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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304期3D开奖公告

609
天津投注总额：80663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227注
583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130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15 24 26 30 09 08 06

全国投注总额：398037824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注
155注
2429注

115998注
1966635注
12934782注

6336861元
129373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914060182元
下期一等奖特别奖累计金额：25000000元
下期六等奖翻番奖累计金额：700000000元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

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

历史经验。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

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

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

夷的能力水平。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

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

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

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概括了具有根

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

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

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

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

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

我革命。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系统完

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深刻揭示了

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

深刻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

量源泉，深刻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

主动的根本原因，深刻揭示了党永葆

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的根本途径，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经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

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

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

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历史和现实

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

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

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的根基

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

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马克思

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

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

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

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

土化才能深入人心；独立自主是中华

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

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

出的历史结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

定命运，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

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

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

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

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

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站在历

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

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新，党领

导人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

创新，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

出的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

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和

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

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

斗争取得的；团结就是力量，建立最广

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

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勇于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

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决议》精辟

概括的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实践

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

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

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

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前进道

路上，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

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

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

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

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

致向前进；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

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

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

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

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

大胜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

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

逞；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

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

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只要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虚心学习

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

和自信心，不信邪、不怕压，就一定能够把

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只要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

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

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

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

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一切

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不依附别人，不掠夺

别人，永远不称霸，就一定能够不断为人

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

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

前进；只要我们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

要求，勇于推进改革，准确识变、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就一

定能够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

奇迹；只要我们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

特点，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

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

见的风险挑战；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

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

华儿女大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就一定能够

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

力；只要我们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

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

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胸怀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在

新的伟大征程上，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

领会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不断汲取

前进的智慧和力量，顽强奋斗、不懈奋

斗，我们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书写新

的恢宏篇章，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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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领会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百年风云激荡走过壮阔征程，百年不懈奋斗铸就
世纪伟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在各地党政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党中央决

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从百年党史中汲
取不懈奋斗的力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向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

百年优异答卷 汇聚磅礴伟力

上海市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以风华正茂的全
新之感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历久弥坚。如
今，会址所在的街区，已经变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
繁华时尚。
“这是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优异答卷的一个缩

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
利召开，重点研究了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问题，是对百年历史的最好纪念。
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

运，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
磐安县一度是浙江省最贫困的县之一。历届县委

县政府一棒一棒创业接力，带领群众走出了一条绿色
崛起的生态富民路。县委书记王志强说：“新时代新征
程，我们要以坚如磐石的担当打造共同富裕山区样板
县，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幸福。”
“回顾百年征程，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河南省

郏县县委书记王景育说，“我们将深刻把握党百年奋
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柯华学习全会公报后

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今年以来，在四川省委外办邀请下，20多个国家
的驻华大使访问四川，实地了解四川发展机遇和潜力。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
径。”四川省委外办主任崔志伟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坚持对外开放，有力服务“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为四川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贡献力量。

坚定理想信念 牢记初心使命

全会公报提出，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
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
“这一要求为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牢记

初心使命指明方向。”湖南省长沙市农业农村局（乡村
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邹春林说，“我们将深入贯彻
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曹清尧说：“作为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就是
要以党性为本、以信念为魂、以忠诚为要，学在前、做在
前，大力宣传好、阐释好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增强历史自觉，意气风发走向未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及时组织了对全会精神的传达学习。自治区发改

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郁华说：“我们要更加坚定、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的
赶考之路，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
当前，新疆哈巴河县公安局正认真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提升服务

群众的效能。
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波拉提·阿依提肯深刻感受到了共产党员的神圣

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各族人民群众只有相互团结、相互依存，把自己的命
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国家才会更加富强，生活才会更加美好。”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黑龙江省五常市委书记

杜平说，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使命，让我们的家乡山更秀、水更清、米更香、人更和、经济更强。

不畏艰难险阻 迈向伟大复兴

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全会以“十个坚
持”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回答了这一重大命题。
“‘十个坚持’给我们未来工作指明了方向。”安徽省淮北市委书记张永表

示，在扎实推进资源型城市更高质量转型发展，全心全意解决老百姓的“急难
愁盼”问题上，更需要把十个方面坚持好，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
“全会提出，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广东省广州

市科技局局长王桂林表示，面对新的挑战和任务，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加强科技创新，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全会的召开增强了党员干部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应对变局的勇气和担

当。”辽宁省鞍山市委书记余功斌说，要深入贯彻全会精神，进一步增强应对各
方面风险挑战、扎实开展各领域工作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为新征程上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尤其是东北振兴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行百里者半九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更需要全党
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新的赶考路上，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一致，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云南省红河州委
书记赵瑞君说。
“坚定拥护和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中华‘复兴’号巨轮就有掌舵

