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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
系首都建设和发展，多次考察北京，以
全新的战略定位为首都发展谋篇布
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北京城市

发展深刻转型，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显
著，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
样建设首都”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北京市的第一站来到前门东侧的北京
市规划展览馆，考察的主题是全面深化

改革、推动首都更好发展特别是破解特
大城市发展难题。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原常务副馆长
赵莉对当时情景记忆犹新：“总书记详
细了解北京地理环境、规划布局、功能
定位等情况，问得很细。对于人口过
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生态环境严峻
等首都发展存在的问题，他十分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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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首都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北京篇

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
十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党的二十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围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
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是全党全社
会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献计献策的一
种有效方式，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

动体现。这次活动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热
情关注、积极参与，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
性的意见和建议，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
充分吸收。要总结这次活动的成功做
法，走好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善于通过
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把
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2 月重要

指示精神，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
求意见活动于 4 月 15 日至 5 月 16 日开
展，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所属官网、新闻客户端以及“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分别开设专栏，听取
全社会意见建议。活动得到广大人民
群众广泛关注和参与，累计收到网民建
言超过 854.2 万条，为党的二十大相关
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习近平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
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

□人民日报记者 温红彦 杜尚泽
廖文根 刘维涛 张炜 张洋 李林宝 李
翔 宋静思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
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先后部署开展了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等 5 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频度之密、
力度之大、成效之显著，放眼百年党史
都不多见。

在全党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是我们
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
重要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先后开展一系列集中学习教育，
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引导全党牢记中
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
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紧扣这个根本问题，直面新形势新
任务新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5 次集
中学习教育一脉相承、次第展开，环环
紧扣、层层深入：

——2013 年 6 月开始，以为民务
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

——2015年开始，围绕“严以修身、
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
实、做人要实”要求，“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推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延展深化；

——2016 年开始，“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在
全体党员中开展，党内教育从“关键少
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
经常性教育延伸；

——2019 年 5 月底开始，以“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为总要求，
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党开展；

——2021年开始，党史学习教育在
全党开展，要求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
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5 次集中学习教育，每一次都是理
论武装的重要课堂，每一次都是自我革
命的生动实践，每一次都是凝心聚力的
奋进号角。

初心如磐，信念如山。党的各级组
织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热潮中
接受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
精神洗礼，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党始终保持统
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
大的战斗力，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
铁”，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
进步。

强化理论武装——
“党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以思

想教育打头，着力解决学习不深入、思
想不统一、行动跟不上的问题，既绵绵
用力又集中发力，推动全党思想上统
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

中国共产党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
信念的党。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上，
一座名为《信仰》的雕塑矗立，71 位不
同历史时期的共产党员庄严宣誓，神情
坚毅、身姿挺拔。

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
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
一的思想基础。

2013 年 6 月，党的十八大以后第
一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同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在教育实践活动中
联系的河北省，全程参加并指导省委常
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会上，总书记
用“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告诫党员干部
警惕理想信念的动摇。

语重心长，振聋发聩。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

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下转04版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扎实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述评

□本报评论员
这里是我们的城市，我们朝夕生

活的地方。
工作机会更多、居住条件更好、身

边有更多的绿意环绕、村里有了更多
的年轻人⋯⋯高质量发展中，人们底
气更足、笑脸更多、生活品质更高。每
一个可感的变化里，是“让人民生活幸
福”这一信念在一以贯之；不断上扬的
幸福指数背后，是这座城市 94 万余名
共产党员始终如一的初心使命。

一句“共产党好”，不是简单的口
号，而是一点一滴的亲身体悟，这些声
音来自基层、来自民生、来自照进现实

的“向往的生活”。说出这句话的人，
是在这里寻找到人生志向的年轻学
子、是在全程机械化中耕作“一身轻”
的新农人、是在公园里跳舞的成都阿
姨⋯⋯朴素的一句话，是对党员们最
好的肯定，也是对一个百年大党由衷
的信任与认同。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
恒心。初心使命，在党员的日常工作
中得到践行体现，在城市每个角落的
细微处生长绵延。

很少轰轰烈烈，更多静水流深，不
谈豪言壮语，只问默默耕耘⋯⋯他们
在疫情防控一线执着守护、他们在科
技创新中一路攻关、他们在三尺讲台
绽放芳华、他们奔走在社区院落听民
声、解民忧⋯⋯一个个令人触动的平

凡瞬间，构成了基层共产党员的群像，
更映照出“人民”二字的重若千钧。

当每一个党员在入党志愿书里写
下郑重话语，在党旗面前庄严宣誓，就
已经许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承诺。它由内而外散发，由心至行体
现，在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写字楼，每
一个乡村，再具体到每一位群众——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就是要把民生改
善书写在新时代的年轮里，保证全体
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七一”将至，我们将迎来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1 周年。经过了风雷涌动
的革命年代、荡气回肠的抗战历程、激
情燃烧的建设岁月、波澜壮阔的改革
开放，直至风正帆悬的新时代征程，马
克思主义大党始终秉持着永远奋斗、

永远年轻的信条，“一心为民”的情怀
愈发澄澈。

立足于蓉城大地，每个共产党员
都有一番精进的功课要做。走向未
来，前路并非一片坦途，但只要我们始
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
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就必
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心中装着
人民，才能手中握有真理，从而脚踏人
间正道。

一个党员就是群众中的“一面
旗”，千百万共产党员的先进形象就是
我们党的光辉形象。共赴未来，初心
不忘。从这个似火的夏天再度启程，
让我们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
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
诚。以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把闪亮
的故事继续唱响！

把闪亮的故事继续唱响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
业需要榜样引领。在“七一”来临之
际，《成都日报》将陆续推出成都市示
范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标兵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公园城市建设、幸福成都等经济

