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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 24 日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黄坤明

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

点，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自觉、坚定历史自信，

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黄坤明指出，全会回望历史、面向未来，取得的重大成果、提出的重要

思想、作出的重大论断，为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正确党史观、深入学习

党的历史提供了根本指引，为更好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提供了根本遵循。

黄坤明强调，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要把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作为中心内容，把系统理解新时代的原创性思想、变革

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作为重中之重，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作为根本要求。要采取扎实有效的举措，抓好专题学习研

讨、宣传宣讲，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做好工作、开创新局的动力，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新成效。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同志作了发言。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成员，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黄坤明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记者王宾）针对美国国务院近日公布的

“领导人民主峰会”受邀名单包括台湾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4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所谓“领

导人民主峰会”，严正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势力提供任何讲台，停止为

“台独”势力张目。

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所谓“领导人民主峰

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

关系准则。台湾除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别的国际法地位。“我们严

正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向‘台独’

势力提供任何讲台，停止为‘台独’势力张目。为‘台独’势力搭台，只会让

自己下不来台。与‘台独’一起玩火，终将引火烧身。”

至于“领导人民主峰会”，赵立坚说，中方已多次表明立场。他说，民主是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美方所作所为恰恰证明，民主只不

过是一个幌子，是美方拿来推进其地缘战略目标、打压他国、分裂世界、服

务自身维霸私利的工具。美方披着民主外衣推行集团政治、挑动阵营对

抗之举，是冷战思维的再现，受到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普遍质疑和反对。

外交部：

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
参加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在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作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

这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是祭文，也是宣言。从此，一个普通战士

的名字，与一个政党的根本宗旨紧紧联系在一起。

张思德的一生，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一生。张思德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贯穿历史，走进伟大的新时代，走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

张思德，是我党我军队伍中“普通”的一员。1915 年，他出生在大巴

山深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 1933 年创建

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 12 月，张思德参加红军，不久加入共青团。1935

年，他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随部队到达

陕北后，张思德于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战场上，张思德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战友们敬佩地称他为“小老

虎”。一次战斗中，他两次负伤。冲锋号音未落，他置自己伤情于不顾，跃

出战壕，冲进敌阵，击毙机枪手，一人缴获两挺机关枪。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张思德以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带领战友

进山烧炭。他白天挖窑伐树，晚上守在窑口查看火候，昼夜劳作，不知疲倦。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张思德仍在无私奉献。那是 1944年 9月 5日，天

下着雨，张思德和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突然，炭窑坍塌，张思德没有丝

毫犹豫，把战友推出炭窑。他，把生的机会留给了战友，把死亡留给了自己。

像张思德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怕苦、不怕死，为了中华民族独立、

中国人民解放，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精神，历经千难万险，建立了人民当家

做主的新中国。几十年来，张思德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进。

李晓明 刘 驰 （据新华社电）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为了人民 服务人民
——张思德精神述评

新华社北京 11月 2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1月

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管理，优化资金使用，严格资金监管；确定深入推进

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的措施，进一步便利群众就

近看病用药。

会议指出，近几年，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地方

债务管理取得积极成效，隐性债务减少，政府总体杠杆

率稳中有降。今年以来，各地按照全国人大批准的新

增额度，合理发行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有力支持了

重点项目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会议要求，面对新的

经济下行压力，要加强跨周期调节，在继续做好地方政

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风险的同时，统筹做好今明两年

专项债管理政策衔接，更好发挥专项债资金带动社会

资金的作用，扩大有效投资，以利扩大内需、促进消

费。一是加快今年剩余额度发行，做好资金拨付和支

出管理，力争在明年初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二是按

照“资金跟着项目走”要求，梳理明年专项债项目和资

金需求。省级政府要强化统筹，加强符合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项目的前期工作和储备，适时推进成熟项目开

