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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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突出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抓住了国家治

理的关键和根本，对于更好发挥我国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

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如

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

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

位。新中国成立70年来，正是因为始

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

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

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

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世所

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

稳定奇迹。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和完善

党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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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幸福所在。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

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

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

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

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

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

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

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

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

导制度。全会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制度体系放在首要位置，同时把坚持

和加强党的领导的要求全面体现到各

方面制度安排之中，突出的正是党的

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领地位，彰显了

我们党牢记初心使命、以坚强领导铸

就千秋伟业的责任担当。

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

本，就要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

方面的显著优势，首要的就在于坚持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

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

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我国社会主义政

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

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

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

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

“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

分明。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就要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

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

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

本，就要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

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顺利推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

必须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

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担

负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

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重大职

责”。我们要按照《决定》的部署要求，

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

制度体系，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

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

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

党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

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定海神针”。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身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关键时期，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

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更

加充分发挥好，我们就能推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

破浪前行，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
———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颗赤子心

———心系苍生大地

“我走了，无须作祭奠，无须泪挂腮
两旁，无须那一纸挂墙告悼文，一切都
回归土地，我从这土地生长……”用一
首小诗，与世界作别，是何家庆生前的
遗愿。

何家庆走了，但他的故事仍在广为
流传。

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有其宏大的时
代背景和独特的心路历程。

1949年，何家庆出生在安庆市的一
户普通百姓家庭。 母亲早逝，父亲拉板
车挣钱度日。 家境贫寒的他，靠着学校
的助学金和老师的接济完成高中学业，
后被组织推荐到安徽大学生物系学习，
1976年被调回原系当教员。 他常说，没
有共产党，我可能仍旧是个拉车的。

“我何家庆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
是人民给予的，我没有理由不把我人生
的全部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生我养我的
人民和这块土地。 ”何家庆说。以知识技
能回报父老乡亲、回报祖国人民，这个
执着追求染出他的人生底色，徘徊在温
饱线上的贫困山区人民，成为他魂牵梦
绕的牵挂。

为了尽快使老区富起来，加快开发
大别山资源的步伐，何家庆一直没有停
歇。 一次次“出走”，到贫困山区去，到深
山老林去，到人民群众中去，他将对贫
困山区的深情化作矢志不渝的扶贫行
动，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播撒科
技星火。

有一次，何家庆带着四五岁的女儿
何禾到野外考察，在一个山窝窝的峭壁
上长着一株珍贵的植物。 “我爸怕我乱
跑掉下悬崖， 就用绳子把我绑到树上，
他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攀上峭壁，采到了
那株珍贵的植物标本。 ”何禾说。在他眼
里，全心全意为扶贫而奔波，人生才有
意义，生命才有价值。

一腔不渝志

———把知识传给群众

在给女儿的信中，何家庆曾回忆他
读书时的理想———无论以后做什么，都
要为人民服务。

1990年，何家庆被选派到绩溪县挂
职任科技副县长。 从“何老师”变成“何
县长”， 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埋头苦
干。 跑山头、钻树丛、办展览……何家庆
摸清了植物资源家底，唤醒沉睡的山里
“宝贝”，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何家庆选择尚田乡进行蚕桑改良
试点，他先后 31次到离县城 40公里的
尚田乡，走家串户，深入田间地头现场
示范指导，举办培训班，指导科技养蚕。
1991年，尚田乡虽然遭灾，但蚕茧产量
仍增加 28%，增收 30万元。

“对于贫困山区人民生活，我有一
份责任，虽没有力挽巨浪之臂，却有一
颗火热的心。 ”1991年， 绩溪县遭遇洪
灾。 何家庆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狂风暴
雨，四处奔波指导救灾，几次晕倒在水
中。 一个月的水中行走，使他染上了血
吸虫病。 荆州乡松烟塘村受灾严重，他
捐出 1000 元差旅费帮助村民灾后重
建。

正是在绩溪县挂职期间，何家庆在
山里发现了魔芋，这是不费事的“懒庄
稼”，适合山区生长，适宜在山区推广。
何家庆自荐担任绩溪县魔芋开发领导
组组长，举办培训班，普及魔芋栽培知
识，迫不及待要把科技知识传给贫困山
区农民。

一亩魔芋十亩粮， 十亩魔芋一间

房。 为了消除农民顾虑，他掏出 1000元
从湖北引种，在 31个点进行试种，一次
次到田头进行指导，结果 500亩魔芋全
面丰收， 最低产量 2000公斤， 最高达
7000公斤，收益超过 400万元。

