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热烈氛围中，在“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共产党迎来又一次意义
重大的盛会——

2021年 11月 8日至 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在北京召开。

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使命，此次会议重点
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百年大党

通过对历史的全面深刻总结，必将进一步凝聚共识、抖擞精
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征程上再创新的辉煌。

百年波澜壮阔，书写中华民族恢宏史诗
北京中山公园，秋光正好。孙中山先生塑像前，“振兴中

华”的呐喊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处处生机勃勃。”时隔 10年，再次

赴京参加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的孙必达感慨万千。这位孙中
山先生的后人目睹中华大地日新月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今日中国已远超先辈昔日憧憬。

山河岁月，换了人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
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曾记否，旧中国饱受欺凌，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
百折不挠，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曾记否，一穷二白岁月里，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
发愤图强，让一个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
会；

曾记否，在历史转折关头，党团结带领人民，解放思想、
锐意进取，以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让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

百年风雨，初心如一。
步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

党人，在这幅复兴长卷中写下新的绚丽篇章——
不负人民，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责任担当，打赢脱

贫攻坚战，让中华民族彻底告别绝对贫困，让千年小康梦想
照进现实；

刀刃向内，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果敢决绝，深
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展开新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空前反腐斗争；

临危不惧，以超凡勇毅和智慧，带领人民万众一心、取得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战胜一系列风险挑
战；

放眼未来，以谋定长远的战略眼光，适应把握引领经济
发展新常态，提出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

面向世界，以兼济天下的宽广胸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人类向何处去”；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
就。

迈向伟大复兴，制度保证更为完善——
金秋十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在

京召开。
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目光深远：“制度

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
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

回望百年，从陕甘宁边区的“豆选”，到确立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再到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中国
共产党人对制度的完善、对道路的探索从未止步。

步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制度”为钥破解时代挑
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划时代的气魄推出 336项重大
改革举措，致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 13个方面显著优势，描绘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图谱。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
凭借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面对世纪疫情突袭，“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战
略布局迅速形成，在“三重严重冲击”下取得“三个率先”的中
国奇迹；面对脱贫攻坚底线任务，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尽锐
出战、举国齐心协力，如期攻克贫困堡垒……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
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以“中国之制”为基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两大奇迹”举世瞩目，“中国之治”不断开辟新境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迈向伟大复兴，物质基础更为坚实——
一个历史的巧合近日在朋友圈“刷屏”：今年10月16日，

3名航天员搭乘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向太空飞驰而去；18年
前同一天，航天员杨利伟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顺利返回；57年前这一天，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首颗
原子弹爆炸成功。

偶然背后是历史的必然。
从一穷二白起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

的第一“引擎”，从火柴铁钉都依赖进口到世界第一制造大
国，从八成人口是文盲到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
系……曾经举步维艰的社会主义中国，而今巍然屹立于世界
东方。

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拥有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
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编织全球最大的高速铁
路网、高速公路网……百年前一派衰败凋零的中华大地，今
天一派欣欣向荣。

天翻地覆慨而慷！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气概，书写

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走向伟大复兴，精神力量更为主动——
跨越万里之遥，冬奥会火种自希腊抵达“双奥之城”——

北京。
（下转第三版）

继续奋斗，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写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

新华社记者

（全文详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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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霏霏，秋种当时。贵定县盘江镇的大坝里，成片的
油菜苗长势喜人，这些绿油油的苗子，将穿越凛冬，变成来
年春天里最美的风景。

“观光道沿路一带，我们种植有五彩油菜花，明年3月，
游客们将能欣赏到一片姹紫嫣红。”盘江镇党委书记刘勇指
着一望无垠的油菜坝区告诉记者。“十四五”期间，盘江镇将
依托“金海雪山”旅游景区申报创建 5A级景区，同时，改变
音寨景区以前的经营模式，让群众参与其中，创建千户布依
寨的3A级景区，把盘江镇打造成为生态宜居的康养小镇。

“旅游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我们近年来的重点目
标。”刘勇介绍，在发展旅游产业化的过程中，盘江镇将守好
山、水、坝区三条底线。“我们将守住坝区的底线，坚持以粮
油生产为主，同时守护好生态环境，保证山不受破坏，河流
不受污染。”刘勇说。

潺潺流水、宽广大坝、别致村寨、浓郁民俗，拼成了一幅
秋日里的美丽乡村图景。依托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盘江镇
的乡村旅游可见一斑。“今年国庆期间，盘江镇的旅游人次
达到了 30万。”刘勇说，接下来盘江将按照“农业+旅游”的
发展思路，加快盘江农业生态旅游产业园区建设，努力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

未来盘江镇将以“金海雪山”旅游景区为核心，发展洛
北河流域串珠式的乡村旅游，带动全镇旅游线路的延伸，旅
游内涵广度的扩张。

“金海雪山”的美丽风景，只是黔南秀美风光的一角。
从乡村旅游到天文研学，从生态美景到影视热地，近年来，
黔南旅游业在转型升级中发展风生水起，一路高歌。

为推进旅游产业化，黔南各县（市）纷纷结合自身资源
禀赋和发展优势，在全省、全州大局中找准自身角色定位，
推动旅游业差异化、互补性发展。

荔波县做足世遗山水文章，推动目的地景区向综合旅
游目的地转变，巩固贵州南部旅游龙头地位，打造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努力在全省作示范、树标杆，并

