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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南海家书

宣讲政策·回应诉求·践行法治·弘扬正气·服务千家万户

习近平总书记 4 月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汇编
心怀“国之大者” 建设一流大学
4 月 19 日，在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考察。
习近平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
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
幸福贡献力量。

关于一流大学建设
一流大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住历史机遇，紧扣时代脉
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发展
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
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要培养一流人才方阵。
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想国家之所想、急
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重点，坚
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要构建一流大学体系。
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各部分具有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
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
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
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
● 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要完善以健
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
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勇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
心技术，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要坚持开放合作。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搭建中外教育文化友好交往的合作平台，共
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人类共同福祉。

寄语青年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
肩负重任。广大青年要爱国爱民，从党史学习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
取力量，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
● 要锤炼品德
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加强道德修养，明辨是
非曲直，增强自我定力，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

席习近平近日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动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作为，在推动绿
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

重点工作有这些
● 要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加快推进乡村振
兴，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
继续支持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强化易地
搬迁后续扶持。
● 要立足广西林果蔬畜糖等特色资源，打造一
批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 要严格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实各级党
委和政府保护耕地的责任，稳步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
● 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把碳达峰、碳
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
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
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 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和
积极就业政策，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
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 要完善多渠道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维
护好卡车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配送员等的
合法权益。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对线上线下校外培
训机构的规范管理。
● 要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公
共卫生体系，创新医防协同机制，提升基层
预防、治疗、护理、康复服务水平，毫不放
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 要严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有效遏制重特大
安全生产事故，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据新华社 4 月 22 日电

共同构建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
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
挑战。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
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共
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之道，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
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 要勇于创新
深刻理解把握时代潮流和国家需要，敢为人先、敢于突破，以聪明才
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会。
● 要实学实干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卓越，
在肩负时代重任时行胜于言，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成就一番事业。

寄语教师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就很难培养
出高水平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产生高水平的创新成果。
● 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
为全面发展的人。

据新华社 4 月 13 日电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
向，坚持立德树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
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
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
保障机制改革，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
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推动
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 要研究真问题，着眼世界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致力于解决实际
问题，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
● 要坚定信念，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考察广西 总书记划出这些工作重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学习 园地

谈高质量发展
●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
壮大实体经济，都离不开制造业，要在推动
产业优化升级上继续下功夫。
● 只有创新才能自强、
才能争先，
要坚定不移走自主
创新道路，
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 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加强
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在深化企
业改革中搞好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
企业改革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 要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

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 要继续深化改革，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优化营商环境。
● 要加大创新支持力度，优化创新生态环境，
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激发创新
活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 要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力
发展向海经济，促进中国－东盟开放合作，
办好自由贸易试验区，把独特区位优势更
好转化为开放发展优势。

谈民族团结进步
● 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
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族人民要心手
相牵、团结奋进，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 要搞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
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
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谈党史学习教育
● 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强信仰、信念、信心，
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
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 要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百年奋斗中感悟
信仰的力量，始终保持顽强意志，勇敢战胜
各种重大困难和严峻挑战。
● 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发展中国
的必由之路，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 要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
增强必胜信心，坚信我们党一定能够团结
带领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
一代人、无愧新时代的历史功绩。
● 要始终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使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一体化推进有更多的制度性
成果和更大的治理成效。

据新华社 4 月 9 日电

坚决遏制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
安全，强化系统观念、法治思维，注重
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坚持齐抓共管、
群防群治，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
和金融、通信、互联网等行业监管主体
责任，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加强社会宣
传教育防范，推进国际执法合作，坚决
遏制此类犯罪多发高发态势，为建设更
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据新华社 4 月 8 日电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央定点帮扶单位要落实帮扶责任，
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帮扶举措，加强工
作指导，督促政策落实，提高帮扶实效。
全党要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乘势而上，
接续奋斗，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习近平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据新华社 4 月 2 日电

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家园
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
挑战。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
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共
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之道，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
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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