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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9 月 23 日是秋
分日，我国将迎来第一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
亿万农民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习近平指出，设立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党
中央研究决定的，进一
步彰显了“三农”工作重
中之重的基础地位，是
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秋分时节，全国处处五
谷丰登、瓜果飘香，广
大农民共庆丰年、分享
喜悦，举办中国农民丰
收节正当其时。

习近平强调，我国
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
是安民之基、治国之
要。广大农民在我国革
命、建设、改革等各个
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
大贡献。今年是农村改
革 40 周年，40 年来我
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希望广大农民
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
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
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
浓厚氛围，调动亿万农
民重农务农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
赢脱贫攻坚战、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新征程中谱写我国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
的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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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 9 月 21 日下午
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
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我们要
加深对这一重大战略的理解，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明确思路，深化认识，切实把工作做
好，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学习开始时，播放了有关乡村振兴战略的专题片。随
后，韩长赋、刘永富同志先后发言，他们结合本部门工作实
际谈了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体会和意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发言，并就
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没有农业农
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
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
成败。我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能
力、有条件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顺利推进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农民为推进工业
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也取得了
显著成就，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
实基础。我国拥有 13 亿多人口，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
到哪一步，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 40 年前，我们通过农村
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 40 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
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习近平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
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要坚持农业现
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
业强国跨越。要在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公共服务、干部配
备等方面采取有力举措，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不断
缩小城乡差距，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
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要推动农业农村
经济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加快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融合，加
快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农村美丽家园，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
共文化建设、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
水平现代化、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不断满足广大
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习近平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在
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13 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
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我国农
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要在
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
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要走城乡融合发
展之路，向改革要动力，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人才、土地、资
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要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
村覆盖。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贫

困村和所在县乡当前的工作重点就是脱贫攻坚，要保持目标
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

习近平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
须加强领导，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力量。要把
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
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充分发挥好乡
村党组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
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
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
村创新创业。

习近平强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注意处理好以下
关系。一是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要遵循乡村建设规
律，坚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一件事情接着一
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切忌贪大求快、刮风搞运动，
防止走弯路、翻烧饼。二是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关系，党
中央已经明确了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各地要制定符合自身
实际的实施方案，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因村制宜，发挥
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善于总结基层的实践创
造。三是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
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挥政府在
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市场监管、法治保障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四是增强群众获得感和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要围绕农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补齐农村发展
和民生短板，让亿万农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同时要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坚持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不能提脱离实际的目标，更不能搞形式主
义和“形象工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
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据新华社济南电(记者王志)近年来，山东省济南市大胆
进行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容错免责、纠错、防错和诬告陷害
信访举报行为查核处理等“四位一体”工作机制，给干事创
业者吃了“定心丸”。同时，强化正向激励，破解干与不
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共提拔重用市管干
部 357 人， 175 名好干部、 152 个好团队得到表扬奖励。通
过为担当者担当、让实干者实惠，激励担当作为干部竞相出
彩。

容错免责为敢于担当者撑腰鼓劲

“只要敢担当、重实干，就没有翻不过的‘火焰
山’。”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党总支书记高淑贞
说。

三涧溪村曾是有名的“落后村”，高淑贞上任后，将党员群
众拧成一股绳，不仅解决修路通水棘手难题，更带领村民建设
现代农业基地和集约型工业园区，吸引 72 家企业入驻，村民
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 2 . 6 万元。高淑贞由此被评为全国优
秀党务工作者，成为列席党的十九大的优秀村书记。

当前，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三
怕”情绪：一怕改革创新冒风险，
不如当个“太平官”；二怕干得越
多越出错，不如当个“逍遥官”；
三怕严抓严管“得罪人”，不如当

个“老好人”。
2016 年以来，济南市率先出台支持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容错免责、纠错、防错和诬告陷害信访举报行为查核处理 4
个实施办法，理直气壮为担当作为的干部兜底撑腰。

济南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干部在工作中出现失
误和错误，只要符合“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符合中央大
政方针和省、市党委政府决策精神，按照实际情况经过民主
决策，没有为自己、他人或单位谋取私利” 4 项条件，相关
问责机构开展容错免责调查核实，符合容错情形的，在干部
选拔使用、个人考核评价等方面不受影响。

赏罚分明让“干好干坏不一样”

2016 年 2 月担任历城区华山街道社会事务科科长的谢
允岗，负责辖区 4 个村的整村拆迁。面对众多拆迁难题，他
扑下身子踏实干事，攻坚克难，圆满完成拆迁任务。

由于工作实绩突出，群众基础较好，谢允岗虽然正科级任
职年限不满 3 年，但今年 1 月他被破格提拔为华山街道社区
服务中心主任(副处级)，成为济南市干部破格提拔“第一人”。

针对以往年度考核“优秀轮流当”“好坏一个样”等问
题，济南市制定《市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结果运
用实施办法(试行)》，突出奖优罚劣、赏罚分明，制定 35
条具体奖惩措施，让干得好的得提拔、得表彰，让干得不好
的丢位子、丢面子。 2017 年以来，济南市共提拔重用市管
干部 357 人，“凭实绩立身”的理念深入人心。

正向激励让干部竞相出彩

为让实干者实惠，济南市探索建立干部正向激励机制，
坚持政治上关注、生活上关心、精神上鼓舞、经济上奖励，
激励各级干部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竞相出彩。

