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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焦新） 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中共中央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指导意
见》 要求，10 月 18 日至 21 日，教育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孙尧带队赴教育
部定点扶贫县——河北省邢台市威县
和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开展调
研，了解两县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
况，研究重点、难点问题，部署下一
步工作。

调研期间，孙尧到贫困村入户慰
问贫困户，实地考察教育部援建两县
的幼儿园、小学、初中、职教中心及
产教园区，深入在两县脱贫攻坚中发
挥重要作用的企业和农村合作社等单
位开展调研，详细了解“教育+产
业”扶贫情况，研究高校和职业院校
助力产业发展、服务脱贫攻坚的新模
式。孙尧现场见证了天津交通职业学
院与青龙县职教中心签订合作办学协
议，出席了国家开放大学“一村一名
大学生计划”招收的 150 名贫困村在
职村干部、农村后备干部和农村致富
带头人的开学典礼。

孙尧在听取了威县、青龙满族自
治县、邢台市和秦皇岛市教育局、河
北省教育厅扶贫工作汇报，以及北京
市教委、天津市教委对口帮扶工作汇
报后指出，针对两县面临的脱贫攻坚
重点、难点问题，希望两县党委和政
府深刻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争取早日实现脱贫“摘帽”的目
标并巩固脱贫成果。他强调，要运用
好现代信息技术，探索改进现行教育
教学模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全面提升教学质量，破解优秀教师短
缺的难题；教育部有关司局精准对接
两县的需求，特别是协调好有关高校
对口支援两县产业和教育发展；京津
冀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合作，协同帮扶
两县，特别是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和继
续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孙尧还与教育部派驻的挂职干部
进行了座谈，带去了教育部党组对挂
职干部的关怀与慰问，听取了挂职干
部工作汇报，要求挂职干部继续发挥
务实精神，身入基层、心入基层，多
为当地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有所成绩。

孙尧赴教育部定点扶贫县
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10 月
25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同采访中共十九
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

教育系统广大干部师生纷纷表示，大
家要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贡献力量。

新领导集体引领新时代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了，我觉

得这反映了 13 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也代表了 8900 多万党员的一致呼声，我
们坚决拥护、真心支持。相信在新的中
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道路上会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宽广。”
湖北商贸学院党委副书记方爱荣说。

在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
简洁而鼓舞人心的演讲。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姜沛民倍感
振奋。“回顾过去，我们充满自信，展
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姜沛民坚
信，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能够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向更加美好的
未来，不断夺取新胜利、再创新辉煌！

山东省龙口市教育体育局局长吕长
庚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顺应
了民心、凝聚了党意，这是一个坚强的
集体，政治思想素质过硬、治国理政能
力强，得到广大人民的信赖和期待，相
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一届中央领导
集体的引领下，必将不辱使命、不负重
托，锐意进取、大步向前，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

青岛西海岸新区教体局局长于瑞泳
说，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
对我们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衷心拥护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按
照党的十九大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凝心聚力、扎实工作，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为新区的每一个孩子提供公
平有质量的教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党组书
记、副厅长梁超说：“十九大把‘优先
发展教育事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
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进入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指明了方向。”

山东省龙口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吕
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的领导下，我们党一定能够凝聚力
量、攻坚克难，带领人民开启伟大征
程、实现伟大梦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说，中央音
乐学院要抓住“专业教师”这个牛鼻
子，将“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主体
责任落实到专业教师身上，形成专业教
师全面承担“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主
体责任，以辅导员、班主任为横向协调
的新机制。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旻
说：“学习十九大精神是长期的政治任
务。十九大报告中着墨最多的是‘人
民’，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观’，
要求我们在学校事业发展中树立一线意
识，坚持以师生为本。”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结束时引用了

一句古诗，“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
气满乾坤”。

这句古诗深深地触动了北京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副院长俞虹。她说：“‘清
气’，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创
发展的政党所必需的风气。心有所求，
行方为之。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给
人以信心和鼓舞的开场词！”

武昌工学院思政课部主任何春涛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从党
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坚信在新
一 届 中 央 领 导 集 体 的 带 领 下 ， 全 党
8900 多万党员团结奋斗，中国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不断增强，
人民生活也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定会实现。”
沈阳工程学院教师王永峰说，相信

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国
各项事业必将继续进步，取得更大的成
就。

午饭过后的阳光最是暖人。往日热

闹的浙江省常山县新昌乡中心小学下徐
教学点操场上此时却静悄悄的，原来孩
子们在姜根有老师的组织下，正在教室
里观看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
外记者见面会。

