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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7月 1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 9 日至 11 日到吉林调

研 。 他 强 调 ，纪 检 监 察 机 关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坚定、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响

应党中央发出的伟大号召，以永远在路上的政治

自觉正风肃纪反腐，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

供有力保障。

赵乐际来到延边州延吉市太兴村、长春市朝

阳区二二八社区，详细了解居民生产生活、家庭收

入、看病养老等情况，面对面听取基层群众对党风

廉政建设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刻领会和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的重要论断，始终把解决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

之风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抓实基层监督、专项整

治、市县巡察，有针对性解决突出问题，不断增强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基层倾听群

众呼声，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

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

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纠治“四

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大力弘扬

新风正气，扎实推进清廉建设，努力营造良好政治

生态和营商环境。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

赵乐际强调，党风廉政建设是企业发展的软实力，

要把监督做实、把风气搞好，引导干部职工增强廉

洁自律意识、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以良好精神风貌

干事创业、争创一流。

在吉林省纪委监委，赵乐际亲切看望机关干

部，并主持召开部分省纪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

各级纪委监委要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坚持读原文悟原理，吃透精神实质、

把握核心要义，结合职责、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

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的赶考之路对全面从

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要求，切实增强围绕

“国之大者”履职尽责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

深入领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充分汲

取我们党百年来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做好监督执纪执法、“三不”一体推进、纪

检监察体制改革等工作，更加有效发挥监督保障

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要自觉践行伟大建党

精神，锤炼政治品格，提升能力水平，努力建设可

亲可信可敬的纪检监察队伍。

赵乐际还参观了中共长春支部纪念馆，强调

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弘扬光荣传

统，赓续红色血脉，忠诚干净担当地做好本职

工作。

76 岁的刘贵今是个“专一”的人，他把近 40 年

的光阴全部投入了一项事业——对非外交。

他前后在非洲常驻 17 年，为海外中国公民撑

起一把把“伞”，为中非友好架起一座座“桥”；为中

非合作论坛顺利举办，他三天三夜没合眼；在本该

退休“享清福”的年纪，他又一次披挂上阵，出任首

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胸前，刘贵今既感到

兴奋又有些“不安”，“我要再多学一些，多做一点”。

【从信使开始外交生涯】
1981 年，刘贵今在肯尼亚开始了他首段驻外

经历。对于非洲大陆，刘贵今并不陌生。过往的 9

年间，他的工作就是在外交部和驻非洲各使领馆

间传递外交邮包。

上世纪 70年代的非洲，条件艰苦、通信手段落

后，许多外交人员的家书私信要靠外交邮包传

递。“知道我要来，无论飞机到得有多晚，使馆的同

事都会熬夜翘首以盼。”刘贵今说，“有的同事孩子

考上大学，高兴地要请我吃饭。那时候真切感受

到了什么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驻肯尼亚的5年间，刘贵今只休假回过一次国。

和妻子临行前，三岁的儿子哭着要爸爸妈妈；任满回

国时，孩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受条件所限，这种

爱别离苦是许多老一辈外交官的共同记忆。

【惊险一幕＋艰辛时光】
“当时，爆炸的中心就像一个陨石坑，周围也

被炸出了一些小坑，大大小小的弹壳随处可见。”

提起驻外的经历，刘贵今至今仍心有余悸。

1991 年，时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参赞

的刘贵今亲身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政权交替。当年

5 月，门格斯图政权被推翻，门格斯图狂热的支持

者们一怒之下点燃了弹药库，一时之间大量的子

弹、炮弹、手榴弹到处乱飞。

兵荒马乱中，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的专家和

许多使馆工作人员撤回国内，刘贵今作为临时代

办同其他六七位同事留下来继续工作。食物短

缺、断水断电，他和同事都想办法一一克服，反而

留下不少“甜蜜”的回忆。

【中非关系的新纪元】
2000 年 10 月，中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相聚北

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首届会议，共同开启了中非

关系的新纪元。

论坛“呱呱坠地”，离不开刘贵今的辛勤付出。

上个世纪末，国际上有不少对非合作多边机

制。中非情谊深厚，成立中非合作论坛是许多非

洲国家的共同心愿。

作为时任非洲司司长，调研筹备工作自然而

然被交到了刘贵今手中。开会讨论后，刘贵今的

第一感受是——困难。中方一开始就不想把这个

平台开成“清谈馆”，如何拿出实质性举措成为首

个需要突破的难点。

刘贵今和同事们经过反复商讨、设计，最终提

出方案——适当减免非洲涉华债务，设立人力资

源合作基金，进一步对非开放市场。这一设想很

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在非方的积极推动下，首届论坛会议内容不

断走深走实。最终，首届论坛会议形成机制，确定

每三年举办一届部长级会议。

看着自己参与创办的平台从一个“婴儿”成长

为英姿焕发、蓬勃向上的“小伙子”，成为引领对非

合作的旗帜，刘贵今感慨万千，“这个论坛如今已

是硕果累累”。

【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2007年，年过花甲、已办完退休手续的刘贵今接

到了一项新的任命——出任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

特别代表，重点围绕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展开工作。

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客

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利用达尔富尔问题大造舆论，

认为中国帮助苏丹开发石油是“助纣为虐”。“这完

全是歪曲事实！”刘贵今愤愤不已。

面对西方舆论铺天盖地的抹黑和丑化，他一

方面选择尽可能多地会见记者，另一方面赶赴有

关国家开展斡旋，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会议桌

前都留下了刘贵今的身影。

“当时我就抱定一个信念，就是要让外界看到

中国的身影，听到中国的声音，了解中国的立场。”

