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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3月 1日出版的

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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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文章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以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文章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法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

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对全面依

法治国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依法治国

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取得

重大进展。

文章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第一，坚持

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第二，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第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第四，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第五，坚

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第六，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第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第八，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

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第九，坚持统筹

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第十，坚持建设德

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第十一，坚持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文章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

理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加强理论思维，不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

取得新成果，总结好、运用好党关于新时代加

强法治建设的思想理论成果，更好指导全面

依法治国各项工作。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对于脱贫地区，比如西藏，由于中央和

全国各省市的支持，可能不缺资金，缺的更多

的是人才和技术。”2 月 25 日，在科协系统脱

贫攻坚代表座谈会上，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天

津市河西区科协党组书记王斌说。

在当天的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学会和科

协系统脱贫攻坚代表纷纷表示，将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全国学会学科广泛、

人才荟萃的优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

助力乡村振兴事业中发挥科协之力。

脱贫攻坚架金桥

从 1985 年按中央部署，开启山西吕梁定

点扶贫算起，中国科协的科技扶贫工作已走

过 36 年。36 年来，中国科协坚持把“科”字特

色融入扶贫工作全过程，广泛组织动员全国

学会参与扶贫工作。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中国林学会努力

发挥自身优势，积极组织广大林草科技工作

者，把扶贫‘论文’写在山川大地上，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作出了努力和贡献。”中国林学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陈幸良说。

中国林学会围绕红枣、沙棘、核桃、食用菌

等经济林果业和林下经济、森林休闲旅游等领

域开展科技攻关。2019年，被山西临县人民政

府授予“扶贫标兵”荣誉称号。他们还在山西岚

县建立了学会服务站，帮助引进与岚县气候吻

合的沙棘新品种，建立示范点，服务产业发展。

“配合中国科协科普惠民专项服务措施

落地，2019年，中华护理学会在中国科协科普

惠民服务专项项目的支持下，在山西临县、岚

县共组织三批培训，培训护工人数共计 548

名。”中华护理协会秘书长应岚说。

近年来，中华护理学会组织护理管理、手术

室、消毒供应、外科护理、肿瘤护理、急诊护理等

专委会前往山东临沂、吉林延边、广西百色、陕

西铜川、山西吕梁、湖北随州、贵州黎平、甘肃武

威、西藏拉萨等地区，进行培训、授课、技术指

导，助力当地组建了一支支高水平护理队伍。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中国公路学会为

定点扶贫县贫困村捐建爱心桥；中国计算机

学会捐建计算机教学教室；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为岚县编制古迹保护与利用规划；中国自

然资源学会为临县编制红色旅游规划；中国

农学会组织专家赴定点扶贫县咨询调研并帮

助编制乡村振兴规划……

乡村振兴再出发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未来，如何

让科技在乡村振兴中“再结硕果”？

“作为科协组织，我们的优势就是拥有千

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和专家人才，科技支援

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对未来的乡村振兴工

作，王斌有三点建议：科技人才助力；能人效

应助力；数字经济助力。 （下转第二版）

拿出“看家本领”，让科技在乡村振兴中“再结硕果”
——科协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86年过去了，静静流淌的赤水河，暗藏着

多少历史的惊心动魄和风云激荡。

1935年，面对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毛

泽东指挥千军万马声东击西，最终跳出重重

包围，导演出一部“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

历时 3 个多月，转战川黔滇 3 省，四渡赤

水出奇制胜，让中央红军化险为夷，创造了中

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纪

念馆时曾赞叹：“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

战的典范。”

“这是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

主动的光辉战例，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

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

日前，在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工作人员

梁华不断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四渡赤水”

的辉煌往昔。

二渡赤水巧回师 遵
义大捷用神兵

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之后，蒋

介石急调 40 万大军围追堵截，企图将中央红

军消灭在黔北地区。因敌我力量悬殊，党中

央决定撤出遵义而北渡长江，与活动在川陕

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北

革命根据地。

然而，红军的战略意图被敌人察觉，北上

受阻。

同年 1 月 27 日，中央红军各部陆续到达

黔北土城地区，随后与尾随追击的川军在赤

水河边的青杠坡交上了火。因情报有误，红

军损失惨重。在前后夹击的绝境中，毛泽东

当机立断：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赤水河是川黔滇交界地区的一条重要水

道，河道曲折蜿蜒，水流奔腾湍急。流经土城

一带的赤水河，河面窄处一二百米，宽处三四

百米，所幸正值隆冬枯水期，河水不深，河面

平静。

这也使得红军得以成功夜渡赤水河，让

追击的川军无功而返。由于敌情的急剧变

化，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一渡赤水之后，毛泽

东等果断率师向国民党军队兵力薄弱的云南

扎西地区集结。

正当蒋介石再度调集重兵，杀气腾腾奔

向扎西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却出其不意令

红军东返贵州。

此时的黔北地区，敌军兵力空虚，黔军

总司令王家烈万万没有想到，中央红军会

“卷土重来”。1935 年 2 月 18 日，中央红军由

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将 3 万兵力捏成一

个拳头，变劣势为优势，以泰山压顶之势砸

向黔军。

中央红军一路声东击西、出奇制胜，先后

攻占了桐梓和天险娄山关，直至击溃敌军取

得了遵义大捷，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

大胜利。

遵义大捷展示出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

挥才能。不过，红军虽取得了二渡赤水的胜

利，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跳出国民党军队围

追堵截的圈子，局势仍然十分严峻。

声东击西扰敌军 四
渡赤水展欢颜

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茅台渡口纪

念碑、红军铁索桥等景点，至今仍铭记着红

军三渡赤水的历史壮举。遵义红色文化义

务 讲 解 员 黄 先 荣 说 ，小 时 候 ，他 家 住 的 地

方，推开窗户就能看见红军渡口。红军渡

河的浮桥就套在一棵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

老树上。

（下转第二版）

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出奇兵，万里长征从头越

新华社北京2月 28日电 根据党中央有

关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每年

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近期，

有关同志按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书面述职。习近平认真审阅了述职报告并

提出重要要求，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站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要更加

