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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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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出席 王沪宁讲话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 11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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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把握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实际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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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强调，习近平法治思想内
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
完备，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
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
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

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
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
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
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
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
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
指南。全党全国要认真学习领会习
近平法治思想，吃透基本精神、把握
核心要义、明确工作要求，切实把习
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
治国全过程。

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汪
洋、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王沪宁
作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党
历来重视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
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
以有力推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专门进行研究，作出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
的十九大召开后，党中央组建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从全局和战

略高度对全面依法治国又作出一系
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
历史性成就，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取
得重大进展。

习近平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重点抓好的工
作提出了11个方面的要求。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对全面
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国际国
内环境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越
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
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
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
依法治国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
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
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有效实施。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
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
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

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
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
域全过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
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要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系
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既要立足当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
次问题；又要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
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促进各方
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
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
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
治有益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
实法治基础。 （下转二版）

江西省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陈竺、刘奇出席大会并讲话

本报讯 （宗红）11 月 18 日，江
西省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
在南昌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江
西省委书记刘奇出席大会并讲话。
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易炼红，省
政协主席姚增科，中国红十字会党
组成员、副会长尹德明，江西省委
副书记李炳军，省委常委、组织部
长刘强，省委常委、秘书长赵力平，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志武出席
开幕式。

陈竺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江
西省红十字会在江西省委、省政府
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下，在改革创新履行职能中主动作
为，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
力脱贫攻坚、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参与抗疫、抗洪
和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大力加
强红十字会组织建设，积极推进“三

救”“三献”核心业务，多项工作走在
全国红十字系统的前列，为江西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中
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改革创新发展
提供了宝贵经验。

陈竺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目标，科学擘画了我国未
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新蓝
图，也为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高质
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江西省红十字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红十
字事业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充分发挥红十
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
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人
道需求，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努力

为国奉献、为民造福，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展
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希望江西
省红十字会更加自觉地把红十字
工作融入全省发展大局，扎实推进
红十字会改革，增强发展活力，加
大公开透明力度，提高决策科学化
水平，大力加强应急救援能力建
设，积极开展精准化人道救助，加
大对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
遗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积极推
进红十字基层组织、阵地、工作的
有效覆盖，大力开展红十字志愿服
务，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

刘奇指出，江西省红十字会自
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自觉坚
持党的领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法制
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人道救助水平
不断提高，应急救援救护工作更加
有力，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广泛

汇聚各方爱心力量，为增强江西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出了
积极贡献。刘奇要求，全省红十字
会和广大红十字工作者、志愿者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群团工作、红十字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增强责任意识，依法
履职尽责，真心关爱群众，更加积极
主动地投身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
展，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伟大实践中。

大会审议通过了《江西省红十
字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江西
省 红 十 字 事 业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21-2025年）》，选举产生了江西
省红十字会第八届理事会和第八届
监事会，聘请省委书记刘奇、省长易
炼红为江西省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选举孙菊生为会长，龚建辉为常务
副会长，黄正宇为监事长。

陈竺出席支持江西赣州卫生健康
及红十字事业发展签约捐赠仪式

本报讯（宗合）11月17日，中
国红十字会支持江西赣州卫生健
康及红十字事业发展签约捐赠仪
式在江西赣州瑞金市举行。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
会会长陈竺，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
员、副会长尹德明、江西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马志武等出席签约捐
赠仪式。

为支持江西赣州打造“新时代
人民健康计划革命老区示范点”，
推动“健康赣州”整体规划实施，满
足当地群众对优质医疗技术资源
和医疗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
红十字会通过牵线搭桥、引智引资
等方式，推动支持江西革命老区医
疗卫生及红十字事业发展，守护赣
州、瑞金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和健康。

在签约仪式上，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与赣州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协
议提出上海瑞金医院发挥自身在
医疗、教学、科研、信息化方面的优
势，与赣州市卫健委开展深层次、
全方位、多领域合作，结合赣州市
卫生健康领域“十四五”规划及健
康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通过

互联网医疗、远程会诊和远程教学
等方式，帮助赣州市人民医院、信
丰县人民医院、瑞金市人民医院、
南康区第一人民医院建设特色重
点学科，培养专业医疗人才。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上海市红十字会、
国药控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江西
省红十字会、嘉佑医疗投资集团向
瑞金市红十字会捐款共计 190 万
元，用于支持瑞金市建设2个红十
字卫生站、3个博爱校医室、1个生
命健康安全教育体验馆和 1 个博
爱家园，并资助开展乡村医生培
训，推动当地红十字会组织建设、
阵地建设，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
会。

