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出版：中国教育报刊社 ●值班主编：苏令 ●值班编辑：欧媚 ●设计：吴岩 ●校对：杨瑞利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xinwen@edumail.com.cn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发行热线：010—82296688

ZHONGGUO JIAOYU BAO
2020年7月 日 星期三1
农历庚子年五月十一 第11126号 今日八版

报头题字：邓小平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5 邮发代号1—10 微博：@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中国教育报
客户端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 6 月 29 日下午就

“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举行第二十一次
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组织建设
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党的组
织路线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
的。我们党要长期执政、永葆活
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是把党
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提供了科学遵循，为增强党的创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供了重
要保证。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继续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贯彻落实好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把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胡金旗同
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
讲话。他指出，再过两天，是我
们党成立99周年的日子。安排这
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既是庆
祝党的生日的一次重要活动，也
是为了推动全党深化认识并贯彻
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习
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共产
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

习近平强调，党的历史表
明，什么时候坚持正确组织路
线，党的组织就蓬勃发展，党的
事业就顺利推进；什么时候组织
路线发生偏差，党的组织就遭到
破坏，党的事业就出现挫折。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党的
组织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健全党的组织体
系、完善选人用人标准和工作机
制、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
活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
举措，并同强化党的理论武装、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严肃党的纪
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等相协
调，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
坚强。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在
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功经验的基
础上，对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
行了概括。我们要正确理解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的科学内涵和实
践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准确把握
好贯彻落实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指出，要抓好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
本目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保证。现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
胜利实现，我们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新征程。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要全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
解重大矛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
根本的保证还是党的领导。（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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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
近平6月3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胜利完成

“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决胜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
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必须发挥好改革的
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应对变
局、开拓新局，坚持目标引领和问
题导向，既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又
善于识变求变应变，紧紧扭住关
键，积极鼓励探索，突出改革实效，
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
宁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方案（2020—2022年）》、《关
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
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化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关于加快推进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实施
意见》。会议还听取了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
况汇报。

会议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国有
企业勇挑重担，在应急保供、医疗支
援、复工复产、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3年是国企改
革关键阶段，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
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
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国有经
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

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
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
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要顺应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
向，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制
造业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
夯实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健全法律法
规，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发展水平。

会议指出，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要积极探索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
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
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
屋使用权的具体路径和办法，坚决守
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
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
线，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权
益。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

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扭住关键鼓励探索突出实效

李克强王沪宁出席

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会议指
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针对
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
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
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
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
回信，勉励他们继续讲好关于理想信
念的故事，并对全国广大党员特别是
青年党员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100年
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
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
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
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
在，你们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
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
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你
们坚持做下去、做得更好。

习近平强调，心有所信，方能行
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

拼搏奋斗。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
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
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
力量。

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
译本的翻译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
大学的第一任校长。2018年5月，复旦
大学将陈望道故居改造为《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该校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组建
党员志愿服务队，面向广大师生和社会
各界开展宣讲活动。近日，党员志愿服
务队的30名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了参加志愿讲解服务的经历和体
会，表达了做《共产党宣言》精神忠实
传人的信心和决心。

习近平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回信勉励广大党员

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同志：
来信收悉。100 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 《共产党宣

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
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你们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你们坚持做下去、做得更好。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更需要坚
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
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
2020年6月27日

习近平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30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和闭幕会。会
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国家
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9号主席令予以
公布；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
定。会议决定免去胡泽君的审计署审
计长职务，任命侯凯为审计署审计长，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50号主席令
予以任免。栗战书委员长出席会议。

30日上午，常委会第二十次会
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常委会组成
人员162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

法定人数。会议经表决，全票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会议还审议了有关
任免案。

30日下午，常委会第二十次会
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常委会组成
人员16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
法定人数。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
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
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
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作了说明。

30日下午，常委会第二十次会
议举行闭幕会。常委会组成人员163
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

数。会议经表决，全票通过了《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
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决定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明确由
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会议
经表决，决定免去侯凯的国家监察委员
会委员职务。

栗战书委员长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和闭幕会，郝明金副委员长主持第三次
全体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
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
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
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

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国务

委员王勇、肖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国家
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全国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部分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
表，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分别列席
有关会议。

各次全体会议前，栗战书委员长分
别主持召开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六十六次、第六十七次和第六十八次委
员长会议，审议有关议题。全国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全国人大常委会有
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
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
关议题作了汇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
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2020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
在扶贫战线上在扶贫战线上，，教育系统广大共产教育系统广大共产
党员坚守使命党员坚守使命、、尽心尽责尽心尽责，，作出了突作出了突
出的贡献出的贡献。。今天是中国共产党今天是中国共产党9999岁岁
生日生日，，本报推出七一特刊本报推出七一特刊，，讲述讲述66名名
教育系统驻村第一书记带领贫困地教育系统驻村第一书记带领贫困地
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故事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故事。。借借
此此，，让我们向战斗在扶贫一线的教让我们向战斗在扶贫一线的教
育系统党员致育系统党员致敬敬！！

致敬致敬 扶贫一线的驻村第一书记

➡ 详见第四版➡➡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30 日 电
2019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
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
员总数为9191.4万名，比上年净增
132.0 万名。学生党员 196.0 万名。
党的基层组织468.1万个，比上年净
增7.1万个。

党员数量平稳增长。全国党员总

量增幅为1.5%。全年发展党员234.4万
名，比上年增加 28.9 万名，产业工
人、青年农民、高知识群体和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数量增
加明显。

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女党员
2559.9万名，占27.9%；少数民族党员
680.3万名，占7.4%。

2019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

全国学生党员196万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