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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元旦春节
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认真做好节日期
间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国家统计局12月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棉花产量597.7
万吨，比上年增加24.6万吨，增长4.3%。棉花每亩产量达到132.8公斤，
比上年增加6.6公斤，增长5.3%。
◆12月26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2023年一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
全国铁路开行旅客列车6046对，较现图增加63对；开行货物列车10894
对，较现图增加50对。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2月26日落下帷幕。今年研究生报
考人数为474万，较去年增长17万。教育部面向有实际需求的考生，组织
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借考，全国近30万考生顺利完成异地借考。
◆文化和旅游部12月26日发布2023年“欢乐春节”活动兔年方案，“中国
春节庆典”“新元贺岁 古韵新春”庙会等“欢乐春节”活动将以线上线下的
方式在世界各地陆续开展，传递中国文化之美。

（上接1版）习近平强调，当前，我
国新冠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优
势和群众动员优势，引导广大人民群
众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践行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用千千万万个文明

健康小环境筑牢疫情防控社会大防
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
出，爱国卫生运动70年来，开展了卓有
成效的群众性卫生活动，为保障人民
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项重大惠
民工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预防为主，创新机
制和工作方式，深入推进城乡环境卫
生治理，扎实开展健康教育和促进，为
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贡献。当前新冠
疫情防控优化调整措施在有序推进落
实，要发挥优势，调动各方面科学防控
积极性。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切实保障群众就医和防疫用品
需求，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
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
70 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始终坚持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
参与，坚持“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突
出源头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习近平对爱国卫生运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2月26日，国产大飞机C919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
当日，国产大飞机C919交付东航的全球首架机的首班验证飞行开

启，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标志着东航全球
首架C919总计100小时的验证飞行拉开帷幕，将全面检验东航C919
商业运行各项工作的可靠性，为后续顺利投入商业载客飞行奠定坚实
基础。 ■ 新华社发

12月26日，在成都南站，乘客登上新成昆铁路首发列车。
12月26日8时05分，C57次“绿巨人”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成都火

车南站缓缓启动、驶往西昌，这标志着新成昆铁路（成昆铁路扩能改造
工程）的最后一段——峨眉至冕宁段开通投运，至此，全长915公里的
新成昆铁路实现全线通车运营。

新成昆铁路沿线地质复杂，修建难度极大，建成运营后，不仅提升
了四川、云南等地的铁路运力，也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出境至东盟国家铁
路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 新华社记者 邹伟 姜琳 高敬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一系
列变革性实践”“历史性变革”“广泛而
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一个
令人瞩目的关键词。

是伟大成就，亦是成功密码。正
是在不断的变革中，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和挑战，永
不僵化、永不停滞，以识变之智、应变
之方、求变之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变革之道：“只有顺应历史潮
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
时代同行”

11月15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在此召
开。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
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向国
际社会阐明中国以改革发展共迎时代
挑战、共建美好未来的决心和行动。

纵观世界，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
所向，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

“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
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
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
代。”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这
样强调。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新故相推，日生不
滞”……关于变革的中国智慧，深植于
中华文化沃土。

回望百年，冲破把马克思主义当
成一成不变教条的思想桎梏，走出农
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跟上时代步
伐，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坚持

“两个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勇于变革，是中国共产党
一以贯之的鲜明品格。

洞悉历史大势，立于时代潮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更为强烈

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引领变革、推
进变革——

以民心诠释“最大的政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破除体制
机制障碍，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

展制度和治理体系；秉持全人类共同
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
时代进步潮流……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
阻，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变革创
新。

“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
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
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
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
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
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明方向。

变革之要：“随时随地都要以
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

件为转移。”《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论
述，依然绽放真理之光。

变革之要，在于坚持问题导向。
党的二十大闭幕三天后，《促进个

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发布，做出一系列
制度安排，有利于解决个体工商户“急
难愁盼”的突出问题，从整体上提升发
展质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增
强问题意识”“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
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
针对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中总结新经验，部署加强重大
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
防止“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等倾向，
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一系列新举措
已经在路上。

变革之要，在于改革发展稳定相
统一。

新时代十年，党带领人民以更大
勇气和力度推进的改革，始终是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
革。

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总目标为根本旨归。

既不封闭僵化，也不改旗易帜。
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
能改的坚决不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坚定制

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
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
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
展。

国际社会也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
变革之道。

印度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前主
席库尔卡尼说，保持政治稳定和勇于
变革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原
因。

“正如我所观察到的，中国共产党
完美地将变革与延续性融入其治理国
家的制度与结构中。”巴基斯坦欧亚世
纪研究所创始所长伊尔凡·沙赫扎德·
塔卡尔维说。

变革之要，在于激发人民创造伟
力。

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是
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群众
首创精神，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
计于民统一起来，从生动鲜活的基层
实践中汲取智慧。”

今年4、5月，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
网络征求意见活动开展，收集到网友
留言超854.2万条，梳理汇总成意见建
议1675条，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
的改革发展贡献智慧。

12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明确提出，“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
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
干、群众敢首创”。

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
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
观念深刻变化，兼顾各方面利益越发
不易。

上下同欲者胜。将党的意愿与人
民意愿相统一，将党的行动和广大人
民心声结合，必将不断汇聚变革创新
的强大合力。

变革之智：“努力在危机中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3%，货物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8.6%。国民经济总体
上保持恢复态势。

今年以来，全国新开工水利项目
2.5万个，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增长一
倍，“6·18”“双 11”激发消费热情……
不断扩大内需，夯实中国经济的韧性

和底气。
时代考卷，常答常新——
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百

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下，我国发展
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

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
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
然艰巨，一些领域发展还存在短板弱
项。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
人民创新作答。

危和机从来都是硬币的两面。用
好危和机的辩证法，根据形势环境变
化不断调整，及时科学应对，才能化危
为机。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
考察时了解到，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
已经变化。回京后不久，他提出构建
新发展格局。两年多来，构建新发展
格局持续迈出新步伐。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专
章阐述，作出新的部署安排。

发展是变革的艺术。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根本上看
要靠创新。

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
场。14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的
压力更大、动力更足。

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摆在第一
位。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对“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
撑”作出部署，强调“创新是第一动
力”。

出台推动虚拟现实（VR）产业快
速发展措施、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
点……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一系列着
眼创新的举措加速出台，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不竭动力。

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
就前所未有。

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勇
于推进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人民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定能在攻坚克难中赢得优
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创造出更多
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变 革
——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