作为学校里唯一的教师，姜根有感
触颇深地说：“下徐教学点只有 9 名二
年级的学生，虽然我们地处偏远山区，
但孩子们的爱国教育同样不能落下。十
九大开幕以来，我们每天都会集中收看
电视，了解十九大的会议精神，感受国
家的变化发展。我希望通过这些，让孩
子们从小树立爱国意识，做建设祖国的
合格接班人。”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曹文泽说：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具有
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身处这样一个伟
大的历史时代，我们亲历并见证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宏
图大略，并将继续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改革发展以及祖国繁荣富强带
来的丰硕成果。”

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说，我们要善
于把高等教育放入整个教育事业、放入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去分析、去谋划，
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一心一
意提升学科水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自觉、主动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
大提出的内涵式发展要求上来，对得起
党、国家、人民对我们的期待。

新征程迎接新挑战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颜大胜

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让
人感到振奋和鼓舞。习近平总书记以未
来五年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描绘了中
共十九大到二十大的五年工作坐标。

武昌工学院党委书记程碧海说 ：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承担着为祖国
和社会培养人才的重大责任。十九大提
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新的蓝图已绘
制，我们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坚定
信念、坚持立德树人，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更有信心、更加
务实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 （集团） 总
校长、党委书记崔学鸿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高瞻远瞩，极具建设性，
是指引教育工作者进一步促进教育均衡
发展、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更公平更高质量教育
需求的“灯塔”。

党的十九大代表、南方医科大学校
长余艳红表示，这五年，我国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国际影响力
不断增强，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支撑。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
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
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
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余艳红坚信，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
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中国高等教育必
将迎来更加蓬勃的发展，为建设科教强
国、制造强国打牢人才根基。

西南石油大学海洋油气工程研究所
党支部书记朱红钧说，海洋油气专业教
师要多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教学理
念，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挖掘更大的
潜力，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砥砺奋进，
为海洋强国梦尽献绵薄之力。

浙江省常山县职业中专校长季志辉
表示，常山职业中专将积极推进产教融
合，结合当地区域经济发展，优化学科
专业布局和学校人才培养机制，深化教
育改革，优化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
人环境，全面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服务
当地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见面会上强调 ：
“2020 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
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我们将举全
党全国之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确保兑现我们的承诺。”

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电商创
业导师金文进感到特别振奋，他说：

“现在许多边远贫困地区都在尝试进行
电商精准扶贫，我们学校的创业大学生
今后大有可为。近年来，我们先后与甘
肃陇南、贵州黔东南等地区开展深度合
作，帮助当地农户销售农产品。”金文
进还说，该校农村电商工作室目前正与
江西赣州开展脐橙合作项目，听了总书
记的讲话，他们都很受鼓舞。

（统稿：本报记者 刘博智 采写：
本报记者 蒋夫尔 蒋亦丰 程墨 鲁磊
魏海政 刘盾 孙军 刘玉 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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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教育系统干部师生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

本 报 北 京 10 月 25 日 讯 （记 者
高毅哲） 教育部直属机关今天组织广
大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十九届中央政治
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见面会结
束后，广大党员干部难抑激动心情，
第一时间纷纷发表感想感言。

教育部办公厅党总支书记、主任
宋德民说：“我们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始
终牢记初心和使命，牢记总书记提出
的‘五个坚持’，为教育领域奋进开拓
和重大攻坚保驾护航。”

发展规划司党支部副书记、副司
长秦昌威说：“我们必须紧跟党中央，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运用习近平教育思
想，为建设教育强国，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综合改革司党支部书记、司长刘

自成感言：“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教育自信、
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党总支副
书记、副主任涂义才认为：“我们要
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
位，不断健全学生资助制度，让更多
的学生受益，让学生受更多的益，确
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失学’。”

孔子学院总部党委书记、副总干
事 ， 国 家 汉 办 副 主 任 马 箭 飞 表 示 ：

“孔子学院总部全体党员干部员工坚
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做
到维护核心、听党指挥，牢记使命、
勇于担当，办好孔子学院、讲好中国
故事。”

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员干部收看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记者见面会

中共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简历
（上接第五版）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
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公安部部长、党委书
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武装警察部队第一
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总警监。

1973－1977 年 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公
社知青

1977－1979 年 江西冶金学院矿业系选
矿专业学习

1979－1985 年 冶金部画眉坳钨矿机选
车间技术员、工段长、党支部书记，生产副主任、
行政副主任、主任

1985－1990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
司画眉坳钨矿矿长

1990－1992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
司画眉坳钨矿矿长兼贵溪银矿建设指挥部总指
挥、党委书记

