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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神星一号遥二运载火箭谷神星一号遥二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

将搭载的天津大学一号将搭载的天津大学一号、、丽泽一号丽泽一号、、宝酝号宝酝号、、金紫荆五号金紫荆五号、、金紫荆一号金紫荆一号0303星星
等等55颗小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颗小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成功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汪汪江波江波 摄摄））

1212月月77日日1212时时1212分分，，谷神星一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谷神星一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

编辑：兰增干 美编：张瑜 校对：白艳红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
电 记者 7日从教育部了解到，
自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全国思政
课教师数量大幅增加，至今年
11月底，登记在库的高校思政
课专兼职教师超过 12.7万人，
其中专职教师超过9.1万人。

教育部 7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高学历、年轻化已成为

思政课教师队伍发展新状态。
与 2016年相比，全国思政课教
师总数增加6万人，其中专职教
师增加 4.5万人。9万多名专职
思政课教师中，49岁以下教师
占 77.7%，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的占 72.9%，具有高级职称的占
35%。2021 年，思政课专职教
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有 17866
人，比2016年增加8486人。

本报讯（孙砚秋）12月 7
日下午，省总工会党组成
员、经审委主任刘伟到省机
械冶金建材工会宣讲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就文
明部室创建工作进行指导。

刘伟重点围绕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和《决议》精神，
从坚持党的领导、坚定理想
信念、树立“赶考”意识、做

到对党忠诚、加强自身修炼
五个方面的体会作了宣
讲。她要求，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
工作的重要论述，巩固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加强自身建
设，聚焦“十改”“十问”“十
努力”，做到谋在前、做在
前、走在前。

刘伟到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宣讲全会精神

高校思政课教师总数超12.7万人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 12月 6日下午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国正处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
繁重，对外开放深入推进，需要更好发挥法治
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要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解决法治领
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高全面依法治国能力和
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同志就这个问题
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
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
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
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对
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组建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完善党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制度，基本形
成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我们抓住法治体系建设这个总
抓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
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统
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
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
史性成就。

习近平强调，我们已经踏上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新征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
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
日益增长的要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共
同富裕，都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顺应事业
发展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加以推进。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法治体系建设正确
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牢牢把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定性，正确处理政治和法
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
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在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重大问题上做到头
脑特别清晰、立场特别坚定。要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
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
到法治体系建设全过程。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科技创新、
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等
重要领域立法，加强民生领域立法，努力健全
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要发挥依规治党对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政治保障作用，形成国家法
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格局。要抓住立法
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提高立法效率，增
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各级立法机
构和工作部门要遵循立法程序、严守立法权
限，切实避免越权立法、重复立法、盲目立法，
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要
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维护国家法
制统一、尊严、权威，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

都必须予以追究。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
要旗帜鲜明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绝不容许利用职权干预司法、插手案件。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围绕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
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
目标，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建设
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健全
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健全执法权、司
法权、监察权运行机制，健全权力制约和监
督。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规范高效的执法司
法制约监督体系，加强对立法权、执法权、监
察权、司法权的监督，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公
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
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
互制约的体制机制。要完善法治人才培养体
系，加快发展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调
解等法律服务队伍，深化执法司法人员管理体
制改革，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
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
要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继续依法打击执法
司法领域腐败案件，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
涉外法治，加强涉外领域立法，推动我国法域

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要把拓展执法司法
合作纳入双边多边关系建设的重要议题，提升
涉外执法司法效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和宣
传，加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建设。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思想落实到各法学学科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工
作中，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
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
要加强对律师队伍的政治引领，教育引导广
大律师自觉遵守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等从业基本要求，努力做
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要把推进全民守法
作为基础工程，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守法、遇事
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要总结我国法治体系建
设和法治实践的经验，阐发我国优秀传统法治
文化，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担负好主体责
任，聚焦重大部署、重要任务、重点工作，加强
组织领导，主动担当作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各条战线各个部门要齐抓共管、压实责
任、形成合力，提高工作法治化水平。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本报讯（实习记者 郝佳伟）12月 7日，记者从省
政府新闻办获悉，目前，全省共有 7个综合保税区，
数量居全国第六位。

目前，陕西已完成西成空港综合保税区和宝
鸡综合保税区的封关运行，建成了杨凌综合保税
区一期工程，实现了西安关中综合保税区中省联
合验收。今年 1-10月，全省综合保税区累计实现
进出口额 2354.5 亿元，同比增长 23.91%，占同期全
省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60.36%，对省域进出口总值的
贡献率位列全国前茅。

陕西综合保税区数量居全国第六位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
权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人人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伟大梦
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尊重和保障人
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
谋幸福、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新中国
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
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
情的人权发展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利益
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
念，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
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

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不断提高尊重与保障中
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的水平，推动中国人权事
业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了
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尊重和保障人
权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
富，思想深刻，对于我们在更高水平上保障中
国人民的人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形
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 9个专题，共计 335段论述，
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年 11月 15日至 2021年 10
月 3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贺信、指
示等 16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
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
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是一
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国之大者”，是莽莽
神州的历史回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中央
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胸怀‘国之大者’，对
党忠诚、听党指挥、为党尽责。”

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是党员干部旗

帜鲜明讲政治的重要内容，是自觉做政治上
的明白人的基本要求。

深刻理解“国之大者”，才能找准坐标定
位。“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
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就要求我们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统一认识、
推动工作，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求我们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
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
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
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

科学把握“国之大者”，才能打开视野格

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
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
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
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党中央看问题，都是
从大处着眼。党员干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也必须站在国家的、全局的角度考虑自
身发展定位。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统筹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
发展，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些大课题，都需要
观大势、谋全局，打大算盘、算大账。

心中常有“国之大者”，就要敢于担当、善
于作为。回溯历史，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视死
如归，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回来建设新中国的
不计得失，将生命定格在脱贫攻坚征程上的

牺牲奉献……一代代优秀共产党员用行动
书写下对何为“国之大者”的回答。奋进新
征程，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
知行合一、久久为功。

“用的是自来水吗？污水怎么处理？”
“做饭用电，电费贵不贵？”“武汉人喜欢吃活
鱼 ，在 条 件 允 许 的 情 况 下 应 多 组 织 供
应”……习近平总书记每到一地考察，总牵
挂着民生“小”事。他深情地说：“让人民生
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深悟大与小的辩证
法，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胸怀“国之大者”，
风雨无阻向前进，我们必能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
一棒。 （周珊珊）

胸怀“国之大者”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 7日公布《关于加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帮扶工作的意见》，提出五方面
21 条政策措施，倾斜支持重点帮扶县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五方面倾斜政策包括：强化就业帮扶，促进持
续增收；强化技能帮扶，实现技能提升；落实社保
帮扶政策，兜牢基本生活底线；加大人才人事帮
扶，增强内生发展能力；加强东西部人社协作，推
动人才技能双向流动。

人社部：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