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时评

4 责任编辑：德格吉日呼 卫宁 版式策划：王冠磊 制图：王霞

2022 年 8 月 18 日 星期四 / 国内新闻 /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张研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
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
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
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

以上率下 久久为功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
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抓起。

2012 年 12 月 4 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的八项规定。

短短 600 余字，中央八项规定从调查研究、会议
活动等 8 个方面为加强作风建设立下规矩。

“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
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
人。”

从赴广东考察不封路、不扰民，到在河北阜平
住 16 平方米的房间，再到在陕北梁家河自己掏钱给
乡亲们买年货⋯⋯轻车简从、深入基层，习近平总
书记以实际行动作出表率。

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贯彻执
行八项规定情况汇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以上率下，蔚然成风。
十年来，以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开局，一场激浊

扬清的作风之变涤荡神州大地。
“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甘荣坤违规

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
游安排和宴请问题”“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
席肖毅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
行公务的宴请问题”⋯⋯

2022 年“五一”假期来临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
通报，体现了拒腐防变从领导干部抓起、从作风严
起的鲜明导向。

警钟长鸣，震慑常在。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 2022 年 4 月

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 72.3 万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64.4 万人。

从抓“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铺张”到查“月
饼盒里的不正之风”“楼堂馆所的豪华”；从推进基
层减负，到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十年来，一系列务实举措剑指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驰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使党风
政风为之一振，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猛药去疴 刮骨疗毒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党内存在
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要求“全面从严
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曾经的陕西秦岭，违建别墅如块块疮疤，习近
平总书记 6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首先从政治
纪律查起”，推动这一问题彻底查处。

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严明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治理“七个有之”问题、清
除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以精准有力政治监督确保
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
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显著提升。

反腐败关乎生死存亡，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 2022 年 4 月

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 438.8 万件、
470.9 万人。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

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亮剑，群众感受到正风肃纪反
腐败就在身边。

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 2022 年 4 月底，全国共
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49.6 万个，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 45.6 万人。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领域的
腐败和作风问题得到持续纠治，民生领域损害群众
利益问题的治理机制不断完善。

从查处“大老虎”，铲除“蝇贪”“鼠害”“蛀虫”，
到对“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提出更高标准、进
行更严监督，我们党逐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紧
不能腐的笼子，构筑不想腐的堤坝。

坚持纪严于法，把纪律挺在前面，用好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
监督“四项监督”统筹衔接、全面覆盖；以党的纪律检查
体制、国家监察体制、纪检监察机构“三项改革”激发监
督活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完善，党的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

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猛药
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
气推进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综合效应不断凸显，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

性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为实现海晏河清、朗朗乾
坤奠定了坚实基础。

夯基固本 着眼长远

2018 年 3 月 23 日，北京平安里西大街。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古铜

色牌匾上的红绸揭开，一个全新的国家反腐败工作
机构挂牌成立。

此前几天，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
我国反腐败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员，标志着
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已经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

制定修订中央党内法规156部、占现行有效中央
党内法规的70.5%，其中制定修订起“四梁八柱”作用的
准则、条例45部，占现行有效准则、条例的90%⋯⋯

进入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定力度之大、出台数
量之多、制度权威之高、治理效能之好都前所未有，
党的制度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 3718 部。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理想信念是共产
党人精神上的“钙”。

建党百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红色大厅，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
旗，举起右拳，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

誓言铿锵，久久回荡，彰显出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的坚定信仰和如磐初心。

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再到党史学习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
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
钙、把稳思想之舵，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挺起共
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与此同时，明责任、强组织、严纪律，落实管党
治党政治责任，开创性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抓好执政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把党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

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
我革命。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
用，以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的先进纯洁、团结统一，
党就一定能够带领人民在新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
的伟大胜利。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
——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述评

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是党中央从党和国
家工作全局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在新时
代党的治藏方略指引下，国家加大支援西藏
力度，中央部委和全国相关省份对口援藏发
挥优势，“组团式”援藏创新开展，极大促进
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广大援藏干部人才
正和西藏各族儿女一道，奋力谱写雪域高原
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西藏，有着全中国的牵挂。
党中央对西藏工作始终高度重视，1994