社会发展实践中实干笃行、奋勇争先
的先进事迹。通过亮出先锋风采，彰
显“成都力量”，激励引导基层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牢记嘱托、踔厉奋发，为全
面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今起陆续推出报道

亮出先锋风采 彰显“成都力量”
详见05版

全面开放：
两个公园都可体验

作为成都大运会主场馆所在地，
世界大运公园（东安湖体育公园）总面
积 1001 亩，含一场三馆（主体育场、体
操馆、游泳馆和小球馆），是成都大运
会开幕式和部分赛事的核心点位。紧
挨着的东安湖公园占地 5061 亩，含绿
地 3427 亩，水面 1634 亩，包含“一湖
一环、七岛十二景”，配套建有图书馆、
艺术中心、剧院、大运主题社区运动
角、东安阁、欢乐田园、银沙滩、跑步绿
道等。

6 月 15 日，东安湖体育公园已实行
对外免费开放。首期免费开放时间从6
月 15 日持续至 7 月 15 日，开放的区域

包括户外公区的步道、室内羽乒馆、3块
户外足球场、8 块户外篮球场以及 2 块
风雨篮球场，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10∶00 至 17∶00（户外公区至 17∶30），

周末、节假日 10∶00 至 19∶30（户外公
区至20∶00）。市民前往需提前预约。

与此同时，东安湖公园也于昨日全
面开放、解除限流措施，市民游客可在

每日开放时间内（7∶00 至 22∶00）自行
前往，全方位体验便捷的公园城市美好
生活。

下转05版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王嘉 吴雅婷） 记者 26 日获悉，今
年以来，成都围绕“三城三都”建设，招
引 A8 网文影视基地、世界冰壶巡回
赛（WCT）亚太总部、中国唱片西南总
部、世界显示产业大会等重大项目近
100个。

据了解，成都推动文创产业与相
关产业深度融合，明确传媒影视、创意
设计、现代时尚等八大重点产业，支持
优势产业优先发展。目前，天府数字
文创城、少城国际文创谷等 6 个文创
产业功能区建设进展顺利，全市累计
建成文创产业园区面积 968.2 万平方
米，打造了404个城市文化新空间。

今年以来，成都围绕“三城三都”
建设，招引 A8 网文影视基地、众山集
团凤求凰国际文旅度假区、世界冰壶
巡回赛（WCT）亚太总部、不二餐饮、中
国唱片西南总部、世界显示产业大会等

重大项目近100个（含品牌餐饮、知名
展会）；重点推进天府国际动漫城、熊猫
古镇·理想新城、天府国际赛道、中演华
天演艺中心、空港商圈展示展销综合
体等260个在建项目，新增投资约280
亿 元 ；计 划 举 办 重 大 活 动 1000 场

（次），目前已举办300余场（次）。
此外，成都正开展梯度培育计划，

提升 10 家国家级、23 家省级文创产
业园区和 16 个国家级文化产业功能
性平台产业能级。实施数字文创引导
项目扶持计划，10 个引领型、培育型
项目首批入选；全年预计新增 200 家
以上规上文创企业，全市规上文创企
业将超过 2800 家。实施上市公司培
育计划，目前成都市境内外已上市公
司 127 家，文创类 20 家，占比 15.7%；
省上市后备企业库文创企业47家，今
年将扶持 3 家以上文创企业进入上市
辅导期。

围绕“三城三都”建设
成都今年已招引近百个重大项目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句《蜀道
难》，道出了巴蜀地区曾经恶劣的交通
状况。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条
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开启了西南经
济交流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70年来，
从时速四五十公里的普速铁路，到时速
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成渝间的时空距
离一次又一次地拉近，中国铁路的建设
也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地跨越。

从今日起，本报将推出“轨道双
城，速度成渝”系列报道，带您感受成
渝铁路通车70年来，成渝两地从山高

路险、交通不便到铁龙飞驰、路网纵横
的世纪变迁。

■上世纪90年代左右，成渝铁路简阳
站每月货物装车达三四百车

■2019年简阳站停止办理客运业务，
变成了一个纯货运站

今日关注

成渝线上一家三代铁路人

相关报道见02版、08版

东安湖公园昨起全面开放
东安湖公园昨起全面开放。成都

大运会共建共享惠民行动——龙泉驿
区6·26公众开放日活动在东安湖火炬
塔下举行。活动以“感谢、致敬、聚力”
为主题，发布了《龙泉驿区大运会共建
共享惠民行动方案》及4张惠民清单。
来自各行各业的400余位市民代表在
运动歌舞中正式开启大运惠民的“大礼
包”，参与运动健身的热情在此刻点燃。

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

讲述成渝铁路70年变迁

在成渝铁路峰高铺站，成渝铁路（左）和成渝高速铁路双线并行在一起。 新华社发

金砖合作的历史，将浓墨重彩地记
下这不同寻常的三天。

2022 年 6 月 22 日至 24 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全球发展
高层对话会，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
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代表，我们在历史发展关键当口作出正
确选择，采取负责任行动，对世界至关
重要。”

连续三天，三场重要活动。习近平
主席的“金砖时间”聚焦金砖又超越金
砖，回答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
为深化金砖国家合作、为促进世界持久
和平与共同发展，举旗定向、凝聚力量。

“携手构建更加全面、紧密、
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共
同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

“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建议通过

这个文件⋯⋯”
“好，通过！”
北京时间6月23日21时40分许，

习近平主席在征得与会各国领导人一
致同意后，敲响会槌，宣布通过《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

从加强和改革全球治理，到团结抗
击疫情；从维护和平与安全，到促进经
济复苏；从加快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到深化人文交流，再到完善金
砖机制建设⋯⋯ 下转03版

在历史发展关键当口引领前进方向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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