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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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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7日，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
街道南烟小区里，绿树成荫、整洁有
序，居民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凉亭
下拉家常。

这是一个典型的老旧社区，但
自去年底完成改造之后，却是旧貌
换新颜，让居民们幸福满满。然而，
大家还是有话要说。

这不，上午10时30分，小区新一
期幸福圆桌会准时开始。十几位居
民与街道、社区和施工单位负责人围
坐在一起，围绕如何完善小区的改造
工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打开了话
匣子。

居民曹小军是圆桌会的常客，
更见证了一项项大家投票选出来的
幸福微实事，如何把一个老旧小区
一步步变成大家的理想家园。“我提
议小区进一步增设娱乐休闲场所，
开展阅读、器乐、书法等活动，丰富
我们的精神生活。”曹小军说。

“我们会督促施工方增设休闲
设施，并准备在共享厨房楼上增加
阅览室。”针对曹小军的建议，社区
主任胡丽萍马上回复道。

同时，她还特别提出：“89岁的独
居老人楼莲芬腿脚不便，我们想满足
老人希望能上门送饭、理发和量血压
的微心愿。”胡丽萍的话音刚落，社区
邻里中心运营方负责人就接过话筒

说：“我们和社区干部将组成志愿服
务小分队，来满足老人的愿望。”

从幸福微实事，到幸福圆桌会，
再到幸福微心愿，幸福在这小小的
会议里演绎出动人的“三重奏”——
幸福微实事给了居民决策权，幸福
圆桌会给了居民发言权，幸福微心
愿则把阳光普照到每位居民。

在西湖区，随着党史学习教育
的走深走实，一系列为民实事就是
伴着这样的“三重奏”，不断跃动在
群众的心坎上。

幸福微实事，这是“三
重奏”的主旋律——小区
之事，自己做主

“你们说怎么改，我们就怎么做！”
在朝阳洲街道朝阳小区，许多

居民都记得去年 5 月 19 日这一天。
就是在当天，西湖区委、区政府负责
人当着小区数百名居民的面，作出
了这个庄严承诺。

从此，曾经杂乱差的朝阳小区
走上了改造之路；从此，总投资 3.5
亿元的西湖区25个老旧小区改造引
入“全民提议、协商推选、全民投票”
的做法，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来决
定最终改造项目。

变“政府定实事政府做”为“百

姓定实事政府做”，实现“我的小区，
我做主”，这是西湖区创新推出的幸
福微实事最大的特点。

小区治理千头万绪，群众需求众
口难调。就朝阳小区而言，这里有55
栋约2000户居民，仅在征集改造意见
环节，大家就提出了3350条建议。

如何让改造体现出最大的民
意？去年 6 月 7 日，在朝阳小区休
闲广场上，幸福微实事最为关键的
投票环节正式启动。最终，经过公
开唱票、计票和统计，投票以 70%
的居民参与率，票决出了建设休闲
广场、屋顶补漏、增设电动车棚、楼
道粉刷等 38个幸福微实事项目。

群众点题、群众决策、群众监
督、群众验收，用群众视角解决群众
难题，不仅增强了民生实事带给大
家的幸福感，而且大大提升了居民
对小区事务的参与度。

如今，走进焕然一新的朝阳小
区，居民们欣喜地说，看到自己投票
的项目通过幸福微实事的实施成为
现实，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幸福圆桌会，这是“三
重奏”的和弦音——群众
提问，干部作答

有了参与感，群众就希望能更
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西湖区顺水推舟，通过深入推
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打造出以

“群众提议、社区吹哨、部门报到”为
核心的幸福圆桌会。

没有身份门槛，没有发言限制，

也没有场地要求，十几二十张摆在
小区里的板凳围拢起来，就是一次
幸福圆桌会。来来往往的居民谁有
烦心事、操心事，都可以停下来说上
几句，参与幸福圆桌会的区委、区政
府，街道和社区，以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必须现场解答大家的问题，并在
下一期幸福圆桌会上反馈每个问题
的处理情况。

幸福圆桌会把群众推向了“C
位”，把话筒交给了群众，让幸福微
实事在群众点题和群众监督方面有
了新平台，更契合民意。

7月以来，围绕老旧小区改造中
大家普遍关注的加装电梯问题，一
系列以此为主题的幸福圆桌会在各
小区陆续开展。

“老旧小区加装了电梯，是否对
停车有影响？”“是否会影响家里采
光？“加装电梯费用怎么出？”直面
居民的疑问，相关责任单位一一解
答，与会干部们的笔记本上很快就
记得满满的。带着群众的所思所
想，破解群众的所忧所盼，西湖区老
旧小区的电梯加装工作针对如何把
这项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有
了更加明确的思路和举措，整个加
装工作跑出了“加速度”。

今年以来，看到幸福圆桌会既
能增强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又能
提高为群众办实事的质量和效率，
西湖区将其制度化，形成了“党委领
导、政府指导、社区搭台、部门协同、
社会参与”的常态机制，收到群众反
映的“急难愁盼”事情685件。

（下转第2版）

当幸福有了“三重奏”
——看西湖区如何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记者 殷 勇 宋思嘉

新华社北京 7月 11日电 7月 1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
记、国务委员长、朝鲜武装力量最高
司令官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
条约》签订6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1961年，中
朝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作出签订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战略决策，
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
谊、推动两国持久友好合作奠定了重要

政治法律基础。60年来，中朝双方秉持
条约精神，相互坚定支持，携手并肩奋
斗，增强了两党两国兄弟般的传统友
谊，促进了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
护了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我同总书
记同志多次会晤，规划两党两国关系
发展蓝图，增添中朝友谊的时代内
涵，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当今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
进。我愿同总书记同志加强战略沟

