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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隔墙施工已完成，站厅层装

修工程已完成……”日前在热火朝
天的福州地铁2号线上洋站施工现
场，福州市委组织部一线考核工作
组逐项对照节点任务清单，跟进项
目进展。这样的督导自2016年来，
在福州地铁项目中已是常态。

福州地铁曾因多部门协调难、
征迁慢等原因修建进度迟缓，群众
对此意见很大。为此，福州在地铁
建设中引入“一线考核干部”机制，
将地铁建设任务与时间节点分解
到各单位和责任人；组织部门成立
专项考核组，采取列席旁听指挥部
会议、节点对账、明查暗访等多种
方式，近距离、全方面、多角度、立
体式考核干部，以干部精气神带动
项目进度。

“在各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我
们及时发现并提拔了一批表现突出
的干部，并调整、处理了个别‘庸懒
散’的干部，干部队伍作风为之一
振。如今多条地铁建设齐头并进，
百姓纷纷点赞。”福州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吴深生告诉记者。

2016年以来，福建各地纷纷推
出一线考核干部的做法；今年，福建
成立了省委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工
作领导小组，打出的一套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的“组合拳”让一批“狮子型”

“老黄牛式”干部有了更大的舞台。

一线考核
让“能者上庸者下”

近日，宁德古田县委统战部副
部长黄骅在病床上收到了同意职级
晋升的材料。在此前的考核中，组
织部门发现他有较长时间请假问
题，原本黄骅应被“一票否决”，但经
过深入了解后发现，黄骅在乡镇、县
住建局等基层一线岗位工作20多
年，任劳任怨、尽心尽责，干部群众
对他评价很好。

“黄骅同志之所以长期请假，是
因为他长期工作积劳成疾，今年以
来阶段性请假外出治疗，目前仍卧
病在家。经过综合考虑，组织集体
研究同意他按期晋升职级。”古田县
委常委、组织部长许峰说。

为了给基层干部谋事创业营造
更好的“软环境”，福建积极探索完
善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
鲜明地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
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同
时，为干部提供“有温度”“更贴心”
的帮扶，尽力替干部分忧，绝不让默
默奉献的干部“受累还流泪”。

“组织部门要坚守‘公道正派’
的价值理念，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
当，为勇于负责的干部负责，推动干
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
生动局面，为加快新福建建设提供
坚强的组织保证。”福建省委常委、
组织部长胡昌升说。

（新华社福州9月9日电 ）

制度“护航”
关心关爱干部C

“过去我们一听‘组织部来人了’，
都觉得是来开个会宣布提拔的，现在
组织部干部一来就是2周，把下面的情
况摸得很透。我们都说这下埋头干事
的人不会被埋没了。”一位长期在县里
工作的科级干部告诉记者。

福建全面开展了领导干部蹲点调
研工作，近距离、多渠道、多层次了解
干部，全方位广角度掌握干部德才表
现，构建形成了考核了解干部的常态

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了精准选人、依
事择人、公正用人水平。

福建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处长陈
柏生形象地告诉记者：“蹲点调研工作
组深入项目、生产、服务一线了解情
况，每个单位都形成一份‘CT’式扫描
报告，把干部素质长短搞准，把问题的

‘病灶’找准，推动‘靶向治疗’。”
“参加工作十几年，还从没有参加

过这样的谈话。”龙岩某乡镇党委书记

告诉记者，这种方式氛围宽松，讲的都
是真心话。

龙岩、南平等多地组织部门负责
人告诉记者，蹲点调研不仅推动了机
制之变，让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
完善，更推动了作风之变，让机关与基
层“架了桥、通了路、连了心”。通过开
展蹲点调研，一批久拖未决的“老大
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不少党员干部
郁积已久的心结也解开了。

蹲点调研推动“精准选人公正用人”B

福建近年来紧紧抓住干部精气神这个“牛鼻子”，通过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打出一系列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的“组合
拳”，“敢为、愿为、善为”之风已渗透八闽干部血液，全省上下齐心协力聚焦高质量发展、赶超发展施展拳脚、干事创业。

