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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11 月 16 日出版
的第 22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文章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凝聚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
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
可靠的保障。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文章指出，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夯实中国之
治的制度根基。要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
用法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好发挥法治对改革发展稳定的
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文章指出，要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
结合，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效能。要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
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
法律制度。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努力提
升执法司法的质量、效率、公信力，更好把社
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文章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强化法治意
识，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做制度执行的表率。
要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
神，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
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
设，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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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11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要全面
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
展和安全，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着力在改革创新、推动
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
做示范，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

11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在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省
长吴政隆陪同下，先后来到南通、扬州等地，深入长江和
运河岸线、水利枢纽、文物保护单位等，就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等进行调研。

南通位于长江入海口北翼，素有“江海门户”之称。市区
南部的滨江地区江面宽阔、烟波浩渺，黄泥山、马鞍山、狼山、
剑山、军山等五山临江而立、葱茏叠翠，沿江岸线14公里是长
江南通段重要的生态腹地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水源地。

12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五山地区滨江片区，听取五山
及沿江地区生态修复保护、实施长江水域禁捕退捕等情况
介绍，对南通构建生态绿色廊道的做法表示肯定。随后，
习近平沿江边步行察看滨江生态环境，详细了解当地推进
长江下游岸线环境综合治理情况。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
投入不是无谓投入、无效投入，而是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要坚决贯彻新
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发展思路，实现生态效益
和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新路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南京11月1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4日上午在江苏
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打
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
高地，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绘就山水人城
和谐相融新画卷，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
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出席座谈会并
讲话。

习近平是在江苏考察结束后专门召开这次座
谈会的。座谈会上，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何立峰、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江
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四川省
委书记彭清华等7位同志先后发言，介绍了工作情
况，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参加座谈会的其他省市
主要负责同志提交了书面发言。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
话。他强调，5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沿江
省市推进生态环境整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

所未有，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
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长江经济
带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结构优化，人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特别是今年以来，沿江省市有力应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有效克服重大洪涝灾害影响和外部
环境变化冲击，为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
恢复经济正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
略。这次五中全会建议又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
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 11省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
大板块，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
山”，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应该在践行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
复。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
根溯源、系统治疗，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要找出问题根源，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
复和保护。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水林田湖草
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推动上中下游地区
的互动协作，增强各项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
要注重整体推进，在重点突破的同时，加强综合
治理系统性和整体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
进、顾此失彼。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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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1月12日下午，习近平在南通市五山地区滨江片区考察时，同市民群众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万里长江，奔腾东去，挽起高山大
海，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鲜明品格，滋养着
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不久，习近平
总书记即赴长江下游地区，横跨沪苏两
地，以一连串“组合动作”，就下一阶段经
济社会发展谋篇布局——

12 日上午，在上海出席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2 日下午至 13 日，沿江苏南通、扬州
一线溯江而上，深入长江和运河岸线、水
利枢纽等进行调研；

14日上午，在江苏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把握新发
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保护生态

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长江经济
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一）“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东海之滨，滔滔长江以万里奔流积蓄
之伟力，展示出浩瀚磅礴的气象。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1 月 12 日上午，黄浦江畔，上海世博中

心，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如果说上海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乃至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龙头，那么浦东开发开
放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点睛之笔。

对这片改革创新的热土，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都对
浦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并多次来到浦东

考察调研，党中央把一系列国家战略任务
放在浦东，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不断展现新
气象。

浦东新区而立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亲临浦东。

三十载浪奔浪涌。
一块占全国面积1/8000的土地，在时代

的大潮中，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创造了全国1/80
的国内生产总值、1/15的货物进出口总额。

“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取得的显著成就，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最鲜
活的现实明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写照！”

三十而立再出发。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恰是我国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30 年。新征
程上，党中央把浦东发展放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加以谋划，放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中予以考量和谋划，赋予其“打造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使命：

——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
新新高地。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激活高质量
发展新动力。

——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
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

——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开创
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浦东抓住机遇、乘
势而上，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决贯彻
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勇于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努力成为
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
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
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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