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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就

“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行集体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凸显了坚持和贯彻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极端重要

性。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

理解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科

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以高度的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

觉抓好贯彻落实，始终把马克

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始终坚

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武装党员干部，持续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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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张金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河

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工程技术中心主任。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第二届全国创新

争先奖等。

我们展开中国的版图，把五大战
略都放在版图上就可以看到，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好居于中
间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说，一部治
黄史就是一部治国史。从汉武帝的瓠
子堵口，到清康熙皇帝把河务漕运刻
在宫廷的柱子上，充分表明治理黄河、
保护黄河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下
面我重点跟大家交流三个部分。

人民治黄的辉煌成就

黄河历史上洪水灾害十分严重。
有记录的历史，从周定王五年也就是
公元前 602 年到 1938 年的 2540 年
间，黄河大的决口有 1590 次，大的改
道有 26次，这就是所谓的“三年两决
口、百年一改道”。1938年，国民党扒
开了黄河花园口，给河南、安徽、江苏
的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国民
党救灾署统计，当时死亡人数是 89万
人，89万人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米
排一个人，排到北京还排不完。我们
都看过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岂不
知我们黄泛区的老百姓闯了关西，这
关西指的就是潼关。到现在为止，西
安的道北区还说着河南话。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在党的领导下，
经过艰辛的努力，初步形成了“上拦下
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创造
了黄河70年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

管理黄河可以体现政府的管理能
力，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从 1999年开始，对黄河实施了全河水
量统一调度，整个河口开始向好发
展。大家在报纸上可以看到报道，今
年黄河河口绝迹多年的鱽鱼又重新出
现了。众所周知，黄河水少沙多、水沙
关系不协调是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所
在。黄河地表来水量只有 580亿立方
米，而输沙量是 16亿吨，相当于打一
道断面一米见方的土堤，可以围绕地
球赤道转 27圈，这就是黄河一年的输
沙量。2002年以来，我们实施了20次
调水调沙，对黄河下游全线冲刷，累计
冲刷泥沙 30亿吨，黄河下游主河槽下
切了2.5米，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在人
为的干预下黄河整个河床下降了。这
表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么
复杂难治的河流才能向好的方向发

展。按照目前的科学治理方略，黄河
一定能走向长治久安。

幸福河的深刻内涵

2019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上指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
幸福河。幸福河的内涵应该包括河流
健康和人民幸福两个方面。对于人类
而言，如果把我们生活的地球划分为
两部分，一部分是自然系统，另一部分
是人类经济社会系统。大家都知道，
河流是自然的，它没有感知功能，衡量
河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健康。而幸
福是对于人类而言的，幸福河就是河
流在维持自身健康的基础上，能为整
个流域的人民持续提供优质的生态环
境和社会服务，提高人民的安全感、获
得感和幸福感，能支撑整个流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河才是幸福河。因
此，幸福河首先必须是一条安澜、健
康、惠民的河。所以对黄河而言，就要
确保大堤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水质不
超标、河床不抬高，这是幸福河的基本
前提，也就是基础。

实施重大国家战略的构想

我们河南比较关心的是以黄河滩
区综合提升治理为重点，打造黄河下
游的生态廊道，带动经济绿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要分类
施策。对河南而言，分类施策就是要
构建“高滩筑岭安居、二滩生态集成、
嫩滩生境成廊、主槽水沙畅通”的生态
格局，让人们守着黄河、亲河近水，真
正体会到它是一条幸福河。保护传承
黄河文化是建立民族自信、实现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建设
国家黄河文化公园，这个公园的核心
部分一定是在河南。同时，要建立国
家黄河文明博物馆，大力开展黄河流
域文化遗迹的宣传、研究和展示工作，
打造国际传播平台和既有民族文化底
蕴又有时代精神的旅游产品，形成贯
穿整个河南全境的文化旅游带，推动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是重大国家战略，必须要以功成不必
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
史担当，投身到这一伟大的工程中。
只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引领
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每一个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带
动全流域人民共同努力，黄河成为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
现。⑩6

主讲人简介：
刘嘉尧，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概论》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

书记。研究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与政策、生态文明建设等。2018 年，在

第四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

获得全国总决赛思政组二等奖。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一系
列要求，共同探讨一个话题——与祖
国共成长。

