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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乡村振兴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

一场持久战，必须坚定信心、咬定目

标，苦干实干、久久为功。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

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高度，对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点部署、提出

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三农”

工作，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

章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精神动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

律 办 事 。 正 如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所 强 调

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13 亿多人口

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

抄照搬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

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的要求做好各项重点工作：突出

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

的内涵；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

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

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

成；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向改革要动

力，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推动公

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

覆盖。同时还要看到，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打好脱贫攻坚战是优先任务。

对于贫困村和所在县乡来说，当前的

工作重点就是脱贫攻坚，必须保持目

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注意处

理好“四大关系”。即长期目标和短期

目标的关系、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

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增强群众获

得感和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处理好

这“四大关系”，就要坚持科学规划、注

重质量、从容建设，一件事情接着一件

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切忌贪大求

快 、刮 风 搞 运 动 ，防 止 走 弯 路 、翻 烧

饼。党中央已经明确了乡村振兴的顶

层设计，各地要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

实施方案，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因

村制宜，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

首 创 精 神 ，善 于 总 结 基 层 的 实 践 创

造。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新一轮

农村改革，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

支持、市场监管、法治保障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要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补齐农村

发展和民生短板，让亿万农民有更多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同时要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提脱离

实际的目标，更不能搞形式主义和“形

象工程”。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

关 键 在 党 。 乡 村 振 兴 是 包 括 产 业 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

织振兴的全面振兴，是“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三

农”工作中的体现。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

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力

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好乡村振

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

共同富裕道路；充分发挥好乡村党组

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

导班子建设强；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

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

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

只有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

的领导，提高新时代党领导农村工作

的能力和水平，才能扎扎实实把乡村

振兴战略向前推进。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

不富，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

色 和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的 质 量 。 全 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我们就一

定能不断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

篇章。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83年前，在江西南昌国民党军法
处看守所阴森的牢狱里，方志敏写下
的《可爱的中国》，洋溢着无法阻挡的
阳光与希冀。如今，那所监狱所在的
南昌市叠山路，已成为市中心的一条
繁华街道，商场、学校、银行，车水马
龙，川流不息。而今日之中国，正如烈
士当年笔下所愿，“到处都是活跃的创
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我父亲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
中国而奋斗。长期的革命斗争使他坚
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才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方志敏
的女儿方梅说。

在最后的日子里，方志敏把对党、
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化成了血铸的13
万文字。如今，《可爱的中国》手稿的影
印件和《清贫》手稿的复制件被收藏在
位于江西弋阳县的方志敏纪念馆二楼。

方志敏，1899年 8月出生，江西省
弋阳县人。1922年 8月加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1924年 3月转入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先后
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
部部长、中共江西区委工委书记、中共
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1925年冬，
被党组织派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1927年 3月到达武汉，当选为中华全
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任中共弋
阳、横峰等五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武
装起义总指挥，弋、横、德中心县委书
记、江西省委委员。1928年 1月与邵
式平、黄道等领导弋横起义，创建赣东
北革命根据地，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
军第 10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
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 10军、红 11军
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
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
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
志敏式”的根据地。

1934年 11月底，方志敏奉命率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 10军团
军政委员会主席。至皖南遭国民党军
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 7
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他带领先头部队
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
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 1月在江
西玉山陇首村被俘。被俘那天，国民
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怀
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诚如方
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
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
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
方志敏正气凛然，坚贞不屈。

1935 年 8 月 6 日，方志敏在江西
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

“今天品读方志敏的狱中绝笔，依
然能收获一份沉甸甸的感动，其文字
中体现出来的‘爱国、创造、清贫、奉献’
价值观极具现实意义。作为方志敏精
神的宣讲者，我感觉责任重大。”上饶市
方志敏纪念馆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旧
址管委会党支部书记梁霜红说，今年上
半年，包括方志敏纪念馆在内的 15处
旧址群累计接待观众 87万人次，许多
观众在参观时被感动得流泪。

在方志敏家乡弋阳县，宣传、弘
扬、践行方志敏精神已和社会经济发
展、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

正如方志敏烈士当年所愿，他曾
经流血的地方终开出了圣洁的花朵。

（新华社南昌9月30日电）

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 9 月
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
中苏拉威西省发生强烈地震及海啸
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印
尼中苏拉威西省发生强烈地震和海
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

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并通过你，向遇难
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
者和灾区人民致以诚挚的慰问。

印尼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印尼
人民遭受灾害，中方感同身受，愿根
据印尼方需要提供帮助。我相信，在
你和贵国政府坚强领导下，印尼人民
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30 日电 为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近日，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国
资委党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广泛开展向黄群、宋月才、姜开斌同
志为代表的抗灾抢险英雄群体和王
继才同志学习。

通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充分肯定了黄群、宋月才、姜开
斌、王继才同志的先进事迹，深刻指出
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应当具备的优秀品
格，鲜明昭示了新时代奋斗者矢志如
一的价值追求，深切体现了党中央对
先进模范人物的尊崇褒奖、对基层党
员干部的真情关怀，进一步丰富了合
格党员和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饱
含着对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履职尽责、许党报国的殷切期望。