一片桃李芳

———身教胜于言传

一件中山装穿了 40多年、 一顿饭
不超过 1.5元……这是很多安大学子对
这位“怪怪的”教授的第一印象。

“何老师言语不多，身教胜于言传，
他的人格魅力和家国情怀， 深深地影
响了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安徽农业
大学博士后王强说。 大二时，王强就在
何家庆的实验室实习， 曾陪同何家庆
外出采集植物标本。 王强告诉记者，何
老师的 “怪” 是因为很多人没有走近
他，并不了解他。 在他眼中，何老师就
是一位普通的老人， 有自己的脾气和
坚持，时刻记挂着贫困百姓，总想为他
们做点事。

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 “记忆中
的何老师，我们永远追不上。 ”安徽大学
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翟琰吾说。 2003年，
何老师带他们去岳西县采集标本，无论
是崎岖的山路，还是泥泞的土路，他都
会如履平地、健步如飞，没有一位同学
是他的“对手”，班里长跑冠军也跟不上
他的步伐。

闻到花香，就知草木。 “何老师就像
是个行走的图书馆，植物学界的百科全
书，好像没有他不认识的花花草草。 ”合
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组织人事处
蔡静说。 有一次，蔡静寻得一颗“非比寻
常”的种子，没有人能认出来，专业软件
也查不到。 拿给何老师一看，他一眼就
叫出了名字， 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种，有
什么作用功效。 何家庆的课场场爆满，
挤满很多慕名而来的学生；课堂下辨草
识木，是他的拿手绝活。

浇花要浇根，育人要育心。 何家庆
的学生马媛媛，也是一位人民教师。 “我

很庆幸成为何老师的学生，也很遗憾没
能为他做些什么。 他一辈子做一件事，
一生都在言传身教，让我深深理解了教
师安身立命的根本。 ”马媛媛说。 当年，
何老师是校园里的传奇人物，九死一生
的扶贫大西南壮举，激发很多像她一样
的青年学子，燃起爱国之情，树立报国
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一条行者路

———永远在扶贫路上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已经年过 65
岁的何家庆， 脑海总是响起一种声
音———“种植瓜蒌像当年种魔芋一样，
助力脱贫造福贫困群众。 ”

使命召唤，再次出发。 怀揣对瓜蒌
种植的多年积累和为农民扶贫增收的
赤子之心，踏上了自费考察“瓜蒌扶贫”
的道路。 何家庆独自前往安徽、河南、浙
江、江西、江苏等省多个地区开展瓜蒌
调研，到过最远的山村，住过最便宜的
旅馆，特别是多次深入潜山、岳西等大
别山腹地，对瓜蒌从业人员进行义务指
导。

“何教授总是风尘仆仆、来去匆匆，
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我们潜山的瓜蒌
基地。 ”潜山市栝楼产业协会会长王传
文说。 他告诉记者，他在上世纪 90年代
就因瓜蒌与何教授结缘， 是他眼中的
“瓜蒌大伽”。 这么多年来，何教授还是
老农民的样子， 但是一开口聊瓜蒌，他
浑身上下都是劲儿，透过厚厚的镜片射
出坚定的目光。 何家庆给潜山的瓜蒌产
业发展出了很多主意， 数次开培训班，
指导瓜农提升种植技术， 并在繁殖种
苗、病虫害防治、深加工方面提出不少
建议。

凌乱的发丝遮不住他的坚毅，孱弱
的身躯藏不住他的伟岸。 从“魔芋大王”
到“瓜蒌大伽”，在潜山调研期间晕倒，
后经检查为癌症晚期，10月 19日病逝
于合肥， 一直在扶贫路上的何家庆，终
于可以歇歇了……

19年前，本报刊发“走近何家庆”系列报道，记录了他矢志不移、充满传奇的扶贫故事。近年来，何
家庆背起行囊，重踏科技扶贫路，一直走到生命尽头。今天，记者再次走近何家庆———

回归土地，用知识报答人民

新华社北京 11月 7日电 记
者 7日从滴滴出行获悉， 滴滴顺
风车将于 11月 20日起， 陆续在
哈尔滨、太原、北京等 7个城市上
线试运营。 为了提升安全，可公开
查询到的失信被执行人无法注册
成为顺风车车主。

据介绍， 这 7个城市是滴滴
出行综合评估了不同城市的位置
和规模等特点后决定的。 11月 20
日将开通哈尔滨、太原、石家庄、
常州的试运营，11月 29日开通沈

阳、北京、南通的试运营。
试运营期间， 滴滴出行将首

先提供 5:00至 23:00（女性 5:00至
20:00）、 市内 50公里以内的中短
途顺风车平台服务。 试运营期间，
不收取信息服务费。

据介绍，滴滴出行在顺风车产
品中， 引入了失信人筛查机制，可
公开查询到的失信被执行人无法
注册成为顺风车车主。为了保障司
乘权益， 滴滴平台将原有的用户
“信任值”升级为“行为分”，评价
差、投诉多的用户，行为分过低，可
能会影响顺风车服务的正常使用。