工。三是统筹考虑各地实际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

求，合理提出明年专项债额度和分配方案，加强重点领

域建设，不“撒胡椒面”，研究依法依规按程序提前下达

部分额度。四是资金使用要注重实效，加强对投向等

的审核和监管，严禁资金用于楼堂馆所、形象工程和不

必要的亮化美化工程等。坚决制止资金挤占挪用、违

规拨付、长期闲置。会议强调，要加强专项债资金审计

监督和全面核查，发现问题必须严肃整改、严格问责，

并实行收回闲置资金、扣减新增限额、通报负面典型等

措施予以处罚。

会议指出，推进基本医保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

结算，是完善医保制度、解决人民群众突出关切的重

要改革举措。特别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情况下，方便

了跨省异地工作、居住群众看病和费用报销。今年前

10 个 月 ，全 国 住 院 和 门 诊 费 用 跨 省 直 接 结 算 超 过

1000 万人次。下一步，要拓展这项惠民改革成果，从

实际出发，扎实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服务

更便捷、更高效。一是完善相关政策，简化手续方便

参保人员异地备案，稳步提高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率，力争“十四五”末达到 70%以上。二是扩大普通门

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地区覆盖面，明年实现全国每个

县都至少开通一家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开展门诊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三是有序开展高血压、糖尿病、恶性

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

治疗 5 种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明年底

前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四是加快全国医保信息平台

建设，统一跨省直接结算规则和流程，加强部门间数

据共享和跨区域业务协同，逐步实现医保报销线上线

下都能跨省通办。五是完善常态化监管机制，严厉打

击欺诈骗保行为，守护好医保资金这个人民群众的

“救命钱”。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深入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措施

“十四五”末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力争达70%以上

东京残奥会上的“高光时刻”依然历历在目，北京

冬残奥会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再过 100 天，全球的

目光将再度聚焦中国北京，奥林匹克的激情与荣耀将

再次在这里点燃。逐梦冰雪，携手同行。北京准备好

了！中国准备好了！

百日展望，北京冬残奥会进入最后冲刺

时针缓缓走过 20 点，北京冬残奥会开幕进入最后

一百天的倒计时。

时间回溯到 6 年前，2015 年 7 月，北京携手张家口

获得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百姓欢欣鼓

舞，期待着第一次在家门口举办的冬奥会早日到来。

此后几年间，冰雪运动在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大发展。放眼各地，一座座新的滑冰场、滑雪场不断涌

现，冰雪运动的群众基础逐年扩大，而这其中也不乏大

批残疾人参与者。

据中国残联介绍，我国连续 5 年举办“中国残疾人

冰雪运动季”，带动残疾人参与冰雪运动，推动残疾人

大众冰雪加快普及，在此基础上，我国冬残奥项目的训

练能力和水平日益提高，运动员、技术官员人数不断提

升，参赛成绩逐步取得历史性突破。

在 24 日晚举行的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倒计时 100

天主题活动上，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路线，以及《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和

《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服务手册

（盲文·大字）》等信息一一发布，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

等待已久的北京冬残奥会，真的要来了！

活动现场，最引人瞩目的是五位残疾人志愿者代

表，他们接受了中国残联主席、中国残奥委会主席、北

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张海迪的授旗，他们脸上洋溢的

热情笑容似乎在向世界宣告：我们准备好了！

逐梦冰雪，中国健儿期待赛场展现风采

随着北京冬残奥会日益临近，中国健儿们正夜以

继日地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为比赛做最后的准备。

全速滑行、急停转弯、分组进攻，在位于北京顺义的

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里，中国残奥冰球集训

队正在热火朝天地训练。训练课结束后，队员们划乘着

特制的冰橇离开场地，卸下装备时已经汗流浃背。

今年 9 月，中国队以五战全胜的战绩获得残奥冰

球世界锦标赛 B 组冠军。“我们的训练强度一直很大，

队员水平也提升很快。”俄罗斯籍教练尼古拉说，这支

冰球队渴望通过“小、快、灵”的比赛风格、顽强不屈的

意志品质，在冬残奥会上展示中国健儿风采。

对于每个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员而言，北京冬残奥

会都意义非凡，他们渴望在家门口的赛场上绽放光芒。

“从 2018年一直到今年，国家轮椅冰壶队每年都组

织全年集训，每一年队员和教练们休息的时间不超过一

个月。”中国轮椅冰壶集训队常务副领队胡俊福说。

中国轮椅冰壶队曾在 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上拿

到中国冬残奥会历史首金。“平昌夺冠已成历史，从零

开始奔向北京。”胡俊福指着训练馆墙壁上挂着的标

语，语重心长地说，“在平昌，我们是冲击冠军。但当我

们从领奖台下来，我们就成了其他队伍的靶子，是众矢

之的，所以我们只能将自己练得更强，才能保持优势。”