者，面对惊涛骇浪我们就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山西省长治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保春表示，新征程上将进一步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赓
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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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迁出祖坟”保湿地

村支书于国兴把 13 座祖坟挖开
了。当着全村人的面，他把祖先的遗骸
挨个火化，又把骨灰盒迁走。“列祖列宗，
对不起！为了后代住在七里海，得舍掉
你们现在的位置。”于国兴泪流满面。

这是3年前清明时节，发生在天津
七里海湿地保护区核心区的一幕。于国
兴退休前，是天津宁河区俵口镇自由村
党总支书记，也是当地“西五村”联合成
立的“五联办”主任。
七里海湿地保护区核心区及周边共

有坟茔856座，“西五村”占了一半多。
在村民眼里，七里海风水好，庇佑祖祖辈
辈，“要把三四百年历史的祖坟迁走，没
门儿！”
“我们的活动让湿地严重退化，必须

迁坟！”于国兴劝说大伙，每到扫墓时节，
湿地里鞭炮阵阵、烟熏火燎，“逢上候鸟
迁徙的时点，这么一闹，哪还来鸟？”
不仅是祭祖，摆摊的、旅游的、烧秸秆

的……进入七里海湿地保护区核心区的
人越来越多，每年达到三四十万！

政府意识到问题严重。从2017年
起，天津打响“湿地保卫战”，主要涉及七
里海、大黄堡、北大港、团泊洼 4个湿
地。在七里海，土地流转、引水调蓄、苇
海修复等“十大工程”热火朝天干起来。
最难的，还是迁坟。
“平时挺要好的哥们儿，一碰这事

儿，准要翻脸。”于国兴做工作，对方经常
反问，“凭什么让我迁？你家先迁！”他总
是回答，“我第一个迁！”
说通自家的叔叔、大爷们，于国兴找

来专业迁坟队，带来火化设备，安置好新
骨灰堂。同时，他叫上村两委班子、党员
干部，跟他带头迁坟。
一切准备停当。鞭炮在七里海湿地

保护区核心区发出最后一波声响，于国
兴带头迁坟，村干部紧跟其后，“西五村”
约500座坟茔半月内全部迁完。
“保护湿地说说容易，但涉及老百姓

的坟地、土地和营生，每一步都需要党员
干部的决心与智慧，都需要群众的理解
和支持。”天津市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
管委会党组书记徐波说。

在大黄堡湿地，另一位村支书张有
旺带头舍弃了经营30多年的鱼塘。大
黄堡村有5000亩地在湿地保护区核心
区、6000亩地在缓冲区。2008年，核心
区土地集中流转，这个试点村的村民搬
进了楼房。2019年，湿地保护又集中流
转这个村缓冲区的土地。
这意味着渔民要彻底放下渔网。“心

里百般舍不得，可一想到养鱼的饵料给
湿地水质造成不良影响，行业饱和利润
降低，我劝大家拿上土地流转金，走吧！”
张有旺说。

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是个庞杂工程，
每一项都要投入真金白银。以土地流转
为例，仅天津市级财政4年来累计拨付

3.73亿元，天津湿地保护“1+4”规划总投
资达374.9亿元。

有舍，就有得。4年来，天津4个湿
地保护区累计完成补水13.77亿立方米，
草地、林地和水域等重要生态空间总面
积明显增加，其中七里海保护区较2017
年增加 1.62% ，北大港保护区增加
6.47%，大黄堡保护区增加1.30%，生物
多样性明显提高。

“拔出钉子”造绿屏

“钉子小镇”的党委书记张军给镇子
取了个新名——“城市绿楔”。今年8月，
总面积约5.18平方公里的西青生态廊道
在王稳庄镇建设完毕，湿地湖岛相间，阡
陌稻田交错。

然而4年前，王稳庄镇还是一个被
叫了30多年的“钉子小镇”，兴盛时期小
作坊生产的钉子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达
40%。同时，镇里环境也遭到巨大破坏。
小韩庄村村民张成发曾经开了个生

产气排钉的小作坊，一年挣10多万元。
2017 年，村干部传达要求，关闭小作
坊！“业务做熟了，关门怎么活？”张成发
说，他开车转了天津大港、静海等地，想
换个地方继续干，结果发现政策一样，哪
儿都办不成。

2017年5月，天津开始集中整治取
缔“散乱污”企业，当年整治2.1万家！同
一时间，天津决定“滨海新区与中心城区
要严格中间地带规划管控，形成绿色森
林屏障”，并于次年正式划定736平方公
里绿色生态屏障。王稳庄镇有一半以上
区域位居其中。
“痛下决心，‘拔起钉子’。”张军说，

