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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伊始袁云石山乡长征小学严格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袁对操场尧教室尧走廊等公共区
域开展卫生消毒工作袁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
卫生健康的环境遥

胡水发 记者吴志锋 摄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
力军袁生逢伟大时代袁只有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奋勇争先尧建功立业袁才不会辜负党
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遥

在 2021 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渊国家
行政学院冤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袁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袁 殷殷嘱托
年轻干部野必须练好内功尧提升修养袁做
到信念坚定尧对党忠诚袁注重实际尧实事
求是袁勇于担当尧善于作为袁坚持原则尧敢
于斗争袁严守规矩尧不逾底线袁勤学苦练尧
增强本领袁努力成为可堪大用尧能担重任
的栋梁之才冶袁为广大年轻干部进一步指
明了成长成才尧干事创业的方向路径遥

立足新发展阶段尧贯彻新发展理念尧
构建新发展格局袁 我们承担的任务艰巨
繁重尧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遥走好走
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袁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尧更为艰苦的

努力遥 既要用好用足我国继续发展的多
方面优势和条件袁 努力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袁办好自己的事袁又要以前所
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尧安全尧发
展利益袁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尧寸土不
让袁 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遥面对这些重大历史使命袁迫切
需要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深刻认识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
要求袁 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
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袁 保持住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刚健勇毅袁接稳尧握牢属于年轻一
代的野接力棒冶袁跑好野新赛程冶遥

年轻干部要建功立业尧展现作为袁根
本的一条袁就是做到理想信念坚定尧对党
忠诚遥 党的百年征程充分证明院党员干部
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袁才能经得住各种考
验袁走得稳尧走得远遥 还要看到袁对党忠诚
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袁关键要看

能不能坚持党的领导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
能不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袁能不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袁 能不能坚持党和人民事业高于一
切遥同时袁还要对野国之大者冶心中有数袁在
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尧经受考验遥

年轻干部要建功立业尧展现作为袁必
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袁这是我们想问
题尧作决策尧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遥
目标再宏大尧志向再高远袁归根结底要
从深入实际尧了解实际尧解决实际问题
入手袁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袁跨过一沟再
越一壑袁稳扎稳打地推进工作遥 这就要
求年轻干部始终坚持求真务实袁掌握好
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袁听真话尧察真情袁
真研究问题尧研究真问题袁真刀真枪解
决问题遥

坚持和加强学习袁 始终是我们应对
新情况新挑战尧 化解新矛盾新问题的重

要法宝遥 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复杂多
变袁如果知识不够尧眼界不宽尧能力不强袁
就会耽误事遥 年轻干部要大力弘扬优秀
的学风和作风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袁 从书本中汲
取智慧袁从党的百年实践中汲取营养袁千
方百计长本事尧长才干遥特别是要结合工
作需要学习袁 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
知识体系袁坚持在实践中出真知尧在实践
中长真才遥

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袁干
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袁 这是何等的意
气风发尧豪情万丈遥广大年轻干部肩负时
代赋予的职责使命袁一定要不负韶华尧不
负重托袁 努力锤炼出不信邪尧 不怕鬼的
野硬脊梁冶袁锻炼出愿干事尧勇担事的野宽
肩膀冶袁磨炼出能干事尧干成事的野真本
领冶袁做出一番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
成绩来浴 渊来源院经济日报冤

本报讯 渊钟岁莺冤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袁持续提升人
居环境质量袁 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步伐袁 沙洲坝镇多次召开镇村干
部会议袁 专题调度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袁对这项工作再谋划尧再
部署尧再推动袁动员全镇力量大干
快上袁 再次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热潮遥

镇党委及时安排部署袁下发叶沙
洲坝镇 2021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方案曳袁以村为单位袁利用下半
年时间大力实施人居环境行动袁广
泛动员村组干部尧 党员群众力量袁
在农户房前屋后尧村道巷道尧河道
沟渠尧垃圾台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卫
生大清扫尧 大清运袁 形成上下联
动尧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袁把实施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作为促进乡村
振兴的一场硬仗袁切实增强责任感
紧迫感遥

充分发挥驻村干部尧 驻村工作
队尧村野两委冶干部的组织宣传和模
范带头作用袁 营造浓厚的村庄清洁
氛围遥 利用悬挂标语横幅尧发放宣传
资料尧张贴宣传画等形式袁广泛宣传
环境卫生的重要性袁 促使干部群众
提高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袁 改变陈规
陋习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袁自觉维
护村容村貌曰 同时引导群众向身边
的先进典型学习袁 积极支持和参与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遥

各村以问题为导向袁点尧线尧面
结合袁对交通沿线尧居民区及村委
会周边的路面尧河道尧沟渠等重点
区域的生活废弃物尧小广告再次进

行集中清理遥 全镇累计投工投劳
350 人次袁动用挖机尧车辆共清理垃
圾 100 余吨袁清理村组道路杂草 20
公里尧水渠 1100 米遥 实现了主干路
沿线无垃圾袁 河道沟渠无淤泥袁房
前屋后无杂物袁创造了良好的人居
环境遥

沙 洲 坝 镇全 镇 上 下 总 动 员 袁
全民齐 野参战冶袁强组织 尧建队伍 尧
定机制尧抓宣传尧夯基础尧重实效袁
打好人居环境整治 野攻坚战 冶遥
下一步袁 沙洲坝镇将不断提升整
治质量和工作水平袁 建立健全人
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袁下足功夫尧
持之以恒袁不断绿化美化环境袁提
升 野净 冶界 袁增 加 野颜 冶值 袁建 设 天
蓝尧水净 尧环境优美 尧宜居宜养的
沙洲坝遥

本报讯 渊邓薇 记者崔
晓燕冤近期袁泽覃乡积极开
展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活动袁努力为
群众营造整洁靓丽尧文明有
序的生活环境袁着力提高群
众幸福感尧满足感袁真正把
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
为为群众办实事尧解难题的
行动遥

为全方位尧高质量打好
打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
坚战袁该乡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安排部署袁成立了泽覃乡
综合整治领导小组袁建立党
政领导包片尧 驻村干部包
村尧村野两委冶干部包组的
野三包冶责任制袁推动党员干
部下沉一线袁确保责任层层
压实尧压力层层传导遥

该乡建立长效机制袁延
续整治成效遥 一方面聚焦交
通沿线尧村庄街巷尧农户庭
院尧田间地头袁攻坚重点区
域曰 一方面聚焦乱搭乱建
等袁找准症结袁细化措施袁攻
坚重点问题遥 推动野八乱冶整
治从集中式攻坚向常态化
治理转变袁由及时清洁向长
期清洁转变袁确保专项整治
成效得以常态化延续遥

泽覃乡建立跟踪通报
点评的工作机制袁确保整治
工作每天有进展尧每周有突
破遥 督查领导小组聚焦交通沿线尧村庄街巷尧
农户庭院尧乱围乱挡尧乱搭乱建尧乱堆乱放尧乱
图乱划等野八乱冶整治措施落实情况袁督导检
查过程中紧盯重点区域袁 发现一处尧 通报一
处尧整改一处遥

下一步袁该乡将持续开展野八乱冶整治攻
坚行动袁 教育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和健康文明生产生活方式袁 定期对整治情
况进行督促检查袁 发现问题袁 及时推动解
决袁确保农村人居环境野八乱冶整治目标高
质高效完成遥

不负重托建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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