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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莹

□ 本报通讯员 王发祥

　　初夏的闽西武平，处处生机勃勃，充满

活力。

　　“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年来，山更

绿、水更清了，林下产业变活了，村民腰包也

变鼓了。林改真好！”近日，《法治日报》记者

走进福建省武平县万安镇捷文村的千亩林

下有机紫灵芝生产基地，捷文村党支部书记

李财林笑容满面介绍道。

　　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带来的生态环

境优美、社会治安良好、生活宜居舒适的场

景，在武平县随处可见。

　　武平被誉为“全国林改第一县”。县域面

积2630平方公里，辖17个乡镇（街道）、225个村

（居），总人口40.3万，全县森林覆盖率达79.7%。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2002年6月，

武平在全国率先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

场意义深远、不断深化的改革，为武平广大

林农带来了福祉。

　　武平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法治为民，以“全国林改第一县”为

动力，充分运用其中蕴含的用益物权法治理

念，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不

断提升法治思维，营造法治氛围，近年来多

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国家园林

县城”“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中国天然氧

吧”等荣誉。

普法先行深化林改

　　2001年6月，武平林业发展出现乱砍滥

伐难制止、林火扑救难动员、造林育林难投

入、林业产业难发展、望着青山难收益5大

难题。

　　为破解难题，武平县开启一场自我革

命，选择捷文村为试点，把集体林均分到林

户手中，颁发全国第一本新版林权证，随之

形成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

障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武平林改”模式。

　　随着林改深入，武平县林业发展又遇到

评估难、担保难、收储难、流转难、贷款难、涉

林纠纷案件化解难等新的社会问题，一定程

度阻碍着林改前行的道路。为保障林改工作

顺利推进，武平县委、县政府作出“重点工

作，普法先行”决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推进林改。

　　2012年7月，武平县在捷文村开办福建

省首家由法官、律师等政法部门专业人员组

成师资队伍的“林农法制夜校”，2013年6月

在全县各林区重点村全面铺开，设在全县各

林业重点村林农家门口，利用晚上时间集中

授课，教学内容涵盖生态法律、林改政策、森

林防火、林下经济等，通过多种形式帮助林

农学法用法，目前共授课542场次，赠送书籍

两万余册，发放授课材料2.6万份，有效架起

林农与政府之间沟通的“连心桥”。

　　林改后，全县森林火灾次数、涉林矛盾

纠纷、盗伐林木案件数量等显著减少，林木

蓄积量比林改前增长43.7%，林区人均纯收入

由2001年的1600多元，     下转第三版

筑牢法治屏障 护航绿色发展
福建武平县探索深化林改依法治林新模式

□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饿

肚子的记忆”。

　　“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不能折腾”。

　　“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牵

着鼻子走”。

　　“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利

浪费！”