滴滴顺风车
将在 7城市上线试运营

新华社北京 11月 7日电 国
家外汇管理局 7日公布最新外汇
储备规模数据，截至 2019年 10月
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052亿
美元，较 9月末上升 127亿美元，
升幅 0.4%。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
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10月，我国
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受全球贸
易局势、 主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

英国退欧前景等因素影响，美元指
数下跌， 主要国家债券价格回落。
“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
综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

“世界经济增长呈放缓趋势，
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依然较多， 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 王春英表
示，改革开放力度持续加大，内生
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有能力抵御
各种风险挑战， 为外汇储备规模
总体稳定提供坚实基础。

10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增至 31052 亿美元

茳茳茳上接第1版 因此，区委、区
政府计划以张加华脱贫案例为指
导，总结其致富经验，进行宣传推
广； 并且计划将其培养成致富带
头人，引导其开设养殖课程，将养
殖经验传授给其他贫困户， 带领
更多贫困户发展种养产业， 共同
迎来美好生活前景。 据张加华介
绍， 他计划明年在郭王村发展林
下养殖， 联合周边村约十户贫困
户共同养殖，预计养殖 1万只鸡。

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户，一
头连着广阔的消费市场，是扶贫的

新引擎新动力。相山区在贯彻落实
消费扶贫部署要求时，将商品交换
行为融入爱心元素、帮扶元素、激励
元素，打造了线上加线下共同发力、
近期加远期共同谋划、 个人加社会
共建渠道、先进加后进共同致富“四
加四共”的消费扶贫新模式，不仅汇
聚了社会各界力量消费贫困户的农
产品， 而且调动了贫困人口依靠自
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的积极性；更
深层次来看， 也满足了消费升级对
绿色生态农产品的需求， 促进了农
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华社北京 11月 7日电

2000年 2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发表讲
话，正式提出了“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

着眼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
化，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
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要求。 他
指出， 七十多年来我们党所以
赢得人民的拥护， 是因为党在
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
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
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 “三个代
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
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
大课题。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后， 江泽民于 2000年 5月在江
苏、浙江、上海考察时进一步强
调：“始终做到 ‘三个代表’，是

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 ”此后，他在中央召
开的经济工作会议、 统战工作
会议和中纪委会议上， 从不同
角度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
的领导问题作了论述，使“三个
代表” 重要思想不断得到充实
和完善。

2001年 7月 1日， 江泽民
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
话，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科学内涵，指出，总结 80
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归结
起来，就是必须始终做到“三个
代表”。 “三个代表”是统一的整
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2002年 11月，中共十六大
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 “三个代
表” 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
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
党章。

立党之本 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

据新华社哈尔滨 11月 7日电

记者从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
分院了解到，由该分院郭泰研究员团
队等选育而成的大豆新品种 “合农
71”， 日前通过了科技部专家组的现
场验收， 该新品种亩产达到 447.47
公斤，创国产大豆单产新纪录。 专
家表示，这对扩大国产大豆种植面
积，振兴大豆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组对大豆新品种 “合农
71” 实打实收现场测产的结果表
明：该品种亩产 447.47公斤，这一
结果刷新了 2018 年亩产 423.77
公斤的全国大豆单产纪录，使我国
大豆单产纪录提高了 23.7公斤。

经现场人工实收测验， 试验
采用的 “合农 71” 亩产 447.47公
斤，刷新了 2018年亩产 423.77公
斤的全国大豆单产纪录， 使我国
大豆单产纪录提高了 23.7公斤。

亩产 447.47 公斤！
国产大豆单产创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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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劳动合同登报公告 声 明
根据《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员工奖惩暂行规定》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连续旷

工 10 天及以上一年内累积旷工 20 天，将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临汾天
煜恒晋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张存峰同志身份证号：342201196504086210；张喜同志身份证号：
342222198712094814；王金保同志身份证号：342423196712096199；崔介胜同志身份证号：
340321196510054695；崔鲁晋同志身份证号：142601198811056533；赵梦溪同志身份证号：
340621198912203265；丁振付同志身份证号：340621197703157536；康世耿同志身份证号：
142633196909241018。因条件成立，决定与以上人员解除劳动合同。请上述人员到安徽省皖
北煤电集团临汾天煜恒晋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自本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未回单位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的，视自动解除劳动合同。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临汾天煜恒晋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1月7日

刘艳玲（411425198804121282）10077897号准迁证遗失，声明作废。
叶喜、张英 00013404号购首府小区 08＃－1＃1601号房的购房发票遗失，声

明作废。
陈然 00036624号购丽水园 15＃－2－1808室的购房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武伊佳 R340442443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下列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刘惠侠 3406020011000179
王先峰 3406020015037488
常素芹 3406020014033805
孙 茜 3406010012013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