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拉开了对口
支援西藏的帷幕。如今，走在西
藏各地市的大街上，常能见到许
多以其他兄弟省份命名的道路：
拉萨市有“北京路”，山南市有“湖
南路”，日喀则市有“山东路”⋯⋯
一个个路名，正是西藏人民对兄
弟省份情感积淀的见证。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的发展
和援藏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2013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
藏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加快
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
安”。

2015 年 8 月、2020 年 8 月，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出席中央西
藏 工 作 座 谈 会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搞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优化援
藏干部人才结构。在中央第七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治
藏方略，并就援藏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
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
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
创援藏工作新局面。”

2021 年 7 月，在庆祝西藏和
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
放 70 周年，看望慰问西藏各族
干部群众，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
党中央的关怀。习近平作为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
解放，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
次，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对西藏工
作的支持、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的关怀。

国家确定了支持西藏的一
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制定了惠及
西藏各族人民的一系列特殊优
惠政策。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抓好稳定、发
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团结一心、艰苦奋
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去年 7 月，在西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
记亲切会见了援藏干部代表。习近平总书
记说：“援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崇高
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优
势。缺氧不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革命理想
高于天。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
的。这个事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
干下去。”

一批批来自五湖四海的援藏干部人才，
接续奋斗在雪域高原，建设美丽幸福西藏，
写下动人的奋斗诗篇。

十年来，援藏干部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上勇于担当，在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上
积极作为，在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上苦干实
干，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上用心用情，助力
西藏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同全国人民一道
迈入全面小康，阔步奔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

新时代的西藏，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
提高、生态安全屏障切实筑牢、民族团结日
益巩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日趋适应、边
疆巩固边境安全，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
荣景象。

携手同心、团结奋进

玉 麦 ，一 度 是 一 家 三 口 撑 起 的“ 三 人
乡”，桑杰曲巴老人和女儿卓嘎、央宗坚守在
这里，几十年如一日放牧戍边。

如今，西藏隆子县玉麦乡已经变成住有
67 户 240 人的美丽家园。

“我们这里的很多基础设施都是湖南援
建的。”玉麦乡副乡长巴桑次仁介绍，3 年来，
湖南投入资金 1200 万元，新建了玉麦乡史
馆、文化广场、消防车库、玉麦小学图书馆等
设施，还修缮了桑杰曲巴老人故居，重修了
约 3 公里的道路。

2019 年 7 月以来的 3 年中，第九批援藏
干部人才交出一份亮丽的工作成绩单：

累计落实援藏资金 206.31 亿元，实施援
藏项目 2712 个，引进全国各地企业 1141 家，
累计实施 627 个乡村振兴项目⋯⋯

与第九批选派情况相比，第十批援藏干
部人才的结构功能不断优化，进藏接力工
作。其中，精准选派“组团式”医疗人才 292
名，选派“组团式”教育人才 400 名。

“组团式”援藏，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西藏所需
医疗、教育等方面专业技术人才的实际情
况，创新实施的援藏举措。

2015 年，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启动。
对口援藏省市多家医院及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直属医院选派骨干医生援藏工作，改变
了过去医疗援藏短期分散的格局。

今年年初，西藏山南市妇幼保健院接诊
孕期仅 29 周的临产孕妇曲珍。当时曲珍情
况十分危急。在援藏妇产科专家和当地医
护人员共同努力下，曲珍最终成功诞下一名
男婴。经过 47 个日夜的专业诊疗和精心护
理，新生儿逐渐度过危险期。“多亏援藏医
生，现在宝宝身体好多了。”曲珍激动地说。

这个早产儿的救治案例，刷新了山南市
妇幼保健院低体重儿成功救治的纪录。

通过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和西藏医
务人员的接续努力，西藏的医疗服务能力大
幅提升：截至 2021 年底，西藏已实现 400 多
种“大病”诊疗不出自治区、2400 多种“中病”
不出地市就能治疗，全自治区人均预期寿命
从 2015 年的 68.2 岁提高至 72.19 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016 年，教育人
才“组团式”援藏启动。