刘贵今的努力得到了正义的回音。许多西方秉持

客观态度的专家学者纷纷站出来为中国辩护，肯

定中国为解决危机发挥的积极作用。

【永远在路上】
近 40 年间，刘贵今几乎走遍了非洲。如今虽

然退休在家，他还是关心、惦念着非洲。

在他看来，外交既是一份艰巨而光荣的工作，

也是一片“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广阔舞

台。从事外交工作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严明的

纪律和一颗为国奉献的赤子之心。

“永远不要觉得自己的知识够用了，要永远觉

得自己还缺少点什么，应该再多学习点什么，以更

好地代表国家、代表人民完成使命。”这是刘贵今

对年轻外交官的殷切嘱托。

谈及个人贡献，他连连摆手：“‘七一勋章’是

我们外交战线的集体荣誉，这是我实实在在的一

点感悟。”

文/新华社记者 马卓言 （据新华社电）

赵乐际在吉林调研时强调

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以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正风肃纪反腐

外交老兵刘贵今：

赤 子 丹 心 为 国 尽 责

本报乌鲁木齐讯（记者乔文汇）连日来，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各种形式，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牢记初心使

命、坚定理想信念，不吃老本、再立新功，努力推动新时代兵

团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兵团党委七届十一次全会近日召开，传达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动员兵团广大党员干

部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揽兵团工作全局，

坚定坚决履行兵团维稳戍边职责使命。

“七一勋章”获得者、兵团第九师一六一团退休职工、护

边员魏德友坚持巡边 50多年，巡边总里程达 20多万公里，

被誉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我要继续守好边，把革命传

统保持下去，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魏德友说。

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赵爱民表

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民政工作者，我将始终站稳人

民立场，做好民生保障、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让党旗高高飘扬在基层一线，用实干践行初心使

命。”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兵团第三师叶城二牧场三连党

支部书记刘前东表示，“我将继续牢记使命、扎根边疆，为兵

团事业发展竭尽所能。”

兵团第九师一六七团党委书记、政委李升表示，共产党

员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新征程上，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我们一定会坚定奋

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兵团第十二师五一农场怡丰园

北社区党总支书记李政义表示，要时刻践行新时代社区

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为谱写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事业

的新篇章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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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在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跨海大桥建设现场，“昆

仑号”在架设该线路最后一孔40米箱梁。“昆仑号”是目前世界

唯一的千吨级运架一体机，自 2020年首次在新建福厦铁路湄

洲湾跨海大桥建设现场亮相以来，共架设 40 米高铁箱梁 298

孔。接下来，这台体现我国高铁桥梁架设最先进技术的大国重

器将参与杭衢铁路的建设。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昆仑号”完成首条高铁架梁任务

本报昆明 7月 11 日讯（记者周斌、曹
松）7月 11日是第十七个“中国航海日”。当

日，2021 年中国航海日主论坛在云南昆明

以线上形式举行，邀请专家在“云端”围绕

“开启航海新征程，共创航运新未来”，共同

探讨建设海洋强国、交通强国。

据悉，我国约 95%的国际贸易货物量是

通过海运完成的，海运在保障国际物流供应

链畅通、促进世界经贸发展、维护国家海外

权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海运进出口量增长 6.7%，达 34.6 亿吨，占全

球海运贸易量的比重提升至3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兼中国海上搜救中

心主任赵冲久表示，航运业在支撑对外贸

易、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海洋权益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要立足国家战略，坚持系统

观念、融合发展、共建共享，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强化支撑保障，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中

走在前列，共创航运业新的美好未来。

今年航海日活动期间，《中国水运史》

《中国水运工程建设实录》系列史书、《中国

船谱》（第二卷）等多部水运著作完成出版与

上线工作。

中国航海日主论坛在昆明举行

去年我国海运进出口量达 34.6亿吨

为 了 海 晏 河 清 、朗 朗 乾 坤

国家防总启动防汛IV级应急响应

增派工作组协助地方防范应对强降雨
本报北京7月11日讯（记者郭静原）据

气象部门预测，未来 3天，华北、黄淮北部和

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据水

利部门通报，受强降雨影响，四川渠江上游

干流及支流、陕西汉江支流等 14 条中小河

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据自然资源部预报，

未来 72 小时，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

河北西部和东北部、山西东部、河南北部等

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

鉴于当前防汛形势，国家防总于 11 日

17 时启动防汛 IV 级应急响应，增派 3 个工

作组分赴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协助开展强

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召开防汛专

题视频会商调度会议强调，各级防指要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各项防汛责

任措施，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落到实处；要切实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建立健全防范应对机制，确保预警信息

