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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首次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12月30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2015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
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审议
通过《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
要保障。2015年，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严肃查处周永康、令计划等

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消弭隐患、杜绝
后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重
大阶段性成果，凝聚了党心民心，增强了人
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任。中央纪委和各
级纪律检查机关聚焦中心任务，强化监督
执纪问责，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完善
党内法规制度，深化纪检体制改革，推进巡
视和派驻监督全覆盖，坚决遏制腐败蔓延
势头。

会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新形势下我们党进
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
要方面，必须坚定立场方向，坚定信心决心，

坚决打赢这场斗争。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党纪为基本准绳，
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健全党内法规制度，完
善党内监督体系，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强化
管党治党责任，深化标本兼治，锲而不舍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
头，以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决心，把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会议指出，要坚决把全面从严治党的
主体责任压下去，加大问责力度，让失责必

问成为常态。要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强
化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完善党内监督制
度。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党员要受到严格
的纪律约束，党的领导干部职位越高要求越
要严格，坚持不懈、一抓到底，决不能让“四
风”反弹回潮。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形成
持续威慑，坚决把腐败蔓延势头遏制住。在
换届工作中，要严把选人用人关，防止带病
提拔、带病上岗。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
纪律，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队伍。

会议同意明年1月12日至14日召开十
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对东北地区

发展历来高度重视，2003年作出实施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
10多年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明显
成效和阶段性成果。实践证明，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战略重大决策是正确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实现全面振兴的前景是广阔的。当前，我
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东北地区发展面
临新的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
归根结底还要靠全面深化改革。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推
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
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和把握我国经
济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以提高经济
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大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力度，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
信，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努
力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活力、内生
动力和整体竞争力。

会议提出，到2020年，东北地区要在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
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性改革取得
重大进展，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步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产业迈向中高端
水平， 下转A09版▶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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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12月30日下午就中华民族
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进行
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伟大的
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
主义的鲜明主题。要大力弘扬伟大爱
国主义精神，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共同精神支柱和
强大精神动力。

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就这个问题进
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
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核心。 下转A09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见B03版)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周元 侯
小健）今天上午9点40分许，来自乐东的征
地拆迁户代表邢孔丰和其他5名群众代表
共同推动海南环岛高铁开通拉杆。这标志
着海南西环高铁与东环高铁顺利“牵手”，全
长653公里、全球首条环岛高铁贯通运营。

海南环岛高铁建成开通庆功表彰大会
今天上午在海口火车站站前广场举行。省
委书记罗保铭，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
李文新致辞。省长刘赐贵宣布省委省政府
关于表彰西环高铁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的决定。大会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毛超峰主持。

省领导于迅、许俊、孙新阳、刘新、张
琦、胡光辉、李宪生、陆俊华、赵莉莎，武警
海南省总队政委雷万军；广铁监督管理局
局长郭福安，广铁集团主要负责人等出席
大会。

建设环岛铁路是几代海南人共同的梦

想，随着国家日益繁荣富强，这个梦想终于
变为现实。它将连接东西部沿海12个市
县，形成3小时同城交通圈，构建起快捷、
完善的立体交通体系，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开启海南绿色崛起新征程，是一条低碳、环
保、安全、舒适的绿色快速通道，促进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的黄金通道，更是提升海南
人民民生福祉的幸福通道。它的建成通车
为我国进一步积累了在热带岛屿建设高铁
和运营管理的宝贵经验，对推动中国高铁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促进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将起到重要示范作用，将成为展
示中国高铁形象、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的靓丽名片。

罗保铭用六个“不会忘记”对党中
央、国务院，国家有关部委，中国铁路总
公司，近10万高铁建设者，沿线市县各
级党委政府，社会各有关方面，特别是向
为西环高铁奉献出土地和家园的19361

户沿线村民，表达了由衷感谢和敬意，要
求全省上下弘扬“海南高铁精神”，紧紧
抓住海南环岛高铁带来的发展机遇，助
力海南腾飞。

受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盛光祖委
托，李文新说，环岛高铁开通运营是中铁总
和海南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
化战略合作，推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取
得的又一重大标志性成果。广铁集团要以
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切实管好
用好环岛高铁，努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被授予我省劳动模范、青年“五四”奖
章、“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的西环建设先
进个人上台领奖。

