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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陕西榆林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
谱写陕西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9 月 13 日至 1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这是 13 日上午，习近平
在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考察时，同企业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新华社榆林 9 月 15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时强
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弘扬光荣革
命传统，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切实抓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
安全，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谱写陕西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9 月 13 日至 14 日，习近平在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
省长赵一德陪同下，深入企业、农村、学校、革命旧址等
进行调研。

13 日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
限公司，了解循环经济煤炭综合利用项目规划建设运行情
况。在中心控制室，习近平观看项目产品展示，对企业坚
持创新发展，坚持安全、稳定、清洁运行的做法表示肯
定。随后，习近平到年产 40 万吨乙二醇项目现场察看，询
问煤化工深度发展有关情况，同企业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他强调，榆林是国家重要能源基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要按照绿色低
碳的发展方向，对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立足
国情、控制总量、兜住底线，有序减量替代，推进煤炭消
费转型升级。煤化工产业潜力巨大、大有前途，要提高煤炭

9 月 13 日至 1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这是 14 日上午，习近平
在绥德实验中学考察时，同正在练习书法的学生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
绍。习近平指出，高西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
元化、低碳化发展，把加强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任务，加快
板，你们坚持不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发展农村事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发展煤基特种燃料、煤基生物可降
业，路子走的是对的。要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解材料等。
理念，把生态治理和发展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
13 日下午，习近平前往米脂县银州街道高西沟村考察
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调研。山谷间果园、林地、梯田、淤地坝错落有致，初秋的
离开高西沟村，习近平来到位于米脂县城东南的杨家沟
黄土高原一片绿意盎然。途中，习近平临时下车走进田间，
革命旧址。1947 年底，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机关来到杨家
察看谷子、糜子、玉米长势，同正在田间劳作的老乡拉家
沟村，在这里战斗生活了 4 个多月，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和
常，询问他们生产经营、家庭收入、医疗保障、子女上学就
西北战场，领导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习近平参观中共中央
业等情况。在高西沟村龙头山山顶，习近平听取了陕西省生 “十二月会议”旧址、毛泽东旧居、周恩来旧居等，追忆革
态文明建设和高西沟村探索黄土丘陵沟壑区综合治理情况介
命历史，缅怀革命先辈丰功伟绩。（下转第二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9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8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毫不动摇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文章强调，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180 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100 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 70 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
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
国共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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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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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必须理
直气壮、旗帜鲜明。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
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
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
命运所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
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
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为什么我
国能保持长期稳定，没有乱？根本的一
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党
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
海神针”
。
文章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
根本领导制度。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
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
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
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
文章指出，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的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
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领导必
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
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
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
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
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
国家事业。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
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党
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处理
好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始终保持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新的
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
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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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培育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实验中学回访
本报记者 冯丽
“特别激动”“很兴奋”“高兴得
无以言表”……这些语句成了近两天
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实验中学师生们口
中常说的话。
9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榆林市绥德实验
中学考察。
“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我们这所农村基层学校考
察，体现了对基础教育的深切关
怀。”绥德实验中学副校长李杰代表
学校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工作，这让
她感到无比光荣。

绥德实验中学是 2001 年在原陕
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旧址上创办的一
所初级中学。这里曾是西北革命的策
源地，西北革命的烽火就是在这里点
燃。1924 年，革命先驱、时任校长李
子洲提出
“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
书”
的办学理念。多年来，该校一直秉
承“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
办学原则，并提出
“以革命之火点燃幸
福教育”
的办学理念，快速发展成为榆
林市素质教育示范学校、绥德县党建
工作示范学校和红色教育实践基地。
今年是绥德实验中学建校 20 周

年，在师生们眼中，这次习近平总书
记来校考察，给大家上了最好的开学
第一课。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时，我正和
同学们一起练少年拳，激动的心情无
以言表。”九年级 （4） 班学生李文
轩眼里闪着光，兴奋地说，“习爷爷
勉励我们要珍惜大好年华，修身立德、
勤学上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练少
年拳、打羽毛球、踢足球都是我的爱
好，我一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野蛮
体魄，文明精神，努力做全面发展的
国之栋梁。
”
（下转第二版）

推动全面发展 造就国之栋梁
本报评论员
9 月 14 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陕西绥德实验中学，
观看同学们书法练
习和体育锻炼，
同大家亲切交流。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绵
延不断，
基础在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基础在教育。我们办教育，
就
是要提高人民综合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坚定文化自
信，
增强全民族创造活力。要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
厚植爱党、
爱国、
爱人民、
爱社会主
义的情感，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校对：
杨瑞利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
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
作用，
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
真正把
过重的学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减下
来，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
记勉励同学们珍惜大好年华，修身立
德、
勤学上进、
强健体魄、
锤炼意志，
做
对国家、
对人民、
对社会有用的人。
如此深情寄语，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于青少年的无比关怀；如此殷殷期
望，指明了当代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方
向，也道出了大国崛起以及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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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逻辑。
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时代越是
向前，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知识和人
才的重要性变得愈发突出，教育的作
用愈发凸显，意义愈显深远。人类社
会就是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更新旧
知、开掘新知、探索未知，通过教育
来不断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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