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要立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锚定宏伟蓝图，勇于担当作为，加强对分管

领域工作的前瞻性思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坚持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精神，带头做到廉洁自律。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发挥示范表率作

用，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奋发有为，

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各地区

各部门各方面工作中去，以实际行动和优异

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有关同志对过去一年思想和工作情况进

行全面梳理总结，以严肃诚恳的态度和高度

负责的精神撰写述职报告。述职报告总结经

验体会，分析问题不足，围绕大局提出下一步

努力方向，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是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始终坚持把“两

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

不断增强维护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维护

能力和效果。

二是带头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努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见真章，

在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中检验理论学习成效。

三是围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扎实做好分管领

域各项工作，沉着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

增多的复杂局面，积极在各自分管领域履职

尽责。

四是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贯彻执行

民主集中制，自觉将重大问题、重大事项、重

要工作进展情况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请

示报告，在分管领域、分管工作中充分发扬民

主、实行正确集中。

五是坚决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严字当头，

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深化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严格要求自己、亲属和身边工

作人员，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党组成员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习近平认真审阅述职报告并提出重要要求，强调要更加紧密团结在
党中央周围，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十三五”以来，全社会研发投入从

2015年的1.42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预计的

2.4万亿元左右，研发投入强度 2020年预计

将达2.4%左右，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2015

年增长近一倍，2020年预计超过1500亿元。

2020 年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会超过

60%，实现预期目标。公民具备科学素质

比例超过 10%。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排名从 2015 年

的第 29位跃居到 2020年的第 14位……

“‘十三五’以来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

力大幅提升，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

变化。”2月26日，国新办举行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全面支撑新发展格局新闻发布会，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抛出上述数据说，“整体

上，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了决定性成就”。

六个“新”彰显科技
实力跃上新台阶

王志刚介绍，“十三五”以来，我国创新

型国家建设取得决定性成就，科技实力跃

上新的大台阶，科技体制和治理改革更加

深化，创新体系更加健全，创新环境更加优

化，形成了科技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国

家安全等各方面有力支撑的局面，在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

用进一步凸显。

王志刚将比较突出的方面概括为六个

“新”：系统推进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跃升”；全方位

推动科技成果进入经济社会主战场，形成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统筹提升科技人才

队伍的规模与质量，形成人才快速发展“新

态势”；深化重点领域科技体制改革，形成

创新创业“新生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科技开放合作迈出主动布局“新步伐”；

迅速开展新冠疫情科研应急攻关，为应对

全球共同挑战作出中国“新贡献”。

“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首次超过

6%，建设 13个应用数学中心。”王志刚举例

说，在量子信息、铁基超导、干细胞等方面

取得原创成果，高速铁路、关键元器件和基

础软件研发取得积极进展，涌现了“嫦娥五

号”“奋斗者”号等一批国之重器。

北斗导航卫星全球组网，新能源汽

车、人工智能等加快应用，高新技术企业

突破 20 万家，21 家自创区和 169 家高新区

等推动形成一批创新增长点、增长带、增

长极……五年来，我国全方位推动科技成

果进入经济社会主战场，形成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

不仅如此，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超

过 480 万人年，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加快涌现。同时，科技计划管理、成果转

化、资源开放共享等初步实现改革目标，比

如，推进“揭榜挂帅”首批试点；设立科创

板，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连接通道；实施科

研人员减负行动，“破四唯”在重点领域全

面展开，等等。

“十三五”以来，我国与多个国家建立

创新对话机制，同 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

联合研究。“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计划

支持 8300 多名外国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

建设 33家联合实验室。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迅速开展新冠疫

情科研应急攻关，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作

出中国“新贡献”。王志刚介绍，一周内完

成病毒基因测序、14 天完成核酸检测试剂

研发上市。疫苗研发 5条技术路线并行推

进，7 款进入Ⅲ期临床，4 款获批附条件上

市 。 11 种 药 物 或 治 疗 手 段 进 入 诊 疗 方

案。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10 个工作组，与

美、欧、亚、非、拉美、加勒比等国家开展科

技抗疫交流合作，分享最新成果。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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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公布
嫦娥五号“奋斗者”号等入围

（详见今日五版）

科技日报讯（记者唐婷）2月 27日，“月球

样品 001 号·见证中华飞天梦”开幕式暨捐赠

入藏仪式在国博西大厅举行。

据介绍，此次共展出包括月球样品 001 号

在内的探月工程相关科技实物40余件，辅以大

量图片资料、动态图片和视频资料，系统回顾中

国探月工程取得的辉煌成就，全面展示中国人

民实现“上九天揽月”梦想的伟大奋斗历程。

右图 展览上的“月球样品001号”。
下图 与探月工程相关的各种科普展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月球样品001号入藏国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1年 2月 28日的决定：

免去鄂竟平的水利部部长职务；

任命李国英为水利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年 2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七十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