会后，全省各行各业基层代表、铁路建
设者和运营者代表、普通乘客、媒体记者共
500余人，满怀喜悦之情乘坐首发列车，由
西向东，环岛一周。

（相关报道见A03—A05、A08版）

环岛“3小时同城交通圈”开启海南绿色崛起新征程

全球首条环岛高铁在海南贯通运营
罗保铭李文新致辞 刘赐贵宣布表彰决定 于迅出席

尊敬的广大西环高铁的日夜奋战的各路建
设者们，尊敬的沿线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
兄弟们，尊敬的中铁总的各位领导、各位来
宾、同志们：

今天这个日子注定要载入史册。我们
在这里隆重举行庆功表彰大会，共同见证
海南人民翘首以盼的西环高铁胜利建成，
并与东环高铁合拢通车，海南从此跨进环
岛高铁时代！无论是作为环岛高铁的谋
划者、建设者，还是参与者、受益者，我相
信大家此时此刻都倍感激动、倍受鼓舞！
在此，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900万各
族人民，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向长期
以来关心支持海南的国家各有关部委和
驻琼单位，向为工程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的铁路建设者和沿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向
今天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一并表
示最诚挚的祝贺、最衷心的感谢、最崇高
的敬意！

建设环岛铁路是几代海南人共同的梦
想。这个梦想最早萌芽于1936年，因国民
党当局内外交困、国力贫弱而被迫搁浅。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在1958年制定了海南
环岛铁路十年计划。现在随着国家日益繁
荣富强，这个梦想终于在今天变为现实，尤
其令我们深感自豪的是，这是全国“十二

五”期间唯一新批、新建并开通的铁路项
目，更是当今全球唯一的环岛高铁！

环岛高铁将连接海南东西部沿海12
个市县形成3小时同城交通圈，是一条低
碳、环保、安全、舒适的绿色快速通道，是一
条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黄金通道，更
是提升海南人民民生福祉的幸福通道。它
的建成通车为我国进一步积累了在热带岛
屿建设高铁和运营管理的宝贵经验，对推
动中国高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促进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起到重要的示范作
用，将成为展示中国高铁形象、彰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靓丽名片，这是属
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荣誉和骄傲！

此时此刻，我们不会忘记，是党中央、

国务院的关怀厚爱，海南西环高铁才有幸
成为国家铁路体制改革以来全国首个新开
工的高铁项目。我们不会忘记，是国家发
改委、国土资源部、原铁道部等国家部委
鼎力支持，西环高铁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完
成前期工作。我们不会忘记，是中国铁路
总公司以服务地方发展为己任，不遗余力
解决建设中的瓶颈难题；广铁集团、海南
高铁公司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与设计、施
工、监理等单位以一天也不耽误的实干，
合力铸就了中国高铁建设史上的新的辉
煌。我们不会忘记，是近10万高铁建设
者冒着高温酷暑，“5+2”“白+黑”，日夜奋
战，写下了一曲曲“铁人”传奇，彰显了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铁

军风貌。我们不会忘记，是沿线市县的各
级党委、政府担当实干、务实高效，仅1个
半月时间完成了2万亩的征地任务，创造
了征地拆迁和火车站点等配套设施建设
的“海南速度”；我们更不会忘记，为了西
环高铁奉献出土地和家园的19361户沿
线村民，他们深明大义、顾全大局，舍小家
为大家，甚至在补偿款还没有到位的情况
下，主动配合拆迁，酷暑天还自发为铁路
建设工人送去降火茶、矿泉水、西瓜等等，
点点滴滴、真情汇聚。还有，省直各有关
部门，公安、武警和驻琼部队、电力通信等
各个有关企业、金融机构等等，都为项目
建设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我相
信，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将成为我们永不

磨灭的珍贵记忆。
用了两年零3个月高质量建成西环高

铁，是中铁总公司和海南地方党委政府共
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三严三实”的生动
实践，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
彰显了只争朝夕、真抓实干、拼搏奉献、团
结协作的“海南高铁精神”。今天，我们特
别召开庆功表彰大会，就是要激励全省上
下学习弘扬“海南高铁精神”，为加快国际
旅游岛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聚合力
攻坚的强大正能量。

