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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 更要管好、 护好、
运营好， 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 为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四好农村路” 建设作出
重要指示， 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
表示， 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精神， 进一步深化认识， 聚焦问题， 完善机制，
推动“四好农村路” 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农村路就是乡亲们的致富路、
民心路、幸福路”

“近年来，‘四好农村路’ 建设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成效， 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去了人
气、 财气， 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让湖南省常宁市
塔山瑶族乡敖头村村民盘久余感同身受。

从常宁市区出发， 沿着蜿蜒曲折的洋塔公路
行车2个小时， 就来到塔山瑶族乡。 而在公路通
车前， 同样的路程需要颠簸一天。 路通了， 山里
无人问津的野菜野果成了城里人争相抢购的绿色
食品， 塔山这片“世外桃源” 也成了热门旅游景
点， 曾经因无路而贫瘠的山村因路逐渐富起来。

“公路为村里带来了财富， 聚拢了人心。 路有了，
乡亲们的心也敞亮了。” 盘久余说。

“路不通， 发展就难搞。” 云南大理州鹤庆
县松桂镇东坡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李月逵说，
以前村里只有坑坑洼洼的泥土路， 村民种的农作
物， 养的黄牛、 山羊等都卖不出去。 “村里的路
通了， 乡亲们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 致富奔小康
的路也更多更宽了。 农村路就是乡亲们的致富
路、 民心路、 幸福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既是充分肯定、
极大鼓舞， 更是殷切期望、 巨大鞭策。

在西藏拉萨曲水县白堆村， 自从公路通到了村
里， 村里成立了村级农机合作社， 不仅村里土地的
耕、 播、 收全部实现机械化， 还可跨村作业挣钱。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德吉央宗说： “村里通公路的意
义太大了， 可以说从根本上盘活了劳动力资源， 让
群众切切实实增强了获得感。 我们现在干劲儿十足，

一定要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推动农民脱贫致
富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农村公路让百姓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
福感。” 浙江省磐安县高二乡乡长陈滨潮说， “我们
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好农村路’ 建设的重
要指示， 让这种获得感、 幸福感不断增强。”

完善体制机制，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农村公路

“来来来， 都尝一尝我们山里产的蜜柚。”
站在“果园公路” 边， 贵州省荔波县拉岜村村支
书覃树友招呼记者， “今年村里通的这条四级
路， 解决了我们山乡水果运输难题， 外地客商可
以直接开着卡车到村里收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
更要管好、 护好、 运营好。” 荔波县交通运输局局
长莫正来表示， 围绕这一目标， 下一步荔波县要
把农村公路“毛细血管” 逐步打通， 推动“公
路＋旅游” “公路＋产业” 发展模式不断完善。

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短缺、 维护资金不足是一
些地区面临的现实困难。 吉林省汪清县交通运输
局副局长张汝海说： “围绕总书记指出的‘聚焦
突出问题， 完善政策机制’， 我们要整合部分涉
农资金， 在一些道路建设项目上加强投资保障，
确保农村公路建得快、 建得好。”

为了解决建得好却管不好的问题， 吉林省公路
管理局局长沈瑞峰说， 吉林在全省基本建立了“县
道县管、 乡村道乡村管” 的管理体系， 617个乡镇
全部建立了农村公路管理站， 并配备管理和养护作
业人员， 确保农村公路有人监管、 有人维护。

“福建全面推行农村公路路长制、 乡村道专
管员制度、 农村公路灾毁保险制度， 实施农村公
路生态示范工程、 创建‘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
加大人力、 物力等要素投入， 做到‘镇镇有干线、
村村通硬化、 路路有人养’。”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王增贤说， 我们要落实好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 构建建养并重、 安全舒适、 服
务优质的“四好农村路”， 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交通保障。

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村公路
建设高度重视，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湖北省交通
运输厅厅长何光中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是做好农村公路工作的根本遵循， 今后我们将推
动‘四好农村路’ 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为
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 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供更好保障。”

在旅游城市广西桂林东北部越城岭山脉腹
地， 一条崭新的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延伸在青山
绿水之间。 “资源县虽然离桂林市区不远， 但3
年多前项目刚开工时， 在这个广西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里， 几乎没什么游客。 现在县城里车多
了， 新建了很多餐馆、 酒店， 沿线旅游产业、 竹
原料加工产业等逐步兴起。 这条路为资源县带来
了脱贫致富和乡村产业振兴的希望。” 中铁建投
资集团桂林公司董事长李恩辉说。

公路通， 百业兴。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
划处副处长王晓莉说： “农村公路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 我们一定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加快推动‘四
好农村路’ 建设， 为农民脱贫致富和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最近几年， 柏油路直接铺到了乡镇。 去
年， 所有村又通了公路。 群众脱贫进程大幅加
快。”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当洛乡党委
书记扎西才旦说，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当洛乡要努力打造集牲畜养殖、 饲草种植、 粪肥
加工为一体的现代农牧产业格局， 让贫困群众早
日脱贫奔小康。

“当前， 交通扶贫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冲
刺期。 交通系统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 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 更加精准的安排，
进一步完善政策设计， 加快推进新时代‘四好农
村路’ 建设。” 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
春耕表示。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推动农村公路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指示引起热烈反响

� � � �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
主生活会， 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
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为主
题，联系实际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
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是党的十九大后中央政治局首
次民主生活会，会议聚焦问题、查摆严
格、意见坦诚，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方
向、凝聚力量的目的，为各级领导班子
开好民主生活会作出了垂范。 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讲话， 对全党全
社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
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部署。

党的十九大指明了党和国家事
业前进方向，为中国号巨轮前行立起
了新航标，为实现中国梦吹响了新的
集结号。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
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必
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保证
全党令行禁止， 是党和国家前途命
运所系， 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
所在。全党要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
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
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增强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全党的核心、 党中央的核心
地位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体现
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 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定不移把党
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必须在狠
抓落实上下功夫。抓落实，是党的政

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
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
观的重要标志。抓落实来不得花拳绣
腿，不能口号多、行动少，单靠开会、
发文件，而应该把自己摆进去，把职
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拿出真抓
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
抓的韧劲， 抓住突出短板和薄弱环
节， 确保目标任务按时保质完成。一
把手更要发挥关键作用，把责任扛在
肩上，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
硬的骨头，善于接最烫的山芋，激发
一级带着一级干的正能量。

作风过硬才能落实得力。 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要有好的作风。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
“四风”不能止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也是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大敌。 领导干部
不仅要带头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而且要同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种种
表现进行坚决斗争。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要从领导干部做起。要带头树好廉
洁自律的“风向标”，坚决反对特权现
象，推动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要放下
架子、扑下身子、问计于民，抓住百姓
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出实招、办实事、
求实效， 推动各级干部动起来、 深下
去，使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正
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存忧患、
肩扛重担， 才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
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在新征程
上，面对国内外环境、矛盾和问题、
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 工作对象和
工作条件、 对我们党长期执政能力
和领导水平的要求的深刻变化，全
党同志知危图安、尽职尽责，就一定
能让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创
造无愧于新时代的新业绩。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地生根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民主生活会重要讲话
新华社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