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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军：菡香“新农人”“稻”路更宽敞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
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7日上午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概括提出并
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
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我
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
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
持、不断拓展和深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主持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
民的共同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苦苦求索、进行各种尝
试，但都以失败告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
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
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
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
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确立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
会变革，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
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
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
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
放的历史性决策，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
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
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
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
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
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
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进一步深化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

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
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
可感可行。我们在战略上不断完善，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为中

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我们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推
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
标志性成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特别是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
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
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
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
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
颠覆性错误。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
致远，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一以贯之，一代一代地接力推进，
取得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党的领导激发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我们党勇于改革创新，不断破除
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党的
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我们党坚持党的群
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
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
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
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这既是理论概括，也
是实践要求，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
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实践证明，
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
一正确道路。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
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
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
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
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
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
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
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
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
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本报讯（记者董柏生 通讯
员李梦茹）“我是圪垱店镇汤王堤
村的，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招聘
会，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心仪
的岗位，不用出远门，每月就可
以拿5000多元工资，真不错！”2
月6日，在武陟县举办的2023年

“春风行动”暨第二十届企业用工
人才招聘大会活动现场，刚和焦
作市绿洲怀药公司达成就业意向
的郭小浩激动地说。

此次招聘大会以“现场招
聘+政策宣传+就业服务”为主

线，现场设有公益性岗位招聘、
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劳动维
权、人事人才政策咨询等服务专
区；10家事业单位提供23个辅助
性岗位；174 家企业提供 5511 个
岗位。2月5日、6日两天的招聘
活动中，入场求职 2 万多人次，
达成就业意向1927人。

河南斯美特食品有限公司管
理中心总监王保花说：“春节后复
工，用工需求非常大，希望这次
招聘会能填补公司用工缺口，为
实现‘开门红’打好人力基础。”

来自武陟县木城街道西街的
柴进认真填写了招聘登记表。他
今年26岁，毕业两年了，之前在
西安工作，想回家乡工作，方便
照顾父母。“今天真没白来，过几
天我就去面试。”柴进笑着说。

线下服务在进行，线上招聘
也不停。此次招聘活动，人社部
门还开设了线上招聘专区，通过
直播带岗、云招聘等线上服务，
为企业找人才、为劳动者找岗
位，求职者可以通过人社局微信
公众号、小程序以及公共就业网

等多渠道与用工企业直接联系，
人社部门会做好后续跟踪服务。

武陟县人社局联合县科工
局、民政局、乡村振兴局等部
门，分行业、分领域、高频次、
有序组织举办线上线下专场招聘
活动，围绕就业帮扶、技能培
训、用工服务三大板块，利用微
视频、抖音、公众号等新媒体进
行宣传发布，逐步实现求职登
记、用工服务、技能培训“三个
不出村”，大大提升了服务便捷性
和群众满意度。①2

武陟：“春风”送岗位 助力“开门红”

本报记者 王 言
本报通讯员 张 斌

2 月 3 日，修武县举办“五
星”支部创建“回头看”观摩活
动，五里源乡葛寺村交出的“答
卷”分外亮眼：清理沟渠 603

米，创作墙体绘画12幅共计96平
方米，砖砌护栏 645 米，新建休
闲小广场一座，绿化面积1400平
方米，总投资13.45万元……

“喜人的变化，离不开在外老
乡的支持！”葛寺村党支部书记李
麦椅骄傲地说，“俺村人不管身在
何处，心里装的永远是家乡。”说

话间，他指着村街西侧的墙体绘画
介绍：“这是俺村的画家夫妻张大
朋、时艳平返乡时义务创作的！”

“美丽乡村”规划方案同样出
自该乡在外地发展的能人之手。
设计师吴全祯无偿提供美工设计
与施工指导，浓浓的“乡愁风”
留住了家乡原貌。

李麦椅指着“乡村光荣榜”
说，这上面有 106 名在外发展老
乡的名字，五湖四海的葛寺村人
近年来共捐款20.47万元，为家乡
发展作贡献。

“走得再远，也忘不了自己的
根与家。村里悄然发生的变化，
我们都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为
家乡建设出把力，是大家应该做
的！”返乡探亲的在外商人张艳波
快人快语。①2

心里永远装着“家”

2 月 6 日，河
南吉科实业有限公
司技术员在生产车
间忙碌。该公司位
于修武经济技术开
发区，从事铝合金
型材、太阳能光伏
产品生产及销售，
长期与北方华创等
大型光伏企业合
作，产品出口印度
及东南亚。2022年
销 售 收 入 2.5 亿
元，利税 3300 万
元。

本 报 记 者
宋崇飞 摄

本报讯 （记者张鹏） 2 月 3
日，中国国防报以《战时防护不能

“临时抱佛脚”》为题，报道了我
市人防工程平战转换演练带来的思
考。报道中说，2022 年焦作市依
托一处人员掩蔽工程，组织开展的
实战化人防工程平战转换演练，发
现和解决了一些平时容易忽略的问
题，探索了快速启用“地下长城”
的方法途径，其做法值得借鉴。

报道详细介绍了此次人防工程

平战转换演练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处置的办法、积累的经验和下一步
的工作打算。

现代人防工程不仅单体面积较
大，而且趋于互联互通，一旦启
用，就需要对各个防护单元进行封
堵，防护设施须斗榫合缝，以提高
安全系数。但在封堵防护单元演练
中发生的一段插曲，令焦作市人防
办工作人员印象深刻。

将封堵门安装到门框中，是封
堵防护单元的关键环节。但直至开
始封堵的那一刻，施工队才发现，
封堵“门”“框”不配套，需要在
数十块厚度1厘米以上的钢质门板

上重新打眼。施工人员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勉强在规定的时限内完
成任务。

市人防办一方面组织全面排
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另一方
面，将这一要求作为验收人防工程
的一个先决条件，从源头上确保这
类问题不再发生。

演练中，人防部门启用可保障
上千人一周饮水的水箱，打开存有
方便食品的物资库，（下转A03版）

焦作市人防工程平战转换演练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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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典礼”
开学第一天，焦

作中小学校仪式感满
满，家长们比着晒朋
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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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不胜防
市反诈中心提

醒：开学季，“假
老师”混进班级微
信群里“喊收费”。

心仪已久
品牌多、优惠多，

功能好、款式新、来
吧，本周五电动车大惠
购活动开启。

开始退钱
“可享受的税前

扣除”，你算算，都
是“真金白银”。自
行办理照着做。

中招体考
“多地取消中招

体育考试”，焦作
呢？家长留言问，部
门最新回应。

2月7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
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