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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在

“7·26”重要讲话中深刻揭示了党同人
民的关系，蕴含着浓浓的为民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生动诠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政治情怀。

5年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秉持
执政为民的赤子之心，行进在新的“赶
考”路上，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最鲜明特征。

坚持人民立场——把人民
放在最高的位置，是中国共产
党人矢志不渝的政治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顶层设计，
无处不在蕴含着大写的“人民”两字：

脱贫攻坚——“决不能让老区群众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立下
愚公志、打好攻坚战，让老区人民同全
国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

深化改革——“做到老百姓关心
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
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
更多获得感”；

推进法治——“要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
正义”

……
坚持人民立场，不仅要看民生改

善的目标是否“更高”，也要丈量党同
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否“更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八项规定
到反“四风”，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从雷霆反腐到扎紧制度的笼
子，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行动，
锤炼了党性，净化了风气，赢得了民心。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这是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执着追求。焦裕
禄、孔繁森、沈浩、杨善洲、廖俊波……一
个个闪光的名字，如同一支支闪亮的
火炬，汇聚成人民政党的磅礴力量，诠
释出人民至上的丰富内涵。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
说：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
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
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践行人民共享——勾画
发展蓝图为民谋福祉，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河南兰考，焦桐树枝繁叶茂，有不
少群众驻足留影。

可以告慰老书记焦裕禄的是，
2017年3月，兰考县告别贫困县序列。

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
亿万百姓奔向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作出
的动员令和庄严承诺，书写着人民共
享这一宏大主题。

共享，意味着守住民生底线，在全
面小康路上不能让一个人掉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社
会政策托底，坚守民生底线思维，拉着
困难群众的手一起奔小康。

共享，重在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

党和政府一边努力做大发展的
“蛋糕”，一边举起公平的改革“餐刀”，
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获得应有成果。

共享，不仅要共享物质财富，还要

共享文化成果——
民族复兴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

量，建设丰饶的“精神家园”，能使幸福
有着更坚实的依托。

河南开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委书
记蔡松涛说：“兰考文化馆、图书馆如
今都免费对群众开放，去年我们还拿
了 300万元给文化场馆装了空调，不
能让孩子们汗流浃背地读书。”

把人民的“小事”放在心上，把人
民的“福祉”作为担当，这正是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彰显公平正义，凝聚起人民团
结奋进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蔚
为壮观，基层群众自治生机勃勃，司法
改革举措频出，让人民民主在中国大
地根深叶茂，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洒满
每个角落。

“中国式商量”，寻求“最大公约
数”——

无论是议事殿堂里的参政议政，还
是基层议事会、圆桌问政会里的讨论争
论，都通过协商民主寻求最大的共识
度，以民意的广度提高决策的准度。

基层群众自治，用群众习惯的方
式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

在郑州花园路街道办事处通信花园
社区，活跃着一支“银发调解服务队”。

自2015年成立以来，他们已先后
成功调解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案例
80多起，为社区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
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我的家园我做主”。加强基层群
众自治，用群众习惯的方式来解决群
众身边的问题，极大地增强了居民参

与的信心和热情。如今，以村（居）民
议事会理事会、小区协商、决策听证等
形式，以民情恳谈日、村（居）民论坛等
为平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满活力。

让公平正义不迟到、不缺席——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

来，强力推进依法治国，打出一系列着眼
于保障审判权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监
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法律公正实施的
司法改革“组合拳”，让司法公正越来越
成为人民群众具体而又真实的感受。

回应人民期盼——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
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
活显著改善。“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
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
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
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生动诠释出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

不断满足民生新期待，就要牢牢
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
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不断满足民生新期待，就要树立
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的新理念。

不断满足民生新期待，就要继续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加固民生领
域改革的四梁八柱，为亿万人民的幸
福生活提供最坚实的依托。

同心合力，继往开来。我们相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亿万人民众志成城、接力奋
斗，以“钉钉子”精神，撸起袖子加油
干，定能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座谈会，同中央党

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畅谈交

流“县委书记经”。座谈中，总书记同大

家讲起了山西右玉县委一任接着一任

带领人民群众治沙造林的故事，要求大

家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像接力

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

——题记
扎根还是搬离？这是60多年前摆

在中共右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
面前的一张考卷。位于晋蒙交界、毛乌
素沙漠边缘的山西省右玉县，向来是
大风口，解放初期林木覆盖率不到
0.3%，可谓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曾
有到此饱受其苦的外国专家断言，这
里不适宜人类居住，建议举县搬迁。

“要想风沙住，就得多种树”——张
荣怀和当地干部群众经过深入调研后
如此作答。自张荣怀起，右玉县二十任县
委书记展开绿色接力，率领干部群众坚持
不懈植树造林，一干就是60多年，林木覆
盖率如今已达54%，近2000平方公里荒
芜的塞上高原奇迹般变成了绿色海洋。

