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身边的
视觉设计与印
务专家

致力做好城
市综合服务商
商务专线：
0911-8080001

8216292

延安融媒印务
有限公司

延安融媒
传媒有限公司
依 托 延 安 电
视、广播、报
纸、“ 我是延
安”客户端等
媒介资源，根
据企业诉求提
供一站式宣传
定制服务。

融 媒 传
媒·您身边的
媒体宣传专家
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8226222

延安融媒传媒
有限公司

延安融媒演播
有限公司

“精彩来
自专业”，延安
融媒演播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
业从事大型活
动策划、录制、
直播、电商、短
视频运营的专
业公司。

演绎非凡
传播精彩

服务热线：
0911-2820069

精心做精
品，精品赢市
场！延安融媒
文创有限公司
是延安市融媒
体中心授权对
外宣传、承接
形象宣传视频
创作、具有文
化创意性质的
专业性公司。

有文创，梦
飞扬！
服务热线：
0911-8216272

延安融媒文创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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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中，男，汉族，1962年7月生，黑龙江望
奎人，1982年 8月参加工作，1986年 1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工艺
系压力加工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
位，助理工程师。

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党组成员。

国务院副总理简历

张
国
清

丁
薛
祥

何
立
峰

刘
国
中

丁薛祥，男，汉族，1962年9月生，江苏南通人，
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
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党组副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
会书记。

何立峰，男，汉族，1955年2月生，广东兴宁
人，1973年8月参加工作，1981年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学专业毕业，
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党组成员。

张国清，男，汉族，1964年8月生，河南罗山
人，1985年9月参加工作，1984年7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数量经济学专
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研
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党组成员。

李尚福，男，汉族，1958年2月生，
江西兴国人，1974年 5月参加工作，
1982年 8月入伍，1980年 6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重庆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
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
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委
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国防部部长，陆
军上将军衔。

王小洪，男，汉族，1957年7月生，
福建福州人，1974年 7月参加工作，

198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
校大学学历。

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
记，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公安
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
书记，总警监。

吴政隆，男，汉族，1964年 11月

生，江苏南京人，1984年 8月参加工
作，1987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太
原机械学院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工艺
与设备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
师。

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国务
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国务院秘书

长、机关党组书记。
谌贻琴，女，白族，1959年 12月

生，贵州织金人，1977年 3月参加工
作，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
党校研究生学历，研究员。

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国务
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

秦刚，男，汉族，1966年3月生，河
北怀来人，1988年8月参加工作，1986
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国际关系学
院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大
学学历。

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国务
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外交部部长。

国务委员简历

李尚福 王小洪 吴政隆 谌贻琴 秦刚

（上接第一版）
“2 万多亩，在南方面积是不小

的。这样机械可以施展，可以搞现代
设施农业。”总书记肯定道。

从现代农业的高质高效，放眼乡
村振兴的人才问题，总书记进一步说：

“我们的年轻人、知识分子，也要
双向流动。一方面在城镇化过程中成
为新市民，另一方面农村对人才需求
很大。像魏巧这样的同志到农村去，
很好！这方面国家要有一些导向，有
一些政策支持。”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中国式现
代化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幸
福图景，是“天蓝地绿水清”的壮美画
卷。

江苏以占全国 1%的面积、6%的
人口，创造了 10%以上的经济总量。
在对“排头兵”寄予厚望的同时，总书
记始终强调“在率先、排头、先行的内
涵中，把生态作为一个标准”。

“太湖好一点了吗？”“没有蓝藻了
吧？”在许昆林代表发言时，习近平总
书记插话问。

“我一直要求，在生态上一定要把
握住。歌里唱‘太湖美’，多美啊！但
一想起蓝藻，就起腻了。工业和生活
排放一度对太湖污染很大，治理花了
很大力气。我们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生态搞不好就不是‘金山银山’，
反而成了亏钱买卖。”总书记语重心
长。

以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总书记强调：“没有高质量发展，
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谈高
质量发展，不谈新发展理念不行。必
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
发展。”

坚持稳中求进：“扎扎实实、
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

“2023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对于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起好步至关重要。”

3月6日下午的政协民建、工商联
界委员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
过去、分析当下、展望未来：

“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
复杂变化，必须做到沉着冷静、保持定
力，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团结一致、敢
于斗争。”

二十四个字，彰显着中国共产党
应变局、开新局的智慧和定力。

联组会上，来自宁德时代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曾毓群委员汇报
了企业研发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努
力占领全球新能源产业制高点的情
况。“现在，宁德时代在全球动力电池
的份额已达 37%，连续 6 年全球第
一。”

“我在的时候，可没你这个企业
啊。”30多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
作过，对曾经欠发达的闽东地区印象
深刻。

“您在宁德的时候，我还在读大
学。”

“突然冒出来个宁德时代，真是没
想到，搞得还挺大的。”总书记笑着说。

曾毓群谈到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对
外依存度，建议加强上游矿产资源保
障和海外融资布局。

“新兴产业如火如荼。对这个事，
亦喜亦忧。”习近平总书记深思熟虑，

“喜的是，我们这一行在全世界走在前
头了；忧的是，就怕来个大呼隆，先是
一哄而起，最后一哄而散。你讲到上
游矿产，人家对我们‘卡脖子’有些恰
恰就是从上游开始的。”

