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见第3版

“活力广东·魅力肇云”肇云区域

文旅推介活动走进洛阳

共同推动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

详见第5版

值班总编/文长辉 值班主任/傅灿玲 责编/潘巍 校对/刘锦全 版式/陈锦麒云浮新闻网：www.yunfudaily.com 邮箱：yfrb@vip.163.com 电话：办公室（8860888）总编办（8813023）广告部（8981913、8826577）发行部（8810745）传真（8810645）

2023年2月

星期一

癸卯年二月初八27
中共云浮市委主办主管 云浮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44-0020

第8604号 今日8版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
研究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
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全文如下。

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承担
着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素质法治人

才、提供科学理论支撑的光荣使命，在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地位和
作用。为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
理论研究，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提
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加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提升法学研
究能力和水平， 下转第2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
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本报讯 （云浮融媒记者 周帅
刘烁 特约记者 云伟歆） 2月 24日上
午，市委书记卢荣春主持召开市委常
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近
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及省委有关会议部署要
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全面总结了3年多来我国疫情防控
极不平凡的历程和取得的重大成果，
科学分析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对新
阶段防控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有力
回应了社会关切、高度凝聚了思想共
识，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超的
战略运筹、深厚的为民情怀、强烈的历
史担当，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

思想性和针对性，为我们做好新阶段
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
了实践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抓好贯彻落实。一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 3年
来抗疫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坚定信心决心，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疫情
形势的最新研判和疫情防控的最新
政策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继续做好我市疫情防控工作。二
要准确把握当前疫情防控面临的新
形势和“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新要
求，结合云浮实际，系统总结经验、找
准关键环节，聚焦监测预警预报、关
键环节防控、救治能力建设和宣传教

育引导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切实
巩固好我市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重
大成果。三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抢抓当前新年开
局黄金期、政策窗口期，凝聚奋进力
量、全力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进我
市“三大会战”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切
实为全市争先进位、跨越赶超营造良
好环境。

会议还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全省
统战部长会议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
审议云浮市《2022年统一战线工作情
况报告》。会议对过去一年全市统战
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中心、服务大
局，在推进参政党建设、民族宗教、民
营经济、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阶层人
士、海外侨务等各领域统战工作中取

得的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切实增强做好新
时代统战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
感。要始终坚持统战工作与中心工作
同向发力、与发展大局同频共振，有力
强化政治引领、维护民族宗教领域稳
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凝聚台港
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力量、防范统一战
线风险隐患，切实在服务全市争先进
位、跨越赶超中开创统战工作新局
面。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
导，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健全制
度机制、加强自身建设，切实为推动新
时代云浮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保证。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推动云浮高质量发展争先进位跨越赶超

卢荣春主持会议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周帅 刘烁

特约记者 云伟歆） 2月23日下午，市委
书记卢荣春、市长李庆新会见四川德康
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德康
集团”）创始人王德根一行，就抢抓省“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发展机遇，
助力云浮打造千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集
群，实现合作共赢深入座谈交流。

德康集团深耕于现代农牧业和高端
食品产业，拥有2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产业涉及生猪养殖、优质鸡养
殖、食品加工、数字农业等。经过深入考
察调研，该集团计划在云浮发展生猪全产
业链项目，项目包括养殖基地建设、饲料
厂建设、屠宰暨食品深加工厂建设、有机
肥厂建设、丝苗米种植基地建设等方面。

座谈会上，卢荣春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王德根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
德康集团积极参与云浮经济社会发展表
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云浮地处粤港澳
大湾区西岸，人文、生态、区位、资源“四
大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前景
广阔，是一个投资兴业的好地方。近年
来，市委班子紧扣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
求，持续深化“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
工作，牢牢把握“云浮有什么、云浮能做
什么、云浮想做什么”的基本逻辑，聚焦
园区经济、镇域经济、资源经济“三大抓
手”，明确了“一二三四五六”的发展思
路，团结带领全市上下奋力开创高质量
发展的美丽云浮新局面。2022年，在省
公布的21项经济指标中，云浮有13项指
标增速排全省前 6位，实现了全市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100亿、上缴中
央和省财政突破120亿的“两个一百亿”
目标，取得了建市28年来的最好成绩。

卢荣春表示，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省委、省
政府相继部署展开了“百县千镇万村高
质量发展工程”、“绿美广东”和产业有序
转移等重大战略，云浮高质量发展正迎
来一个新的春天。云浮全市上下精神振
奋、只争朝夕，正锚定省委赋予云浮的目
标任务，乘势而上、起而行之，聚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争先进位、跨越赶超。希望
德康集团选择云浮、投资云浮、扎根云
浮，积极抢抓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在资
金、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与云浮本地
农业农头企业强强联合，持续拓展农业
产业链、实现农业“接二连三”发展，助力
打造云浮千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云
浮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德康集团
的发展，全力以赴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保
姆式”服务，营造一年 365天都是“企业
家日”的氛围，提供“24小时不打烊不打
折”的精心服务。