天津市“组团式”援藏教师帮助昌都市
实验小学开设了无人机编程、机器人操作等
科创课程；陕西省等地“组团式”援藏教师推
动受援学校和支援学校开展云端课堂等活
动⋯⋯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开展以来，西

藏中小学教育理念、课堂教学、管
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学生的
综合素质有了显著提高。

不仅是医疗、教育，党的十八
大以来，随着西藏在高质量发展
上取得新的成果，民族团结工作
扎实开展——

第九批山东省援藏干部实施
“对标寿光·高原果蔬产业提升行
动”，新建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
地；

福建省援藏工作队推动福建
漆画和昌都唐卡相融合，探索发
展唐卡漆画文化产业；

广东省深圳市投资建设易地
搬迁项目，同步配套“水电路讯
网、科教文卫保”等基础设施；

⋯⋯
源源不断的支持，正汇聚为

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
兴梦想的合力。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

对口支援西藏不仅为西藏发
展注入了强大活力，更奏响了民
族团结的强音。

3 年前，来自西藏那曲市安
多县帕那镇的洛桑，通过考试进
入辽宁省盘锦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疾控应急科工作。“在这里，我学
到了许多医疗卫生规范，结识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感受到了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洛桑
说。

通过就业援藏工作，越来越
多的西藏大学生选择到自治区外
就业，促进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如今，援藏工作正成为促进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的重
要载体，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赓续精神、续写新篇

2019 年，来自中国宝武集团的徐坡放弃
上海优渥的生活条件，申请援藏，来到高寒
苦远的日喀则市仲巴县担任县委常务副书
记。

经过徐坡深入的调研，仲巴县启动了教
育基础振兴项目，第二年就为当地 6 所乡镇
小学建成了标准运动场，完成了 3 所小学的
示范直饮水工程。

去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
作为援藏干部代表，徐坡现场聆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感到无比温暖，
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雪域、奉献高原的决
心，激励着我在工作中不断砥砺奋进。”徐坡
说。

今年，顺利完成援藏任务的徐坡，主动
选择调到西藏工作。徐坡说，他想为西藏发
展再出一些绵薄之力。

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20 余年间，
援藏干部人才发扬“老西藏精神”，操着天南
地北的口音，带着高原特有的古铜色，同西
藏各族儿女一道奋斗、一道跋涉，巩固了党
在西藏的执政基础。

援藏 3 年，来自安徽的援藏干部裴含龙
每天和家人通电话的习惯雷打不动。

“对家人的思念依托于一部手机，我在
这头，他们在那头。”裴含龙说，在外工作，最
想接听的是来自亲人的电话，最害怕的也是
亲人的电话。2020 年 12 月，当得知外婆去
世的消息，裴含龙悲痛万分，但他选择了坚
守在西藏山南市错那县的工作岗位。

援藏期间，裴含龙主抓错那县农业农村
工作，田间地头搞调研、四处奔走联络资源、
不厌其烦做群众思想工作，是大家眼中的

“拼命三郎”。
登山的手杖、遮雨的斗笠、御寒的棉大

衣、救死扶伤的锦旗、一本本随感诗篇、一页
页家书日记⋯⋯在位于西藏林芝市鲁朗小
镇的全国援藏展览馆，一件件实物，见证的
正是援藏干部人才吃苦、战斗、忍耐、团结、
奉献的光辉岁月。

在援藏过程中，广大干部人才也得到了
锻炼和成长。

杨灏，曾任天津市援藏工作队领队。在
藏期间，他倡导通过经济、民生、文化等多种
方式推进援藏工作，得到当地干部群众认可。

杨灏说：“在雪域高原上工作生活的经
历，‘老西藏精神’的滋养，让我在面对困难
时意志更坚定，面对复杂问题时头脑更清
晰。这是对党性和能力难得的历练，这是高
原独有的精神馈赠。”

滚滚江水，见证着雪域高原的沧桑巨
变；巍巍群山，镌刻着援藏干部人才的无悔
誓言。

前赴后继扎根雪域高原，舍小家为大
家，援藏干部人才用实绩书写着中华民族一
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新时代新篇章。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援藏干部人才矢志艰
苦奋斗、勇担初心使命，一定能和西藏各族
儿女共同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记者 沈虹冰 罗布次仁 王琦 翟
永冠 范思翔 白少波）