“参与国际竞争，还要搞好统筹规
划。市场有多大？风险在哪里？要防
止一路所向披靡、孤军深入，最后却被
人兜了底、全军覆没。要看到国际竞
争异常激烈，国际斗争风云变幻。在
人家对我们零和博弈情况下，还要给
自己留条后路啊！”

习近平总书记把目光转向与会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领导同志，进一步强
调，国家产业政策一定要稳慎，制定产
业政策、推动产业发展都要稳慎。希
望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既要抓住机遇
顺势而上，也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
关系。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
民建中央副主席解冬委员谈到，

风险投资在科创企业发展初期发挥着
关键性作用，建议加大力度引导更多
长期资本入场，打通金融支持科创“最
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这个金融问

题，一个是改革，使金融在经济建设中
起到关键作用；再一个就是防范风
险。这两个问题在我们当前金融业态
中都很突出。现在，风险投资搞起来
了，总的看还是比较稳当的。

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叮嘱道，在推
进过程中还是要谨慎。我们的一些政
策，搞好了是改革的成功，搞不好就可
能是腐败的痛点。我们说不立不破。
总之，科技要上来，科技金融要加强。
决定做一件事情后，怎么推动起来，还
是要好好研究，做好周全准备，必要时
先行试点。

总书记举了个例子：就像“放管
服”改革，“放”了以后，“管”跟上没
有？“服”到位了没有？光“放”不“管”
不行，跟着就要爆雷。

居安思危，于治思乱，破立并举。
在江苏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了两个安全底线：“我常说两个必
保，一个是粮食饭碗中国必须端牢，再
一个制造业必须筑牢。一个 14亿多
人口的大国，必须靠自己解决这两个
问题，不能‘一招鲜吃遍天’，缺了哪一
项国际市场都保不了我们。”

坚持立足全局而谋一域，自觉着
眼长远把握当前。

习近平总书记谈及江苏发展曾经
走过的一段弯路：当年苏北有发展的

“冲动”，抢着承接其他地区淘汰下来
的污染企业、夕阳产业。响水一声爆
雷，就是当时埋下的恶果。

“当时一时你的GDP上去了，增长
率上去了，但是它就孕育着若干年以
后的这些灾害性事件。任何时候我们

都不能走急就章、竭泽而渔、唯GDP的
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要树立新发展理
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也就在这里，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致广大而尽精微。只有坚持精准
思维，才能避免盲目冲动。

总书记又指出当前乡村振兴中产
业发展的一些误区：

有一份“培养一批‘一县一业’重
点基地”的文件，我看了以后皱了眉
头，这个事情不好下指标。一个县是不
是光靠一个产业去发展，要去深入调
研，不能大笔一挥，拨一笔钱，这个地方
就专门发展养鸡、发展蘑菇，那个地方
专门搞纺织，那样的话肯定要砸锅。

“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想当然的。
一个城市是不是就靠一业来发展，那
不一定。靠几业，靠什么业，都要一把
钥匙开一把锁，根据具体情况去定，不
能下单子。”

统筹发展与安全，平衡局部和全
局，把握当前和长远，能否做到“稳中
求进”，说到底都是政绩观的问题。

党的二十大后，随着换届选举，不
少党员、干部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

总书记叮嘱：“我在二中全会上
说，新班子起来了，一定要注意啊，不要
有大干快上的冲动，也就是不能不按规
律办事，急功近利、急于出成绩。要把
这种浮躁心理、急躁心态都压下来，扎
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

坚守人民情怀：“必须牢牢记
在心上、时时抓在手上”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全面

建成小康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新时
代新征程，一场历史性的接力，正在中
华大地的城镇乡野进行。

近年来，全国工商联大力推进“万
企兴万村”行动，把民营企业这支生力
军更多动员到乡村振兴主战场。

政协联组会上，来自江西的谢茹
委员向总书记汇报了“万企兴万村”行
动进展情况，并举了江西新余市水北
商会的例子——

2016年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对水
北商会引导民营企业家参与脱贫攻坚
的做法给予肯定。如今，这个商会又
带领138家企业320名会员参与到“万
企兴万村”行动中，帮扶当地群众每人
年均增收至少1000元，带动6000余名
农民本地就业，形成举党旗、抱团干、
带民富的生动局面。

“这是个壮举。”习近平总书记目
光转向在场的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

“脱贫攻坚的时候，我们按您的指
示发起‘万企帮万村’行动。脱贫后搞
乡村振兴，我们就接着搞‘万企兴万
村’。现在效果还不错，大家积极性都
上来了。”这位负责同志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万企帮万
村、万企兴万村，从扶贫到振兴，城乡
一体化、工农一体化，民营企业在这方
面的潜力是巨大的。”

总书记进一步叮嘱：“到农村做什
么、怎么做，要有一些顶层设计和分类
指导。如果只是给农民发红包，那不是
帮扶，而是救济。资本下乡，要把投资
投到点上，南辕北辙不行，要真正做到
造福农村、富裕农民。”（下转第四版）

团结奋进，创造新的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