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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２０22 年 1 月 14 日 责编 彭玉革 唐波 校对 彭玉革 唐波综合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
———安康市财政局宣

（上接一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年在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
平凡。 党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
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世
所罕见、史所罕见。 习近平总书记以
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战略家的胆略，
谋划国内外大局 ， 推进改革发展稳
定、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工
作 ， 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
遇、攻坚克难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
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
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习近平总
书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
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
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这次全
会决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八个明
确”的基础上，用“十个明确 ”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核心内容作了进一步概括。 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
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
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实践充分
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
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
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
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
步指明了方向， 是我们认识世界、把

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
想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
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
化而发展。必须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
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关键在
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当代中国
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
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
矛盾风险挑战之多、 治国理政考验之
大都前所未有，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 提出了大量亟
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我们要准
确把握时代大势， 勇于站在人类发展
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
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统一起来，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
“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
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 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
篇章。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 党之所以能
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 一次次挫
折、 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
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
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 及时回答时代之问、 人民之
问，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
引领伟大实践。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世
纪马克思主义， 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 更有说服力的
真理力量， 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广告

法治的温度 ， 平安的基础 。 回望
2021 年，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蹄疾
步稳，护航经济社会发展 ，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一起盘点 ， 这一年中哪些法治进
步、平安成效曾温暖了你我？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近年来， 高空抛物问题屡禁不止，
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2021 年元旦
起施行的民法典，明确高空抛物侵权责
任；3 月 1 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十
一），将“高空抛物罪”正式入刑，进一步
释放法律的警示功能。

广州越秀区法院判决从 35 楼扔下
矿泉水瓶导致老人受伤的儿童家长赔
偿对方医药费 、 护理费等共计 9 万多
元； 重庆万州法院判决从 12 楼抛物的
被告人钟某某有期徒刑 6 个月并处罚
金 3000 元……这一年，一系列高空抛物
案件得到公正裁决，有力维护了民众生
命财产权益。

App 过度索取用户信息、 商家擅自
安装人脸识别设备……随着大数据的
广泛运用，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也频频引
发公众担忧。 这一年，个人信息保护法
正式施行 ， 为个人信息保护加上法律
“安全锁”。

公安机关深入推进 “净网 2021”专
项行动，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网络
犯罪案件 6.2 万起； 最高检拓展公益诉
讼案件范围，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治

理；最高法聚焦诉讼热点 ，明确审理使
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
事案件适用法律……立法 、司法 、执法
多管齐下，一系列法治“组合拳”让你我
的信息安全更有保障。

从全面推行电子驾驶证，到构建“屏
对屏”的在线诉讼规则体系；从加强针对
农民工、 易返贫致贫户等困难群体的法
律援助服务， 到解决冒名婚姻登记撤销
难问题……这一年， 法治始终关注你我
所急所盼所需，保障亿万百姓美好生活。

守护人民安居乐业

2021 年 7 月 11 日， 在山东聊城举
行的一场认亲仪式上，电影《失孤》的被
拐儿童原型郭新振与离散 24 年的家人
紧紧拥抱在一起。

每一个失踪孩子的背后，都是一个
支离破碎的家庭。 2021 年，全国公安机
关深入开展 “团圆 ” 行动 ， 累计找回
10932 名历年失踪被拐儿童， 抓获拐卖
犯罪嫌疑人 890 名，开展认亲活动 2900
余场。 一幕幕亲人含泪相认的瞬间，成
为这一年人们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让人民安心的，还有打通案件执行
的“最后一公里”。 2021 年，最高法把执
行案款集中清理纳入执行领域顽瘴痼
疾整治重点全力推进，一方面全面清理
历年陈年旧案，一方面压缩执行案款发
放时间，让诚信社会的基础更加牢靠。

循法而行，依法而治。 这一年，《政府
督查工作条例》、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相

继施行，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再上新台阶。
———行政执法不规范问题咋解决？

司法部推进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
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行政法规和规章
中不合理罚款规定清理。

———政务窗口只受理不审批咋处
理？ 中央依法治国办指导各地制定整改
方案，明确责任人、责任单位和整改完成
时限。

———企业群众办证咋“减负”？ 进一
步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推进办理
公证所需数据的共享和在线查询核验，
避免“以证换证”“坐堂办证”。

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是创业创新
的基础。 2021 年，检察机关落实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依法充分准确适用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不捕率、
不诉率同比上升。

从织密未成年人等群体的司法救助
网，到贯彻食药安全监管“四个最严”要
求；从加强行政立法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到加大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力度……
这一年，法治护航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你
我安居乐业。

筑牢社会法治信仰

法治是一种向上的力量，守护社会
公序良俗，引导正确的价值取向。

开个“玩笑”能有多大后果？ 2021 年
2 月， 浙江检察机关依法对社会高度关
注的“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被告人提起

公诉， 最终法院以诽谤罪判处两名被告
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遇到“扶不扶”“劝不劝”等难题该怎
么办？ 最高法出台指导意见明确， 对于
涉及见义勇为、正当防卫、助人为乐等案
件的裁判文书， 人民法院应当强化运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 让司法
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

英雄烈士， 是民族的精神火炬。 这
一年，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利
剑出鞘，以法律捍卫英烈荣光。网络大 V
“辣笔小球”、旅游博主“小贤 Jayson”等
多人因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被判处
有期徒刑，有力弘扬了清风正气。

法治的真谛， 在于全体人民的真诚
信仰和忠实践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宪法宣传周
期间， 多地学校组织开展宪法晨读等活
动。 庄严的宪法之声回荡在校园，在青
少年心中播撒法治的种子。

2021 年是“八五”普法的启动之年。
“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全面实行、
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扎实开展、
广大青年普法志愿者下基层 “送法律”
……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普法活动如
春风化雨，筑牢全社会的法治信仰之基。

这一年，法治进步足音铿锵，公民法
治素养显著提升。 一个办事依法、 遇事
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
治环境正在形成，助推“中国之治”迈向
更高境界。

（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2021年，这些法治进步平安成效给你几多温暖？
新华社记者 白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