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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 1月 7日全天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
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坚定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些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
内外形势，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都能够笃定前行，
从根本上讲就是牢牢把住了党的领导这一条，就是因
为党中央有权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健全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出全面部署、
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每年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
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就是党的领导制度
体系的重要内容，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使之更
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毫不
动摇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履职尽责，切实加
强党组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为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积极贡
献，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中央书记处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认真履职尽责，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指导群团工作和群团
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会议强调，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把党的领导体现到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要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观大势、谋全局、抓大事，凝心聚力、担当作为，扎扎实实
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圆满收官。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
为统领，加强党组自身建设，认真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
任，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一以
贯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会议强调，新的一年里，中央书记处要带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中
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安排，紧扣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收官不收兵，永远在路
上。

将“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制度”写入中央全会决定，
更将初心使命铭刻于灵魂深
处。风华正茂的百年大党，以
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
展，不断凝聚起引领中华民族
迈向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以上率下 率先垂范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

远瞩精心谋划精准指导，

推动主题教育在全党

上下有序展开、步步深入

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
程，需要荡涤灵魂的党性锤炼。

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
的实践中，我们党总是坚持根
据形势和任务的新变化、时代
发展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在
全党开展集中教育，不断夯实
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战斗
力量。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也是我们党在全国
执政第 70个年头，在这个时刻
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正当其时。”

2019年 5月 31日，在京召
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主题
教育作出全面部署。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是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
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
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九大确
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

以“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为总要求，以理论
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
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
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为
具体目标，这样一场深刻的自
我革命，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行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靠全党共同努力来实现，每一个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
强党之志，积极主动投身到这次主题教育中来。”

6月 24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发出号召。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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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组织特战队员进行小组战术训练。

果志远摄

宁静的山峦，在星光下连绵起伏，一
弯上弦月挂在高远的苍穹上。

这是 2019 年最后一天的晚上。20时
许，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阜平县店房
村，气温降到了零下 10 摄氏度。寒风凛
冽，室外几乎不见人影。而在不远处的山
坡上，店房村红枣加工厂内却是灯火通明。
“新年到了订单多，在厂子吃过晚饭后，

我们又开始忙了。”分选间女工刘美平一边熟
练地封装枣茶，一边同记者说着话。尽管没
能和家人一起“跨年”，但从其口罩上方露出
的两弯笑眉可以看出，她的心情是愉悦的。

这个名为“军熙枣业”的红枣加工厂，是
军委国防动员部为帮扶对象店房村引进的
第一个扶贫项目。“以前村民单纯卖红枣，收
益不高。”企业负责人周月昌说，工厂收购店
房村的红枣进行深加工，生产枣夹核桃、枣
干、枣茶等多款产品。2019年，企业销售额
达到2000多万元，带动40多名村民就业。

店房村所在的阜平县地处太行山腹
地，是当年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这里地
理环境恶劣，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
曾经在这里战斗生活过的聂荣臻元帅留下
了“阜平不富，死不瞑目”的心愿。多年来，
党和政府始终牵挂着老区人民的困难。

2012年 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
寒来到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鼓励大
家脱贫致富奔小康。“只要有信心，黄土变
成金。”7年时间过去了，阜平人民一直牢
记着习总书记的谆谆教导。

店房村村支书刘淑军告诉记者，自从
2016年7月军委国防动员部与店房村结对帮

扶以来，已陆续为村里引进 4个扶贫项目。
除了红枣加工厂，还有一个养鸡场，出产富硒
鸡蛋，蛋鸡数量达 2万只；一个净菜加工企
业，已和北京多家蔬菜供应商签订合同，可带
动1000亩蔬菜生产，增加120个就业岗位；一
个纯净水加工厂，属村集体产业，资质验收后
即可投产……“贫困村有产业能持续‘造血’
了，大家干起工作来就有干劲、有盼头。”

其实，在店房村这片 18.67 平方公里
的红色热土上发生的变化，远不止这些。

站在店房村纯净水加工厂附近的山
峦上远远望去，22幢灰白相间的小楼排列
矗立在一处山坡上。刘淑军告诉记者：
“那是店房村集中搬迁区。店房村共有 13
个自然村 1178人，一个月前村民开始陆续
搬迁过来。”
“快进来，外面冷。”来到97岁的老军人

