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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精神集中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集中宣讲

本报讯（记者 鲁开伟） 11月23日，市
委宣讲团到全市军民融合系统、贵州省紫安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军民融合办主任施文
勇作宣讲。

宣讲会上，施文勇结合围绕党的二十大
主题和主要成果、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
年的伟大变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主要目标任务、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快
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方面

进行了系统解读和深入阐释。他说，全市军
民融合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切实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
全市军民融合系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热潮。要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自觉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在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深刻领会新时代党的
强军思想。要以建设“贵州航空产业城”为

契机，以航空产业龙头企业为牵引，打造全
国重要的航空航天产业基地，促进军地需求
与资源相互联通、互为保障，建成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的产业集群。

“接下来，我们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指引，立足科研和生产工作，进一步强化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努力为安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
效。”安顺市乾辰谷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才吉平说道。

市委宣讲团到全市军民融合系统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连日来，紫云自治县老干局、县关工委、
县老年大学联合组成的“双语”宣讲队，用“汉
语+苗族语、汉语+布依族语”的“双语”宣讲
方式，进村入寨向广大群众宣讲党的二十大
精神。

在松山街道团坡村，苗族同胞身着盛
装，围坐在篮球场上认真聆听退休教师施光
林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中，施光林用
汉语和苗语相结合，以接地气的语言、讲故
事的方式，结合团坡村近年来发生的翻天覆
地变化，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向群众传递
党的好声音。

“施老师用汉语和苗语相结合的方式给

我们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一系列惠民好政
策，这几年，我们团坡村产业发展起来了、乡
村环境也变得更加宜居，我们会更加坚定信
心，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团坡村
村民郑光琼说，

“作为一名老党员、退休教师，用这种接
地气的方式把党的‘好声音’传递给广大群
众，我感到非常自豪。”施光林告诉记者。

在火花镇九岭村，该县退休干部班兴朝、
韦登荣、杨正琼分别用汉语和布依族语相结
合的方式，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地向群众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让党的好声音飞入“寻常百
姓家”。

“党的二十大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作为一名老
党员、老同志，我一定要学习好、领悟好党的
二十大精神。并把我的学习体会与群众分
享，切实把党的好声音、好政策宣传好、传达
好。”班兴朝说道。

据了解，近段时间以来，紫云自治县
通过“双语”宣讲的形式宣讲党的二十大
精神，让理论宣讲变得“鲜”起来、“活”起
来，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走
深走实。截至目前，宣讲队累计开展学习
党的二十大精神20余场次，覆盖群众1万
多人。

本报讯（记者 刘念）11月25日上午，党的二十
大代表、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公安系统二级英模、镇
宁自治县公安局白马湖派出所教导员韦兰为市直政
法系统干警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市直政法系统
160余名干警代表参加。

宣讲会上，韦兰紧密联系政法工作实际，深入浅
出地讲解了党的二十大的主题、重要意义，围绕“五个
牢牢把握”进行了系统阐释，并分享了自己亲历党的
二十大和近段时间以来的感悟、感受，帮助政法干警
进一步深化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准确理解和全面把
握。她表示，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将努力做好群众
身边的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用力践行新时代“枫
桥经验”，做实做细政法基层基础工作，全力在打击违
法犯罪、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和谐稳定、维护公平正义
等方面多动脑筋、多下功夫，不断提高执法效能，用实

实在在的行动当好新时代政法工作的“答卷人”。
会议强调，全体政法干警要持续把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引向深入。要在深学深悟中
进一步砥砺绝对忠诚，强抓政治引航不偏向，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要在对标对表中进一
步护航发展大局，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坚持巩
固好来之不易的安全稳定局面，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从严从实中进一步锻造
政法铁军，始终坚持刀刃向内，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坚决执行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健全执法司
法动态监测机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进一步巩固拓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要以更加
昂扬的奋进姿态，更加扎实的攻坚举措，推动新时代
安顺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为安顺现代化建设
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党的二十大代表韦兰为市直政法系统干警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桂传念） 11月25日，市委宣讲
团到平坝区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党校教育长吴宏才作宣讲。平坝区四大班子领
导成员、区法院、区检察院，区直各部门、各乡镇（街
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宣讲会。

宣讲会上，吴宏才围绕大会的主题及主要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
强调的“五个牢牢把握”以及认真做好党的二十大精
神学习宣传贯彻等三个方面，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
贵州和安顺发展实际，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深
入浅出、全面系统的宣讲解读，报告有理论高度、有
思想深度，对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理解

党的二十大精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吴宏才表示，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成果转化为谋
划工作的正确思路和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

思想在宣讲中升华，共识在宣讲中凝聚。大家
纷纷表示，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
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重
大战略部署上来，在新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为奋力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安
顺实践贡献更大力量。

市委宣讲团到平坝区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卢维） 11月25日，市委宣讲团
分别在紫云自治县文化中心、紫云自治县城南社区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周丽江作宣讲。

宣讲会上，周丽江从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主要
成果、主要精神和丰富内涵等方面对党的二十大精
神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释解读。她说，党的二
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在党和国

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重大意义。要以党
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牢记“三个务必”“五个必由
之路”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切实做到政治忠诚、
思想统一，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作风过硬、苦干实
干，努力谱写幸福美好新安顺的紫云篇章。

