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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上接第五版）
第一节 完善黄河流域管理体系
形成中央统筹协调、部门协同配

合、属地抓好落实、各方衔接有力的管
理体制，实现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政策
标准、协同生态保护、综合监管执法。
深化流域管理机构改革，推行政事分
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强化水利部
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全流域防洪、监测、
调度、监督等方面职能，实现对干支流
监管“一张网”全覆盖。赋予沿黄各省
区更多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节约用水
和防洪减灾等管理职能，实现流域治
理权责统一。加强全流域生态环境执
法能力建设，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联合
执法机制，实现对全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执法“一条线”全畅通。建立流域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提升生态环境
应急响应处置能力。落实地方政府生
态保护、污染防治、节水、水土保持等
目标责任，实行最严格的生产建设活
动监管。

第二节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建立纵向与横向、补偿与赔偿、政

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黄河流域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中央财政设立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奖补
资金，专门用于奖励生态保护有力、转
型发展成效好的地区，补助生态功能
重要、公共服务短板较多的地区。鼓
励地方以水量、水质为补偿依据，完善
黄河干流和主要支流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开展渭河、湟水河等重要支流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中央财
政安排引导资金予以支持。在沿黄重
点生态功能区实施生态综合补偿试
点。支持地方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计量，逐步推进综合生态补偿标

准化、实用化、市场化。鼓励开展排污
权等初始分配与跨省交易制度，以点
带面形成多元化生态补偿政策体系。
实行更加严格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依托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提高破坏生
态环境违法成本。

第三节 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
着力优化沿黄各省区营商环境，

制定改进措施清单，逐项推动落实。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借鉴复制先
进经验做法，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
改革，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环
境。研究制定沿黄各省区能源、有色、
装备制造等领域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方案，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各类试
点在黄河流域先行先试，分类实施垄
断行业改革。依法平等对待各类市场
主体，全面清理歧视性规定和做法，积
极吸引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投资兴
业。探索特许经营方式，引入合格市
场主体对有条件的支流河段实施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黄河流域要素
市场一体化建设，推进土地、能源等要
素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
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节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高水平高标准推进沿黄相关省区

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赋予更大改革
开放自主权。支持西安、郑州、济南等
沿黄大城市建立对接国际规则标准、加
快投资贸易便利化、吸引集聚全球优质
要素的体制机制，强化国际交往功能，
建设黄河流域对外开放门户。发挥上
中游省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节

点作用和经济历史文化等综合优势，打
造内陆开放高地，加快形成面向中亚南
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
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支持黄河流
域相关省区高质量开行中欧班列，整治
和防范无序发展与过度竞争，培育西
安、郑州等中欧班列枢纽城市，发展依
托班列的外向型经济。在沿黄省区新
设若干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深化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农牧业合作，支
持有实力的企业建设海外生产加工基
地。

第五节 健全区域间开放合作机制
推动青海、四川、甘肃毗邻地区协

同推进水源涵养和生态保护修复，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水源涵养中心
区。支持甘肃、青海共同开展祁连山生
态修复和黄河上游冰川群保护。引导
陕西、宁夏、内蒙古毗邻地区统筹能源
化工发展布局，加强生态环境共保和水
污染共治。加强陕西、山西黄土高原交
界地区协作，共同保护黄河晋陕大峡谷
生态环境。深化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
域经济协作，建设郑（州）洛（阳）西（安）
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推动晋陕蒙（忻榆
鄂）等跨省区合作。支持山西、内蒙古、
山东深度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科
技创新、金融、新兴产业、能源等合作，
健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区与水源
区对口协作机制。推动黄河流域与长
江流域生态保护合作，实施三江源、秦
岭、若尔盖湿地等跨流域重点生态功能
区协同保护和修复，加强生态保护政
策、项目、机制联动，以保护生态为前提
适度引导跨流域产业转移。

第十五章 推进规划实施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
一项重大系统工程，涉及地域广、人口
多，任务繁重艰巨。坚持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原则，把握好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先
为与后为、快为与慢为的关系，抓住每个
阶段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对当下
急需的政策、工程和项目，要增强紧迫感
和使命感，加快推进、早见成效；对需要
长期推进的工作，要久久为功、一茬接着
一茬干，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第一节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把党的领导始终贯穿于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各领域各方面
各环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
用红色文化特别是延安精神、焦裕禄精
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改进工作作风，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充
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作用，确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始终保持正确方向。沿黄各省
区党委和政府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抓重
点的精度、抓到底的深度，全面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锐意进取、实干
苦干，不折不扣推动本规划纲要提出的
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第二节 强化法治保障
系统梳理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相关法律法规，深入开展黄
河保护治理立法基础性研究工作，适时
启动立法工作，将黄河保护治理中行之
有效的普遍性政策、机制、制度等予以

立法确认。在生态保护优先的前提下，
以法律形式界定各方权责边界、明确保
护治理制度体系，规范对黄河保护治理
产生影响的各类行为。研究制定完善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等法律法规制度。支持沿黄省区出
台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完善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法治
保障体系。