王德根介绍了德康集团的基本情
况，以及在云浮投资发展现状，并向云浮
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德康集团给予
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云浮
拥有深厚的农牧产业发展传统，培育出
了全国一流的农业龙头企业，在农业方
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德康集团
将始终秉持“扎根一个地方、聚焦一个地
方、做强一个地方”的理念，对标国际一
流标准，聚焦高端农牧产业发展与产品
开发，投资云浮、深耕云浮。同时，充分
发挥龙头企业联农带农作用，有效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云浮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市领导谢月浩、王巍，德康集团宁洪
伟、黄雪艺等参加会见。

卢荣春李庆新会见四川德康集团王德根一行

抢抓发展机遇 构建共赢格局
携手打造云浮千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一）

2021年 6月 29日上午，建党百年之
际，北京人民大会堂，“七一勋章”颁授仪
式。

迎宾大厅内，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
娇》气象万千，群山逶迤、江河奔涌，千古
江山、风光无限，见证属于人民的高光时
刻。

这一刻，星火闪烁，汇聚成炬——
“‘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
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真挚朴素的话语温暖着在
场的每一个人。

这一刻，人民江山，宗旨昭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全党同
志都要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坚持不
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始终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大会堂，“山”字形的建筑平面，
人民江山的生动写照。当年为迎接人民
共和国成立 10周年，3万多名建设者参
与施工，30余万人次参加义务劳动，整
个工程 10个多月就全部完成。翻身当
家做主的人民，用满腔热情创造着社会
主义中国的奇迹。

江山，自古就是政权的形象表达，而
今有了新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曾感慨：“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的二千多年间，发生了多少朝代
更替，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的社会观念始终没有改
变，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没有改变。”

要跳出治乱盛衰的历史循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
国家政权应该怎样组织？国家应该怎样
治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道出先辈
的深思。

1943年 8月 8日，陕北延安，中央党
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提出，共产
党要“换两回朝”，一个是“要把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还
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

也是在延安，两年之后召开的党的
七大首次将“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
服务的精神”写进党章。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第
四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安，他说道：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
的党，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
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

一程程回望来路，一次次宣示“人民
的党”“自家的党”“老百姓的党”……循
着掷地有声的话语穿越时光隧道，只有
走过风雨百年的中国共产党真正带领人
民成为江山的主人。

江山属于人民，江山冠以人民。
2014年 9月 5日，庆祝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
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
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

赢得了民心，就赢得了历史的主动，
就能牢牢掌握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二）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2013年11月，湘西十八洞村。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黑黢黢的木屋，握住苗族大
姐石拔三的手，脱口而出的“自我介绍”
让人心头一热。总书记同乡亲们在空地
上围坐一圈，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摆脱贫困，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的
牵挂。他把对人民最浓的情，化为最重
的誓言、最硬的举措，打响人类历史上规
模最大、力度最强的反贫困之战，创造近
1亿人脱贫的伟大奇迹。

而今，十八洞村屋舍一新。石拔三
家里添了大彩电，她最爱看有总书记的
新闻。从没出过大山的她，坐飞机飞到

北京，看了天安门。
“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

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牢牢守好人民江山，是习近平总书记

不渝的初心。
“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红土

地上成长、发展，是党和人民将我培养成
人”。

1969年初，年仅15岁的习近平来到
陕北梁家河插队，住窑洞、睡土炕、忍虫
咬，同乡亲们一起开荒、种地、放羊、铡
草、挑粪、拉煤……心中为念农桑苦，耳
里如闻饥冻声。正是在这里，他立下从
政初心——“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

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上，院子里早
早挤满送行的乡亲。大伙儿看到七年来
流血流汗、再苦再累也“男儿有泪不轻
弹”的近平，第一次“下泪”……

临行前，他把母亲缝制的绣有“娘的
心”字样的针线包留给村里伙伴，更把自
己的心留在人民之中。

“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
习近平在自述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人
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
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
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
儿子。”

怀抱一颗赤诚初心，一路走来，一心
为民——

在河北正定，骑着一辆半旧的二八
自行车，跑遍全县25个公社、220多个大
队，在大街上摆桌子，和老百姓挨身坐，
侧耳倾听群众心声。当年的干部回忆，

“县委机关大门总是敞开的，背着粪筐的
老农径直进来同习近平交谈”“大院的晚
上，最后灭灯的总是他那扇窗户”……

“平易近人”缘于热爱人民，“勤以为常”
只为造福于民。

在福建宁德，提出“四下基层”制度，
带头沉下身到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
去寿宁县下党乡调研，没有路就用柴刀