福建：打好“组合拳”提振干部精气神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9月5日，福州市园林局局长杨晓（左二）在福州西湖左海西岸景观改造提升工程建设现场向建设、设计等单位人员了
解公园的建设进展情况。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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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9月9日电（记者刘良恒）陈树
湘，1905年1月生，湖南长沙县人。1919年参加
新民学会发动的长沙反日爱国运动。1921年与
在长沙清水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毛泽东结识，
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22年秋加入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7年9月，随部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上井冈山，
历任红4军第31团连长、第3纵队大队长。参加
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

1930年6月，陈树湘任红1军团总指挥部特
务队队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
负责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

1934年11月下旬，在惨烈的湘江之战中，陈
树湘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
天五夜，付出重大牺牲，全师由6000余人锐减至
不足1000人。

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陈树湘
指挥红34师数次强渡湘江，都先后失利，陷入敌
人的重围。面对严峻形势，陈树湘执行退回湘南
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命令，率部突围。

在激烈战斗中，陈树湘腹部中弹，身受重伤。
他用皮带压住伤口，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终
于突出重围。

部队到达道县泗马桥时，遇到国民党地方保
安团的截击。危急时刻，陈树湘命令大部队突围，
自己和两名警卫员留下掩护。经过激战，大部突
出重围，陈树湘不幸被俘。敌人为抓到一名红军
师长而欣喜若狂，立即将他押往长沙。途中，陈树
湘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
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
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陈树湘：“为苏维埃新中国
流尽最后一滴血”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陈
树
湘
像(

资
料
照
片)

。

新
华
社
发

2009年8月11日，在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郊区的“海洋”全
俄儿童中心，即将结束疗养的中国地震灾区儿童与辅导员拥抱泪别。

坐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郊区的“海洋”全俄儿童中心，宛若一
艘洁白的帆船，面朝大海，拥抱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

十年前，一群来自四川等地震灾区的孩子曾在这里接受疗养。
一双双原本天真烂漫的眼睛，在灾难中蒙上阴霾。“海洋”敞开怀抱，
为这群孩子擦去泪水，抚慰伤痛。离开时，一双双眸子洗去灰尘，渐
渐变得澄澈安宁。

十年后，应着声声海浪的呼唤，几十名已经长大的他们重返这片
爱的海洋。目光里，多了温暖和笃定，满含感恩与希望。

他们的故事，讲述着中俄友好的深情厚谊，更展现着跨越山海的
人间大爱。 新华社记者 海洋 摄

在爱的海洋里成长
——记“海洋”全俄儿童中心接收汶川地震灾区儿童疗养十周年

据新华社内罗毕9月9日电 朱巴消息：南苏
丹地方官员9日证实，一架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
南苏丹东湖泊州坠毁，造成至少17人死亡。

东湖泊州信息部长塔班·艾比勒·阿格科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失事飞机为一架19座
小型飞机，当天上午由南苏丹首都朱巴机场飞往东
湖泊州。当飞机抵达东湖泊州时，当地天空雾气正
浓，飞机尝试着陆时，不幸坠入该州的伊罗勒湖中。

阿格科说，坠机现场已发现17具遇难者尸
体。目前，机上乘客及乘务人员总数不详。

据悉，南苏丹航空管理部门已对事故原因展
开调查。

南苏丹一架飞机坠毁
至少17人死亡

9月9日，在日本北海道，救援人员在受灾地
区搜救。

据日本北海道方面8日晚说，截至目前北海
道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42人。此外，约有640
人受伤、1人失踪。灾区电力和交通状况基本恢
复，但地震影响仍在。 新华社/法新

日本北海道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2人
地震影响仍在持续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9月9日电（记者季伟）巴
基斯坦当选总统阿里夫·阿尔维9日在首都伊斯
兰堡总统府宣誓就职，就任巴基斯坦新一届总统。

9月4日，巴基斯坦举行总统选举，阿里夫·阿
尔维作为执政党正义运动党候选人，以较大优势
击败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等党派支持
的法扎勒·拉赫曼和人民党支持的艾察兹·阿赫
桑，当选新一届总统。

