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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月 29日

星期二党建巡礼

思想纵横

■ 张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做到“五个牢牢把握”，其中一条就是要牢牢

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这一重要

论断要求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

排和必须把握的重大原则，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胜利。

从基本国情着眼，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在新

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

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照抄照搬别国

的模式，是党和人民在持续艰辛探索中的独特性、原创性创造。中国

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

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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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富有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

从总体布局展开，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

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从领导力量、

社会制度、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对外交往、文明形态等九个方面，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是“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政治保证是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对世界的独特贡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探索和实践的科学总结，

是我们党现代化理论的集大成，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从关键时期起步，牢牢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党的二

十大明确宣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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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未来

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我们要深刻认识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牢牢锚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

新突破，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

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等主要目标任务，紧

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

板、扬优势上下功夫，用未来五年的高质量发展成果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从忧患意识出发，始终坚持五个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大强调，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必须牢牢把握以下

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

斗争精神。这些重大原则体现了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领

导力量、方向道路、发展目的、发展动力、精神状态方面的鲜明主

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各

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要付出更为艰巨、

更为艰苦的努力，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以强烈的历史自信和历史

主动继续拓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

人间奇迹。

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

本报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机关党委

与杭州、宁波地区调查队机关党组织在淳安县下姜村

开展“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深入下姜悟思想”党建联

动活动，通过专题宣讲、交流研讨、实地走访等形式，深

入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总队党组书记、总队长、机关党委书记张斌为省市

县镇村各级统计调查工作者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张

斌说，全省国家调查队系统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

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

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统计工作重大部署结合起来，努力践行为国统计、为

民调查的职责，一步一个脚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付诸

行动、见之于成效。

党的二十大代表、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姜丽娟为全省国家调查队系

统党员干部作“党的二十大精神感悟”专题报告。姜丽

娟从参加“党代表通道”采访开始，讲述了她作为党的

二十大代表激动、自豪的心情，分享了亲历大会盛况、

近距离感受领袖风范的参会感悟；从“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振兴”“人民”等几个关键词出发，结合下姜村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从“穷山沟”到“绿富美”的华丽蝶

变经历，深入宣讲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分享了学习心得

体会；从基层党员干部、青年党员等角度，激励大家不

忘初心，扛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在

广阔舞台中施展才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贡献力量。

党建联动活动中，大家追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

参观了第一沼气池、思源亭、乡村振兴馆纪念馆等地，

感受下姜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村民增收

共富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沉浸式地体悟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

总队领导、机关党委委员及机关党办人员，杭州、

宁波调查队主要负责人和两个地区所属调查队党委

（党总支）委员及党支部书记，淳安县统计局、枫树岭镇

统计工作人员及下姜村统计调查员等 40 余人参加本

次活动。 华敏 胡东

浙江总队赴下姜村寻足迹悟思想

本报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柯桥调

查队召开会议，党组书记陈线以《永远

跟党走，筑梦新时代》为题，为全体党员

干部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专题党课重点围绕党的二十大重

大 历 史 意 义 、新 时 代 十 年 的 伟 大 变

革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时 代 化 新 境

界、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部署要求、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等方

面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全面、深

入、系统的讲解。

专题党课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

统计调查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会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

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要研究制

定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工作方案，打好学习宣传贯彻组合

拳，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覆盖全面的

学习宣传贯彻活动。

专题党课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要更加自觉地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

诚践行“两个维护”，奋力推进“两个先

行”，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统计调

查工作中落地生根。要坚持自信自

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压

紧压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责任，切实夯实统计调查基层基础，强

化数据质量管控，优化统计调查服务

供给，用实际行动检验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成效。 顾垚琼

柯桥队专题党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 胡启航

“春风化雨，廉洁入心”。2022 年，

国家统计局海淀调查队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

意见》精神，统筹谋划部署，深耕新时代

廉洁文化建设，让廉洁文化融入机关日

常工作、生活，营造“人廉、数实，风清、

气正”机关氛围，打造清廉机关，纵深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学为先，筑牢廉洁思想根基