宣讲会后，大家纷纷表示，宣讲报告主题鲜明、
论述深刻、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
实践性和指导性，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把党的二
十大精神贯穿到工作中，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市委宣讲团在紫云自治县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胡典） 11月25日，市委宣讲团
分别在全市文艺家协会、全市文联系统宣讲党的二
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文联党组书记王瑜
作宣讲。

宣讲会上，王瑜从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主要成
果、主要精神和丰富内涵等方面对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释解读。他说，党的二十
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在党和国家
历史上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重大意义。全市文联
系统和各文艺家协会要按照各级部署要求，迅速在
全市文艺界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

潮。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
在领会大会精神实质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积极
发挥文联自身组织和专业优势，发挥文艺在建设中
的凝聚和引领作用，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贯穿到
文艺创作、文艺工作中，为建设幸福美好新安顺贡
献文艺力量。

宣讲会后，大家纷纷表示，宣讲报告主题鲜明、
论述深刻、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
实践性和指导性，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矢
志不渝、笃行不怠，继续推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
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用文
化鼓舞斗志，用艺术讲好安顺故事。

市委宣讲团在全市文艺家协会、
全市文联系统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伍水清） 11月24日，省
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肖勤到安以“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 筑牢意识形态思想防线”为主
题，向安顺新文艺群体代表开展党的二十大
精神宣讲。

宣讲会上，肖勤说，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迈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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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文艺工作者在学习
宣传贯彻上应该走在前列，要紧紧围绕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
夫，强化思想引领，强化担当作为，团结引导
广大文艺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繁荣创作、
服务人民。

会议要求，安顺新文艺群体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增强做
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切实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
线。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
和改进对新文艺群体各新媒体平台、文艺阵
地的监管，确保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守正创新，营造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省文联到安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郭黎潇） 11月25日，市委宣讲
团在全市教育系统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
团成员、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彭洪作宣讲。

宣讲会上，彭洪从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重
大意义和精神实质、准确把握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关
于教育的重要要求、实干笃行推动安顺教育高质量发
展三个方面，对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了全面、系统、准确
的宣讲。他强调，全市教育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党的二十
大报告的重大理论创新，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涉及
教育领域的内容，结合安顺教育工作实际，切实将党
的二十大精神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快推进全市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

建设幸福美好新安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宣讲会后，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宣讲主题鲜明、
内涵丰富，深入浅出地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解
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受益匪浅。

市教育局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丁晓艳表示：“作
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一定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
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的新的重大部署，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持
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
师重教社会风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宣讲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各
县（区）党委教育工委、教育局（教育和科技局、社管
局）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在分会场参会。

市委宣讲团在全市教育系统
宣 讲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本报讯（记者 鲁开伟） 11月25日，市
委宣讲团分别到普定县工人文化宫、普定县
马场镇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成
员、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邹美凤作
宣讲。

宣讲会上，邹美凤从党的二十大的基本
情况、主题内涵、主要成果等方面展开介
绍，围绕牢牢把握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
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以伟大
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

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等5个方面，
讲解如何深入学习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丰富内涵，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
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并结合党的十八大
以来贵州、安顺和普定的发展实际，讲解了
新时代新征程谱写安顺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的使命任务。

邹美凤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
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牢记“三
个务必”“五个必由之路”和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努力建设幸福美好新安顺，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普定力量，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普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宣讲会后，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宣讲主题
鲜明、重点突出，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理
论高度、思想深度，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实效
性，联系普定实际案例作出的分析讲解让人
深受启发，对深刻理解和把握党的二十大精
神，推进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很强指导意
义，将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强化行动自觉，
立足工作实际，以务实的工作作风、高度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市委宣讲团到普定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高智） 11月24日，省民
宗委“百场双语大宣讲”小分队深入关岭自治
县龙潭街道民族村、落叶新村，采用“普通话+
苗语”“普通话+布依语”的“双语”方式宣讲党
的二十大精神，将党的好声音、好政策传递到
少数民族群众心中。

在宣讲现场，省民宗委宣讲员以接地气
的语言、听得懂的道理、讲故事的方式，结合

乡村发展变化向群众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此次省民宗委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非常及时、非常重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以通
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让群众能更好地学
习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民族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杨仲方聆听宣讲后说道。

除了“双语”宣讲之外，省民宗委宣讲员

还将通过民族特色舞蹈、独唱、知识有奖问答
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对少数民
族地区群众的关心。

关岭自治县民宗局局长罗斌说:“接下来
将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积极组织布依学会、
苗学会以及医药研究会等团体，到基层各村
各寨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把党的好声
音、好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助推乡村振兴。”

省民宗委到关岭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双语”宣讲

本报讯（记者 郭黎潇） 11月25日，副
市长栾雁到安顺民安集团有限公司宣讲党的
二十大精神。

宣讲会上，栾雁结合实际，围绕党的二
十大的主题和主要成果、过去五年的工作和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方面
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系统宣讲和深入
阐释。

栾雁表示，要深刻认识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意义，切实把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贯彻落实好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体
党员干部职工要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全
面、准确、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不断从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伟力，激发
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在服务全市教育医疗事业发展中积极作
为，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际成效。

宣讲会后，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宣讲主题
鲜明，重点突出，为全面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
精神提供了有力指导，将进一步增强政治意
识，统一思想，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立足工作实际，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贯穿
到工作和生活方方面面，为安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市领导到安顺民安集团有限公司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紫云：“双语”宣讲进村寨 传递党的“好声音”
□本报记者 姚福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