　　……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一次次考察，他常常揭开

贫困户家的锅盖，了解老乡吃什么；一次次调

研，他深入田间地头，看庄稼长势、听农民心

声；对于浪费粮食的问题，他高度重视，多次

作出重要指示。

百姓吃饭大于天

　　一把麦子一碗米，在习近平总书记心里

有着特殊的重量。

　　50多年前，在陕西梁家河插队时，他亲眼

目睹过民生之艰。当地老百姓常说：“肥正月，

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春耕时，家家户户

把仅有的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

孩子出去讨饭。

　　“我当了六七年农民，那个时候我饿着

肚子问周围的老百姓，你们觉得过什么样

的日子最好，具体目标是什么？”2020年全国

两会期间，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

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起当年艰苦的

知青岁月。

　　老百姓当时给了他三个答案：第一个目

标，不再去要饭，能吃饱肚子，哪怕吃糠咽菜

都行；第二个目标，就是吃高粱米、玉米面等

纯粮食；第三个目标，当时是高不可攀———

“想吃细粮就吃细粮，还能经常吃肉”。

　　几十年来，乡亲们能“经常吃上肉”的质

朴心愿，习近平一直惦念在心。

　　在梁家河，为增加农田面积，寒冬农闲时

节，他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每次都带头赤

脚站在冰中凿冰清理坝基。

　　在福建省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时，他得知

平潭渔业资源枯竭，渔民吃饭困难，马上召集

民政等有关部门，拨了60多万斤粮食，坚决不

让老百姓饿肚子……

　　一个小小的玉米团子，看似并不起眼。

　　在陕北插队时，习近平看到老百姓吃的

是更差的糠团子，就用他的玉米团子和老乡

换，这让一起劳动的老乡非常感动。后来，当

发现老乡并没吃玉米团子，而把“真粮食”留

给壮劳力和孩子，他心里触动非常大。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河北省正定县曾是有名的“高产穷县”，

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7000多万斤。有些地

方交了征购，农民就没了口粮，只好到其他县

买高价粮。

　　习近平到正定任职以后，下定决心要让

人民喘一口气——— 老百姓都吃不饱了，还不

敢实事求是？于是他就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

商量，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经过反映和调

查，国家征购减少了2800万斤，大大减轻了农

民的负担。

　　“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这个

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话语

平和，却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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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习近平重视粮食安全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蔡长春 赵婕 近日，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出席刑事审判工作座

谈会并讲话。周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

正确司法理念，推动新时代刑事审判工作高

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为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提供有

力司法服务。

　　周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惩治刑事犯罪、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习近平总书

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刑事审判工

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坚持严格公正司法，依法惩治犯罪，深入推进

反腐败斗争，积极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队

伍恪尽职守、无私奉献，为法治中国建设和社

会和谐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实践证明，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队伍是一支党放心、人民满意、值

得信赖、有战斗力的队伍。

　　周强指出，新时代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人民群众对

公平正义的新要求、新期待，面对经济社会

发展对刑事审判工作带来的新情况，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       下转第二版

周强在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推动刑事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蔡长春 张冲

　　近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某小区部分业

主因小区内停车问题和物业公司发生矛盾，

同在业主群内的一名兼职网格员发现情况

后，迅速将信息报告给兼职网格警员。兼职网

格警员及时联系社区网格员，将矛盾双方邀

请到一起，通过协商将问题圆满解决，既保证

了小区安全秩序，又满足了居民正常需求。

　　佳木斯市公安局局长李晓龙告诉《法治

日报》记者，佳木斯市公安局不断探索实践

网格化警务新模式，今年以来将26个局直单

位、617名局直机关民警全部下沉到城区30

个派出所，各（县）区局机关同步开展，实现

了从市、县两级班子成员到科所队正职副

职，从机关民警到辅警都是兼职网格警员配

合辖区派出所专职网格警员的工作格局，真

正将警力用到实处、将安全带到百姓身边、

将服务送到居民家里，彻底打通便民服务

“最后一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解决，安全感满

意度再上新台阶。

　　黑龙江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郝

伟夫介绍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黑

龙江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检

验、展示教育整顿成效的重要方式，突出政法

职能特点，在全省政法机关部署开展了着力

推出一批便民利民服务举措、着力办结一批

民生领域案件、着力化解一批社会矛盾纠纷、

着力纠治一批顽瘴痼疾的“四个一”专项行

动。截至目前，全省各级政法机关共推出为民

服务举措3535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24636人次，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政法队伍的