燕柳小学是历下区的热点学校，办学空间却非常紧张。
2017 年初上任历下区教育局局长的顾朝霞主动当起“包挂
人”，打出调整招生方案、增加教育资源、设立弹性学区等
“组合拳”，短短一个月就啃掉学位不足的硬骨头，全区近
2 万名孩子全部顺利入园入学。顾朝霞成为济南市“出彩
型”好干部的代表之一。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今年 7 月 1 日，济
南市对 175 名担当作为“出彩型”好干部、 152 个担当作为
“出彩型”好团队给予命名表扬、记功奖励。

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说，通过“四位一体”
工作机制，鼓励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当好“明白人”“带头人”
“清白人”“健康人”，真正使担当、负责、作为的价值观在干部
队伍中落地生根，积聚起敢想、敢干、敢担当的正能量。

济南：容错免责正向激励让担当干部竞相出彩

香港步入

“高铁新时代”
据新华社香港 9 月 22 日电(记者郜婕、朱宇轩)广深港

高铁香港段开通仪式 22 日在香港西九龙站举行。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开通仪式上表示，高铁香港段的开通
标志着香港正式加入国家高铁网络，步入“高铁新时代”。

当天上午 10 时，开通仪式在西九龙站地下一层售票大
堂开始。林郑月娥表示，高铁香港段“联系更远，成就更多可
能”，贯通广州、深圳、香港这三个高速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
龙头城市，使大湾区的快速客运网络更臻完善，推动区内经
济、社会和文化交流。此外，通过京广客运专线和杭福深客
运专线，高铁香港段还将香港连接至首都经济圈和长三角
区域，进一步接通国家三大经济圈，有助增强区域之间的协
同效应，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她说，高铁香港段能以最高效能开通，便利两地人民，
关键在于落实“一地两检”创新通关安排。两地的通关部门
已经准备就绪，将在“一地两检”安排下提供高效省时的通
关服务。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以香港西九龙站为起点，全长 26 公
里，将于 9 月 23 日正式通车。

 9 月 22 日，“动感号”列车在香港西九龙站等候
试乘。 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黄河流经的第一
县，平均海拔在 4500 米以上。9 月中下旬，这里部分区域
已经飘起了雪花，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

早上 8 点多，记者驱车从县城往黄河源头方向扎陵
湖乡行驶，走过一段柏油路后便是坑洼的土路。风大雪
急，汽车在湿滑的路上左摇右摆，两旁是雾茫茫的一片，
约 80 公里的路程几乎看不到人烟。

茫茫雪原中记者无意间隐约看到不远处有一顶蓝色
帐篷，一缕青烟从顶部冒出。记者颇为兴奋，便决定前往
探访。在帐篷外招呼了一声，只见一双粗糙的手拉开了帘
子，一张笑脸从缝里探出来，热情地把记者迎了进去。

帐篷里共有 5 个人，衣服上印有“生态管护员”几个
字，早上出去巡护刚回来，午饭还没吃。记者看到，炉子里
烧的是牛粪，汤锅里煮的是羊肉汤，旁边的盆里放着一摞
馍馍，一个角落里堆放着他们晚上睡觉用的被褥。

5 个人中年纪最大的叫阿尕，今年 61 岁。阿尕说，他
们是扎陵湖乡勒那村人，全村共有 13 个生态管护小分
队，轮流在各个点上值班巡护，每个小分队由 4 到 6 个人
组成。

在他们这个小分队巡护点的不远处，就是黄河源头
“姊妹湖”——— 扎陵湖、鄂陵湖。在当地人眼里，黄河水流
过“姊妹湖”后，才开始真正叫作黄河。

阿尕说，他们世代靠放牧为生，他家最多的时候有上
千只羊和上百头牛，在过去生活还算不错。但持续的过度
放牧和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至 2005
年，玛多原有的 4077 个湖泊半数以上消失。牧民的生活
遭受严重威胁，出现守着源头却没水喝的现象。

“草长得越来越低，湖也越来越少了，少雨季节还缺
水喝，有时候得走上十来公里的地方去打水，牛羊都快养
不活了。”阿尕回忆道。

沉默了一会，另一位名叫土关的管护员接上话：“可
草原近些年又变好了！”

2005 年，国家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
2014 年，治理面积更广、标准更严格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和
建设二期工程接续启动，三江源地区生态得以稳步恢复。

为了退牧还草，许多牧民放下羊鞭，搬进了城镇，部
分还受聘为生态管护员，除了领到草原奖补资金外，每月
还有 1800 元的岗位工资。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已有
17211 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在广袤的草原上，一个个
乡镇管护站、村级管护队和管护小分队构建起远距离“点
成线、网成面”的管护体系。

当聊起现在的生态巡护工作，帐篷里的氛围又活跃了
起来。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管护员南才开了腔：“过去过度放
牧破坏了草原，现在反过来管护草原，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过了，你别看咱们这里条件差，可大家心情越来越愉快。”

“你来的时候看到没，山上经常有野驴、黄羊，湖里的
野鸭、水鸟也多了呗！”阿尕自豪地说，“可能是混熟了，感
觉野生动物现在都不怎么怕人了。”

聊天过程中，阿尕不时在往炉子里加牛粪，帐篷里很
是暖和。拉开帘子，外面白皑皑一片，大雪已没过了鞋，一
阵寒风吹过来，让人直打寒颤。

记者继续往前赶路，5 位管护员也踏上了下午的巡
护路，他们最远要走近 60 公里。风雪中，管护员身上的绿
色工作服格外醒目……

(记者邓万里)据新华社西宁 9 月 21 日电

黄河源头话生态

9 月 22 日晚，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亮灯，吸
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游玩。 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花灯庆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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