第三节 增强国土空间治理能力
全面评估黄河流域及沿黄省份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统筹生态、经济、城
市、人口以及粮食、能源等安全保障对
空间的需求，开展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评价，确定不同地区开发上限，合理开
发和高效利用国土空间，严格规范各类
沿黄河开发建设活动。在组织开展黄
河流域生态现状调查、生态风险隐患排
查的基础上，以最大限度保持生态系统
完整性和功能性为前提，加快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自然资
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
一单”编制，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合理确定不同水域功能定位，完善
黄河流域水功能区划。加强黄河干流
和主要支流、湖泊水生态空间治理，开
展水域岸线确权划界并严格用途管控，
确保水域面积不减。

第四节 完善规划政策体系
围绕贯彻落实本规划纲要，组织编

制生态保护和修复、环境保护与污染治
理、水安全保障、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转型发展、黄河
文化公园规划建设等专项规划，研究出
台配套政策和综合改革措施，形成“1+

N+X”规划政策体系。研究设立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金。沿
黄各省区要研究制定本地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及实施方
案，细化落实本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
任务。沿黄各省区要建立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围绕生态修复、污
染防治、水土保持、节水降耗、防洪减
灾、产业结构调整等领域，创新融资方
式，积极做好用地、环评等前期工作，
做到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
竣工一批，发挥重大项目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
用。本规划纲要实施过程中涉及的重
大事项、重要政策和重点项目按规定
程序报批。

第五节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

实的工作机制。中央成立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全
面指导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实施，审议全流域重大规划、重
大政策、重大项目和年度工作安排，协
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承担领导小
组日常工作。沿黄各省区要履行主体
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组织动员和
推进实施。相关市县要落实工作责任，
细化工作方案，逐项抓好落实。中央各
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指导服
务，给予有力支持。充分发挥水利部黄
河水利委员会作用，为领导小组工作提
供支撑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
对本规划纲要实施的跟踪分析，做好政
策研究、统筹协调、督促落实等工作，确
保在2025年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取得明显进展。重大事项及
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新华社记者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
看得更加清晰。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
倾”。110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以其
惊心动魄的时代伟力，打开了中国进步
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
路，成为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一座巍然
屹立的里程碑。

一百余年岁月山河，沧桑巨变换了
人间。

今天的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已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海内外中华儿女，正把握历史机
遇，担当历史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

大潮起，摧枯拉朽

正逢秋日，英雄城市武汉风景如画。
大街小巷，散发着或繁忙或从容的气质。

徜徉在城市，细看街名，中山路、三民
路、首义路、起义街、民权路……历史的烟
云，已化作这座城市不可磨灭的印记。

也是一个秋日。1911年10月10日。
清脆的枪声，划破了武昌城的天空。
那一刻的人们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湖

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发出的枪响，会埋葬中
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未来中国
一百多年的波澜壮阔写下第一笔——

一夜激战，革命军占领武昌全城；
随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
1912年第一天，中华民国成立，亚

洲地区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
1912年 2月 12日，清帝退位，曾不

可一世的至高皇权，就此轰塌。
风卷残云，摧枯拉朽。
由武昌城震惊世界的枪响回溯，穿

越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能听到鸦片战争
英国舰队轰击中国海岸线的隆隆炮
声。“天朝上国”封闭停滞，被远远甩在

“百年锐于千载”的工业革命浪潮后
面。此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
地，中国人民经历了山河破碎、民不聊
生的深重苦难。

中国往何处去？热爱祖国的仁人
志士为这个问题苦苦求索。

太平天国的悲歌，洋务运动的夭
折，戊戌变法的幻灭，清末新政的破
产……无怪乎谭嗣同悲叹：“世间无物
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
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诸多的失败，证明了这样一种必
然：“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
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资产阶
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
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
先驱。他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旗
帜，毅然投身民主革命事业，创立兴中
会、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
民主义，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广泛联合
革命力量，连续发动武装起义，为推进
民主革命四处奔走、大声疾呼。

在革命的旗帜下，中华民族的觉醒
者们，以生命、青春与热血，“肩住了黑
暗的闸门”，开启了“亚洲的觉醒”。

——安庆起义失败后，“光复军”首
领徐锡麟在公堂上大义凛然，直言“尔
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
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

——起义失败被捕后，巾帼英雄秋
瑾坚贞不屈，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
绝命诗，从容就义。

——林觉民在给妻子的诀别信中
写下“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
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的豪迈话语，慷慨赴死。

……
革命的干柴，早已在全国范围内铺

就。武昌城头的那声枪响，最终点燃了
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

辛亥革命的烈火，推翻了清王朝统
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
制度。但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
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
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即便如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判
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
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
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传薪火，使命在肩

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 24号，一
座三合院古朴静谧，李大钊曾在此度过
近四年时光。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
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
知……”故居内，一场名为《播火者》的
沉浸式话剧，娓娓道来李大钊“铁肩担
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生。