通知指出，黄群、宋月才、姜开

斌、王继才同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模范践行者，是
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和时代楷模。
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他们信仰坚定、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像他们那样，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艰苦奋斗、建功
立业，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豁得
出、顶得住，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
现为行动的力量。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学习
以黄群、宋月才、姜开斌同志为代表
的抗灾抢险英雄群体和王继才同志
先进事迹，与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结合起来，与
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
新时代”活动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筑牢理想信念，敢于负
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不负党和人
民重托，不辱时代使命。

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讲话精神

方志敏：为了可爱的中国

就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地震海啸

习近平向印尼总统佐科
致慰问电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发出通知

向抗灾抢险英雄群体和王继才同志学习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9月30日是我国第五个烈士纪念日，清丰县部分中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先烈的崇高精神。⑨6 唐涛 摄

尊敬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

您好！

首先感谢您对个人所得税改革工作的

积极支持与配合！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大决策部署，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个税法）将于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为了确保您方便、

快捷、准确地办理个人所得税的相关业务，

尽早享受税改红利，现将有关事项简要告知

如下：

一、关键时点需知晓

新个税法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为让广大纳税人尽早享受改革红利，今

年10月 1日起，工资薪金所得基本减除费用

标准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每月5000元，并

按新的税率表计算纳税；个体工商户的生

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

租经营所得，也适用新的税率表，使税制改

革更好更快地贴民心、顺民意，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此，我们提示大

家，今年 10月 1日后发放的工资，财务人员

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时，一定记住，别忘

了适用5000元的新基本减除标准和新税率

表，确保让员工们及时享受到改革红利。

二、政策了解有渠道

如果您想详细了解个人所得税有关

政策，欢迎您积极参加当地税务机关组织

的免费政策培训和辅导。此外，您还可以

登录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网址：www.chi-

natax.gov.cn），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

线，或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微博、微信和

客户端，或到当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咨

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有关政策咨询服

务。

尊敬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这次个人

所得税改革时间紧、任务重，充分享受改革

红利，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将全力以

赴做好各项工作，为您提供便捷高效的纳

税服务，并持续加以改进。个税改革，伴您

同行！

再次感谢您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并向

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国家税务总局

2018年9月30日

致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一封信

（上接第一版）
“疑似危房的 1861户，改造工作

正常推进，10月 10日前可以如期完
成。”县住建局局长刘芳伟答道。

“最后一批就业奖补资金拨付明
天到位。”县人社局局长赵海生答道。

“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强调一定要统筹好贫与非贫，防止
新的分化。排查一般农户时查出 73
户大病负担较重户，228户未参加基
本医保，1709 人疑似慢性病未办理
慢性病卡，原因在哪里？”龚学超继续
发问。

“经过比对，截至今天 73户大病
负担较重户有 30户年度内自费超过
1.5万元，已转民政局。基本医保已纳
入46户，24户不愿办理，其余正在办
理。563人已办理慢性病卡，28人不
符合标准，698人正在办理，剩余420
人不愿到医院接受检查。”县卫计委健
康扶贫负责人郭慧掰着手指头说。

“对于尚未办理的要查明原因，
想办法做思想工作，鉴定检查可以根
据情况提供上门服务。”龚学超要求。

“各位乡镇党委书记，你走访了
多少贫困户，有问题的解决没有？目
前对脱贫不放心的村还有多少，怎么

变成放心村？贫困户收入达标状况
如何？逐村查看危房走了多少村？”
县委书记吴海燕一连发出“四问”。

“蓼堤镇 2763 户贫困户，还有
759户没有走完……”第一个被点到
的蓼堤镇党委书记董邵，低着头答道。

“董邵同志因连续工作过度劳
累，引发中风，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
原因可以理解。但走访进度还是慢
了，乡镇党委书记和村党组织书记遍
访贫困户的要求，必须不折不扣落实
好。”吴海燕严肃起来。

接下来的 4 名乡镇党委书记在
和县委书记的对话中，感受到的压力
不一而足。

“从今天的情况看，尽管工作有
进展，但问题仍然不少。省委书记
王国生强调，从严的标准要切实立起
来，要锻造过硬作风，这些要求要切
实落实到位。脱贫攻坚，军令如山，
现在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我们
必须严守睢县脱贫攻坚‘10条铁律’，
以拼命的精神发起冲锋！”吴海燕坚
定地说。

“我们对照作战任务书抓紧逐一
落实。”参加调度会的同志一致表示。

晚10时，调度会结束。③8

一次脱贫攻坚夜间调度会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李
红伟 徐远博）郑济铁路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9月 28日，记者从中铁二局
工程有限公司获悉，9月 27日 16时，
由该局承建的郑州至济南铁路郑濮
段站前工程 VI标 40 米简支箱梁在
原阳制梁场首架成功，标志着该段铁
路建设进入大型机械化架梁阶段。

郑济铁路是国家“十三五”重点
规划项目，是我省“米”字形高铁网络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长期铁路规划

网中山东半岛至中原及西南地区的
重要高铁通道，并与京港高铁以及京
广、京沪高铁连接互通，对于促进中
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据介绍，该标段需架设 353榀铁
路箱梁，包括344榀 40米箱梁和9榀
32米箱梁。其中，40米简支箱梁是
中国高铁重大科研创新成果的首次
工程化应用。此次郑济铁路首榀 40
米简支箱梁架设成功，为郑济铁路早
日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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