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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支高素质政法队伍
� � �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多士成大业，群贤济弘绩 。建设
过硬政法队伍，是不断谱写政法事业
发展新篇章的重要基础。

“加快推进政法队伍革命化、 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打造一支
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
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
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全国政法战线和广
大政法干警为维护政治安全、 社会安定、
人民安宁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了高度评
价， 对建设过硬政法队伍提出了明确要
求，极大鼓舞和激励着广大政法干警满怀
信心为新时代政法事业不懈奋斗。

打造一支高素质政法队伍， 就要旗
帜鲜明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政法队伍肩
负着重大责任和使命，我们讲政法队伍要
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
硬、作风过硬，首先是政治过硬。必须抓好
科学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学深悟
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

打造一支高素质政法队伍， 就要把专

业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 没有
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新形势新任务，对政
法队伍专业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专业化建
设要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向，全面
提升政法干警的法律政策运用能力、
防控风险能力 、群众工作能力 、科技
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

打造一支高素质政法队伍， 就要创
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政法职业具有高
负荷、高对抗、高压力、高风险的特点，政
法队伍是和平年代奉献最多、牺牲最大的
队伍。对这支特殊的队伍，要给予特殊的
关爱，做到政治上激励、工作上鼓劲、待遇
上保障、人文上关怀，千方百计帮助解决
各种实际困难，让干警安身、安心、安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安全、社会
安定、人民安宁的良好局面，凝聚着全国政
法战线和广大政法干警的智慧和汗水。面向
未来，广大政法干警勇敢担负起时代赋予的
光荣使命， 以过硬素质和本领建功新时代、
展现新作为、创造新成绩，就一定能更好推
进新时代政法工作，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不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月 19日 电
载1月20日 《人民日报 》 ）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 � �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主持召开京
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 强调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
的考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
展工作，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
动性、创造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
定力，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
新，善作善成，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重大国家战
略。实施5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 此次座谈会传递哪些重要信
号？作出哪些重大部署？专家学者对此
进行热议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过去的5
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上处于谋
思路、打基础、寻突破的阶段，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进入到滚石上山、
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需
要下更大气力推进工作。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的关键时刻， 吹响了下一阶段的动
员令，明确了主攻方向。”中国工程

院院士、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
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说。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取得的显著成效。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说，
5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及
相关规划印发实施，规划体系的“四梁
八柱”基本建立；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
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正按高标准、高质
量要求稳步推进；交通、生态、产业
协同发展实现率先突破。

“在雄安新区即将从规划编制
转向大规模建设的关键时刻， 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为雄安新区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规划建设局局长
张玉鑫表示：“我们将坚持一张蓝图
干到底，让每一个项目都成为精品、
珍品，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典范，不
辜负总书记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
重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紧紧抓住
“牛鼻子”不放松，积极稳妥有序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协同’二字，就是形成合力，

也是新阶段攻坚克难的着力点。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
则是考验能否做好协同发展的关
键。”邬贺铨说。

邬贺铨指出， 疏解北京非首都
功能，表面上是做减法，实质上是为
北京腾出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雄
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
中承载地， 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
北京新的“两翼”，将为解决“大城市
病”探索一条道路、树立一个样板。

“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与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 北京城市副中
心协同发力， 形成一个环环相嵌的
核心发展区块， 推动形成世界级城
市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
研究员张燕生说。

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城
市过于“瘦弱” ……京津冀协同发
展，意义在于优化区域功能布局，一
方面为北京“大城市病”找到解决之
道，另一方面发挥北京辐射作用，让
京津冀地区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
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打造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向改革创
新要动力， 发挥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动力源作用。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是天
津滨海新区承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重要载体。 国家超算天津中心主任
刘光明说，下一步，我们要按照总书
记的要求， 努力提供高质量的计算
服务和技术支撑， 继续为提高科技
创新能力服务， 努力打造我国自主
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
策源地。

“把京津冀地区打造成引领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绿水青山
的样板、 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
标杆。其意义不仅在于京津冀，而是
要在全国树立高质量发展的榜样。”
邬贺铨说。

肖金成说， 京津冀协同发展之
路绝不是一马平川， 更不可能一蹴
而就。“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后，涉
及重大利益调整， 需要破除众多体
制机制障碍，必须经历阵痛，根本还
是要解放思想， 向改革创新要动
力。”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