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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政治责任，永葆斗争精神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
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今天，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扛起的一项政治责任，就是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
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就
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
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
析，对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肩负起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提出了明确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把政治责任体现在狠抓落实上，把担当精
神体现到各项工作中，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
作做实做细做好。

扛起政治责任，就要强化风险意识、提高
风险化解能力。历史告诉我们，党领导的革命、

建设、改革事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直是
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走过来的。今天，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越是这个时
候，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要有居安思危

的忧患。 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强化风险意识，常
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
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 又要提高风险化解能
力，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
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
布阵，有效予以处理。只有加强理论修养，学懂
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
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善于从纷繁复
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
干，才能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扛得
稳、扛得实。

扛起政治责任， 就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履行好防范化解
风险责任要靠机制。 要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
制，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打好有准备之
仗；建立健全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把风险评估
作为必经程序，消除一切风险隐患；建立健全风
险防控协同机制， 加强各地区各部门风险信息
及时互通共享；建立健全风险防控责任机制，坚
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不断推进风险防控
工作科学化、精细化，确保风险防控耳聪目明，

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心中有数、 对症下

药、综合施策，我们就能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
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扛起政治责任，就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
神。无数事实说明，在重大风险面前，主动迎战
才有生路。时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求我们的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风雨、见世面、长才
干、壮筋骨，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特
别是年轻干部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
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
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
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
作做实做好。

“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做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 既要有忧患意识，

也要有务实行动，更要抓住“关键少数”。各级
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扛起政治责任，永葆斗
争精神，层层负责，人人担当，下好先手棋，打
好主动仗，我们就一定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战胜风险挑战中不断开
辟前进道路、创造光荣业绩。

（载今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月 24日电）

太行女杰 黄君珏
据新华社长沙 1月 24日电 黄君珏，原

名黄维祐，1912年生， 湖南湘潭人。1927年
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长沙从事妇女工
作。马日事变后，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她只
身来到上海，转入上海中学学习，继续从事
革命工作。后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她曾
组织领导复旦学生到南京请愿和营救被捕
学生的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黄君珏参加了远东情报局的工
作。1935年， 由于叛徒出卖， 该组织受到破
坏。黄君珏掩护另外两名同志脱险后，自己

却不幸被捕。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 国共两
党第二次合作，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将黄君珏保
释出狱。在党组织安排下，黄君珏回长沙领导
筹办了一所难民妇女工厂。1939年， 黄君珏先
后在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华北《新华日报》社
任总会计兼管委会秘书主任等职。1942年华北
新华书店成立，她兼任审计室主任。为便于工
作， 她将出生才三天的独子送到老乡家寄养，

从此孩子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1942年 5月， 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
“五月大扫荡”。黄君珏和华北新华书店的同志

在转移途中与敌遭
遇，经过战斗后化整
为零。黄君珏对大家
说：“我们决不当俘
虏。 我有一支枪，三
发子弹，起码打死两
个鬼子。”6 月 2 日，

又有几个同志不幸
牺牲。黄君珏和两名
女同志隐蔽在辽县
庄子岭的一个山洞
里，狡猾的敌人在洞
口架柴放火。危急关头，黄君珏毅然冲出洞口，

举枪打死两个敌人，然后飞身跳下悬崖，壮烈
牺牲，这一天正是她 30岁的生日。

黄君珏像。 新华社发

省部级领导研讨班结业
王沪宁作总结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4 日电 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专题研讨班 24 日下午在中央党校结业，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
席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各项工
作，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以优
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研讨班期间，全体学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深了对
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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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共中
央、国务院日前就支
持河北雄安新区全
面深化改革和扩大
开放提出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设立
河北雄安新区，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深入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
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部署，是继深圳经济
特区和上海浦东新
区之后又一具有全
国意义的新区，是重
大的历史性战略选
择， 是千年大计、国
家大事。

意见强调，支持
河北雄安新区全面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
放，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 坚持新发展理
念， 按照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 战略布局要
求，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始终坚
持世界眼光、国际标
准、中国特色、高点
定位，牢牢把握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集
中承载地这个初心，

