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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强调

全面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9月22日下午在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

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就“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听取意见和建

议。 他强调，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文化、卫

生、体育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此

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抓好

落实工作，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卫

生健康事业，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推动各项社会

事业增添新动力、开创新局面，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

研究院院长冯骥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所长陈星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

会副主席、天津青年京剧团艺委会主任孟广禄，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级演员

奚美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

长范迪安，中国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卢江，北京大

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

乔杰，北京体育大学中国体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

长鲍明晓等10位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

和代表先后发言，就教育改革和发展、文化传承

和创新、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建设体育强国

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习近平同每一位发言代表深

入交流，询问有关情况，就一些工作和问题进一

步听取意见、进行评点，现场气氛热烈活跃。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

要讲话。 他表示，大家作了很好的发言，提出了

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参会的其他专家和代

表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

习近平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十四五” 时期，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的高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优先发

展教育事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

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

育的根本任务， 发挥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 深化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美育，

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

平，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爱

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要优

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 学科专业

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

制。 我国高校要勇挑重担，聚焦国家战略需要，

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技术攻关。 要立足服务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

快形成点线面结合、 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

间格局，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平。要全

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增强教育改革的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习近平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

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要坚定文化自

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

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

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

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 要把

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

高社会文明程度，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

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下转A02版）

国家级混改基金

有望近期成立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目前， 中央及地方国企改革基金正加快落

地。 中国证券报记者9月22日获悉，国家级混改

基金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 有望于近期组建成

立。 一方面，以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中

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为首的国家级基金系

正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多地国资基金战队也正

加速扩容。业内人士认为，不断壮大的国企改革

基金将助力新一轮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 也将

进一步激发资本市场活力。

助力央企发展自主可控关键技术

由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发起的

国家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国调基金即将迎来四

周岁生日。 通过投资服务国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国调基金四年来战果颇丰。（下转A03版）

证监会：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9月22日消息，9月21日， 证监会党

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在前期

分专题学习的基础上， 进一步集中学习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 动员全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创新理论武装，以

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为主线，扎实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更

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

易会满主持会议并作讲话，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钟开斌教授作辅导报告。

会议认为，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是完善资本市场治理体系、 提升资本市场

治理能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进一步强化资

本市场的功能定位， 发挥好资本市场在促进科

技、 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方面的独特作

用，以更大力度助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是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加快构建支持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 更加聚焦政策

精准度、可量化性和直达力，为实体经济提供更

便利的金融支持。 二是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科创板关键制度创新、强化

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能力、 发挥新

三板服务中小企业的平台作用， 引导私募股权

和创投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 三是稳步推进

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 稳步推进交易所债券市

场和期货市场对外开放， 以金融开放助力国内

国际双循环格局稳定和提升。

会议指出，去年底以来，证监会党委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大力推进资本市

场基础制度建设， 持续提升资本市场治理效

能。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框架初步建

立，交易、再融资、日常监管、退市、投资者保护

等关键环节制度改革有序推进， 上市公司整体

质量逐步提升，投资者结构进一步改善，重点领

域风险总体呈收敛态势， 与相关各方的互信互

动不断增强，市场生态日益健全，资本市场呈现

出积极的结构性变化。 要补短板、强弱项、打基

础，扎实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制定

实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指导性文件为契

机，加快建立更加成熟定型的基础制度，不断提

升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稳定性、 协调性、 平衡

性。二是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健全推动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长效机制， 完善促进证券基

金期货经营机构做优做强的制度安排， 积极创

造有利于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进

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三是进一步落实

“四个敬畏、一个合力” 的监管理念，加快推进

科技监管，着力提升干部队伍监管能力，提高监

管效能。

会议强调，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具

体的，要密切关注资本市场运行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通过深化改革

破难题解新题，推动资本市场治理能力和水平

实现新的跃升。 一是统筹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

协调发展。 准确把握各板块定位，坚持突出特

色、错位发展，不断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

性。 科学保持IPO常态化。 二是扎实办好创业

板。 充分认识创业板存量改革的复杂性、艰巨

性，客观、理性、专业看待改革中的新情况，加

强研究评估，保持定力，坚持用市场化法治化

的手段促进创业板平稳健康发展。 三是以注

册制改革带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完善。 始终

坚持稳中求进， 稳步推进各环节关键制度创

新， 加快构建有利于注册制实施的监管体系，

逐步构建起各类市场主体归位尽责、诚信自律

的良性循环生态链。四是全面、辩证把握“建制

度、不干预、零容忍” 之间的有机联系。 （下转

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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