让爱国成为成长的底色

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叫做钱伟
长。钱伟长当年高考的时候，历史和
国文是接近满分的，最后考入清华大
学。在入学的第三天，他在收音机里
听到了爆发“九一八”事变的消息，立
刻拍案而起，说他不读历史系了，要去
学造飞机、造大炮。后来他转学物理，
去振兴中国的军力。他弃文从理转到
物理系的时候严重偏科，物理只考了
15分。但是他发奋苦读，从物理系的
差生变成了尖子生，为中国机械工业、
土木建筑、航空航天以及军工事业建
立了不朽的功勋，所以我们把他称为
中国近代的“力学之父”和“应用数学
之父”。钱伟长为国而学，背后是什
么？背后是他对祖国深沉的感情，祖
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他。爱国是人世间
最深沉最持久的感情，是一个人的立
德之源和成功之本，所以我们要努力
做到 2018 年五四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提出的“要时时想
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
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用信念提纯成才的成色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被迫迁徙昆
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的
校舍，教室是夯土墙，铁皮屋顶，窗户上
糊的是纸，师生吃的是糙米、陈米。有
一些老校友回忆说，很多同学和老师不
得不到校外兼职教书、卖报甚至抄写，
用自己的劳动力应付各种差事，同时还
要躲避日本飞机的频繁轰炸。虽然校
舍简陋、生活艰苦，但是我们看到西南
联大人才荟萃，闻一多、朱自清、沈从
文、钱穆、钱钟书、杨武之、华罗庚、冯友
兰，大师如云、灿若辰星。西南联大在

昆明办学8年多，师生满怀科学救国的
理想，秉承刚毅卓绝的精神，坚持敬畏
学问的态度，培养了 8000多名学生。
在这8000多人中，走出了两名诺贝尔
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
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还有一大批
享誉世界的栋梁之材。

讲到这儿，我不由得想起抗日战
争时期我们的河南大学。当时的河南
大学辗转迁徙至嵩县潭头，在那里度过
了让所有河南大学人都难以忘记的峥
嵘岁月。我们的校歌里有对河大精神
的表述——四郊多垒，国仇难忘。在那
个时候我们河大师生没有放弃祖国对
我们的希望，没有放弃年轻人的担当，
坚持敌前办学，依仁蹈义、结茅立舍、弦
歌不辍，以独特的方式担起了时代发展
的重任。这让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
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
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中强调的
八个字：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用担当擦亮成功的亮色

在今年五四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寄语广大青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
承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站稳
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建国伟
业。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
态，同亿万人民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
击。我们当代青年既要有对祖国发展
的时代担当，又要以实干的态度实现
自己的铮铮誓言。

在大国重器的制造中有这么一组
数字令人振奋：华为5G研发团队的平
均年龄只有 28岁，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主研发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 35岁，中
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研发团队的平
均年龄不到38岁。今年6月23日上午
9时43分，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枚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拔地而起，意味着
北斗3号导航系统的30颗卫星全部发
射成功，实现了全球组网。在这一刻我
们见证了祖国的强大。这支北斗导航
卫星研制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 31岁，
其中60%是80后，23%是90后。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少年强则中
国强。我坚信，不管未来我们遭遇多
大的艰难险阻，只要每个人把自己的
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梦想
之中，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与时代共
命运、与祖国共成长，就一定能够书写
绚丽的人生华章。⑩6

牢牢把握组织工作的政治方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方针，也是指
引党的组织建设守正创新的指导思想。要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推动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往深里走、往实
里走、往心里走，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
水平和运用能力，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
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使各级
党组织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
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要自觉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
的组织建设，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在
大局大势中找准着力点、切入点，牢牢把握
组织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凝聚战胜一切
困难的强大力量。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重要讲话的科
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加深对组织建
设重要地位、政治责任、首要任务、内在规
律的认识，结合工作实际善于创新，使党的

组织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
于创造性。

始终坚持党的组织路线服
务政治路线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
来保证。我们党一路走来，始终坚持组织
路线服务政治路线。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提供坚强保证。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明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要坚
持把政治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
的全过程各方面，一切工作都要朝着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来推进、来检验，强化党中
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要全面推
动组织工作各项任务落实落地，着力加强
党的组织体系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爱国奉献、勇于创
新的优秀人才队伍，不断提高党的建设和
组织工作质量。

不断提高组织建设的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的重要讲话突出强调了制度建设在贯彻
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中的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做好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工作提供
了根本遵循。要加强各级党委自身建设，
围绕建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中
间段”，把各级党委建设成为坚决听从党中
央指挥、管理严格、监督有力、班子团结、风
气纯正的坚强组织。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
明导向，着力补齐基层党组织在组织生活、
组织运行、组织管理、组织监督等方面的短
板弱项，构建执行有力的严密制度体系，彻
底打通基层党组织抓落实的“最后一公
里”，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效。要着
力推进党内组织法规和中央要求具体化，
强化建章立制和已出台法规制度的执行，
切实把党的组织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不断提升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打造高素质干部和人才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工作也好，人
才工作也好，本质上都是用人问题，关键是

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好、建设强。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正确
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着力点，坚持
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把干部工作与
人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做好选贤任
能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辩证把
握德与才的关系，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
时代干部队伍选拔的重要参考，围绕事业
发展需要配班子用干部，把干的指向和选
的风向统一起来，把政治过硬、品行优良、
业务精通、锐意进取的优秀干部选配到领
导岗位上来，切实把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
导向鲜明树起来。要完善干部考察机制，
注重通过干部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完成重大任务、应对突发事件、解决复
杂问题等表现和能力，分析研判干部的政
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自律，
构建理念思路、程序步骤、方式方法科学
的考察机制，做到识人重政治表现、用人
重政治能力、管人重政治要求、育人重政
治锻炼。要进一步优化人才政策，结合不
同地区实际，加大人才引进、培养、使用、
激励等方面体制机制创新，做到事业留
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努力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吸引更多人才为国家和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

