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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70 年的成就值得自豪
70 年的经验尤须铭记
上午 10 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大会首先表彰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和模范个人，665 个模范集体、812
个模范个人受到表彰。在欢快的乐曲声
中，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
个人代表颁奖。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首先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
向受到表彰的模
范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全国民族工
作战线的同志们，
向关心和支持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的各方面人士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70 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缔造了新中国。
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
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
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
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确立了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
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
主人，终结了旧中国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
历史，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
谐关系的新纪元。70 年沧海桑田、波澜壮
阔，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
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习近平强调，
70年的成就值得自豪，
70年
的经验尤须铭记。我们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
把维护国家统一
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
坚持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
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
民族因素和区
域因素相结合；
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持加快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
不断满足各族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
认同，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坚持各民
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用法律保障民族团
结；
坚持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
使党的
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坚持加强党
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不断健全推动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习近平等向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颁奖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27 日上午在
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
斗。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
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促
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
大的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
未来。
大会由李克强主持。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出席。

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各族人民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幅
员 辽 阔 ，文 明 悠 久 。 一 部 中 国 史 ，就
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
造、发 展、巩 固 统 一 的 伟 大 祖 国 的 历
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
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
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
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
族共同培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
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
最好的发展时期。同时，面对复杂的
国 内 外 形 势 ，我 们 更 要 团 结 一 致、凝
聚力量。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团
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
族、发 展 各 民 族、繁 荣 各 民 族 。 要 坚
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民族理论和民
族政策学习以及民族团结教育，做好
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把各族干部
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
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
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习近平强调，要把各族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
面小康和现代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大
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要加
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推进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提 高 把“ 绿 水 青
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能力，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
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让各族人民共创美好未来、共
享中华民族新的光荣和梦想。

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习近平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要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
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增强各族
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搞好民族
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加强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
文化素质。要把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
义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爱我中
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
习近平强调，要高举中华民族大团
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要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面深入持久
开展起来，创新方式载体，推动进机关、
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连
队、进宗教活动场所等。

习近平指出，要依法治理民族事
务，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
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要依法妥
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保证各族
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确
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对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
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要严
密防范、坚决打击。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民族工
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要加强民族领域
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要
夯实基层基础，
推动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
位、
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一起做好民族工
作。要重视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建设，支
持民族工作部门更好履职尽责。

明确提出了新时代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
总体要求和工作重点
李克强在主持大会时说，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
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形
势，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重点，具有很强的
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各地区各部门
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全国各族
人民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把各项任务落实
落细，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促进各民族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宣读了《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
《决定》指出，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
全党全社会共同做好民族工作、巩固和发
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良好局面，国务院决定授予 665 个集体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授予 812
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受表彰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在
会上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受表彰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各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党政军
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大会。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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