海淀队把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

设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基础性工作和一项政治课题，

及时部署谋划，制定《国家统计局海淀

调查队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实施方

案》，推动上级精神落实落地落细。将

廉洁文化作为一个主题，纳入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党组会、队务会及日常

业务工作会议等。借助“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深入开展廉

洁文化学习教育，让廉洁文化充盈在

组织生活各个角落，引导党员干部将

廉洁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领导班

子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走好第一方阵、党的二十

大精神等重大文件精神或会议活动，

分别开展廉政党课宣讲。

以融为策，涵养良好政治生态

海淀队注重将廉洁文化与业务工

作紧密融合，教育党员干部爱岗敬业，

通过争先创优比业绩、急难工作比担

当、外派工作比收获等方式，让党员干

部在统计调查工作中不断磨炼能力素

养。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党组书记履行

主体责任，党组纪检组履行监督责任，

党组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定期对分管

科室开展工作检查、廉洁检查，与分管

干部开展廉政谈话，深入做好廉洁提

醒，突出监督常在，坚持一严到底；更加

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防范和惩

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做到对统计数

据质量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一体推进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

假体制机制，从严整肃统计行风。

以廉为荣，打造清廉机关文化

海淀队丰富廉洁图书角、廉洁文

化墙建设，通过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的教化熏陶，打造“以廉为荣”的机关

文化。在每月党员干部轮流主讲的

读书分享和视频推介活动中，党员干

部在分享交流中接受思想熏陶，汲取

精神力量。注重沉浸式文化体验，组

织党员干部到颐和园、圆明园、香山

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廉政教育基

地参观学习，引导党员干部身临其境

接受廉洁思想教育，培育廉洁意识。

此外，还一同制作了《选择》《清廉家

风贵在“守常”》《廉洁物语》等十余个

廉洁文化短视频，并通过以廉洁为主

题的折页、绘画、摄影、海报征集活

动 ，将 廉 洁 文 化 注 入 党 员 干 部 思 想

中，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以干为本，提升道德品行修养

海淀队坚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导党员干部通过实实在在的

行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断锤炼

道德修养，培育良好品格，树新风转作

风。坚持“为民调查、崇法唯实”，引导党

员干部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义利观，切实

把为民服务、为民负责当作统计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统计服务水

平和统计服务效能，扎实推进海淀统计

调查事业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家风在

廉洁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常吹“廉

洁风”、常算“廉洁账”、常敲“廉洁鼓”，

要求党员干部及亲属自觉遵守廉洁自

律、疫情防控和意识形态等要求，讲好

家风故事，弘扬家庭“促廉、尊廉、倡廉、

助廉”的新风尚，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实起

来、强起来。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参与疫

情防控、城市清洁日、垃圾分类等志愿活

动，倡导“绿色出行”“节约用水”“光盘行

动”，为城市和谐美丽贡献力量。

海淀队深耕廉洁文化
本报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泗洪调查队开展“寻访红色革命印记

住户调查与我同行”主题党日活动，活动邀请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

队第三党支部、宿迁调查队党支部共同参与。

本次主题党日活动主要包括三个环节的内容，第一环节是集体

参观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山烈士陵园；第二环节是住户调查大

样本轮换专题宣讲；第三环节是走访观摩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新样

本家庭记账情况。

苍松翠柏寄哀思，绿水青山映忠魂。参加活动的党员们来到红

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山烈士陵园，大家驻足默哀，沉痛悼念。

通过参观革命珍贵文物、历史照片等资料，切身体会到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艰苦奋斗历程，深入了解革命先辈们无私奉献的英勇事

迹和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明白我们现在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为继

续做好住户调查工作提供精神动力。

座谈交流话初心，红色精神永传承。在应山居委会会议室，乡镇、

村居党员干部以及住户调查记账家庭共同参加了座谈会。应山居委

会党支部书记介绍了本村经济社会发展、居民收入及基层党建情况，

总队第三党支部副书记沈国权就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暨收支日记账

业务作专题宣讲，并介绍总队第三党支部党建、业务融合推进情况。

通过宣讲交流，记账户深刻明白住户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树

立了为国记账、为己理财的观念。

走访慰问显真情，入户关怀暖人心。座谈结束后，泗洪队深入

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新样本家庭开展走访慰问，为记账户送去慰

问品，并现场指导记账业务，鼓励大家把账记实、记全、记清、记好，

做到不重不漏，客观真实地反映家庭成员收支情况，并叮嘱居民注

意做好冬季疫情防护，保护好家庭和个人健康安全。 朱剑锋

泗洪队结合工作开展
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