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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又踏上

新的赶考之路。10 月 22 日上午，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胜利闭幕。 大会提出，从现
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
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 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
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全面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在新的赶
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
的优异答卷。

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全党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
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埋头苦
干、锐意进取，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
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
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湖南
省花垣县十八洞村驻村第一书
记、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田晓
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完成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
任务，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新
征程上，我们将埋头苦干、锐意

进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

“前进道路上，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必须牢牢把
握的一项重大原则。 我们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深感责任重大。 ”
这些天，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
师叶聪在外出差，稍有空闲就跟
技术团队连线，探讨新一代潜水
器研制工作。“作为一名科技工
作者， 我们要树立创新自信，紧
抓创新机遇，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 ”

在吉林省长春市，中国一汽
红旗繁荣工厂目前已投产红旗
E—QM5 和全新红旗 H5 两款
车型，预计今年底前还将有 3 款
新产品实现量产。“过去 4 年间，
红旗品牌销量增长 63 倍， 靠的
就是技术自立自强。 ”中国一汽
红旗繁荣工厂党委副书记、副厂
长孙飞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加强技
术攻关，为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

在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
场， 第三代治沙人郭玺扛起水
管、拧开阀门，汩汩水流浇灌沙
生林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郭玺说，“我们将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传承祖辈父辈们困难面前不低
头、 敢把沙漠变绿洲的进取精
神，继续苦干实干，开发造林技
术，守好绿色长城。 ”

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
附属同济医院党委书记王伟一
早便召集同事，讨论优化国家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的业
务流程。“我们要努力把国家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打造
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医学中
心，在疾病预防控制和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等领域作出新的贡
献。 ”王伟表示。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才能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强调，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才能胜利。 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
万人民的创造伟力。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
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
还强……”一大早，河北省平山县
西柏坡镇北庄村村委会大院传出
熟悉的旋律。 这些天，北庄村党支
部组织党员和群众代表集中学习
党的二十大报告，集思广益谋划乡
村振兴。“前几年，干部群众拧成一
股绳， 村里重点发展红色旅游、精
品民宿等， 村子面貌发生很大变
化。 ”村党支部书记封红卷说，“我
们要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把
乡亲们更好团结起来、 凝聚起来，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日子
过得越来越红火。 ”

“我们小院居民有汉族、维吾
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塔塔尔族
等，大家相亲相爱，就像一家人。 ”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固原巷社区， 居民阿布来
提·吐尔逊连连夸赞社区邻里间的
融洽氛围。“多年来，社区把民族团
结作为最大的群众工作，积极营造
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
氛围。 ”固原巷社区党总支书记阿
孜古丽·克里木说，“我们将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社区
工作实际，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
大团结。 ”

成排的楼房宽敞明亮，一路
上鸟语花香。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
区双第华侨农场里，印尼归侨钟
来安的家就在路旁，电视里正播
放着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的新
闻。“听了二十大报告，我第一时
间给还在印尼的侄儿拨通视频
电话，让他看看家乡的新变化。 ”

钟来安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双第华侨农场从偏远落后的
农村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
景点。“报告里说‘动员全体中华
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
我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所
见讲好中国故事。 ”

窗明几净，饭香扑鼻，山东省
沂水县委书记陈士贤正在解家官
庄村调研党支部领办暖心食堂建
设情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
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陈士贤
说，“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的沂蒙
精神， 对我们如今开展党的建设
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发扬光大沂蒙精神，采取更
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用心用情
用力服务群众。 ”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现代化。”江苏省江阴市华
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说，“我们将在
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携起手来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更多群众过
上更加幸福的日子。 ”

确保党永远
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
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
路上，我们要持之以恒推进党的
自我革命， 确保党永远不变质、
不变色、不变味，使党始终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领导核心。

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新成
立的 4 个课题组成员正在认真
研读党的二十大报告。“报告提
出， 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
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
党的宗旨，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
者。 ”学院教学科研部副主任王
东仓说，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必须始终拧紧理想信念的

“总开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保
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挺起共产
党人精神脊梁。

“新的赶考路上，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 纪检监察工作要牢记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让群众感受到
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安徽省合
肥市庐阳区纪委常委、 第二纪检监
察协作区主任方守林说，“针对与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业管理问题，
我们正在开展物业监管规范化专项
监督，严肃查处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等问题。 ”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
街道古灶村里，即将竣工的华创
亿锋数智产业园正在进行内部
装修。 这是古灶村由基层党组织
软弱涣散的“问题村”蝶变为乡
村治理示范村的一项标志性工
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
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
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
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古灶村党
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陆秀兴说，
这几年，古灶村建强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解决了旧村改造中的
一批难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
自治县西山乡， 县委书记黄炳峰
这些天正在走村入户开展调研。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决打赢
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黄炳
峰说， 巴马瑶族自治县坚持把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摆在
突出位置，紧盯工程建设领域、民
生领域、 侵吞公共资产等腐败问
题， 近两年来共立案查处群众身
边腐败问题案件 100起。“我们将
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
清醒坚定，坚持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一体推进， 以零容忍态度
反腐惩恶。 ” （据《人民日报》）

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
理方面 ，陈一新表示 ，要注重在
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一是在“打击”上下工夫，要
结合基层社会治安形势特点，依
法打击人民群众反映最突出的
违法犯罪，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坚持露头就打，坚持打小打
早，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

二是在“化解”上下工夫。进
一步畅通和规范人民群众诉求
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
健全矛盾一站式、多元化解决机
制，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三是在“管理”上下工夫。进
一步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加强
重点行业领域管理，及时发现处
理各类风险隐患和苗头性问题。

四是在“服务”上下工夫。 进
一步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均等化，
创新服务方式， 提升服务效能，
做到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
精准。

五是在“疏导”上下工夫。 进
一步完善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
机制，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严防个人
极端案事件。

六是在“群防”上下工夫。 进
一步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弘
扬见义勇为精神，完善奖励保障
政策，让见义勇为、见义众为成
为新时代社会风尚。

在回答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 ” 问题时 ， 穆虹表
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来谋划发展 。 这是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

数据无言， 却最能展现实
在成效。 穆虹表示， 过去十年
来，祖国的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 这是人民群众感受最直
接的巨大变化之一。 全国细颗
粒物平均浓度降幅达 34.8%，地
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率增
加到 87.5%。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26.4%，以年
均 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持了
年均 6.6%的经济增长， 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55%，主要
资源产出率提升 58%，绿色转型
成效十分显著。 国土空间规划
进一步优化， 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 以共抓大保护为导
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深入推进。

穆虹表示，生态文明建设是
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
大计， 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更
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也作
出了系统部署：

一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 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 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
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倡导绿色消
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

二是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
治。强调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
法治污。 持续深入开展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推进城乡人居

环境不断改善，健全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

三是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 加快重要生态
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实施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四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
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
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制度。积极参与应对气候
变化的全球治理。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
是中国人民的课题，也是全人类
面临的课题，我们会集中力量做
好自己的事情，也需要国际社会
共同努力。

（根据国新网新闻发布会实
录整理）

（上接 0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