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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永礼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

主题，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

必由之路。”周群之代表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

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

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

子精神纠治“四风”，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

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管党

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特别是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

使命担当祛疴治乱 ，推进史无前例的反腐败

斗争 ，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

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

不变色、不变味。”周群之表示，新时代全面从

严 治 党 伟 大 成 就 启 示 我 们 ，打 铁 必 须 自 身

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 ，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我们

要常抓不懈、紧抓不放，决不能有松劲歇脚、

疲劳厌战的情绪。

“新的赶考路上，要以史为鉴、坚定信心，不

断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周群之

说，作为一名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自己将按照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巩固拓展平台载

体，创新方式方法，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不断

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人民至上，增强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历史自觉和行

动自觉。

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访党的二十大代表周群之

■ 胡东升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

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牢牢把

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

求”。迈向新征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

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推进史无

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

拳”。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

永远在路上。我们要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

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使党始

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

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

强领导核心。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凝心铸魂，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

体系，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

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以严

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

坚战持久战。

（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

院］教授）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 本报记者 柏松 刘洋

在淮南市大通区，金丰易居-天泰花园项

目已于今年 7 月重新开工建设。面对这个困扰

当地多年的房地产“烂尾”工程，大通区转变工

作作风，树立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建立企业破

产处置政府法院联动机制，依法依规化解房地

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使得该项目成为我省首

例房地产领域“预重整”转“重整”成功案例。

没有思想的破冰，就没有行动的突破。近

年来，淮南市开展“高质量发展，我们怎么干”大

讨论，引导党员干部破除依赖心理、埋怨情绪、

畏难心理、消极心态、惰性思维，树立发展意识、

合作意识、攻坚意识、责任意识、进取意识，以刀

刃向内的勇气和气魄，找准症结、靶向发力，反

思不足、解决问题，推进一场思想解放的自我革

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动力。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始

终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以零容忍态度

反腐惩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让清风

正气充盈基层。”枞阳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吴昊说，今年，该县纪委监委持续深化基层纪检

监察体制改革，按照“就近整合、区域划分、便于指

导、利于工作”的原则，将全县 16个乡镇划分为 4

个纪检监察协作区，形成统一指挥协调、统一调配

力量、统一把关业务的集成平台，以室、组、地联动

协作配合模式，变“单打独斗”为“攥指成拳”，解决

以往乡镇纪委发现问题能力不强、日常监督履职

不够等难题，早发现、早处置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和不正之风，切实将监督融入基层治理。

让清风正气充盈基层

■ 本报记者 黄永礼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取得的一

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党的二十大代表潘伟

华说，近年来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等，无不

是党和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

党的二十大站在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

擘画了未来 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新蓝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党的中心

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潘伟华说，新时代

新征程新使命，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形

势下，前进路上不会是风平浪静，团结奋斗更具重要

的现实意义。

潘伟华表示，作为一名来自新闻战线的代表，在今

后的工作中，尤其要学习贯彻落实好报告中关于建设

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

求，始终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

向，深入基层、扎根人民，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宣传党的主张、记录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心声，让主

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充盈，更好地强信心、聚民心、暖

人心、筑同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闻舆论工作新

作为，不断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访党的二十大代表潘伟华

■ 房 彬

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牢牢把握

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作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团结奋斗”在新时代更加

熠熠生辉。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稳经济、促发

展，战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

攻克了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

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

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

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

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

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

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断巩固全

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

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

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

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作者系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本报通讯员 喻松 周人峰

金秋时节，古清流关脚下的滁州市南谯区珠龙镇

北关村，水泥路面宽阔平整，家家户户庭院整洁，特色

农业蓬勃发展，文明乡风扑面而来……小村“蝶变”，离

不开村民口中的“兵支书”——北关村党总支书记黄光

军的辛勤付出。

黄光军 1994 年从部队光荣退伍，翌年起便扎根

北关村。乡村要强，农业必须强。黄光军瞄准果蔬种

植特色产业，于 2013 年组建了果蔬合作社，流转土地

建起标准钢架大棚，当年便通过种植草莓，带动 8 户

种植户收回成本，还略有盈余。如今，在黄光军带动

下，北关村逐步形成了有机草莓、优质葡萄、红心火龙

果、精品苗木等 3000 余亩的特色农业规模，年收入逾

2000 万元。

党建引领，产业振兴。黄光军通过党总支带支部、

支部带党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依托古清流关资

源，打造“特色农业+旅游+采摘”的产业模式，全力帮

助村集体创收增收。目前，北关村集体年收入突破 70

万元。

为改善村里人居环境，黄光军发挥退役军人、党员

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成立志愿服务队伍，建立包片责任

制。近年来，北关村硬化水泥路 1000 米，维修更换 32

盏路灯，旧貌换新颜。2020 年 11 月，北关村荣获“全国

文明村”称号。

“黄书记让北关村变了样，我们真是选对了

人！”乡亲们高兴地说。

党建引领小村大变样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理解五个“牢牢把握”

黄山市纪委常委孙水斌：我们党之所以伟

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

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从改正错误中不断

汲取前进的动力，不断赢得最广大群众发自内

心的真诚拥护和支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

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换来了今日的风清

气正、朗朗乾坤，其根本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

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

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

学指引。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一名党员干部，

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保持自我革

命的政治自觉，增强自我革命的实践动力，不断

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宿州市埇桥区纪委常委徐永：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纪检

监察机关必须时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

定，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作

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最大限度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作

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我将不断提高政治理论

素养和履职能力，提升工作质效，围绕群众关心

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等实际问题开展政治

监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锲而

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化纠治“四

风”，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本报记者 吴江海 何雪峰 整理）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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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花石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
队队长刘刚：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

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报告为驻村干部助力乡村振兴描绘

了发展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将充分发挥村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用心用情把党员和群众紧紧团结在一

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人心思齐、人心思

进、人心思干的发展态势，努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滁州市南谯区大柳镇华严庵村党总支书记李开
春：近年来，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收

入“节节高”。这几年，我们村重点发展芡实产业，壮大

村集体经济。种植面积从最初的 120 亩扩大到 1000 余

亩，每亩效益高达 4000 元，还解决了 120 余人的就业问

题，让乡亲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下一步，我们将团

结带领广大村民，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发展配套产业，

带领更多群众增收致富，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

精神落到实处，落到群众心坎里。

（本报记者 范克龙 整理）

团结带领群众振兴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