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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

奋进新时代# 阔步新征程$ 党的十九

大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大政

方针# 就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制定了

战略部署 # 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 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就要以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引# 汇聚起团结奋斗% 开拓进

取的强大力量$

近一段时间# 新华社 &奋进新时代'

全媒体采访小分队在各地发现# 尽管已是

初冬时节# 从东南沿海到西部边陲# 从机

关单位到企业高校# 从网上到网下# 各地

各部门正在兴起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热潮$ 思想的热力激荡神州大

地# 美丽中国处处展现新气象% 新风貌$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

力量 $'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

关键要在 &实' 字上下功夫$ 围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线#

讲清楚党的十九大的鲜明主题# 讲清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

内涵# 讲清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

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 讲清楚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远影响# 讲清楚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讲清楚坚定不

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 从而把广大

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

精神上来# 把力量凝聚到党的十九大确定

的各项任务上来$ 创新方式方法和平台载

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

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围绕社会普遍关

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多做解疑释惑%增进共

识的工作# 才能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入脑入

心# 真正成为干部群众政治上的主心骨%

实践上的指南针% 行动上的导航仪# 推动

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往实里走% 往深里走$

责重山岳# 能者方可当之$ 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贵在弘扬理论联系

实际的学风# 全面增强执政本领# 切实提

高解决问题% 推动发展的能力$ 新时代提

出新任务% 新课题# 要求党员干部尤其是

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 还得有

成事的真本领$ 切实增强学习本领% 政治

领导本领 % 改革创新本领 % 科学发展本

领% 依法执政本领% 群众工作本领% 狠抓

落实本领 % 驾驭风险本领 # 补足能力短

板# 才能更有底气与信心# 团结带领广大

群众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 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的攻

坚战# 有力推动各项事业在攻坚克难中开

辟新境界$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

现的$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就

要焕发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 鼓舞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锐意

进取% 埋头苦干% 奋发有为$ 面对问题矛

盾# 就要迎难而上% 勇于担当( 聚焦目标

任务# 就要发扬钉钉子精神# 坚韧不拔%

锲而不舍地抓好落实 $ 始终保持艰苦奋

斗% 戒骄戒躁的作风# 以时不我待% 只争

朝夕的精神# 我们就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 创造新时代的新业绩$

马克思说过# 时间是能力等待开发的

地盘$ 从现在到
!"!"

年# 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期 (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 # 是

&两个一百年 '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

新蓝图鼓舞人心# 新征程催人奋进$ 让我

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在党

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 向着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砥

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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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员在九江

长江大桥上架设

最后一片钢桥面

板$ 当日 # 江西

九江长江大桥加

固改造工程钢主

梁架设完成 $ 该

大桥是贯通京九

铁路大动脉的特

大型公铁两用桥

梁$ 此次大桥加

固改造工程主要

是将公路正桥钢

横梁以上部分整

体更换为钢桥面

板# 引桥增加横

向联系及缺陷修

补# 全桥桥面重

新铺筑 # 并改建

沿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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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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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到多云& 局部有小雨& 明天阴天& 部分地区有小雨' 今天白天最高温度

5&!5)"

& 明天早晨最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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