（新华社拉萨 8 月 17 日电）

携手共建美丽幸福西藏

—
—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
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援藏精神是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崇高精神，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优势。”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
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强调
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持续深入的
对口援藏工作，帮助雪域高原改变了
面貌，增进了高原人民的民生福祉，
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对口援藏，让西藏与全国人民
一起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援藏
投入持续加强带动下，西藏特色优
势产业不断发展，民生持续改善，城
镇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由 2012 年 的
18362 元提高到 46503 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 年的 5698
元提高到16935元。

援藏帮助高原人民享受更好的
医疗条件。通过 8 批次、约 1500 名

“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和广大本地
医务人员的接续努力，受援医院的
诊疗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大幅跃
升 ，目前西藏已实现 400 多种“大
病”不出自治区、2400 多种“中病”
不出地市就能治疗，全区人均预期
寿命已提高至 72.19 岁。

援藏促进雪域高原教育水平不
断提高。2019 年，教育人才“组团
式”援藏纳入中央干部人才对口支

援工作体系，17 个支援省市已选派 2076 名教育人
才以“以省包校”的形式支援西藏 21 所中小学，辐
射带动西藏基础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一批批援藏干部人才奔赴高原，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留下许多“民族团结一家亲”
的感人故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族
儿女团结一心，砥砺前行，就一定能建设美丽幸福
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心手相牵

，共谱雪域高原新华章□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翟永冠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根据《国家防汛抗
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 8 月 17
日 19 时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
黑龙江、陕西、甘肃等省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预测，8 月 17 日至 19 日，西北地区
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将自西向东出现明
显降雨天气，强降雨区与 13 日至 15 日过程高度重
叠。甘肃东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
北部、北京、天津、辽宁南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部
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区内主

要江河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
超警洪水。

国家防总要求相关省份防指加强监测预报预
警和会商研判，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和直达基层责任
人的预警“叫应”机制，根据规定及时启动或调整应
急响应，切实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
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工作，加强对山丘区施工人员、
旅游人员、过路车辆的安全提示和管控，提前转移
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最大限
度减轻灾害损失。

针对北方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记者 许可 高春霄 刘阳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
区一事，近日，多国驻华大使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
国原则，敦促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表示，佩洛西窜访是
公然的挑衅行为。他呼吁美方停止任何破坏地区
稳定与国际安全的行径。

他表示，俄罗斯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俄方恪
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佩洛西窜访公然违背了美方在中美建交
公报中的承诺，侵犯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也违

反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有充分正当的

理由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杰尼索夫说。

古巴驻华大使佩雷拉表示，古巴坚定不移、无
条件地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挑
衅注定失败。“美国必须清楚认识到，台湾问题纯属
中国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针对美方倒打一耙指责中方采取的反制措施，
佩雷拉表示，这是美方试图推卸责任的惯用伎俩，美
方应切实做到尊重他国、避免对抗，实现互利共赢。

摩洛哥驻华大使阿齐兹·梅库阿尔表示，摩洛
哥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一政策是两国友好关
系的基础，摩洛哥将继续在这一问题上支持中国。

他强调，摩洛哥在尊重联合国会员国主权和领

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一
贯的、负责的、可信的、可靠的。摩洛哥高度重视摩
中关系，希望两国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创造新
的合作机遇。

圭亚那驻华大使周雅欣表示，圭亚那与中国建交
50年来，一直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圭亚那支持中
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采取的坚定举措，希望
美方切实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表示，阿根廷将永远和
中国在一起，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佩洛西窜访是对
中国的挑衅，造成地区甚至世界的不稳定。

沙特阿拉伯驻华大使阿卜杜拉赫曼·哈勒比表
示，沙特阿拉伯尊重各国主权、反对干涉各国内政
的政策是一贯、明确的，沙特阿拉伯坚定支持一个
中国原则。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多国驻华大使：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8 月 17 日，江苏淮安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在搬运新学期教材。随着中小学开学临近，各地积极做好新学
期教材接收、分发、配送工作，确保教材按时到位。 新华社发

备教材 迎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