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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成就凝聚人民力量，伟大宣
示激发奋斗豪情。十九届四中全会审
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在各地城乡基层党员干部
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奋发有为，真抓
实干，向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迈出更坚实的步
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
力保障。

制度优势托起人民获得感

“家里的饮水情况怎么样了？生
活上有什么困难多和我说说。”1日上
午，广西隆安县南圩镇党委书记莫雄
礼到辖区万朗村贫困户黄日芬家走
访。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让这名
壮族基层干部备受鼓舞。

莫雄礼说，近年来，在党的领导
下，南圩镇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全镇贫

困发生率从2015年建档立卡识别时的
22.44%下降至2018年底的2.63%。“坚
持党的领导是我们获胜的根本。我们
将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争取
今年底全部贫困村实现脱贫摘帽。”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
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
府治理体系。”看着公报里的这句话，一
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齐
俊桐感慨地说：“这些年党和政府通过
不断深化改革，减少了对市场配置资源
的干预，让创业者焕发了强大活力。”

3 年多时间，齐俊桐带领团队攻
克 100 多项无人机技术，公司以每年
超过300%的增速跨越式发展。“正是
党和政府的重视，才能让我们创新型
科技企业得到快速进步。”他说。

人民需求激发前行动力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这说到了企业的心坎里。”太重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创民说，迈向高
质量发展不仅需要企业及早动手、主
动创新，更需要国家相关制度创新。

“‘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这就是我们的心声！”
宁夏东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前军激动地说，“企业的发展，既要我
们自己静下心来深耕，也需要政府扶
持呵护。四中全会给企业吃了一颗定
心丸，相信国家的营商环境会越来越
好，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街道党工委
书记高文娟说，全会公报提出的“必须
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
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给她留下深刻印
象。“我们要组织街道基层干部认真学
习公报，深刻领会公报精神，进一步强
化为人民服务宗旨，不断提高服务群
众的能力和水平。”

凝心聚力开创美好未来

四中全会公报一发布，总部位于
辽宁辽阳的奥克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朱建民就反复收听、认真学习和研究，
一直到当天深夜。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朱建民激
动地说，“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政府的

决策力和政策执行力都将显著提升，
必将激发起广大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
和动力。”

连日来，各地基层党员干部群众
都不约而同地通过不同形式，收看收
听公报内容。人们为之振奋，纷纷表
达共建美好家园的决心。

“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
的领导制度体系”，公报里的这句话，
让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许玉镇深
有感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
取得辉煌成就，最根本的是靠党的领
导。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
就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迎来更加伟
大的中国。”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的
行动在深刻改变着海南岛的面貌。“全
会提出，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
设。我们重任在肩。”海口市商务局
局长蔡俏说，“我们将带着使命感责任
感，将海南岛建设成一个政治清明、经
济繁荣、生态优美、服务高效、人民宜
居、和谐美丽的自由贸易港。”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以坚实的制度保障满足人民新期待
——各地城乡基层党员干部群众热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上接第二版 ）
全会精神在省国资委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
示，这次全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次重要会议，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
好、实施好、完善好、发展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坚强
决心，既有理论上的新提升又有实践
上的新要求。省国资委将把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加强教育培训和宣传宣讲，推动全
会精神在国资国企系统落地生根。要
结合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细
化落实措施，把各项工作抓得更实更
细，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
设再上新台阶。

省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秀坤表示，做好社会医疗保障工作，
加快推进医疗保障领域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赋予我们
的使命和职责。当前构建全民共建
共享的医疗保障社会治理格局，一方
面要建立社会治理机制和健全利益
表达、协调和保护机制，让不同的利
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决策过程，提高待
遇的公平性。另一方面，要应用社会
治理思路维护医保基金安全。要通
过建立机构自治、行业自律、政府监

管、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化综合监
管体系，赢得社会各界对医疗保障工
作的理解、支持和信赖。

省妇联第一时间组织机关干部学
习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认为，全会就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
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意义重大。全
省各级妇联组织将围绕新发展理念和

“四个着力”“三个推进”、补齐“四个短
板”、做好“六项重点工作”，找准妇联
工作的切入点，全面落实“巾帼心向
党”“巾帼建新功”“巾帼暖人心”三大
系列行动，深入基层，将全会精神传达
到全省各级妇联组织和妇女群众身
边，确保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在
妇联系统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全会精神在我省民营企业家中引
起热烈反响。“全会毫不动摇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将更加
有力地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更快速度发展。”大家一致
表示，作为振兴辽宁的生力军，民营企
业家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带领企业全体职工
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心无旁骛发展实业，积极履
行企业家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为

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智慧
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尤其是棚户区
改造地区的党务工作者，丹东市元宝
区七道街道办事处爱民社区书记左仕
莹在全会公报发布后，认真学习全会
精神。左仕莹表示，一定坚决贯彻落
实党的方针政策，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服
务宗旨，立足本职工作，解决好联系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部
署，既有路线图，又有时间表，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瞻远瞩的战略远见和强烈的历史担
当。”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委书记吕树江表示，喀左县将坚决落
实全会精神，特别是立足基层实际，围
绕权力运行与监督、行政审批改革以
及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着力固
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办好基
层的事情，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
高群众满意度。