1992－1993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
司贵溪银矿矿长、党委书记

1993－1997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
司南昌公司经理、党组书记（其间：1994－1996
年中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学
习，获管理学硕士学位；1995－1996 年中央党
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7－1998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
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1998－1999 年 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党
组成员

1999－2000 年 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副
局长、党组成员

2000－2001 年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
业监事会主席，中国铝业公司筹备组组长

2001－2004年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
组书记兼中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其
间：2002.03－2002.05 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
修班学习）

2004－2007 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区政府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2003－2007年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7－2008 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
记

2008－2012 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
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2－2013年 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
2013－2017年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

员兼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
书记，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2017－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公安部部长、
党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武装警察部
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
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

黄坤明同志简历
黄坤明，男，汉族，1956 年 11 月生，福建上

杭人，1974 年 12 月参加工作，1976 年 10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
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
位。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宣传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中央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1974－1977 年 陆军三二八六六部队八
十四分队战士、副班长

1977－1978 年 福建省上杭县通贤公社
通贤大队文书、党支部委员

1978－1982 年 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学
习

1982－1985 年 福建省龙岩地委组织部
干部

1985－1988 年 福建省龙岩地委组织部
青干科副科长（其间：1985－1988 年中央党校
培训部研究生班学习）

1988－1990 年 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办
公室副主任

1990－1991 年 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办
公室主任

1991－1992 年 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副
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1992－1993 年 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专
员助理、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1993－1995 年 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专
员助理、永定县委书记

1995－1997 年 福建省龙岩地委委员、永
定县委书记

1997－1998 年 福建省龙岩市委常委、永
定县委书记

1998－1999 年 福建省龙岩市委副书记、

市长
1999－2000年 浙江省湖州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
2000－2003年 浙江省湖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
2003－2007年 浙江省嘉兴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2010年 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
（2005－2008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

共管理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10－2012年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

书记
2012－2013年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3－2014年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014－2017 年 中央宣传部主持常务工

作的副部长（正部长级），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17－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宣传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中央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蔡奇同志简历
蔡奇，男，汉族，1955 年 12 月生，福建尤溪

人，1973年3月参加工作，1975年8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政治经济
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
位。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党
组书记。

1973－1975 年 福建省永安县西洋公社
插队知青

1975－1978 年 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政
教专业学习

1978－1983 年 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办公
室干部

1983－1987 年 福建省委办公厅综合处
干部、副处长

1987－1991 年 福建省委办公厅正处级
秘书

1991－1992年 福建省委政改办副主任

1992－1993 年 福建省委党建办副主任、
省委办公厅厅务会议成员

1993－1996 年 福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厅务会议成员（其间：1994－1996 年挂职任福
建省三明市委副书记；1996.03－1996.07 中央
党校地厅级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6－1997年 福建省三明市委副书记
（1994－1997 年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

院硕士研究生班学习）
1997－1999 年 福建省三明市委副书记、

副市长、市长
1999－2002年 浙江省衢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
（1998－2001年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

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班学习，获经济
学博士学位）

2002－2004年 浙江省衢州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4－2007年 浙江省台州市委书记
2007－2010年 浙江省杭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
2010－2013年 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
2013－2014年 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
2014－2015 年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副主任
2015－2016 年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长级）
2016－2017 年 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市长，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
委员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2017 － 2017 年 北 京 市 委 书 记 ，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党
组书记

2017－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
席、党组书记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
员。

尤权同志简历
尤权，男，汉族，1954年1月生，河北卢

龙人，1969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3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国民经
济计划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

位。
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
1969－1976 年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战

士、连指导员
1976－1976 年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

道党委协助工作（待分配）
1976－1980 年 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组

织科干事
1980－1984 年 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计

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学习
1984－1987 年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

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7－1988 年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

系教师
1988－1988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干

部
1988－1990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

主任科员
1990－1992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

一组副组长（副处级）
1992－1993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

一组一秘（正处级）兼副组长
1993－1995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

一组组长
1995－1997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

助理政务专员（副局级）
1997－1998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

副局长
1998－2000 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

局长
2000－2006年 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

组成员
2006－2008 年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

席、党组书记
2008－2012年 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国

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正部长级）、机关党组副
书记

2012－2013年 福建省委书记
2013－2017年 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
2017－ 中央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十九届中

央委员，十九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