王稳庄镇关停取缔9个村级工业园，涉
及800多家“散乱污”企业；保留下来的
赛达工业园，主要发展高端制造业。

找不到门路的张成发，来到赛达工

业园，凭借多年工作经验，成为一家高科
技钉子生产企业的质检员。现在，他经
常带着孩子到小作坊的旧址转转——那
里已经变成崭新的生态廊道。
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大约是

天津中心城区面积的两倍，连通天津南北
两大湿地和水系。天津市气候中心高级
工程师黄鹤说，生态屏障规划内容完成
后，夏季天津中心城区东南部将降温0.2
至0.4摄氏度，湿度可增加2个百分点！

然而，生态数据尚未实现，2018年
初，天津的经济数据先行“跳水”。“很多
人不理解，说舍弃这么大一块经济发展
空间。”天津市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现场指
挥部办公室主任边伟光说，其实，绿色的
发展密码蕴含其间。

今年6月，位于生态屏障内的国家
会展中心（天津）一期投入使用并迎来首
展，带动相关展业聚集。今年2月就吸
引691家会展企业落户津南区。
“展馆本身就秉持‘绿色’理念。”国

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
理部总经理助理郭济语说，“一期运行以
来，靠光伏发电解决了自身运行所需约
10%的电量，一二期投入使用后，预计每
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2万吨。”

碳就是钱。生态屏障内2.7万亩储
备林的二氧化碳吸收量日前完成核证。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李天表示，这
部分储备林20年间可以形成25万吨左
右的碳汇量，至少可以产生500万元的
碳汇收入。

经过修复建设，生态屏障一级管控
区内林地面积已达18.73万亩。“这些树
估算年碳汇能力15万至20万吨，简直就
是‘绿色银行’！”边伟光说。

“打开岸线”亲海景

“真没想到，如今在天津家门口也能

‘赶海’啦！”市民李燚的女儿高兴地告诉
在老家的爷爷奶奶。

前不久，家住滨海新区的李燚带着
女儿到海边，堆沙子、捡贝壳、捉小鱼，玩
了个痛快。“天津有临海之名，过去设围
墙搞生产，很难走到海边，没想到最近增
加了这么多临海公园！”
“海岸既用于生产，也用于生活。我

们舍弃过去的海岸开发，围着海岸修复
生态，还大家一个亲海靠海的城市！”天
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处副处长张士琦说。

浣溪观鱼赏花影，伫立丘澜听海
韵……天津南堤滨海步道公园的景点
名称，连起来就是一串串优美的诗句。
工作日的中午，周围“上班族”云集于此，
坐在中心驿站的露台喝一杯饮料、凭海
临风，走在新老海堤之间的湿地拍几张
照片、漫步徜徉。生态福利正成为他们
的工作动力。

然而几年前，作为永定新河入海口
的左岸，这里滩涂淤积切断水系、老堤坝
防洪能力不强、临海湿地面临退化……
有关部门在此扩挖疏通三条水渠、打通
水系循环，建设生态湿地，并在老堤外侧
建新海堤、提升防洪能力，最终在海河交
接的半咸水沼泽环境中，打造出这个气
质灵动的自然系统。

天津原有153公里自然海岸线，加
上人工岸线，现有海岸线达359公里，为
解决岸线面临的各种生态问题，天津出
台“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并与落实
国家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结合
起来，多方联动消除死角。
市城管委全面排查清理近岸生活垃

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市农业农村委开
展海水养殖污染和渔船渔港污染治理，
市水务局全力改善河道和入海河流水环
境面貌……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孙韧
说，经过努力，天津12条入海河流已从
2017年的“全部为劣”，变为2020年的
“全部消劣”；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已
达70.4%，比2017年提高53.8个百分点；
海洋捕捞总产量与 2015 年相比减少
25％，增殖放流各类苗种近72亿单位。

在中新天津生态城，形似“飞鱼入
海”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已经与周边的东
堤公园、滨海妈祖文化园、贝壳堤湿地公
园浑然一体。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这座
主题为“海洋与人类”的“海上故宫”，在
今年9月也成为天津海洋文化旅游产业
（人才）联盟的主席单位，将带动行业迈
向更高层次。

以“871”为代表的生态工程，不仅打
通了天津的海陆生态系统，也成为经济
发展的绿色引擎。“十三五”期间，3062
个项目从北京来到天津，投资到位额
4482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天津GDP与
2019年、2020年同期增长8.6%；全市新
增民营市场主体同比增长8.3%；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19.5%，在全国31个省
市自治区中位居前列。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11月14日第1版

秋冬交替之际，天津七里海湿地大片大片泛黄的芦苇荡在风中摇曳，形成一片金

色的海洋。随着天气渐冷，湿地也将迎来多种迁徙的候鸟，享受生态乐园。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绿色天津“舍与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