铁岭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科科长

许铁辉表示，全会精神是工作的“航标
灯”。作为一名机关干部，一定时刻以
党章为标尺，以全会精神为指南，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组
织工作舞台上奉献青春、绽放光华。
调兵山市兀术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
汉波表示，通过认真学习全会精神，感
觉到国家发展的思路越来越明晰，目
标越来越明确，各项政策越来越惠民，
处处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一定立足岗位，将全会精神贯彻
落实到工作中去，为加快地方经济发
展贡献力量。

沈抚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贾魏表示，沈抚新区将以全会精
神为遵循，坚决做好全会精神的学习
贯彻落实，坚持以改革创新和实现高
质量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建设东北
地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优化投资营
商环境的标杆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引
领区和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引擎”的目
标定位，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推进区域
协同一体化、管理体制扁平化、开发建
设市场化、用人分配企业化、管理服务
高效化，加快建设国家改革创新示范
区，争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先行区。

本报特别报道组

让全会精神落地生根 以实际行动推进振兴

11 月 3 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各场馆的布展工作基本就绪，
部分展商在对展品进行最后调整。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举行。

上图：11月3日，科技生活展区的
德国英飞凌公司的机器人 Roboy 已
完成调试，它将在展会上和观众进行
多项有趣互动。

下图：11月3日，在品质生活展区
的乐高展台，用积木搭成的进博会吉
祥物熊猫“进宝”已安装就绪。

新华社记者 刘 颖 摄

进博会布展基本就绪静待揭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记

者王秉阳 张泉） 在 3 日举行的 2019
中国科幻大会上，南方科技大学科学
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发布了《2019
年度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报告显示，
2018年中国科幻产业发展高速增长，
总产值 456.35 亿元，比 2017 年的 140
亿元增长 3.26 倍。2019 年上半年总
产值为315.64亿元，比2018年同期增
长约1.38倍。

上半年我国科幻产业
产值超300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张
玉清 王烨） 空军于11月3日向社会
公开发布一套100枚强军主题纪念封

《我爱祖国的蓝天》，展现不忘初心、奋
飞向前的蓝天英姿，致敬人民空军成
立70周年。

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介绍，100
枚《我爱祖国的蓝天》主题纪念封由
100 幅照片或油画组成，注重把握历
史性、思想性、科普性和艺术性的统
一，每一幅照片或油画都蕴含着催人
奋进的空军故事。

空军发布《我爱祖国
的蓝天》主题纪念封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记
者高亢）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关
村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全球城市
智慧工程技术研究（北京）中心3日在
河北省石家庄市联合发布了智慧城市
代码标识体系，并同时启动各城市代
码申领工作。

据介绍，城市代码标识体系是智慧
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智慧城市代码标
识体系是基于中国首个全球顶级节点
代码 MA 而研究设计的，符合 ISO/
IEC 15459国际标准，将为各个城市及
城市管理对象分配全球唯一数字标识。

城市代码标识
申领工作正式启动

福州百对新人穿过“幸福门”

11月3日，新人在集体婚礼上穿过“幸福门”。当日，由福建省福州市
总工会主办、以“建有福之州 做有福之人”为主题的2019年新福州人集
体婚礼在福州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区、在福州工作生活的
百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良缘。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据新华社太原 11 月 3 日电
（记者胡喆）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
悉，11月3日11时22分，我国在太
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
载火箭成功发射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系统重大专项高分七号卫星，并
搭载发射了精致高分试验卫星、苏
丹科学实验卫星一号、天仪十五号
卫星等 3 颗卫星。高分七号卫星

作为我国首颗民用亚米级光学传
输型立体测绘卫星，将在国土测
绘、城乡建设、统计调查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高分七号卫星和长征四号乙
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研制。

高分七号卫星成功发射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准确把
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
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
键和根本，对于更好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的显著优势，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办好中国
的事情，关键在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
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
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成立70年
来，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
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
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创造
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
迹。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
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
在、幸福所在。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动各项
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

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
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
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全会把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放在首要位置，同时把坚持和
加强党的领导的要求全面体现到各方面制度安排之
中，突出的正是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领地位，彰显了我们党牢记
初心使命、以坚强领导铸就千秋伟业的责任担当。

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就要始终坚
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首要的就在于坚持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
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我国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
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
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
长，一盘棋大局分明。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就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就要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
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
业，必须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
势，担负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
重大职责”。我们要按照《决定》的部署要求，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
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
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面对当今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身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坚持和完善党的
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更加充分发挥好，我们就能推
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胜利驶向光
辉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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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演员在表演《蹬技》。当日，第十七届中
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沧州会场世界杂技精品惠民展演在河北省沧州市体
育馆举行。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创办于1987年，是我国杂技艺术领域
影响最广的国家级艺术赛事和文化节庆活动。 新华社记者 牟 宇 摄

国际杂技艺术沧州展演惠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