杨振学家中，杨老的儿媳妇杨涛云热情地招
呼我们。部队扶贫干部经常来看望杨振学老
人，茶几旁边还堆着他们昨天送来的米面油。

杨振学穿着干净的白衬衣，精神矍
铄，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我 1940年参加革
命，感谢党让我住进新房子，每月还多发
230块钱。”杨涛云介绍，这 230元是除去政

府补贴外，4个扶贫项目给村里 65岁以上
老人增发的每月生活补助。

客厅里摆放着杨振学的孙子杨翔宇
参加军事夏令营的影集。杨涛云说：
“孩子坐飞机去过杭州、青岛，还上过军
舰……他算是掉到‘蜜罐’里了。”据悉，军
委国防动员部每年都为店房村的孩子们
组织军事夏令营，帮助他们去沿海经济发
达地区参观研学，接受国防教育和爱国主
义教育，还按学龄层次给学生发放 600元
至 2000元不等的助学金。

走进退役军人杨新军家，衣架上的志愿
者红马甲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乡亲们生活好
了，形象也得跟上不是？”杨新军一家人都是
志愿者，有时间就帮村里老人理发、洗衣服。

夜幕下的店房村灯光闪烁。“当书记以
来，最让我感动的是部队对我们村的真诚帮
扶。”刘淑军指着脚下的水泥路告诉记者，部
队除了帮助村里引进扶贫产业，还协调资金
帮助铺设了18.8公里的环山路，把曾经交通
不便的 13个自然村“串”了起来；投资修建
4.9 万立方米蓄水量的水库，解决灌溉难
题。“习总书记刚刚在新年贺词里说，2020年
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冲锋号已经吹
响，我们要再接再厉，实现村民全部脱贫。”

晨曦初露。一阵密集的鞭炮声在店房
村一幢新楼前响起，负责脱贫攻坚工作的村
支部副书记杨瑞利终于有时间搬家了。村
里用的是空气源地暖系统，此时他家中的温
度计显示 24摄氏度。“取暖费用，村民负担
得起吗？”记者问道。“能！去年村民人均收
入已过万元，并且取暖费补贴10年，物业费
10年全免，今年我们还要发展红色旅游，再
加上村里企业在壮大，我们有信心把日子越
过越红火。”杨瑞利信心满满地回答。

走出杨瑞利新家时，2020年第一缕阳
光刚刚抹上村民新居。对于店房村村民
来说，好日子已经开始了……

红 日 照 太 行
—在河北省阜平县店房村跨年记

■本报记者 丁增义 朱宏博 特约通讯员 赵大永

岁月不居，时
节如流，2020 年已
经到来。

2020 年，在强
国强军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和标志性意
义，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我们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基本实现机
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
能力有大的提升。

为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不断增强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指示精神，本
报围绕部队练兵备战、聚焦脱贫攻坚等

主题开展“新春走
军营”采访活动，派
出精干力量深入基
层、深入一线、深入

边远艰苦地区，用全媒体方式记录和呈
现基层官兵保家卫国、苦练精兵、助力
脱贫攻坚的家国情怀与时代风采。

从今天起，本报开设“新春走军
营·练兵备战一线见闻”“新春走军
营·脱贫攻坚一线见闻”专栏，刊登记
者从高原海岛、万里边关、训练现场
和脱贫攻坚一线发回的亲历式报道，
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本报西昌 1月 7日 电 赵 金

龙、记者安普忠报道：1月 7 日 23 时
20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
技术试验卫星五号发射升空。卫
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

满成功，中国航天发射迎来 2020 年
开门红。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五号主要用
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
业务，并开展高通量技术试验验证。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五号和长征

三号乙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上海航天技
术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研制。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第324次航天飞行。

中国航天迎来2020年开门红
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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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

永恒课题，也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从初夏到冬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部署推动和率先垂范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场严肃而深刻

的党性洗礼，时机选择正确，主题突出，特点鲜

明，取得重大成果，在全党上下激荡，在神州大

地回响。

“让初心和使命在广大党员、干部内心深

处铸牢、在思想深处扎根”。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继续以实际行动当

表率、作示范，并对全党始终守初心、担使命提

出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