在签约捐赠仪式举行前，陈竺
一行先后到瑞金市红都大道社区、
特殊教育学校、人民医院和黄柏乡
柏村卫生计生服务室，调研红十字
会基层组织建设和当地医疗卫生
机构建设情况。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
红十字会、江西省红十字会以及江
西省、赣州市、瑞金市有关方面负
责同志参加签约捐赠仪式并陪同
调研。

河北红会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冀红）11月17日，河
北省红十字会召开全省红十字会
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会议。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宋振江，挂职副会
长崔胜明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旨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省委九届十
一次全会精神和全国红十字系统
改革推进会精神，落实全国红十字
系统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研讨班精神，总结“十三五”，谋
划“十四五”，进一步坚定政治方
向，深化改革创新，汇聚一切积极
有利因素，奋力推进新时代河北红
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崔胜明传达徐建培副省
长在分管部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暨全年重点工作
调度会上的讲话精神。

宋振江指出，“十四五”时期是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河北省各级
红十字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委
九届十一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
国红十字会“十一大”和河北省红
十字会“五大”精神，开创新时代红
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重
要时期，谋划编制好河北省红十字
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是当前重
中之重的一项工作。

宋振江要求，要抓紧抓实当
前各项工作，接下来的一个多月，
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有关要求，
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和省委九届十一次全会精神为重
点，以省委巡视整改工作为抓手，
以增强红十字会的政治性、先进
性、群众性为目标，全力推进“十
三五”胜利收官的最后冲刺。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
区三区）红十字会、华北油田红十
字会常务（专职）副会长、秘书长；
省红十字会处级以上干部及省红
十字基金会负责人等约50人参加
会议，与会代表围绕河北省红十字
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进行了热
烈讨论。

广东红会举办宣传工作培训班
本报讯 （粤红）11 月 12 日至

13 日，广东省红十字系统宣传工
作培训班在广州举办。21个地市
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省会机关各
部室及直属单位相关人员共48人
参加培训。

培训班首先传达传达学习了
中国红十字会报刊宣传工作视频
会议精神，邀请南方网政务事业部

主编针对宣传规律、载体以及技巧
等进行业务讲解；深圳市、阳江市
红十字会在培训中分享红十字宣
传工作特色和亮点。

深圳、珠海、佛山、阳江、始兴
等市县红十字会作宣传工作经验
介绍。

会议还对 2021年“一报一刊”
订阅工作作了具体布置。

中国红基会“博爱校医室”再次落地湖南
本报讯 （红基）11 月 10 日至

12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湖
南省红十字会、相关市区县红十字
会、教育局和合作医疗机构，在娄
底市和常德市举办湖南省第二批

“博爱校医室”落成仪式，开展健康
科普讲座、“救在身边”救护培训等
系列校园健康教育活动，并在常德
市举办校医培训班。

“博爱校医室”是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响应“健康中国”战略，帮助
经济欠发达地区改善校园医疗卫
生条件，建立和健全中小学校生命
健康教育与卫生保障体系，提高青
少年儿童健康素养的公益项目。
继 2019 年在湖南首批援建 10 所

“博爱校医室”之后，2020 年在长
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
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宝公益平
台爱心用户的捐助下，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博爱校医室”再次落地湖
南，援建娄底市第三中学、娄底市
第四中学、娄底市第五完全小学、
桃源县郑家驿镇中学、桃源县茶庵
镇中心小学、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
回族乡中心小学、韶山学校、韶山
镇泰小学8所学校。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助理
郭阳，湖南省红十字会秘书长严国
斌，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湘桂
区域经理方超、湖南一区经理杨柳以
及市区县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

健康到家
9 月中下旬以来，北京市红

十字会先后组织应急救护指导中
心、紧急救援中心、红十字基金
会、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佑安医院、朝阳医
院、通州潞河医院等组成）、和平
骨科医院、美尔目眼科、民众眼
科、人防浩天救援队等多支志愿
服务队近百名志愿者，分赴大兴、
平谷、怀柔、门头沟、延庆、密云、
顺义等七个区 26 个“红十字村”
开展服务活动，义诊 88 场，应急
救护培训27次，为行动不便群众
上门服务62户，拨付价值168万
余元物资，累计服务群众4000余
人次。

图为志愿者进行入户走访，
为行动不便者测量血压、血糖，提
供健康、用药指导。 （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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