学习。对于人民日报社来说，这是莫大
的殊荣，也是巨大的鼓舞。

“人民日报是党的阵地。”“全党全国人民都从人民日
报里寻找精神力量和‘定盘星’。”3年来，人民日报社全
体同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党报人的初心和
使命，以总书记“2·19”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锐意改
进创新，推进媒体融合，着力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不
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让人民日报离人民更近

深夜两点多，人民日报社编辑楼四层总编室夜班平
台，要闻一版已走完流程，但主编李仕权并没有像以往
一样准备下班，而是和版面编辑重新围坐在一起。

“提要怎样设计看起来更清爽”“线条、底纹如何搭
配会更清秀”“标题、文字、照片如何编排视觉更清
新”……大家七嘴八舌，金点子、好创意驱走了倦意。

今年1月1日起，读者会发现，人民日报的版面焕然
一新：版面全部实现彩印，提要、套红、包框、底纹等
视觉元素明显增加，图片、图示更加精美，更重要的
是，报道的内容也更可读、更耐读了。

“原来人民日报可以这么美！”“多彩的党报报道精彩
的中国！”不少读者这样表达惊喜。

“此次改版是人民日报顺应新闻传播方式新变化、媒
体融合发展新趋势作出的重要调整，是人民日报奋进新
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人民日报改版

《致读者》开宗明义。
全媒体时代，报纸怎么办？这是必须直面的时代课

题。对党中央机关报来说，如何破题则更为迫切。
“报纸和新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

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
补。全媒体时代，‘内容为王’没有变。改版也是一场新
闻生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增加优质内容供
给，丰富报道呈现，把人民日报办出新水平。”人民日报
编委会在讨论改版方案时这样强调。

《“肯忙活，好日子不会躲着咱！”》《换条板凳坐
坐 多替群众想想》《老乡不脱贫 老韩不走人》《嫦娥袖
里揣了哪些宝》 ……灵动鲜活的标题为版面“画龙点
睛”，冒着热气的报道让人民日报离人民更近。

“妈妈不哭，我在家好好学习！”2月14日，人民日报
社会版一组照片让很多读者泪目，外出务工的母亲和孩
子分别的场景，引发网络刷屏效应。“真是一图胜千
言！”不少读者留言说，人民日报改版后，这样“收藏
级”的图片越来越多。

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
集体学习时，对人民日报改版给予充分肯定。

脚上有泥土 笔下有真情

“2016 年春节刚过，‘成德农家宴’开了张。这是神
山村第一家农家乐……”江西井冈山市神山村村委会的
会议室里，村干部正在给大伙儿读 1 月 30 日人民日报一
版头条关于神山村精准脱贫的报道。

“报道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也让我们致富奔小康的
信心更足了！”村民左香云说。

今年元旦春节期间，人民日报在一版推出 《总书记
的深情牵挂——来自贫困乡村的精准脱贫故事》 系列报
道，回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调研过的村
庄，反映当地干部群众在总书记亲切关怀下，上下一心
挖穷根的感人故事。

“过去镇里见面打招呼都问吃饭没，现在见面都问上
班没”“在村里干活，顾得上家也赚得到钱，能不欢
喜”“不能全靠国家，也要自己努力，早日脱贫”……都
是大白话，都是大实话，用百姓话，说百姓事，这组散
发着泥土芬芳的现场报道，一经推出便赢得一片赞誉，
在新媒体平台也引发网民热烈反响。

守正创新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求我们的编辑
记者必须进一步增强“四力”，以脚力丈量大地，以眼力

明辨是非，以脑力深入思考，以笔力书写时代。最美的风
景在基层，最深的感悟在基层。到基层去，到现场去，成为
报社广大编辑记者抢独家、抓“活鱼”的自觉行动。

“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到基层来增强‘四力’，我特别受
教育。乡亲们非常感谢党的好政策，基层干部工作很投
入、很给力！”1月25日上午，在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在
河北滦平县于营村挂职第一书记的人民日报评论员吕晓
勋通过视频连线，向总书记汇报了在基层工作的感受。

“到现场，写评论！”2018年7月、8月，人民日报的
评论员全程参与“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
道”主题采访，他们行程 8000 多公里，接力采访 220 多
个点，每天撰写 1篇“我在长江”现场评论。“贴近一线
才能悟透党的政治路线，走进现场才能找准人民立场。”
采访归来，这样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政论文章也要写出代入感！”2018 年，人民日报
“任仲平”写作组成员来到上海浦东、深圳前海、雄安新
区等改革开放现场，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撰写了庆祝
改革开放 40周年的上下两篇任仲平文章 《创造历史的伟
大变革》《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讲述改革故事，阐释
发展方位，网上网下引发强烈反响，习近平总书记也给
予肯定。

主力军“抢滩”主阵地

2018年10月26日下午，北京三里屯比平常热闹了很
多，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发起的致敬改革开放 40周年
创意体验馆——“时光博物馆”在这里开馆。一件件实
物，一张张照片，一首首老歌，带思绪穿越历史，让心
灵感受巨变。