新变化、新气象。

推出便民利民举措优化服务

　　“您好，我是哈尔滨公证处公证员，现在

就您申请的公证事项与您进行视频确认，请

出示您的护照……”身在异国他乡的加拿大

籍张女士没想到，困扰她许久的事情，一个越

洋电话联系到公证员就解决了。拿到公证书

后，张女士一再为黑龙江公证点赞。

　　事情的顺利办理，得益于黑龙江省推行

的视频办理公证试点服务模式。“视频办理公

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申请，通过视频

方式为当事人办理相关公证的活动，是黑龙

江省司法厅指导公证行业推出的“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一项实际举措。

　　黑龙江省司法厅向社会公开承诺公证便

民10项措施，将办理公证“最多跑一次”事项

扩大到90项，将“零跑腿”视频办理试点公证

机构扩大到42家，视频办理各类公证846件。

其中，齐齐哈尔市实现公证与婚姻、不动产、

公安等52类政务数据对接，为当事人同比减

负超过72%，最快30分钟就可以取证。

　　在优化证照办理方面，将居民身份证微

信直投业务时限缩短为5个工作日；开通老年

人等特殊群体“绿色通道”，通过优化网上代

办服务、电话预约、上门受理、送证上门及现

场指导帮办等方式，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办

理车驾管业务215笔、出入境证件1471次……

黑龙江省公安厅聚焦群众办事高频业务推出

30项“我为群众办实事”新举措，指导各级公

安机关出台便民利民措施978项，为群众办实

事、做好事、解难事16 4 0 0余件，广受群众

好评。

　　优服务供民需，让群众“办事不求人”。

　　黑龙江省法院系统部署开展“请托问题

整治”等“打官司不求人”十大行动，进一步叫

响“打官司不求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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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急难愁盼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再提升
我为群众办实事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践行初心使命争取更大光荣

□ 新华社记者 周玮 王思北 徐壮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

心使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并号召全体中

国共产党员，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

光荣！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省区市各级

党委政府党政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

示，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在新的征程上牢

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

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

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

美好生活而努力、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人

民的伟大光荣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宣告，天安门广

场沸腾了，掌声欢呼声响彻天地。云南省贡山

县独龙江乡党委书记和文宝在现场激动得热

泪盈眶。

　　“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直过民

族’独龙族的伟大光荣。独龙族人民永怀对党

的感恩之心！”和文宝动情地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人民幸福。如

今，独龙江乡千余户群众全部住进了新房，全

乡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2万元。接下来，我们要

努力将独龙江乡打造成乡村振兴示范区，带

领独龙族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

　　河南宝丰，这片红色热土，正蓄积着新的

能量。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踏上新征程，

我们要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践行

初心，担当使命，不负人民，努力创造更加美

好、富裕的新生活。”宝丰县委书记许红兵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人信心和

力量，有一种号角吹响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罗

蔺说，两江新区作为我国内陆首个国家级新

区，近年来在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和高品

质生活示范区上做出了一些有益探索。我们

将以勇于创新、        下转第二版

  7月3日，在建党百年华诞之际，新

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和田边境管理

支队康克尔边境派出所为7月份入党的

党员民警过集体“政治生日”，增强党员

民警党性意识，激励为国戍边守关情

怀。图为党员民警过集体“政治生日”。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赖泽焘 孙亮 摄  



□ 任仲平

（一）

  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

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上，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

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

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诗经》里的悠悠

吟唱，穿越千年风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变成了现实；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

历经百年沧桑，把全面小康的里程碑树立在

复兴之路上。

　　对中国人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

国家发展巨变的雄壮交响，也是人民笑颜绽

放的鲜活故事。它书写在消除绝对贫困的人

间奇迹里，书写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

障体系中，书写在不断增多的蓝天、不断延伸

的绿道、不断改善的居住环境里，书写在让人

民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的不变追求里……

　　翻开世界各国的史册，不乏繁华的历史，

不乏骄人的盛世，但鲜有哪个时代、哪个国

家，能像今天的中国这样，致力于“一个不少”

“一个不落”的全面福祉，能在如此广阔的领

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

一步，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7.7亿

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减贫人口占同期全

球减贫人口70%以上，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

口的版图，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人均

GDP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十美元到2019年

突破1万美元，让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世

界人口翻了一番，在14亿多人口的规模下，人

均GDP1万美元所产生的各种效应，更让人充

满信心。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我们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世纪伟业，把光荣与梦想写在了历