劈开荆棘，渴了就捧溪水喝，百姓说他是
“到过这里最大的官”。他说，冯梦龙在
这里当过知县，“一个封建朝代的官员都
能跋涉半年来到这里，我们共产党的干
部更要勇于担当，挑战困难”。

在浙江，面对超强台风，彻夜不眠指
挥群众转移，坐上冲锋舟直奔被困地区
……当地干部满心敬佩：“他这个人既沉
稳又果断，关键时刻很有担当，既能当指
挥员，又能当战斗员”。

在上海，冒着大雨到社区调研，在居
委会活动室里，接过居民编织的小牛造
型的工艺品，会心一笑：“哦！我知道了，
你是要我做服务人民的孺子牛！”心之所
想正是情之所牵、行之所向……

牢牢守好人民江山，更是如磐的恒
心。

2012年 11月 15日，刚刚当选中共
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庄严宣示：“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

初心如一，江山印证。
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眼光，指

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谋划长远时，
将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治国理政全过程，
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一个也不能
少”；大疫突袭时，果断决策，坚决打响疫
情防控阻击战，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一个都不放弃”……泱泱大国领航
者心中，“人民”二字分量最重。

习近平总书记以改革家的魄力，谋
划顶层设计，把群众意见视作“一把最好
的尺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态文
明建设到“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
全面从严治党……“正确的道路从哪里
来？从群众中来”，让群众满意是价值旨
归。

习近平总书记以实干家的精神，踏
遍祖国的山山水水，驻足凝望的目光中，

有山川大地，更有万家灯火。十年全国
两会，53次参加团组审议讨论，听取约
400位代表委员发言……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在他心中都是大
事。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

“共产党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
好日子上。好了还要再好，不能止步”。

“您的工作累不累？”2019年，美国
伊利诺伊州北奈尔斯高中中文班学生在
写给习近平主席的信中好奇提问。

“我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很累，但
很愉快。”

朴素的话语，饱含真挚的情怀、执著
的追求、无私的奉献，升华为那句最深情
的告白——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三）

“您是全国人民的福星。”
2022年全国两会间隙，来自江苏的

全国人大代表聂永平接通了一个特别的
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老党员崔荣海激
动的声音：“你是我们镇江的代表，我想
托你给总书记带句话……”

嘱托背后，是一段特别的缘分。
2014年年末，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

苏调研。在镇江市世业镇永茂圩自然
村，有着50多年党龄的崔荣海紧紧握着
总书记的手：“总书记，您好！您是全国
人民的福星！”

总书记面带笑容、语气坚定：“不辜
负全国人民的期望。”

8年后，在江苏参选的中央提名的代
表候选人习近平，以全票当选第十四届
全国人大代表。会场内，全体代表起立，
雷鸣般的掌声表达出人民的共同意志：

人民领袖不负人民，亿万人民爱戴
领袖！

2022年 1月 26日，山西霍州冯南垣
村飘起了雪花。正在这里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村民师红兵家，看到一家人

正在做年馍，他洗洗手也加入进来，三两
下就捏出一个枣花。

“看了你们村，新建的房子质量很
好，补贴也到位，老百姓家里年货备得
足，很有年味，我心里有了底。”总书记关
切的话语，让寒冬里的小院暖意融融。

“习爷爷您放一个。”师红兵的孙女
请总书记在“登高馍”上点一颗红枣。发
自内心的称呼，流露出打心眼里的亲爱。

老百姓把总书记当亲人。当年在阜
平，村里的小路坑坑洼洼，走在上面深一
脚浅一脚。村民搀扶着送总书记走出门
外，“我叫他慢着点，他也叫我慢着点，说
路不好走”。

从2013年起，每逢春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都会同人民群众在一起。

梁家河的村民吕侯生忘不了，总书记
带着自己出钱采办的年货回来看望父老
乡亲，一进到熟悉的窑洞，就像到了自己
家一样，很自然地坐在炕边。

北京草厂胡同居民朱茂锦忘不了，
总书记边包饺子边唠家常：“我家里也爱
包茴香馅的。多年来因工作关系我没包
过饺子了，你们看，越包越好。我们的生
活也是这样，越过越好！”

“我腿脚不便，迎上去时，总书记还
远远招呼我慢一点，我心里一下好温
暖。”云南司莫拉佤族村村民李发顺忘不
了，一起制作佤族新年传统食物大米粑
粑时，看着粑粑上印有福、喜等字样，
总书记笑着说：“摁了个福字，再来一个
喜字，有福有喜。”

……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

在心上。在老百姓心里，习近平总书记
是自家人，共产党是自家的党。

“你呀，不错嘞！”
2016年 2月，江西井冈山神山村。

习近平总书记顶风冒雪来到这里看望乡
亲们，老支书彭水生向他竖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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