到村（社区）到户到人；要进一步加强重点部

位和薄弱环节的安全检查，做好抢险救援各

项准备；要提前安排部署抢险救援力量，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上接第一版）

从抓公款购买月饼，到抓公款寄送贺

卡，从制止“舌尖上的浪费”到纠治“车轮上

的铺张”再到整治“会所里的歪风”……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锲

而不舍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驰而不

息正风肃纪，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

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一些长期想解决而

没能解决的顽瘴痼疾。

2017 年 10 月 27 日，党的十九大闭幕第

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

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从八项规定到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研究

同样的内容并进一步深化细化，释放出一以

贯之将作风建设进行到底的鲜明信号。

不必再迎来送往，不必再请客送礼，不

必再陪吃陪喝……八项规定不仅是党员干

部的“紧箍咒”，也是“护身符”。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管够不浪费”

“吃好不奢侈”……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

人民群众成为作风建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

二审维持死刑判决！

2021年 1月 21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

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二审

公开宣判，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依法惩处“金融巨贪”，再次展现出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

腐败的决心意志。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腐败、以什么样的

行动破除腐败，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政权

的成败兴衰。

时间回到 8 年多前，2012 年 11 月 15 日，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面对

500 多名中外记者，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深

沉冷静——

“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

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

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

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

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

身硬。”

“打铁还需自身硬。”形象生动的话语，

字字千钧。

2个月之后，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

铿锵誓言——“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言出必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力度空

前的反腐败斗争拉开序幕。

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上至周永

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

等“大老虎”，下到群众身边的“蝇贪鼠害”，

谁也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谁也不是“铁

帽子王”。

这是震撼世人的果敢决绝：从党的十八

大到党的十九大 5 年间，经党中央批准立案

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

部 440 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 154.5 万

件，处分 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 8900余

人，县处级干部 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5.8万人。

“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

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

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

败分子，就要得罪 13 亿人民”——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斗争中，习近平总书记展现出旗帜

鲜明的坚定立场，勇毅决绝的意志品质，推

动反腐败斗争夺取压倒性胜利。

这是有目共睹的震慑效应：党的十九大

以来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有 2.7 万名党员干

部主动交代了违纪违法问题，5000余名党员

干部主动投案；2019 年，全国有 10357 人主

动投案，其中中管干部 5 人、省管干部 119

人；2020年，全国有 1.6万人主动投案，6.6万

人主动交代问题。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

量。”反腐败斗争消除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

隐患，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信赖，增强了

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能力，为推进伟大事业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
倡廉的实际成果”

“没想到被贪污的钱还能回到我们手

上！”拿着交还到手里的林补钱，四川省达州

市渠县金马村村民邓小刚感慨地说。

2020 年 8 月，县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将

金马村原村委会主任侵占的 7000 元公益林

补偿资金清退给35户村民。

金额不大却危害不小，“微腐败”也可成为

“大祸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刻的认

识：“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

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

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

纠正。”习近平总书记如是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打

响，另一场脱贫攻坚的“护航战”也同时打响。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印发。

2016 年 1 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提出了“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要求，明确强调“对

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

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

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这次中央纪委

全会立即对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作

出专门部署，强调要以严明的纪律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提供保障。

2017 年底，中央纪委部署在 2018 年至

2020 年开展为期三年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

雁过拔毛、截留私吞、吃拿卡要、优亲厚

友……一个个扶贫领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在强大的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下被坚决查处。

2017年，全国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 4.87 万件；2018 年，查处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 13.1 万件；2019 年，查处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8.5万件；2020年，查处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6.5万件……始终保

持高位的数据背后，是纪检监察机关雷厉风

行的执纪力度。

从教育医疗到就业创业，从养老社保到

环境保护，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儿，正

风反腐的焦点就在哪儿。

2020年 2月 20日，改头换面逍遥法外多

年后，孙小果在云南昆明被执行死刑，而他

背后的“保护伞”，也在扫黑除恶的强大攻势

下覆灭，让很多人拍手称快。

扫黑除恶，这是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的

重要举措。

2018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

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把扫黑

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

抓后面的‘保护伞’。”

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开启了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序幕。

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黑龙江呼兰

“四大家族”涉黑案、海南昌江黄鸿发家族涉

黑案……三年来，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

腐败和“保护伞”案件 89742 件，立案处理

115913人，党纪政务处分80649人，移送司法

机关10342人。

坚决打掉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坚决铲除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人民

群众真切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文/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范思翔

郭敬丹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