其后，“时光博物馆”又移师上海、深圳等地，排队
参观的队伍长达一两公里，不少观众甚至在雨中等候两
个多小时。在全国巡展的同时，“时光博物馆”还入驻国
家博物馆，参加“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大型展览”，观众依旧络绎不绝，排队参观的人们从馆内
二楼排到了一楼。

移动直播、VR全景、虚拟现实、竖屏短视频、互动
H5、音乐快闪、线下体验馆……这几年，随着媒体融合
向纵深推进，人民日报变得更加青春时尚，创意爆棚，
精品迭出。网民称赞“党报创意性、可视化、互动式传
播一出手，就把商业网站甩出几条街”。

现在的人民日报，已经不仅仅是一张报纸，而是涵
盖了报、网、端、微、屏等 10多种载体、综合覆盖受众
达7.86亿的“人民媒体矩阵”，人民日报客户端、法人微
博、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均居全国媒体前列。

阅报栏是几代中国人的记忆。近年来，人民日报积
极拓展户外传播阵地，以智能化、功能化升级电子阅报
栏，目前已在全国各地布点投用两万块屏，日均影响受
众近千万。

“你不必记住我，你走在美好生活的路上，那就是
我；你不必感谢我，你握住希望的双手，那就是我
……”春节前夕，一部反映武警部队改革强军的短视频

《中国武警，永远和您在一起》引燃网络，发布当天全网
浏览量即突破1亿次。这一“爆款”的主要创意源自人民
日报的“金台点兵”工作室，其牵头人则是报社长期负
责军事报道的“爬格子”记者。

作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新探索，报社260多名编辑
记者按照“兴趣化组合，跨介质协作，项目制施工”模
式，先后组建了 45个融媒体工作室，“麻辣财经”“一本
政经”“侠客岛”“学习大国”……一批融媒体工作室品
牌声名鹊起。

随着媒体融合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民日报记者
跳出稿纸，跨界发展，成为“提笔能写、对镜能讲、举
机能拍”的“全媒型记者”。

与此同时，版面页面、大屏小屏之间也实现共融
互通，读者扫描报纸上的二维码就能看到相关报道的
视频；新媒体平台的优质内容也经常“倒灌”到报纸
版面上，融合传播“一体化、一张网、一盘棋”格局
初步形成。

更多中国故事登上外媒头条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大平台了！”2018年4月，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北京接受人民日报全媒体独家采访，
当得知人民日报用户覆盖超过7亿时，古特雷斯惊讶之余
由衷赞叹。

“通过人民日报的报道，我们加深了对‘一带一路’的
了解，那些抹黑‘一带一路’的论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2018年10月底，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带一路”媒体合作
论坛上，不少外国主流媒体负责人发出这样的感慨。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让 党 心 和 民 心 贴 得 更 紧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2·19”重要讲话发表3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汪晓东

让 党 心 和 民 心 贴 得 更 紧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2·19”重要讲话发表3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汪晓东

世所瞩目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 2 月 18 日正式发布。这份纲领性文
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
标、空间布局等方面作了全面规划。这意
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将从宏伟蓝图一步步化
为美好现实。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
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
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
的新实践。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
精神，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
度、新时代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高
度深刻认识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全面
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勠力落实新
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建
设一个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
和世界级城市群。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立足全局和长远
发展作出的重大谋划。粤港澳大湾区包括
广东珠三角地区的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

个特别行政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目
前常住总人口约7000万，GDP总量超过10
万亿元人民币，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
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
有重要战略地位，与世界上著名的几个大湾
区都可比肩而立。通过大湾区的建设，打造
世界级城市群，可以起到“9+2>11”的加乘
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
台，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
提供支撑。按照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充满活力
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
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
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保持香港、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策。长期以来，香
港、澳门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始终扮演着独
特而重要的角色，既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
和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建设者和受益
者。中共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为香港、澳门更好
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创造了新机遇。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将进一步丰富“一国两
制”实践内涵，把港澳发展与国家发展更
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探索发展新路向、
寻找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也将为港澳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有利于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需要强调
的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必须在

“一国两制”框架内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
办事，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
之利。要进一步建立优势互补、协同发
展、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区域合作关
系，支持香港、澳门培育新优势，发挥新
作用，实现新发展，作出新贡献。

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关键在创新。
要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发挥粤港澳综
合优势，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要素流通。
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
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

没有先例。要大胆闯、大胆试，开出一条
新路来。与此同时，要注重学习和借鉴世
界上其他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并从粤港
澳大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勇于实践、开
拓创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湾区经济发
展模式。要强化规划引领，推动大湾区内
各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提高区域发
展协调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结构
科学、集约高效的大湾区发展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吹
响了建设大湾区的集结号。粤港澳三地同
胞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携手合作，共同奋
斗，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