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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055型驱逐舰南昌舰入列

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
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
党的建设，明确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
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要
求，进一步警醒和鞭策全党同志以彻底
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违背初心和使命
的各种问题，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
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
出来的。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
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回顾党的
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
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
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为我们党
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
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
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
史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
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
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
自我修复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
效显著，全国人民给予高度评价。这次
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达到了预期目
的，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也要看到，党
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
停、歇一歇的想法。当前，少数党员、干
部自我革命精神淡化，安于现状、得过
且过；有的检视问题能力退化，患得患

失、讳疾忌医；有的批评能力弱化，明哲
保身、装聋作哑；有的骄奢腐化，目中无
纪甚至顶风违纪，违反党的纪律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古人说：

“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
莫如欲。”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
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
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
只有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
入，切实解决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
题，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
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才能把党建设成
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
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全党同志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必

须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
革命斗志，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
利武器，驰而不息抓好正风肃纪反腐，
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坚决同一切可
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现象
作斗争，荡涤一切附着在党肌体上的肮
脏东西，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力。

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
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在新的征
程上，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
我革命，我们就一定能不断纯洁党的思
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
党的肌体，在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
大社会革命中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
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
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
获得发展、赢得胜利。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安不忘
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警
醒，不断振奋精神，勇于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动员党员、
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更
加自觉地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努
力奋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很强的
现实针对性。

非自我革命不足以成其事，无抖擞
精神不足以发其新。这次主题教育，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得到提振，推动了改

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自去年 5 月底
以来，广大党员、干部以刀刃向内的精
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叩问初心变没
变、使命担没担，增强了为党分忧、为国
奉献、为民造福的责任感，强化了坐不
住的紧迫感，激发了只争朝夕、奋发有
为的干劲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
神。坚持把主题教育同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同破解改革发展
稳定突出问题和党的建设紧迫问题结
合起来，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结
合起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
脱贫攻坚，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
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
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
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
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

复杂。换句话说，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
伟大目标，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
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今天，我们讲的
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
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
衡量党员、干部有没有斗争精神、是不
是敢于担当，就要看面对大是大非敢不
敢亮剑、面对矛盾敢不敢迎难而上、面
对危机敢不敢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不
敢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不敢坚决
斗争。

现在，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
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同程
度存在。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

“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
信 奉“ 多 栽 花 少 种 刺 ，遇 到 困 难 不 伸
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
争功不想揽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

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
到 矛 盾 惊 慌 失 措 ，遇 见 斗 争 直 打 摆
子。这哪还有共产党人的样子？！缺
乏斗争精神、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
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温室
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怠者干不成宏
图伟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
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
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敢字为
先、干字当头，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
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
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
前、建功立业。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以身许
国，何事不敢为？发扬斗争精神，勇于
担当作为，在哪个岗位就把哪个岗位的
事情干好，履行什么职责就把这个职责
完成好，我们就能胜利实现各项目标任
务，以今天的奋斗成就明天的光荣！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发扬斗争精神 勇于担当作为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 1月 1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2日致电海赛姆·本·塔里克·赛

义德，祝贺他继任阿曼苏丹国新任苏丹。
习近平表示，中阿建交以来，两国

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彼此成为相互信赖
的战略伙伴。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

展，愿同海赛姆苏丹一道努力，推动两
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 12日就阿曼苏丹卡布斯不幸逝世向
阿曼新任苏丹海赛姆致唁电。习近平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

卡布斯苏丹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卡布
斯苏丹亲属及阿曼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卡布斯苏丹是阿曼卓
越领导人，为推动阿曼发展建设、维护

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作出了重要贡
献，深受阿曼人民敬仰和爱戴。卡布斯
苏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推动中阿
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促进两国各领域务

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作出了积极
贡献。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珍视中阿
友谊，我深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阿
战略伙伴关系一定会取得新发展。

据新华社基辅1月12日电（记者李
东旭）据乌克兰总统网站消息，伊朗总统
鲁哈尼 11日晚与乌总统泽连斯基通电
话，鲁哈尼对“非故意”击落乌航客机表
示道歉，并表示将依法处理相关责任人。

鲁哈尼首先代表伊朗人民表示道
歉。他承认，坠机事件完全是伊朗军方
的错误行动造成的。乌克兰专家组将
获得一切必要支持，以便伊乌双方在法
律和技术层面有效合作处理善后。鲁
哈尼表示，他将下令尽快向乌方移交乌

遇难人员遗体。
泽连斯基指出，有证据表明乌航客

机在被击落前是严格按国际飞行规则
和机场指示飞行的，伊朗承认误击乌客
机为进一步调查铺平了道路，需尽快确
认遇难者身份并将乌方遇难者遗体运
回乌克兰。

泽连斯基说，1月 19日（东正教主显
日）以前将乌方遇难人员遗体归还乌克
兰非常重要，乌外交部将向伊朗提交一
份工作清单，其中包括法律和赔偿问题。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 1 月 11 日电
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 11日在土耳
其西部爱琴海海域沉没，造成 11 人丧
生，其中包括 8名儿童。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 11日报
道，这艘非法移民船在土耳其西部伊兹
密尔省切什梅市附近海域沉没。土耳
其海岸警卫队接到报警后赶往出事海
域，救起 8人并打捞起 11具遗体。