阿里夫·阿尔维
宣誓就任巴基斯坦总统

东西融通 丝路新曲
——“一带一路”的亚欧故事

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逐渐使中亚大地成为古丝路中段的重要驿站与集散市场。斗转星移，在今天中亚广袤的土地上，丝路光芒再起、熠熠生辉。商贾驼铃化作
列车鸣笛，大漠古道变身高速公路，商贸往来加速产业合作，文化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过去5年，中亚地区又一次历史性地在丝路精神里寻找发展的新动力。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共同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
开始为世人所熟悉。5年来，各方机
遇共享、优势互补。对国家来说，“一
带一路”建设激发国家内生动力，为
未来发展铺平道路；对民生而言，“一
带一路”带来的红利也已花开硕果，
惠及大众。

萨德克是最早同中国人做生意
的哈萨克斯坦企业家之一，哈萨克
斯坦最早的中国商品市场就是他在
上世纪 90 年代开办的。萨德克从

中国邀请了 200 多名商人，带着中
国货物入驻市场，物美价廉的中国
货大受好评，萨德克的市场逐渐扩
大。他说，在从商生涯的前半程，他
努力将中国的优质商品推向哈萨克
斯坦市场，让更多当地人喜欢并认
可中国商品。

2013年，中国提出的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倡议给萨德克的经商
之路开辟了新的方向，他与中国的
合作日益深入和多元，生意也越做

越大，在简单的货物贸易之外，还扩
展到建筑、工业、农产品深加工等多
个领域。

如今，他已在哈萨克斯坦多地开
设了数家贸易市场和购物中心，仅开
设在首都阿斯塔纳的“上海市场”，摊
位就超过1万个。“上海市场”是阿斯
塔纳最大的贸易市场，每个月仅租金
就给萨德克带来数百万美元收入，来
自中国的蔬果、建材和日用品等几乎
应有尽有。

2016年，萨德克的一家公司与一
家中国企业签署小麦深加工合作协
议，双方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城市科斯
塔奈合资建设面粉加工厂，对小麦进
行深加工，生产面粉、淀粉、氨基酸等
各种产品。

今年，萨德克旗下公司同另一家
中国企业联合中标了修建哈萨克斯坦
境内约100公里的一段公路建设合
同，是中哈边界通往俄罗斯鄂木斯克
跨国公路的一段。目前，筑路工人的

营地建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公路建
设将在明年开工。

另外，萨德克还与中国一家拖拉
机厂洽谈在阿斯塔纳进行农业合作的
项目。根据规划，双方将在阿斯塔纳
修建农业产业园并生产当地需要的农
机产品。

“一带一路”带给萨德克的不仅是
商品贸易，更是未来发展的方式、方
法、方案。修建太阳能发电站、开设汽
车配件中心、创设高级洗车场……在
萨德克的愿望清单上，希望与中国公
司共同开拓的项目还有很多。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市街头，经常能够看到印着“中吉友
谊”字样的公交车。如今，越来越多
中国企业和项目落户吉尔吉斯斯
坦，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一带一
路”热带动了“汉语热”，“学汉语、去
中国”已成为很多吉尔吉斯斯坦年
轻人梦想之一。

今年65岁的刘伟刚是吉尔吉斯

斯坦汉学界的名人。他出生在俄罗
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上世纪70年
代在苏联远东国立大学学习了5年
汉语，毕业后当起了汉语翻译。90
年代初，吉尔吉斯斯坦开创大学汉语
系，急需汉语教师，刘伟刚机缘巧合，
进入吉尔吉斯斯坦人文大学教汉语，

一教就是20多年。
今年夏天，刘伟刚从吉尔吉斯斯

坦人文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职务退
休。不久，他又受朋友之托来到吉尔
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汉
语教学点担任校长。

“我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学

汉语，二是教汉语，”刘伟刚笑着说。
20多年来，他和同事培养了近3000
名汉语毕业生。他们有些在中资企业
上班，有的在国家机关就职，也有一些
跟他一样当了汉语教师。

刘伟刚说，现在每年吉尔吉斯斯
坦人文大学都有差不多100多名学生

到中国进修，他自己的子女也都曾在
中国交流学习，汉语甚至已经成了他
们家的“第二官方语言”。

刘伟刚说，汉语塑造了他的一生，
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培养更多汉语
人才。他说，希望中国实现“中国梦”，
他的学生们也可以利用所学去实现他
们的“吉尔吉斯斯坦梦”。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9日电）

一个哈萨克斯坦企业家的愿望清单

一个吉尔吉斯斯坦汉语老师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