紧紧围绕创造“雄安
质量”、建设“廉洁雄
安”和打造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进一步解放思想、勇
于创新，赋予雄安新
区更大的改革自主
权， 着力在创新发
展、城市治理、公共
服务等方面先行先
试、率先突破，构建
有利于增强对优质

北京非首都功能吸引力、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
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体系，推动雄安新区实现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努
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为全国改革开放大局作出贡献。

意见要求，到 2022年，适应雄安新区定位和
高质量发展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优质宽松的
发展环境和活跃高效的创新氛围基本形成，对北
京非首都功能和人口吸引力明显增强，改革开放
作为雄安新区发展根本动力的作用得到显现。

到 2035年， 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
开放各项举措得到全面贯彻落实，构建形成系统
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疏解到新
区的非首都功能得到进一步优化发展，“雄安质
量”标准体系基本成熟并逐步推广，对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

到本世纪中叶，雄安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更加完善，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
化，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基
本完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
有序，改革开放经验和成果在
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形
成较强国际影响力。

意见还就支持河北雄安
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
放的总体要求、 重点任务、保
障措施作了具体部署。 扫码读意见全文

绝不把问题风险推给上面留给后面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198位学员聆听讲话交流认识

■新华社记者 邹 伟 罗争光
人民日报记者 张 洋

寒意渐去， 春日徐来。1 月 21 日至 24

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
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 21日上午的开班式
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
会大局稳定。

学员们一致表示，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敢于担当、

敢于斗争， 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
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科学预见形势和隐藏风险
“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

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
新问题新挑战， 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
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论述，让学
员们深受教育、深受震撼、深受启发。

从聆听讲话到开展自学，从分组讨论到
全班交流，198位学员结合各自实际情况谈
体会、讲认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也参与到
学员们的讨论交流中来。

学员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科学回答了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闪
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三大攻坚战
首位，这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战略安排。

我们必须常观大势、常思大局，清醒认识和
高度警惕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

外部环境、 党的建设等领域存在的重大风
险，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一位学员说。

把防范化解工作做实做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增强忧患意

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一位学员在
小组发言时说，这种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的忧患意识， 要求我们凡事从最坏处着
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
最好的结果。

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稳妥实施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案、强
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继续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
体系……结合各自工作，学员们对当前存在
的风险挑战梳理分析、研讨对策。

多位学员认为，履行好防范化解风险责
任要靠机制。“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

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
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
调配合，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打好有准备之战和战略主动战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

不少学员提出，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
项工作，“关键少数”要发挥关键作用，自觉把这
一职责使命扛在肩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绝
不能把问题和风险推给上面、留给后面，切实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一位学员在讨论时说，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持抓早抓小， 落实矛盾
风险排查预警、防范化解、应对处置措施。

“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这
一关键词，是学员们讨论最热烈、思考最深入
的话题之一。“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
明政治品格，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
时期，正是靠坚持不懈的斗争，我们才从胜利
走向胜利。”一位学员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须跨越的关口，更加需要保持充沛顽
强的斗争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一位学
员结合工作实际谈到， 一些重大风险的形成源
于改革的滞后，要靠改革的办法来化解。改革进
入深水区、攻坚期，必然遭遇各种可以预见和难
以预见的风险挑战，难关面前勇者胜，要以斗争
精神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 全面从严治党
是一场伟大的斗争。一位学员深有感触地说，党
面临的“四大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
临的“四种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必须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告别 4天的紧张学习， 学员们收获满满、

斗志昂扬，即将奔赴各自工作岗位。大家坚定
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举旗定向、掌舵领航下，

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下好先手棋、打好主
动仗，必将夺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场又一
场胜利。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4日电）

王岐山在达沃斯年会致辞
据新华社瑞士达沃斯 1 月 24 日电 当地时

间 1月 23日，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 2019 年年会，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携手前行，共创未来”的致辞并回答提问。

王岐山强调， 新技术是机遇也是风险和挑
战。 我们要以全人类命运与共的视野和远见，共
同构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要守住
全人类安全的底线，同时为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
留下广阔空间。要平衡照顾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要尊重各国主权，不搞
技术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要坚持多边主义，使
全人类都能从技术创新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