一棵接着一棵栽
一任连着一任干

狂风肆虐，黄沙漫卷。右玉人就是

那一棵棵小老杨，耐寒抗旱，代代扎根，

筑起锁住风沙的绿色长城。

——题记
单棵看上去，不够高大粗壮，但树

冠独立倔强。学名小叶杨的这种乡土
树，右玉人亲切称之为“小老杨”，它根
系深长，耐寒耐旱。

正是有了这一棵棵小老杨，右玉
才挡住了从年头刮到年尾的大风沙。

1949年，首任县委书记张荣怀上
任，看到的是“十山九秃头”的荒凉。

在一个长满小老杨的偏僻山沟，
张荣怀找到了答案：农民说，有了树的
保护，粮食收成比别处高几成。

他带领干部，前往右玉苍头河边，
种下了第一棵小老杨……由此展开了
一场豪气壮阔的绿色接力。

1953年，第二任县委书记王矩坤
面对的是一场罕见春荒，国家下拨了
40万公斤玉米。王矩坤和班子成员商
量：村民每种一亩树，发给 8.5公斤玉
米，让“救灾粮”变成“植树粮”。

第十四任县委书记师发，在省里
主动立下绿化军令状，如不能率先达
标，愿就地免职。

为了植树，他们忘我投入，一张蓝
图干到底——

右玉探明煤炭储量达34亿吨。上
世纪八十年代末，山西很多县市搞煤
炭开发。第十二任县委书记袁浩基却
没有盲目跟风，他疾呼：“绿色不进，风

沙就进。耽误植树就是罪人！”
第十三任县委书记姚焕斗，即将

调到另一个县时，又返回办公室，拿上
那把已被磨短了一寸的铁锹，摘上几
片树叶，才恋恋不舍离开。

第十七任县委书记赵向东，离任
时最后一件事是参加义务植树；在植
树现场与第十八任县委书记陈小洪进
行工作交接……

经过近70年不懈努力，右玉林木覆
盖率从不到0.3%扩大到现在的54%，硬
是将一个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

干群团结如一人
咬定青山根连根

绿进一尺，沙退一寸，右玉人就是有

股“莜面愣子”劲，朴实坚韧，百折不挠。

——题记
右玉人就靠一把铁锨两只手，栽出

了150万亩的绿色面积。黄沙洼、铁山
堡、老虎坪、杀场洼、盘石岭、滚石沟……
一个个听上去肃杀荒凉的地方，一一被绿
色征服。右玉人这股不服输的“莜面愣
子”劲儿到底从哪里来？或许是身上流
淌的戍边后人的血液，或许是西口古道
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但右玉百姓
说，干部在前面带头，群众再苦也会跟上。

在这场绿化长征中，人们总能看到干
部身先士卒的身影，有人甚至付出生命。

95岁的伊小秃只要伸出手，所有
人都会被震撼，十个手指关节因拿镐
头刨土被震得粗大变形。当年担任北
辛窑村支书的他带着村民硬是种起了

4000多亩树，建成三道防风林。
威远堡村党支部书记毛永宽，每

次带村民植树前，总先自己干，不顾头
疼发烧坚持植树，一次昏倒后再也没
醒来。送葬时，媳妇糊了个纸铁锹要
放进棺材，“他一辈子就惦记铁锹。”

……
近70载耕耘，植出了干部群众鱼

水情，植出了风清气正好生态。

为民初心不改
奋斗未有穷期

林涛翻卷，繁花遍野。右玉人再次

跃上马背，策马奔腾。

——题记
新时期的右玉如何坚持、弘扬和发

展“右玉精神”，秉持为民初心，继续带
领群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万众期盼。

2016年初，以第二十任县委书记
吴秀玲为班长的新一届右玉县委，从
前任手中接过绿色接力棒。在“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论断指
引下，开启二次创业新征程。

在持续推进造林绿化、提档升级的
同时，不断追求“彩化”“财化”——右玉
今年种了6万亩油菜花。除了传统的松
树，还种上了连翘、丁香、玫瑰等彩色植
物以及具有观赏价值和经济效益的中药
材，让植物成为强县富民的“美丽”资本。

变生态资本为经济资本，化生态
优势为经济优势，全力发展生态文化
旅游——右玉赛马已在业内知名，每到
周末就有数千名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筑牢脱贫攻
坚之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全
县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培育中药
材、沙棘等产业，提升优质土豆、燕麦等
传统种植业水平，并对每位建档立卡贫
困户补助，发展羊、驴等养殖业。

时序轮转，又一个清晨来临，朝阳
在右玉县城南端的小南山公园洒下一
片金辉。60多年前种植的小老杨依然
茂盛，周边已种满了樟子松、油松，新
一轮的“绿水青山”正在接续——

清风拂来，林涛阵阵，仿佛是对“右
玉精神”无言的宣示：执政为民，这是共
产党人矢志不渝的政治情怀；绿色发展，
这是努力实现生态文明的创新理念；迎
难而上，这是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胸襟
气概；艰苦奋斗，这是自强不息锐意进
取的本色体现；久久为功，这是不计名
利一脉相承的使命担当；利在长远，这是
立足当前放眼未来的价值追求。

右玉精神，就是穿越时空、历久弥
新的时代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生动体现！

公园山顶，由人字形树根托起、象
征春夏秋冬的四棵大树雕塑组成的绿
化丰碑，在朝霞中愈显巍峨。

丰碑基座正面、西面、北面依次镌
刻着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右玉绿化100
多位功臣名字和描述植树造林事迹的
《右玉绿化赋》。