报道说，获救者说船上共有 19人，

这些非法移民的国籍尚不清楚。
2016年 3月，土耳其和欧盟就非法

移民管控问题达成协议，经由土耳其偷
渡到欧洲的非法移民人数一度大幅下
降，但爱琴海仍是非法移民经由土耳其
偷渡到欧洲的重要通道。据土耳其海
岸警卫队公布的数据，2019 年土耳其
共拦截 6 万多名试图经由土耳其前往
希腊的非法移民，比 2018年增加 3.5万
多人。

新华社渥太华1月11日电（记者李
保东）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11日与伊朗总
统鲁哈尼通电话，要求伊朗方面彻查其
导弹“非故意”击落乌克兰客机一事。

特鲁多在 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伊朗承认其导弹“非故意”击落乌
克兰客机一事对遇难者家属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一步，但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特鲁多表示，必须进行全面、彻底
的调查，以“弄清这起悲剧是如何发生
的”。鲁哈尼在电话中承诺将对这起事
件进行进一步调查。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军方发表声明

说，8 日在伊朗境内坠毁的乌克兰客机
是被伊朗军方“非故意”击落，这一事故
系“人为错误”导致。

本月 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
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在
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遭美军空袭
身亡。伊斯兰革命卫队 8 日凌晨向驻
有美军的两个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了
数十枚导弹进行报复，但并未造成美方
人员伤亡。8 日早晨，乌克兰国际航空
公司一架波音 737-800 客机从德黑兰
霍梅尼国际机场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
167名乘客和 9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伊朗总统致电乌克兰总统
承诺依法处理客机事件责任人

一艘非法移民船在土耳其西部海域沉没
11人丧生

加拿大和伊朗领导人
就乌克兰客机被击落一事通电话

习近平向阿曼新任苏丹海赛姆致贺电

习近平就阿曼苏丹卡布斯逝世 向阿曼新任苏丹海赛姆致唁电

新华社青岛 1 月 12 日电（樊 永
强、李唐）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055型
驱逐舰首舰南昌舰归建入列仪式 12
日上午在青岛某军港码头举行。

军港内，南昌舰满旗高挂，官兵分
区列队，精神抖擞。 9 时许，仪式开
始。海军领导宣布南昌舰归建入列和
舰名、舷号，向南昌舰舰长授予军旗、
向舰政治委员颁发命名证书。随后，
南昌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全体
人员高唱国歌。南昌市、北部战区海
军、海军领导先后发言。

南昌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055型
万吨级驱逐舰首舰，先后突破了大型
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
一系列关键技术，装备有新型防空、反
导、反舰、反潜武器，具有较强的信息
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南
昌舰 2017 年 6 月 28 日下水，2019 年 4
月 23 日参加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
年海上阅兵活动。南昌舰的入列，标
志着海军驱逐舰实现由第三代向第四
代的跨越。

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海军和
南昌市、青岛市领导，部队官兵代表等
参加仪式。图为 1 月 12 日，南昌舰官
兵在入列仪式前分区列队。

（上接第一版）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
标是：全省生产总值增长 7.5%，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10%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9.5%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长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财政收入增长保持
上年水平，城镇新增就业 63 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居民消费
价格涨幅 3.5%左右，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0.5 个百分点以上，现
行标准下剩余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降低完成国家下达目标任务。

李国英说，今年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高、挑战多、任务艰巨。必须贯彻落实
中央及省委的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结果导向，着力抓好以下重点
工作：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做好
强实体稳增长工作；加快提升创新能
力；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
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重点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更高水平开
放；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安徽。

李国英指出，面对更加艰巨繁重的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强政
府自身改革，加快构建职责明确、依法
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大力建设人民满
意的服务型政府。优化职责体系，严格
依法行政。健全协同机制，提高行政效
能。强化制约监督，恪守清正廉洁。坚
持实干兴皖，勇于担当作为。

李国英最后强调，为政之要在于人
民至上，成就梦想唯有干字当头。让我
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安徽省委坚
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决战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开创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大会审查了安徽省 2019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
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了安徽省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

列席本次全体会议的有：省人民政
府组成人员；在皖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出席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的委员，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

根据有关规定，有部分公民旁听会
议。 （转载自《安徽日报》）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隆重开幕

（上接第一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过去
一年，省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重要指
示，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以
昂扬奋发的姿态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担当作为的自
觉履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赋予的使
命，以务实有效的方式纪念地方人大设
立常委会 40周年，创造性地做好立法、
监督等各项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加快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
徽作出了新贡献。安徽地方人大实践
充分展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巨大
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砥砺前行路，万众一心加油干。今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打好基础，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我们要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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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贯彻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按照省委十届十次全会和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紧扣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
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打好
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高
质量推进五大发展行动计划，统筹推进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保稳定，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圆满收官，加快建设现代化五大发
展美好安徽。

初心不改坚如磐，使命在肩重如
山。我们坚信，与会省人大代表一定会
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守初心、
担使命，旗帜鲜明讲政治，胸怀全局谋大
事，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
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为全面建设现
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作出更大贡献。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转载自《安徽日报》）

决胜全面小康 实干笃定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