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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文广 李伟 韩朝阳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启动以来，湖南、湖北、河南借鉴第一批主题
教育成功经验， 聚焦主题主线， 坚持学做结
合、 查改贯通， 推动主题教育在基层落地见
效，实现第二批主题教育高标准高质量开局。

坚持整体部署 加强督促指导
9月9日，湖南省召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
会议并下发实施方案，湖南14个市州、90
所省属高校均在9月12日前召开了动员部
署会议。为加强督促指导，湖南省委专门
召开巡回指导组培训会，派出17个巡回指
导组，14个市州委、122个县市区委向基层
单位派出指导组1876个，向村、社区等基
层组织派出主题教育指导员31791人。

湖北省强调持续巩固深化第一批主题
教育成果，扎实开展好第二批主题教育。按
照湖北省委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工作方案
要求，湖北强化分级分类指导，针对不同层
级、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特点，科学合理做
出安排，改进组织指导方式，以保证学习教
育全覆盖，增强主题教育效果。

19日， 河南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

公室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河南专门下发通知， 要求在开展主题教育
时，要注重分类指导、强化上下联动、解决突
出问题， 落实领导干部带头为基层减负等
五条措施，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全
覆盖、落到底、不走样。

紧扣立德树人任务
发挥高校独特优势

连日来， 湘鄂豫三地高校按照部署，立
足新时代高等教育职责使命，开展主题教育。

长沙理工大学组织党委班子成员、基层
党组织书记、党群部门主要负责人赴湖南省
党史陈列馆参观学习，重温入党誓词，学习
微党课《湖南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湖北大学则举办了辅导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修班，党委学生工作
部、武装部、校团委全体工作人员和全校辅
导员参加研修学习。研修采取自学、讲学、论
学相结合的形式，通过组织全校辅导员研读
文献汇编,参加专题报告讲座、分组讨论、大
会交流等途径，力求取得良好成效。

河南38所省管本科高校近期分别召
开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紧扣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着力整改解决教师队伍建设、意识
形态工作、学生社团工作等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同时，还举办省管本科高校党委
书记集中学习研讨班， 围绕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开展主题教育。

坚持学做结合 做到查改贯通
湖南坚持边学边查边改，认真查找和

解决突出问题。注重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相统一，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查和改贯通
起来，使主题教育见到实效。长沙开展主
题教育不久，就召开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集中整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在职中
小学教师违规补课、欺诈骗取医保基金、群
众身边腐败等问题。

湖北强调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
一主题，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记
者从湖北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获
悉，湖北坚持开门搞教育，扩大群众参与，虚
心听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主动
请群众评判，用群众的获得感来检验主题教
育的成果。目前，丹江口市7000余名机关事
业单位党员全部到居住地社区报到，助力文
明劝导和环境整治等工作。

河南结合实际，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举措贯通起来。丰富
形式“学”，开展“万名支部书记大培训”，培训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2.5万人和农村党员86万
人；联系实际“查”，党员查找担当作为等方面
差距，党支部查找服务群众等方面差距；针对
问题“改”，党员以具体行动改正，党支部从制
度机制上抓整改；立足岗位“做”，在全省党员
中开展“比忠诚、比学习、比服务、比干劲、比
奉献，争当中原出彩先锋”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聚焦主题主线 坚持学做结合
———湖南、湖北、河南扎实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

人民日报评论员

“让各族人民共创美好未来 、共享中华民
族新的光荣和梦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分析当前我国民族工作
面临的形势， 明确提出新时代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重点， 擘画了各民族共建美好
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恢弘画卷，为做好新形势下民
族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
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
努力奋斗。只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坚持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
性事业抓紧抓好，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
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
大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才能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
磅礴力量，让亿万人民的伟大梦想变成璀璨现实。

共建美好家园 、共创美好未来 ，就要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 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团结
带领各族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
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
和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
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法治理民族事
务，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5点要

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各地区各
部门要深入领会、 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不断增强做好新形势
下民族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就要结合实际
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
族。我们要把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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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不断增强各族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要顺应我国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的形
势，出台有利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政策举措和
体制机制，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把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面深入持久开展起来；要全面
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
体系，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 是56个民族共同的梦。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
实现的根本保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
量，我们就一定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开创中
华民族更加灿烂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载9月30日《人民日报》）

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