压紧压实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制定和
修订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党组工作
条例、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党的工作机关条
例、支部工作条例，以及农村、国企、机关、
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等一系列组织建
设方面的党内法规，从制度层面解决各级
各类党组织的产生、职责和运行问题，对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行了确认、细化和落
实。要认真贯彻《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领导干部要把责任扛起来，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全面提
升党的建设质量。要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高度，正确认识组织制度的
重要性，发挥好主观能动性，把日常工作中
各项制度建设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
进、一体建设，增强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着力把党的组织制度优势更好地
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发挥领导干部带头示
范作用，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坚决执行好
党的组织制度，夯实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
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党的组织建
设不断取得新成效。⑩6

（作者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

□王振伟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
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
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
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站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弘扬良
好社会风尚的高度，表明了我们党厉行勤
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鲜明态度和坚定
决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坚决清理整治“舌
尖上的浪费”“酒桌上的应酬”等四风问题，
到制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遏制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中各种违规违纪
现象，从发起厉行节俭全民节约行动，到掀
起“光盘行动”的餐桌新风，一系列强有力
举措推动餐饮浪费现象有所改观，特别是
公款餐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全党全
社会厉行节约的良好风尚正在形成。与此
同时也应当看到，诸多餐饮浪费行为仍然
存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舌尖上的
浪费”每年达到 1700万至 1800万吨，相当
于 3000万到 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食为
政首，粮安天下。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所带来的影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对粮
食安全这一问题始终怀有危机意识。要树
牢节俭理念，坚持厉行节约，在行动上采取
更有力举措、在落实上下大力气，深入推进
制止餐饮浪费工作，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的氛围，以崇德守规使人们回
归餐桌理性和文明。

培育节俭意识，营造良好氛围。“历览
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
党的优良作风。我们党依靠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不断成就伟业，无论国家如何发展、
生活如何改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家
宝不能丢。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能不能坚守艰苦奋斗精神，是关系党和人

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在崇俭戒奢方
面，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每
次到基层考察调研都要求轻车简从、简化
接待，吃工作餐、住普通房，一言一行无不
彰显着崇俭戒奢、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榜样，大力弘扬
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主动当好“光盘行
动”等活动的组织者、宣传者和参与者，以

“人人都是一面旗”的思想自觉打造浓厚的
节俭文化氛围，引领全社会形成节俭节约
的良好风尚，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
全社会蔚然成风。

抓住关键少数，注重实践养成。勤俭
节约美德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
的。制止餐饮浪费、养成节俭习惯，必须持
之以恒、久久为功。当前社会上的不良餐
饮消费习惯仍然存在，一些人在餐饮消费
中片面追求“有面子”“上档次”，点餐贪多
求全，用餐“蜻蜓点水”，餐后“杯盘狼藉”。
一些地区沿袭过去的陋习，对婚丧嫁娶、民
俗节庆、生辰寿宴等聚餐活动大操大办，食
物浪费严重。一些机关单位和学校食堂，
食物浪费现象更是触目惊心。一饱之需，
何必八珍九鼎？三餐之盘，定要一干二
净。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关键少
数的示范带头作用，切实树牢节俭理念，把
艰苦奋斗当成一种信仰，把勤俭节约作为
一种习惯，坚决按照廉洁、勤俭、务实的原
则，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勤俭
节约各项要求，带头消除“舌尖上的浪费”，

以尚俭戒奢的党风政风推动形成良好的社
风民风。

强化制度约束，形成常态长效。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点，
建立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建立
长效机制。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
宣传教育等手段，通过加强法律约束、政策
宣导，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监督协调作用，
明确餐饮企业责任，强化消费者行为自律，
实现从观念到行为的重塑，形成不敢、不
能、不想浪费的制度机制。

加强立法监督，倡导社会新风。要加
强立法，以法律形式强化对粮食生产、收
购、储存、运输、加工、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制
约管理，形成遏制粮食浪费现象的“高压
网”。要探索建立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
餐饮企业浪费情况曝光和通报制度，加强
对餐饮浪费行为的监督检查，将制止餐饮
浪费工作纳入公共机构节能考核和节约型
机关创建范围，推动形成“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的社会新风尚。要把加强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教育作为干部教育、学校教育的
重要内容，提倡健康文明的餐饮消费习惯，
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氛围，让人
们在思想深处树立勤俭节约的意识，进而
养成勤俭节约的行为习惯，做到从实际需
要出发，合理消费、文明消费，从而在全社
会形成健康向上的节俭型餐饮文化。⑩6

（作者系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
书记、局长）

树牢节俭理念 遏制浪费之风
与
祖
国
共
成
长

两名顾客在
餐馆就餐时发出
“浪费可耻、节约
为荣”的倡议。
聂政 摄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
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