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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

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
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
夫，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科学判断宣传思想工作所处的
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面对的新任
务，对提高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
提出明确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以“强起来”为
目标，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开创新局面、
迈上新台阶、再上新水平。

强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标志性要求。强起来，意

味着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
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
强。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
要位置，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
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
要的工作”。经过5年多来的努力，宣
传思想战线正本清源的任务取得重大
成效，现在进入了守正创新的重要阶
段。在这个新起点上，既保持战略定
力，坚持好经验；又勇于开拓创新，找
到新办法，我们才能乘势而上，推动宣
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推动宣
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守正”是基
础。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
处于关键时期。发展关键期、改革攻

坚期，往往也是矛盾凸显期。历史和
现实告诉我们，越是面对挑战和困难，
就越需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就越需
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在风云变幻的
历史进程中保持战略定力。因此，做
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
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
一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
更大贡献。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
谋未来。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
来，“创新”是关键。今天，面对国内国

际新形势、意识形态领域新态势、信息
化发展新趋势，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有些
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
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
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无论

“一篇通稿打天下”的思维，还是口号
式、机械式的传达；无论“报纸跟着网
站跑、网站跟着公号跑”的现象，还是
内容枯燥单调、营销方式单一的演出，
都提醒我们“不日新者必日退”。抓好
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
宣传思想工作才能把握社会脉搏、反
映时代精神、贴近现实生活，始终成为
社会进步的先导。

“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
坚持“守正”，“创新”才能有明确的立

场和指向；不断“创新”，“守正”才能获
得活力源泉和动力根基。完成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既有“守正”的要求，也有

“创新”的课题。因势而谋、应势而动、
顺势而为，以自觉的担当作为、鲜明的
问题导向、积极的改革创新，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守正创新”的要
求，宣传思想工作才能在向上向好的
基础上更上层楼。

守正不渝，创新不止。努力在“守
正”中“创新”，坚持在“创新”中“守
正”，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
我们就能以新的气象、新的作为，创造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使命、无愧于人民
的崭新业绩。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守正创新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中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发言人4日在北

京宣布，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作为习

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的特别代表
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9月 8日访

问朝鲜，并出席朝鲜建国70周年庆
祝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特别代表栗战书将访问朝鲜

“前一阵是一个叫汤姆的老外反复怂恿我免费学英语，后来
有个姑娘叫我去买便宜的茅台酒，再后来就有人打电话来说我
买东西被抽中旅游大礼包。”说起最近接到的952开头的骚扰
电话，厦门的何先生十分烦恼。

近来，不少手机用户吐槽：接到以952开头的8位电话号
码，或者没完没了地放录音推销，或自称公司客服告知你中奖了
……即使把这个号码拉入“黑名单”，但不久又有同类电话不断
打入。

究竟是谁在操控这些骚扰电话？对方为何能精确知晓手机
用户个人信息？

近来，不少手机用户向“新华视
点”记者反映，经常能收到 9521 或
9520开头的骚扰诈骗电话，少则一周
三四个，多则一天四五个。

蹊跷的是，这些骚扰诈骗电话掌
握了精准的个人信息。记者接到一
个号码为95211613的来电，对方自
称“京东酒水客服”，说茅台酒厂正在
进行“酒水试喝”活动，邀请记者试喝

一瓶价值298元的白酒，仅需在签收
快递时支付10元的快递费和29元的

“酒水保价费”即可。随后，对方在电
话中精确地报出了记者所在单位的
总部地址。

记者与京东官方核实后得知，该
号码并非京东客服电话，京东也不会
通过客服电话进行商品推销。

根据腾讯手机管家提供的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4月以来，以9520、
9521 开头的骚扰诈骗电话号码数
从800余个激增至8500余个，影响
人群从每日 24 万余人升至 410 万
余人。

据腾讯手机管家安全专家杨启
波介绍，由于部分知名企业客服电话
也以95开头，所以，这类骚扰诈骗电
话具有较强迷惑性。

记者发现，不少网友反映曾接到
过952开头的骚扰诈骗电话，部分网
友表示，快递寄来的“礼品”大多是

“废品”，但由于受骗金额不高，也懒
得报警了。

厦门市反诈骗中心民警洪恒亮介
绍，由于此类电话诈骗通常涉及金额较
小，即便受骗，多数受害者并不会向相
关部门报案，导致这些诈骗电话持续作
案。“收39元快递费和保价费，但这瓶
酒的成本一般只有几元钱，对方仍然能

获利20多元。”洪恒亮说。
记者从一些从事外呼业务的企业

了解到，1万个号码外呼最快仅需半小
时，接通率为40％至60％。如按以上
数据计算，相关外呼电话每小时可被
8000至12000名手机用户接听，若每
百人中有一人上当，每单获利10元，一
小时可获得千元左右的“收益”。

