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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2 日电 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
体会议公报

（2022 年 10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七次全体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
至12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
补中央委员 159 人。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于 2022 年 10 月 16 日在北
京召开。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
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全会讨论
并通过了党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
告，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将这
3 份文件提请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审查和审议。习近平就党
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稿向
全会作了说明，王沪宁就《中国共产党

章程（修正案）》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
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
一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
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央
政治局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统
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
开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步伐，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成功举办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隆重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25周年，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
重大斗争，妥善应对乌克兰危机带来的
风险挑战，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
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
政治环境，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
新的重大成就，为召开党的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创造了良好条件。

全会总结了党的十九大以来 5 年
的工作。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大以来的
5 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 5 年。5

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带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
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
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
局，蹄疾步稳推进改革，扎实推进全过
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积极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保障和
改善民生，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维护国家
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大
局稳定，大力度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如
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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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载砥砺奋斗，九万里风鹏正
举。历史和经验证明，要用改革的办
法解决我国教育发展中的问题。

“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增强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
上的讲话，掷地有声。

时间回到2013年。这一年，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对改革
的重要领域和关键问题作出重要部
署，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
点举措。中国教育改革驶入深水区，
开启了一场全面、深刻、系统的综合
改革。

十年来，教育系统坚持将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结合，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深入推进，一些长期
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得
到破解，一大批基层改革创新的经验
做法不断涌现。

这是一场系统谋划的改革
2012 年 11 月，新一届中央政治

局常委首次集体亮相。新当选为中共

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中外记者见面
会上，以“十个更”诠释了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其中，“更好的教育”
排在首位。

此 时 的 中 国 教 育 发 展 成 就 显
著 ——全面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目标，
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高
中阶段教育加快普及。然而，一系列
教育深层次矛盾不断积累，必须直面
难啃的“硬骨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改革已经
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
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从零敲碎打到系统谋划，进
入新时代，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也是改革
进行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选择。

今年秋季学期，新版义务教育课
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始执行。新课标
将党的教育方针细化为应着力培养的
学生核心素养，体现为正确价值观、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培养要求，不
仅描绘出了我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
间内义务教育阶段的育人蓝图，更与
中央作出义务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和“双减”工作决策部署形成呼应。

（下转第三版）

教育综合改革取得重要突破
本报记者 梁丹

喜迎二十大·新时代新征程教育新篇述评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22年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本报北京 10 月 12 日综合消息
今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引发教
育系统广大师生员工热议。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党
中央召开十九届七中全会，客观总结
了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对推动
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
行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杨琳表示：“成绩提振士气，蓝图
鼓舞人心！河西区教育系统将全面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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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砥砺奋进新征程，团结奋斗迎
盛会！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我们充
满期待、满怀信心、锐意进取，将始
终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着
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推
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教育工
委书记、区教委主任向斌说。

“高校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核心力量。高校
教师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着力推
动高校高质量创新发展，培养更多堪
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京
建筑大学测绘学院教授刘祥磊说。

（下转第三版）

砥 砺 奋 进 新 征 程
团 结 奋 斗 迎 盛 会
——教育系统广大师生热议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