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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勇
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
政党的显著标志。”100 年来，中国共产
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到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保证，其中
非常重要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把握住
了“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朴素真理，不
断进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百年历
程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具有重要意义、具有深远影响的自我革
命至少有六次。

第一次是 1927 年八七会议，会议
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判了大革
命后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
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开启了中
国共产党独自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征
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早期探索
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危急关头的一次自
我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处
逢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第二次是 1935 年遵义会议，会议
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导上的错
误，成立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
指挥军事，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
委，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
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
科学的决策，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关头实现
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一次自我革命，在
长征濒临绝境时挽救了党，挽救了红
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第三次是 1941 年延安整风运动，
从思想上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提出“反对主观主义
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
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破

除了党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这是中
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
运动，是党在抗战时期提高全党马克思
主义理论水平的一次自我革命，是党的
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为夺取抗日
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
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四次是 1949 年“两个务必”思想，
面对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面胜利，在党
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要求全
党同志要警惕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
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这是中国共
产党在全国执政后首次刀刃向内的自
我革命，为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实现
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奠定
了思想基础。

第五次是 1978 年全面拨乱反正，
1978 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思想路线上，从“两个凡是”到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政治路线上，从以阶级斗
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组织路线
上，从平反冤假错案到落实干部政策。
1981 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标志着我们党
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是中
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进行的
一次自我革命，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
安，转败为胜。

第六次是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解决

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
严治党不力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
在新时代进行的一次伟大自我革命，校
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解决了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
向性的问题，在理论上将对党的建设规
律认识提到新高度，在实践上深得党心
民心，更加巩固了执政基础。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遵循
党的自我革命，不同时代有不同的

历史背景、目标要求和重要意义，新时
代对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新要求新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
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
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党员干部要自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
行力。

二是加强思想建设。思想建党是
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党员干部必
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
武装头脑，要坚持不懈学懂弄通做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觉做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三是加强组织建设。党的力量来
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全部工作
都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从

“支部建在连上”到“支部建在天上”，

都是为了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
强。必须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
治功能，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凝
聚力、战斗力。

四是加强作风建设。作风关乎党
的形象，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事业
成败。要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
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
象，长效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扎
实为基层减负，进一步解放基层干部干
事创业的手脚，让他们沉得下心思、迈
得开步子，营造清清爽爽、风清气正的
良好政治生态。

五是加强纪律建设。纪律严明是
中国共产党的显著特点和最大优势，加
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
策。要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党员干部要
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
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
律，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切实做
到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

六是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制度建
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制度治
党关键在执行。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
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党内
法规为主干，以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
制度为实践遵循，织密制度笼子，发挥
制度的引导、约束和保障作用，切实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由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七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反腐
败是一项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学科
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是党的建设的基本
任务。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构建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化机制，保证干
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通过不懈
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夺取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作者单位：兴安盟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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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龙 蒋弟杰 青松 胡影天

通过赴江南大学学习研修，深感我盟农产品加工水平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但我盟有农产品资源优势，通过精心谋划、科技创新
发展，可使农产品加工潜力得到充分挖掘，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

一、利用资源优势，借鉴无锡经验促进农产品深加工
2019 年，我盟全年粮食作物种植面 1010.08 千公顷，产量达到

624.46 万吨，牲畜出栏 926.84 万头，全年肉类总产量 25.95 万吨，
第一产业农业增加值 171.45 亿元。同期无锡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为 79.51 千公顷，全年粮食总产量 54.75 万吨，油料总产量 6844 吨，
全年水产品产量 11.98 万吨，第一产业农业增加值 122.50 亿元。

2019 年，我盟三产比例为：33.2:36.1:31.6。同期无锡三产比例
为：1.0:47.5:51.5。

我盟 2020 年 34 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产值 77.27 亿元，农
业总产值为 189.02 亿元，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为
0.41:1；而据无锡市委办、政府办联合下发《无锡市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计划》，到 2021 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100 家以
上，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为 4.3:1。

分析上述数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我盟有资源优势，但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利用；而无锡市通

过充分开发利用有限的资源，经济增长强劲。
二是我盟农产品深加工落后于无锡市，农产品附加值不高。
三是我盟农产品加工潜力巨大。近几年国内外通过科技创新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安全检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盟可以
借鉴他人经验教训，实现弯道超车，快速提升农产品加工水平和
规模。如达到无锡市农产品深加工水平，农产品深加工产值可提
高 10 倍以上，达到 770 亿元。