透过历史的烟尘，时间拨回到民国
初年。李大钊曾对革命成果——建立共
和制度欢欣鼓舞。然而，革命果实很快
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
1913年，他以愤怒而沉痛的心情尖锐地
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尽管皇帝退位，但各地军阀依然争
战不休；头上的辫子虽剪，“脑中的辫子”
犹存；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光环，难
掩惨遭列强欺凌瓜分的悲惨境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犹如一道刺破暗夜的
闪电，给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带来希望。
一年多后，五四运动劈开旧中国如磐铁
幕，唤醒暗夜中沉睡的灵魂，促进了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在激辩中传播，于比较中选择。
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一些老

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
李大钊、毛泽东等深受辛亥革命影响的
革命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
义，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921年 7月 23日，大暑，上海空气
濡湿闷热。望志路106号，一幢不起眼
的石库门小楼里，亮起星点灯光，中共
一大在这里召开。从此，中国共产党人
登上历史舞台。

为什么共和制度在中国社会步履
维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辛亥革
命没有深入发动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
革命伟力。只有唤起亿万民众的觉醒，

方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走向。
认识到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共产党人承担起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
历史使命，致力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
心干”，开创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革命道路。

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中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辛
亥革命精神的继承中实现超越和升华，
带领广大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
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这一刻，近代以来历经苦难斗争的
中国人民，迎来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曙
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
天成立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毛泽
东主席用激昂的语调，向全世界庄严宣
告。震天的欢呼激荡在天安门广场。

身着深色旗袍的宋庆龄站在城楼
上，看着眼前涌动的人潮，看着广场上
矗立的孙中山先生画像，不禁热泪盈
眶。8天后，她这样向世人讲述在天安
门城楼的那一刻——

“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
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抓住我
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
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
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始终奋力践行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和制度基础。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
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
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
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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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
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同奋进，迈向复兴

珠江口西岸，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新
区，孙中山先生故乡。

如今，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东、西
主塔已封顶。到 2024年，全长 24公里
的深中通道正式通车后，从深圳到中山
的车程仅需20分钟。

拉近的，不仅是路程。“敢为天下先”
的精神力量，延绵广远。“振兴中华”！
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兴中会章程》
中，首次喊出时代的最强音。百余年前，
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又在《建国
方略》中，构想了一幅幅宏伟蓝图。

当年，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面对
孙中山先生拿出的画满铁路线的中国
地图摇头说：“这个如同游戏拼图一样

的东西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振兴中华’的理想在近代中国国

运衰微、制度腐败、战乱不已的情况下，
难以实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才能找到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表示。

“我们走遍大江南北，看着国家的
生机勃勃，今天的铁路、公路、港口、水
利、电力以及航天工业的建设成就已远
超孙中山先生当年的想象。”孙中山先
生曾侄孙孙必达很自豪。

国家强大、人民幸福，是辛亥革命
者们的梦想。

西邻黄鹤楼，北倚蛇山，南面首义
广场。位于武汉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纪念馆，曾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
府，如今，已成为人民群众了解辛亥革
命历史的一座地标。

9月30日，为纪念首义精神而举办的
“辛亥首义人物图片史料展”在纪念馆隆
重举行。展馆内，一幅孙中山先生手书的

“天下为公”横幅，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
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以“天下为

公”为最高思想境界，致力于“除去人民
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带领革命
者们为此目标矢志不移。

如今，中国人民历史性地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再无饥馑之年、冻馁之患，
迈上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国
家繁荣富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
一名辛亥革命志士的后裔，我非常自
豪，相信这一定也是我们的先辈所期望
的。”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的
长孙熊永铸激动地说。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
儿女共同的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近日，在北京的一处住宅里，黄埔
军校同学会会长、抗战老兵林上元及他
的儿子、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谊会
会长林际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尽管林上元老人已 97岁高龄，林
际平也已年近古稀，但父子俩一直以黄
埔精神为纽带，团结海内外黄埔同学和
他们的后人，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而奔走。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
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
愿望和神圣职责。确保国家完整不被分
裂，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是全体中华
儿女共同意志，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思考台湾问题，我们会清楚
认识到，国家统一是新时代民族复兴的
必然要求，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说。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
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

三个多月前，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
近平总书记以铿锵有力的话语展望——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
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
实现！”（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8日电 记
者 王琦 孙少龙 王子铭 任沁沁 廖
君 参与记者 喻珮 查文晔）

为实现民族复兴接续奋斗
——写在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

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周年。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纪念辛亥革命，回顾中

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祖国统一而不懈奋斗的艰辛历程，

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致力振兴

中华的光辉业绩，对于发扬光大辛亥

革命精神，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强

大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

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在那个风

雨如晦的年代，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探求

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可歌可泣的抗争。孙中山先生为当时

中国的积贫积弱痛心疾首，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的口

号。1911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震惊世界的辛亥革

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

主专制制度。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虽

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

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

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

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

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辛亥革

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后，接受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

人民继续顽强探求救国救民道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

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登上中

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就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

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

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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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百年奋斗，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

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

实的继承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

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的赶考之路，我们深知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

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

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

程。把孙中山先生等一切革命先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

推向前进，把近代以来一切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

续推向前进，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伟

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充分发

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加快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必须不断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必须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汇

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历史深刻启示我们，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面向

未来，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

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100多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

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在新

的伟大征程上，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

的积极因素，以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勇气，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锐气，应对重大

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风雨无阻向前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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