我曾经多次讲过，基础设施完善之时
就是海南腾飞之日。我们将紧紧抓住海南
环岛高铁带来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做好高
铁与公路、水路、航空等各种交通运输方式

的衔接，不断提升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使
百姓和广大游客的出行更加方便快捷；我
们将紧密结合省“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充
分发挥高铁的同城效应，将全岛作为一个
大城市来整体规划建设，实现所有资源的
最佳配置、所有重大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
激发出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强大活力；我
们将加快环岛高铁经济带建设，做足做好

“高铁+”的大文章，尤其是加大西部地区
的开发开放力度，充分挖掘热带特色现代
农业和现代旅游业发展的综合潜力，打造
高铁旅游精品，发展站点周边经济，促进东
西部协调发展，确保全体海南人民同步跨
进小康；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地方服
务，全力支持环岛高铁的可持续安全运营，
努力实现铁路和地方的共赢发展！

风雨多经志弥坚，关山初度路犹长。
再过一天，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十三五”
的画卷将徐徐展开。全省900万人民将搭
乘这列开往春天的高铁，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改革
攻坚、担当苦干，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
更加昂扬的精神风貌，迎接八方来客，共同
向着全面建设国际旅游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
伟目标加速前进！

环岛高铁助海南腾飞
——在海南环岛高铁建成开通庆功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罗保铭
（201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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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元 侯小健

这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全球首条环岛
高铁今日在海南建成开通。在如此具有
历史意义的庆功表彰大会上，平凡的建设
者、沿线农民备受关注，收获了海南省委
给予的崇高敬意。

“尊敬的广大西环高铁的日夜奋战的
各路建设者们，尊敬的沿线作出巨大贡献
的农民兄弟们……”省委书记罗保铭在致

辞开场白中打破“惯例”，将建设者和沿线
农民作为“贵宾”首先介绍。

作为全国“十二五”期间唯一新批、新
建并开通的铁路项目，西环高铁的建成来
之不易。罗保铭饱含感情地用六个“不会
忘记”对各有关方面表达了由衷感谢，特
别是对为西环高铁奉献出土地和家园的
19361户沿线村民致以敬意。

“19361户！”据有关工作人员透露，这
样精确到个位的数字，是罗保铭研究讲话

稿时特意提出的要求，为的就是将党的感
谢之情落到为西环高铁作出巨大奉献的
沿线一家一户。海南省委省政府和全省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深明大义、顾全大
局、舍小家为大家、朴实可敬的人们。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共同推动环
岛高铁开通拉杆。这激动人心的历史时
刻，推杆的人不是常见的领导，而是6名普
通的各阶层代表：中铁4局西环高铁4标
项目总工杨玉龙、中铁21局集团西环高铁

2标项目经理部三部经理李震、海南电网
公司建设分公司项目管理2科科长翁时
亮、三亚市崖州区长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黄泽思、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
镇村委会妇女主任唐丽金、乐东黎族自治
县尖峰镇红湖村党支部委员邢孔丰。

“以前这种庆典仪式上主席台推动拉
杆都是领导，今天有点特别，给人耳目一
新之感。这样挺好！”在现场的一位省直
机关干部为此点赞。 下转A09版▶

把“尊敬”献给他们 ■ 方桂琴

海南环岛高铁开通庆功表彰大会上，
一个又一个细节让人倍感温馨：推动开通
拉杆的是最普通、最平凡的建设者和基层
代表；省委书记罗保铭在致辞开场白中打
破“惯例”，将建设者和沿线农民作为“贵
宾”首先介绍；省委书记讲话中对西环高铁
征地拆迁中做出巨大奉献的沿线村民的户
数精确到个位……点点滴滴，都折射出省
委书记向平凡的建设者、沿线农民致以的
最高敬意！

这份最高敬意，传递着一种情怀，那就
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永远感谢那些为高铁
建设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这份最高敬意，凸显了庆功表彰大会的
核心意义，彰显着鲜明的价值导向，那就是一
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务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温馨的场面、暖心的话语，给人带来的
是深刻的启示——摆正群众的方位，加重
人民的砝码，从人民中汲取力量，900万海南
人民上下同心、心手相连，我们一定会不断
创造出世界上首条环岛高铁这样的人间壮
举，我们的事业将无往而不胜。

暖人心田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