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
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创造美好生
活进行了长期奋斗。 不断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集中
体现了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深
刻揭示了我们党长盛不衰的奥
秘， 也是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的必然要求。

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初心
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
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我们
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为人民谋
幸福的历史， 就是践行党的初
心使命的历史。 党领导人民打
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根本利
益而斗争； 领导人民开展抗日
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为人
民根本利益而斗争； 领导人民
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
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 领导
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
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
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 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同样是为人民根本
利益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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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
性胜利。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 要继续
在让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生活
的奋斗中践行初心使命。

深刻揭示了我们党长盛不
衰的奥秘。 马克思、 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
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 或者
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
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
运动。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我们党的章程开宗明义： 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先锋队。 我们党没有自己
特殊的利益， 在任何时候都把
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为人民

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
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
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
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赢得人民
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克
服任何困难，无往而不胜。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
必然要求。 坚持真理、 坚守理
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
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
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是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一百多
年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幸
福，我们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创造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
就， 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创
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成就， 书写了中华民族
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
未有的光明前景。 在新征程上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一点也
不会比过去少。 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必须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
实现既定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
上，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不断变为现实，获得感、幸福
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经济更加发展。 我国经济
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国内生
产总值由 2012 年的 53.9 万亿
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14.4 万亿
元；2013—2021 年，国内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 6.6%， 高于同期世
界 2.6%和发展中经济体 3.7%

的平均增长水平， 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地位得到巩固提升。 载
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
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
子信息、 核电技术、 新能源技
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
得重大成果， 我国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 建成世界上最大的
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群众
出行、货物运输更加安全快捷。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当前，
虽然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
叠加， 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艰巨繁重，但我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完全有条
件有能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民主更加健全。 我们党深
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
识， 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
大理念。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
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 而且
有完整的参与实践， 实现了过
程民主和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
和实质民主、 直接民主和间接
民主、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
统一，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
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我国实行
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体，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政体， 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
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巩固
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
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 民主决策、 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
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
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
务， 当家作主的权利进一步落
到实处。

文化更加繁荣。我国文化建
设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开创党和国家事业
全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正能量。党
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刻改变中国、影响世界。 党对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全面加
强， 凝聚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

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主流
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网络空间日
益清朗，全国各族人民精神面貌
更加奋发昂扬。文艺创作持续繁
荣，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
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
展，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
神食粮。

社会更加和谐。我国 832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近 1亿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960 多万贫困
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城镇新增就
业年均超过 1300万人， 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3.5 万元，中
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 4亿人。养
老、托幼、助残等福利事业平稳
发展，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
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
生体系，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
的普及化阶段，人均预期寿命达
到 78.2岁。 社会保持长期稳定，
成为世界公认最有安全感的国
家之一。 面对疫情冲击，我们党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大
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生态更加优美。 我们党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系
统谋划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
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
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 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 2021 年，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7.5%，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在
90%以上，地表水水质优良（Ⅰ
—Ⅲ类） 断面比例为 84.9%，绿
水青山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人民群众感受到了经济发展带
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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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牢牢坚持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提出的“五个必由之路”的规

律性认识，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 统筹做好就业、
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
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
作，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协调发展中全方位提升人民
生活品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我们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 把党的领导落
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
面各环节， 使党始终成为中国
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我
们要始终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
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 不断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断推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持团结奋斗。 团结奋斗
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
由之路。 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
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 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全力战胜前进道
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 依靠顽
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
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
路。 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不断
提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
力，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
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
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我们
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
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不断
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的有害因素，不断清除一切
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原体，确
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
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
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
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变为现实。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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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詹成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
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谋划和部署，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坚定的人民立场和

在新征程上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的坚强决心，对于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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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深刻把握不断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重大意义

”

中国人民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

共同奋斗创造更加
美好的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