联动三都水族自治县，重点打造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民族
文化体验等产业集群；龙里县依托区位优势，全力打造“黔
中旅游集散地、黔中城市会客厅”，联动贵定县、惠水县、长
顺县，重点打造环贵阳乡村休闲产业集群，确保4个县旅游
业各项指标在黔中城市群中居于前列；都匀市用好康养、影
视文化等资源，打造贵州南部休闲康养和文体旅深度融合
示范区，联动独山县发展休闲度假和康养旅游产业集群；平
塘县依托中国天眼，联动罗甸县、惠水县打造天文科普+山
地旅游示范带，成为贵州旅游新的增长极，重点培育科普研

学、避寒旅游、康养度假、户外运动等产业集群……
目前，全州12个县（市）均已分别召开了旅游产业化工

作推进会。各地结合实际，细化落实省委、省政府的新要求
和州委、州政府的新安排，聚焦高质量、“两提升”，围绕黔南
旅游举什么旗、打什么牌，怎么布局、如何支撑，旅游业态如
何支撑、特色如何彰显，旅游市场瞄准什么地区、盯住哪些
群体的具体问题，在全州形成一盘棋,推进旅游产业化的新
开端、新局面。

转型升级推进黔南旅游大提质
本报记者 蒙帮婉

本报讯 11月5日，我州召开2021年下半年煤炭安全生产
暨电煤保供工作约谈会，通报全州煤矿安全生产及电煤保供
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今冬明春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电煤工作涉及能源稳定和民生保障，是全州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重要基石。全州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省
委省政府电煤保供工作相关要求及年度任务完成情况，将
2700吨/天的电煤供应任务分解到各县（市）。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逐级压实工作责
任，务必紧盯目标、保质保量落实电煤保供任务。要强化工
作措施，督促各县 （市） 尽快成立工作专班，派员驻矿监
管，坚持每天精准调度，确保“颗粒归仓”供电煤。要始终
绷紧安全生产之弦，不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完善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健全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强化行业内部监督，确
保今冬明春煤矿生产安全稳定。自本周起，全州要进一步执
行“日调度，周考核、周约谈”工作机制，每周任务排名后
两位的县（市）启动约谈、问责等考核措施。

会上，瓮安县、福泉市、平塘县汇报下半年煤矿安全生
产及电煤保供工作开展情况，其余县 （市） 就下步工作打算
作交流发言。

州直有关部门、各产煤县（市）及煤炭行管部门参会。
（岑帅 本报记者 姜来）

我州安排部署今冬明春

煤炭安全生产及电煤保供工作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一书，近日由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
重要文稿50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积极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
民主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更加广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
开，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民族宗教工作创新推进，有力促
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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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出版发行

高擎命运与共旗帜 指引共同发展方向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世界感召力

导 读导 读

本报讯 11月7日，州委常委会举行专题学习会议，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和“牢记殷切嘱托、忠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
专题教育第三十三次集中学习。

州委书记、州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唐德智主持，
州委副书记、州长、州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钟阳，州
委副书记、州委政法委书记肖发君，州委常委，州政府有关负责
同志参加学习。

会上，大家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问答》《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
历史论述摘编》《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部
分篇章。

据了解，此次专题学习会，重点围绕党的百年历史和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展开，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努力把
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州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本次专题
学习会是11月份第二次集中学习。

州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本报记者 黄颂凯）

州委常委会举行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 11月4日，广州市爱心企业捐资援建三都县学校
“澡堂计划”第一期项目竣工仪式在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打
鱼民族学校举行。“澡堂计划”第一期项目包含 5所学校，共
投资近 70万元，分别是打鱼民族学校、都江民族小学、羊福
民族学校、高硐小学和大河中学，5所学校在校生3618人，截
至目前，各项目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切实解决了学生长期以
来无地方洗澡的难题。

“澡堂计划”是东西部协作的一次创新，即为山区寄宿孩
子建造澡堂，解决孩子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帮助孩子们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文明健康意识，构建自信阳光的心理，
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此前，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广州
工作组通过调研走访发现黔南各中小学校的办学基础条件得到
了极大改善，但普遍缺乏学生澡堂，特别是寄宿制的留守未
成年人，面临周末回家才能洗一次澡等问题，长此以往将严重
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于是“澡堂计划”应运而生。

2021 年“澡堂计划”项目首先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开展，
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广州工作组、三都工作队通过现场调
查、详细了解学校地址、办学规模、寄宿的留守未成年人数
量、澡堂建设规模的需求以及基础条件、资金需求后，按照需
求急缓程度进行合理排序，指导制定项目实施计划，引导东部
爱心企业和个人，采取捐赠方式开展精准募捐，经过各方共同
努力，这5所学校澡堂项目终于顺利竣工。

据了解，广州工作组将借助东西部协作机制，动员更多的
广州爱心企业和人士积极参与，以这5所学校澡堂项目实施方
案作为样板，为三都全县所有有需求的学校推行实施“澡堂计
划”项目，预计总投资近200万元，计划到2022年3月全部完
成建设。

（本报记者 石学业）

广州企业捐资援建三都学校

“澡堂计划”一期项目竣工投用

一艘游船行驶在绿博园湖面上
本报记者 肖伟 摄

游客在罗甸县大小井景区游玩 本报记者 肖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