据中国残联介绍，目前我国 6 个冬残奥项目的集

训队共有 100 多名运动员、40 多名教练员正在进行最

后冲刺阶段的训练，其中残奥冰球队、轮椅冰壶队已经

确认获得参赛资格，其他 4 个集训队的运动员也都在

争取积分、获得达标资格的备战中。

携手同心，中国敞开怀抱迎接世界友人

一起向未来！这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主题口号，也是全世界的共同心声。

“残奥本身不仅仅是一种体育竞技，更主要的是一

种人文象征，它体现出一个国家是如何关爱和帮助残

疾人的。”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说。

2021 年轮椅冰壶世锦赛期间，世界冰壶联合会主

席凯特·凯斯尼斯曾对东道主中国赞不绝口：“国家游

泳中心是我经历过的历届冬奥会中最棒的冰壶场馆。

运动员更衣室、无障碍坡道等设施的设计非常精巧，考

虑十分周到。”

作为“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中唯一残疾人体育赛

事，2021 年轮椅冰壶世锦赛共有来自 12 个国家和地区

的 92 人入住了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据朝

阳区酒仙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徐宏桢介绍，管理中心除

了两次邀请专家实地检验外，建设团队还亲自坐上轮

椅进行各项测试。

这样细致入微的服务将在冬残奥会上持续。据

悉，目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各场馆的无障碍设施

建设已全部完成，志愿者招募及培训有序进行，赛场及

运动员居住地的医疗、交通、饮食、防疫等相关服务工

作正在加快准备完善。

携手同心，共襄盛会。中国敞开怀抱，迎接世界友人，

同时我们也以此为契机，推动社会文明不断发展进步。

近年来北京市累计整治整改无障碍设施点位 28.9

万个，打造了 100 个无障碍精品示范街区和 900 多个无

障碍示范工程等。杨金奎说，通过筹办北京冬残奥会，

将对政府决策和公众观念产生积极影响，使残疾人更

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推动保障残疾人在体育、文化、教

育、就业等方面的平等权益，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新华社记者 刘扬涛 赵建通

（新华社太原11月 24日电）

逐梦冰雪，携手同行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综述

这是 11 月 24 日拍摄的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倒计时 100 天主题活动现场。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上接第 1版）加强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和保障，完善从专业机构到

社区、家庭的长期照护服务模式，积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深入推进医养结合，2025 年年底前，每个县（市、区、旗）有 1 所

以上具有医养结合功能的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

要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将老年教育纳入终

身教育体系，推动部门、行业企业、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办

学。提升老年文化体育服务质量，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全面清理阻

碍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的不合理规定。

要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依法严厉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建立适老型诉讼服务机制。打造老年宜居

环境，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农村危房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统筹推进。强化社会敬老，持

续推进“敬老月”系列活动和“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

要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加强规划引导，发展适老产业，严厉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维护老年人消费权益。

要强化老龄工作保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对在养老机构举办的医疗

机构中工作的医务人员，可参照执行基层医务人员相关激励政策。加强

老年设施供给，新建城区、新建居住区按标准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实现全覆盖。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完善老龄事业发展财政投入政策和多

渠道筹资机制，研究制定住房等支持政策，完善阶梯电价、水价、气价政

策，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

照料责任。强化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及地区老龄问题治

理，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与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相关目标有效对接。

屋顶上的
劳动乐园

11 月 24 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

属进华中学举办“屋顶生态园”劳动教

育一周年成果展。一年前，该校在 6

层楼顶露台修建“屋顶生态园”，作为

学生劳动教育课程实践基地。本学期

“双减”后，“屋顶生态园”又成为课后

服务时间内绿色农艺社团学生们的劳

动乐园。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① 进华中学学生在“屋顶生态园”里收获胡萝卜。 ② 进华中学学生在“屋顶生态园”劳动。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