通，把握好中朝关系前进方向，引领
两国友好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我们不久前隆重庆
祝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当前，朝
鲜人民正团结一心，全力贯彻朝鲜劳
动党八大决策部署。中方坚定支持
朝方发展经济民生、有力推进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相信在总书记同志带
领下，朝鲜党和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新
的更大成就。 （下转第2版）

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

习近平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致贺电

“总书记，您好！您是腐败分子的
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永茂圩村
考察时，74岁的老人崔荣海挤到人群
前面，紧紧握着总书记的手。这位有
着 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难掩内心激
动说出了这么一番话。

“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
朗乾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的勇毅决绝，掀起力度、广度、
深度空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以全面从严治党激荡清风正气、凝
聚党心民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
供坚强保障。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2020年中秋节前两天，福建省厦

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政府干部高东升早
早就到老字号“黄则和”预订了两盒月
饼，这是他这几年来养成的习惯。

“月饼还是自己买的好，好吃不浪
费，更重要的是中秋有更多的时间陪
家人。”高东升咧嘴笑着说。

细微之处，可见风气之变。
曾几何时，粽子、月饼、大闸蟹等

老百姓庆祝佳节的应景美味，因依附
于公款消费上的利益链条被“天价”异
化，如今早已回归正常的市场价格，找
回应有的文化底蕴。

“八项规定”——很少有这么一个
政治语汇，能够如此深刻改变中国。

2012年 12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
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的八项规定。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带
头作出承诺、发起号召：

“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

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
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

以此为切入口和动员令，一场激浊
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

2012 年 12 月 30 日 晚 ，新 华 社
“新华视点”微博发布了一份特殊的
“菜单”。

“4个热菜：红烧鸡块、阜平炖菜、
五花肉炒蒜薹、拍蒜茼蒿；一个猪肉丸
子冬瓜汤；主食水饺、花卷、米饭和杂
粮粥。特别交代不上酒水。”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
考察期间，一行人在所住宾馆的晚餐
菜单。

一份菜单里看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严格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以行动作无声的号
令、以身教作执行的榜样，为全党改进
作风提供了强大动力。

从抓公款购买月饼，到抓公款寄

送贺卡，从制止“舌尖上的浪费”到纠
治“车轮上的铺张”再到整治“会所里
的歪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锲而不舍推动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驰而不息正
风肃纪，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
能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一些长期
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顽瘴痼疾。

2017年10月27日，党的十九大闭
幕第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
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从八项规定到八项规定实施细
则，研究同样的内容并进一步深化细
化，释放出一以贯之将作风建设进行
到底的鲜明信号。

不必再迎来送往，不必再请客送
礼，不必再陪吃陪喝……八项规定不
仅是党员干部的“紧箍咒”，也是“护
身符”。 （下转第3版）

为了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习近平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范思翔 郭敬丹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
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这为我们走好新征程树立了思想标杆，提供
了根本遵循。

如果说近代以来哪个主义的命运与中国共产
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哪个
主义在中国大地放射出灿烂光芒、结出丰硕果实，
毫无疑问，非马克思主义莫属。一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
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
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马克思主义行，因为它是真理。马克思主义自
诞生以来，以其真理的力量跨越地理边界和时代隔
阂，传遍五湖四海。它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
实践的理论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这一理论
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
自身解放的道路，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深
度参与了世界历史的塑造，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
面貌。今天，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
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
始人马克思，至今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尊敬，
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行，因为它深刻改变了中国。十
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诞生于时代大潮中
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鲜
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
武器。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
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
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
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科学理论
指导，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一百年来，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
跃，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
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些翻天覆地
的历史巨变，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
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百年历程，百年风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我们正走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在新征程上争取更大光荣，续写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行”的壮丽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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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荣林 实习生薛
佩宜）当前，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正
处在关键“窗口期”，谁率先抓住了机
遇，谁就能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占据
主动、抢占先机。记者7月11日从省
发改委获悉，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打
造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战略支
点开局起步行动计划，决定在年内实
施一批标志性工程，启动“铸魂”“壮
骨”“强筋”等八大行动，以重点突破
带动全域提升，推动打造全国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开好局、起
好步。

构建新发展格局，江西具有独特
的优势，也面临着挑战。关键要找
准着力点和突破口，积极探索有效
路径，扬长避短、扬优成势，全面提
升我省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
值链在全国的地位，把江西打造成
为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
支点。为此，我省提出了八大行动：
科技创新“铸魂行动”、产业升级“壮
骨行动”、数字经济“赋能行动”、现

代流通体系“强筋行动”、消费提质
“跃升行动”、营商环境“攻坚行动”、
开放合作“提升行动”、大南昌都市
圈“强核行动”。聚焦创新平台、创
新主体、成果转化等领域实施一批
标志性工程，加快打造全国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努力在
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中展现更大作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
省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
施创新平台能级提升、人才培育引
进、“双一流”高校创建等工程，力争
新增独角兽企业（含潜在、种子）10
家，瞪羚企业(含潜在）100家，高新技
术企业 1500 家，入选国家库科技型
中小企业突破 7500家。围绕促进消
费升级，实施新型消费业态培育、赣
菜品牌推广、商业街区改造提升等工
程，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上广等
一线城市建设赣菜主题餐厅和门店，
力争年内新建 100个夜间经济区、集
聚区。

推动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战略支点开好局

我省启动八大行动计划
年内实施一批标志性工程

安源区“家庭病床”让群众省钱又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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