二、加强科技创新，提升农产品加工水平与规模
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要引导和鼓励企业以创

新思维引入人才，加大科技投入，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配备
新装备、完善监测和检测手段，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引领产业发展。

通过学习了解到，以玉米为原料的产品及衍生品多达 3500 余
种，新产品仍然不断涌现。只有深加工才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我
盟应该从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通过合作招商引入优势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注重引
进高附加值、成熟深加工技术与产品，同时要注重考核生产工艺
产生三废问题，避免发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提升，要做到
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是培养和引入人才，人才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有了人才
才能促进产业做大做强。

三是建立集群式食品加工产业园，发挥资源优势，配套相关产
业、上下游产品，把原材料挤干榨尽。同时，产业园建立可以吸引
同行入驻，产品聚集可以吸引上下游企业及产品经销商关注。

三、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严抓产品质量安全
发展现代化的农产品深加工，原材料生产是第一道工序，没有

好的原材料，就难以生产出好的产品。鼓励和引导企业、合作社、
种植大户开展地域有机、绿色认证，并建立完善的可追溯标识系
统，同时建立健全化肥、农药、重金属检测规程及技术手段，让有
机、绿色产品获得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使有机、绿色生产成为一种
自觉。教育和引导农产品生产者树立品牌意识，鼓励和扶持突出
品牌做大做强。通过品牌效应实现我盟优质农产品价值，摆脱农
产品优质不优价、受制于人的局面。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国食品安全
工作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微生物和重金属污染、农药兽药残
留超标、添加剂使用不规范、制假售假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问
题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明显短板。

我盟目前乃至今后绝大多数的农产品深加工产品都是食品和
畜禽饲料，一次安全事件会毁了一个产品、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产
业。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对中国奶业发展的打击非常重大，中
国消费者的信心受到重挫，严重影响中国奶业发展。故而食品安
全问题必须加以重视，这是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命线，也是我
盟农产品深加工事业发展的生命线。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在食品加工生产方向相关专业国内排名名
列前茅，我盟应利用农产品资源优势，抓住契机，谋划合作，让各
层次人员广泛接触交流互访，通过联合办学储备专业人才，通过
有效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大力发展我盟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化
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作者单位：张志龙：兴安盟科技成果推广中心；蒋弟杰：兴安
盟科技局；青松、胡影天：兴安盟生产力促进中心）

促进民族团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特木尔布和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这为做好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
结指明了方向。

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各族人民的
根本利益。历史和实践证明，民族团
结是国家发展兴盛、人民安居乐业的
重要保证，民族团结是国家利益所
在。各族人民只有团结一致、同舟共
济，才能应对各种挑战，才能克服前
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才能把我们的
事业更好地向前推进。实现各族人民
的根本利益，需要各民族干部群众相
互之间认同、平等、互助、团结，其重
要的前提就是民族团结。只有各族
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实现和衷

共济、共同发展，才能发挥民族团结
的凝聚力、形成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才能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
结、文化繁荣、边境安宁、生态文明、
各族人民幸福，才能有力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促进民族团结，建设各民族美好
精神家园。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
造力的重要源泉。各族人民群众在
发展过程中密切交往、交流、交融，共
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共同
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我国民
族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成为民族
团结、边疆稳定的象征，成为各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和共有文化的强大动
力。步入新时代，要进一步加快文化
强国建设，进一步保护挖掘民族文化
资源，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建设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团结

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2014 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考察内蒙古时指出，“对
内蒙古来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
须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大局。”内蒙
古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北疆多民族的
聚集地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内
蒙古各族人民之间形成了“同呼吸、
共命运”的关系，树立了维护民族团
结的高度自觉。各民族互相了解、互
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欣赏、互相学
习、互相帮助，“三个离不开”思想和

“五个认同”深入民心，中华民族一家
亲的理念根植于各族人民心中。各
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守
卫祖国北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切
实推动内蒙古的和谐发展。 

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强调，1947 年

5 月，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
立，成为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
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新中国成
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
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
资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重点学习
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做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特
别是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问题正确道路、维护各民族大团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
题上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抓好党史学习教
育，发扬民族团结光荣传统，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巩固和发展民
族团结大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作者单位：兴安盟委党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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