史深处；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还要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继续在人类的伟大

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站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身后

是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面前是喷薄而出的

曙光！

（二）

  许多时候，鲜明的时代感，在与历史的对

照中油然而生。

　　“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

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席

话，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

　　上了年纪的人，对这样的场景都不陌生：

夜幕降临，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母亲做针

线，孩子写作业。那时候，“耕地不用牛，点灯

不用油”就是人们对未来的真切向往。人们所

思所盼的是如何解决温饱，梦寐以求的是拥

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三转一响”，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美好生活的象征，

“万元户”更是许多家庭奋斗的目标。

　　犹记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学习外国先进

技术，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全国掀起了一股

出国考察热潮。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之大，给人们带来很大震动：“看得越多，就越

知道自己多么落后”“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

人的紧迫感”。

　　从“8亿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要吃好”，

从拥挤缓慢的绿皮火车到闪亮全球的高铁名

片，从一针难求的青霉素到向全球提供超过

4.8亿剂新冠疫苗，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新中

国成立之初的35岁提高到77.3岁，钢铁产量从

不够“每人打一把菜刀”发展到连续多年位居

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679

亿元增长到突破100万亿元大关……生产生

活的变化，展现着全面小康的深远意义；举世

瞩目的成就，构筑起中国人民的自信基石。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中国是带着首都被八国联军攻占的耻辱

进入20世纪的。1900年，列强军队在紫禁城阅

兵庆祝胜利，北京大街小巷遍悬占领军国旗。

鸦片战争后，从“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如

人”，再到“思想文化不如人”，中国人饱受欺

凌和屈辱，民族自信心更是跌入了谷底，有人

甚至提出这样的困惑：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

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不了解数千

年的灿烂文明，就无法读懂中华民族的复兴

意志；不理解上百年的苦难屈辱，就难以体会

中国人的小康梦想。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正因为它如此持

久，才更为深沉；正因为它如此曲折，才更显

珍贵；正因为它如此艰难，才更加震撼。

　　1919年，孙中山先生完成他的《建国方

略》，当时的中国人多将其视为无法实现的梦

想：修建160万公里的公路，开凿并整修全国

水道和运河，建设3个世界级大港……截至

2020年底，中国公路总里程519.8万公里；在全

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

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分别占8席和7席。

　　1935年，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方志敏同

志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名篇《可爱的中国》，期

盼一个“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

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的“可爱的中国”。2021年，方志敏的女儿方梅

说：“父亲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

斗。我可以告慰父亲：您笔下‘可爱的中国’，

我替您看见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从18世纪到20世纪，西方国家飞速前进，

中国却一次次错失工业革命的机遇、全球化

的机遇、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只是

“蜗牛般地爬行”。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书写了人类发

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奇迹”，更找回了中华

民族曾经“失去的二百年”。

　　百年沧海桑田，换了人间。

　　一位作家曾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对中华民族来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伟大复兴的关键一

步，也是民族自强的历史时刻。

（三）

  2021年2月4日，春节前夕，江西井冈山，白

银湖村村民邱冬华贴上新对联——— 上联：“脱

贫全靠惠民策”；下联：“致富迎来幸福春”；横

批：“共产党万岁”。

　　90多年前的1928年，邱冬华的曾祖父邱

启山也曾写下一副对联，那一年中国共产党

打土豪分田地，制定《井冈山土地法》，穷苦农

民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 上联：“分田不忘

共产党”；下联：“幸福牢记毛委员”；横批：“共

产党万岁”。

　　两副对联，一样的横批。这是中国共产党

初心使命的写照，也是中国百年巨变的缩影。

　　中国的全面小康，犹如一幅前后相续的

长卷，有筚路蓝缕的创业征程，有气壮山河的

建设浪潮，有波澜壮阔的改革探索，也有拥抱

世界的开放襟怀。       下转第三版

继往开来的世纪伟业
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