基座东面，留出空白——右玉人
说，这里期待后来者把绿色发展事业
书写得更加精彩……

（据新华社太原8月22日电）

据新华社天津8月22日电 8月
22日上午，第十三届全运会全运村正
式开村。全运村在餐饮、文化、安保、
出行等方面采取了多项举措，为全运
会的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据全运村执行副村长李丽君介
绍，此次全运村分为运动员村、技术
官员村、媒体村三个区域，三个区域
试运行状况良好。

截至开村当日上午，统计全村已入

住2661人，其中运动员1899人。22日
登记入住348人，其中运动员144人。

据悉，全运村日入住人数将在开
村后三天左右达到峰值，为此，各相关
责任部门在组委会协调下推出多项举
措保障全运会期间后勤服务质量。

全运村开村后将为近1.8万名运
动员、技术官员和媒体记者提供服
务，各相关部门已对可能出现的情况
做好了各项预案。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2日电 记
者22日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了解到，食药监总局会同财政部近
日发布新修订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举报奖励办法》，该办法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办法根据各地举报奖励实
施情况，将单次举报奖励限额从原先
的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进一步鼓
励群众举报，增强举报积极性。

办法规定，举报食品（含食品添
加剂）生产、经营环节食品安全方面

违法行为以及药品、医疗器械、化妆
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等环节产品
质量安全方面违法行为的，应当按照
该办法予以奖励。

办法设立内部人员举报奖励机
制。根据办法，研制、生产、经营、使
用环节内部人员举报的，可在奖励标
准上追加奖励金额。办法同时明确，
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
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泄露
举报人的相关信息。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述评之六

“右玉精神”的接力传递

全运村正式开村

《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修订发布

单次举报奖励限额提至50万元

8月 22日，六集政论专题片《法
治中国》播出第五集《公正司法》
（下）。该集解说词摘发如下：

针对过去一些有案不接、接报案

后不依法受案立案等问题，2015年 12

月，《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

度的意见》出台。意见明确规定，对于

群众报案、控告、举报、扭送，违法犯罪

嫌疑人投案，以及上级机关交办或者

其他机关移送的案件，属于公安机关

管辖的，公安机关必须接受，不得推诿。

截至目前，全国省级公安机关都

已出台受案、立案改革实施意见，16

个省级公安机关增设了案管机构，使

受案立案工作更加规范、高效、便民、

公开，提升了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公开，

可以有效促进公正廉洁司法，让群众看

得见、感受得到司法的进步。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司法机关以改革为动力，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着力构建起开放、

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2014 年 1 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

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

识，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

败无法藏身。 （据新华网）

《法治中国》(第五集)解说词摘发

美国时间8月21日，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全食在美国上演。本次日全食
最长见食点位于美国中东部。图为人们在美国佐治亚州雷本盖普观看日全
食。本图为拼图。 新华社发

拼版照片：山西省右玉县右卫老城北城墙一带治理前后对比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李凤虎
孙欣）8月 21日和22日，政论专题片
《法治中国》播出《公正司法》上下两
集，展现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
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
革、追求公平正义的伟大实践。该系
列专题片在河南政法战线引起强烈
反响。

广大干警纷纷表示，要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将
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各项改革部署上
来，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贯彻落实，确保
司法体制改革政策落地见效，让公平
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群众的心田。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司法改
革追求的目标。”安阳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曹忠良表示，“我们将紧紧围
绕法治安阳建设这一目标，将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持续
深化执法司法公开，以公开促公正，
以公正促公平，统筹推进司法体制改
革，着力构建阳光执法司法新机制，
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扎实推进依
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
解矛盾、维护稳定，努力形成自觉守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
氛围。”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
长李剑非说：“必须全面推进以审判
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河南法院
在全国率先落实错案终身问责，将每
年的5月 9日确定为全省法院‘错案
警示日’，连续七年开展警示教育；制

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22项规章
制度，夯实了防范冤假错案的基础，
许多内容被两高三部所采纳。广大
法官对冤假错案危害性的认识越来
越深刻，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进一步
增强，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理念真
正得到了贯彻。”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处
长杨飞说：“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司
法中，不仅参与刑事诉讼，还肩负着
对每个刑事诉讼环节依法监督的职
能。我们必须强化自身建设，加强司
法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严格落实司
法责任制的相关规定，充分发挥检察
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审前过滤作用，
主动提前介入侦查，积极引导侦查取
证，防止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进入审
判环节，坚守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
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
义。”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法
官赵斌说：“作为一名法官，我亲身经
历了立案登记制改革、繁简分流改革
以及执行攻坚战。见证了立案难成
为历史，群众的诉权得到了极大维
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日趋有机统
一，我深感自豪和使命的光荣。”

法律援助对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
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起着重要作
用。登封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高伟丽
说：“今年1至8月份，我们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1648起，为困难群众挽回损失
300多万元。我们会持续提升法律援
助质量，让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众享受
到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③6

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在河南政法战线引起强烈反响

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群众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