不少手机用户表示，这类电话诈骗
虽然金额不大，但烦不胜烦。而且，最
让人担心的是，如此精准的个人信息是

如何到这些不法分子手里的？
警方介绍，电话诈骗团伙一般会

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大量个人信息。
据记者调查，由于个人信息泄露的渠
道越来越广，“黑市”中每条个人信息
的“交易成本”也在下降，仅需花费几
元钱就能在黑市上买到搜索对象精
确的个人信息，其中包含近半年来通
话记录、出行信息、账单消费以及人
脉关系等，甚至还有针对搜索对象详
细的量化评分。

2017年开始，9521和9520开头
的骚扰电话问题就曾被多次曝光，然
而一年多过去，更多信息精准的诈骗
电话加入了“952”行列。

能否全线停止952号段呢？据中
国电信厦门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由于不少企业的正规服务也使用了
952号段电话，如果全号段屏蔽，有可
能影响相关用户的正常使用。

记者就“运营商是否有针对952开
头的骚扰诈骗电话的措施”咨询了中国
移动和联通客服，对方均建议“自行下

载手机软件进行终端屏蔽”，中国移动
客服还表示，“移动运营商提供的是公
共服务平台，无权干涉通信自由”。

杨启波建议，加强对952号段的
骚扰诈骗监管，可充分利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算法等互联网监管技术，建
立预警熔断机制，对于频繁使用录音
方式呼出的号段进行限制，对于将号
段违法分租给他人的企业纳入失信名
单，从源头端规范企业行为。

杨启波还建议，手机用户可通过
下载专门安全软件用以识别和屏蔽

952开头的号码来电。此外，左晓栋
建议，应成立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平
台，不仅打击涉及违法犯罪的公民个
人信息泄露倒卖行为，还应将尚未达
到犯罪标准的买卖行为纳入社会征
信体系，让公民个人信息成为谁都不
敢碰触的“高压线”。

“只要电话里跟你谈钱，不是熟人
一律挂断。”长期从事反诈骗工作的洪
恒亮建议，不要轻信任何陌生来电，如
已经发现涉及电信诈骗的相关线索，应
及时报警。（据新华社厦门9月4日电）

教育部：

严禁在校园内
推介非法集资活动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又是一年开学季，为
进一步加强防范非法集资，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
发通知，要求加强宣传教育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加
强日常监控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加强沟通协调确
保校园安全稳定。

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要在秋季开学一段时
间内，集中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进校园活
动，教育引导广大师生树立合理的理财观念，提高
广大师生对非法集资风险的防范意识。要加强校
园秩序管理，严禁任何人、任何组织通过任何形式
在校园内推介非法集资活动。定期开展非法集资
活动排查，密切关注非法集资入侵校园的形式，警
惕通过校园课堂、传单、微信朋友圈、微博、信息推
送、熟人推荐等形式吸引学生参与非法集资活动。

通知提出，各地各高校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
积极配合做好教育领域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风
险排查、监测预警、案件查处、善后处置、维护稳定
等工作。

新华社昆明9月4日电（记者许万虎 丁怡
全）据云南省普洱市政府新闻办4日通报，发生在
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境内的泥石流灾害造成
8人死亡，遗体经过家属辨认和DNA比对后已确
认全部找到。

8月29日凌晨，位于普洱市墨江县周安寨村
附近在建的玉磨铁路石头寨隧道三号斜井口附近
发生泥石流，导致施工驻地工棚被冲毁，现场造成
4人死亡、4人失联、2人受伤。

据通报，此次泥石流灾害中的失联人员已全
部找到，当地已开展善后和恢复重建工作。

云南普洱泥石流致8人死亡
失联人员全部找到

9月4日，救援人员在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
坝子桥区域搜寻失踪人员。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合肥9月4日电（记者鲍晓菁）童
长荣，1907年出生在安徽省枞阳县，14岁考入
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期间，童长荣积
极参加学运斗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踏上了
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童长荣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中区
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
记、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进入关键
时刻，为加强对东北抗日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抽
调大批骨干力量紧急赶到东北各地。童长荣等
人第一批接受发展武装斗争的任务，被任命为
东满特委书记。

在艰苦卓绝的东北地区抗日战争中，童长
荣组织创建反日游击队，团结各方力量结成抗
日统一战线，为东满后来的抗日奠定了良好基
础。童长荣非常重视东满地区的党团组织建
设，形成了县委、区委、游击大队的党委会，中队
的党支部，小队的党小组等比较健全的组织网
络。到1933年3月，东满地区党员人数已达到
1200余人，几乎占当时东北党员总数的一半，成
为东满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令人钦佩的是，
1933年前后，东满特委与满洲省委有近一年时
间联系几乎中断，年轻的童长荣完全凭着自己
多年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素质、辨别能力，独
立支撑着东满的抗日局面。

然而，童长荣积劳成疾，患有严重肺结核
病，几次大口吐血，生命垂危。1934年3月21
日，身患重病的童长荣和部队被敌人包围，他坚
守在阻击敌人的一线，腹部中弹后仍继续战斗，
直至牺牲，年仅27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
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称他是为抗
日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早期为抗日救国捐躯的
民族英雄——童长荣

童
长
荣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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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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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掌握信息的“神奇”号码

小额诈骗屡屡发生，个人信息不断被买卖

如何加强对骚扰诈骗电话的监管？

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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