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眸“十三五”

中国新闻 2020年10月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王红卫 美编：张昕 检校：叶健升 陈伊蕾A09 时政

■■■■■ ■■■■■ ■■■■■

9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通报消息，江西省上饶市副市长祝宏根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根据该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息，进入9
月以来，主动投案的领导干部还有青海省
副省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委书记、
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书记文国
栋，河北省邯郸市委书记高宏志，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原副主席陈
晓华，陕西省公安厅二级巡视员雷雨……

越来越多违纪违法腐败分子，在高压
震慑之下主动投案自首，成为当前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胜利巩固发展的鲜活印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深
沉的忧患意识、顽强的意志品质，深入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取得卓著成效。“十三五”时
期，也见证了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向纵深推进的波澜壮阔历程。
坚持打虎拍蝇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忍，这是反腐败力度空前的一段时期。
根据十八届中央纪委工作报告，从

党的十八大至党的十九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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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十八
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
委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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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27.8万人。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重

整行装再出发，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决
心不改、意志不变、力度不减。

2018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
查调查中管干部68人；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共对52.6万名党员作出党纪处分；党
的十九大以来至2018年底，共有5000
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

2019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
查调查中管干部45人；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立案审查调查61.9万件，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58.7万人。在强大震慑和政策感

召下，全国有10357人主动投案，其中中
管干部5人、省管干部119人。

坚持有逃必追，党中央将反腐败国
际追逃追赃工作提升到国家政治和外交
层面，纳入反腐败工作总体部署，开辟了
反腐败斗争的新战场。

启动“天网”行动，集中公开曝光涉
嫌贪腐外逃的“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引
渡、遣返、异地追诉、劝返多管齐下，追逃
追赃捷报频传。

中央追逃办数据显示，2014 年至
2019年，全国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
回外逃人员7242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

作人员1923人、“百名红通人员”60人，
追回赃款185.76亿元。

一手刮骨疗毒大力推进反腐惩恶，
一手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创新，“十三五”
时期也是我国反腐败体制机制深刻变革
重塑的时期。

牵住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的“牛鼻
子”，压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
任，发挥问责利器作用，推动全党上下一
起动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通过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组织人
事等方面的改革，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
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发挥其党内监

督专责机关的作用；
高举巡视利剑，激发其作为党内监

督战略性制度安排的活力，实现党的历
史上首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
推动巡察工作向基层延伸；

擦亮派驻监督的“探头”，实现中央纪
委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
覆盖，进一步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

2018年3月，我国反腐败工作领域
的基础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通过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
员会挂牌成立，反腐败资源力量进一步
整合，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的监督全覆盖。

……
随着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法
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综合效应不断凸
显，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提供
了坚强保障。（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十三五”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回眸

2020年，一个特别的年份：疫后重
振，浴火重生，山河无恙。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一个特
别的假期：国庆中秋，同庆同圆，家国安康。

10月1日至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澎湃新
闻、现代快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推
出“坐着高铁看中国”主题宣传活动。据
统计，网上相关报道近10万篇次，系列直
播平均单日全网阅读量超过2亿次。

心安处是故乡，行进处是中国。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这是温暖的中国故事

破晓的曙光照耀大地，一列列动车
组鸣笛启程，迎着朝阳驶向前方。

1日清晨，各路记者从各地出发，踏
上京广线、沪汉蓉线、武广线，向着“英雄
城市”武汉进发。

武汉火车站，一场不期而至的“快
闪”在这里亮相——“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熟悉的旋律响起，
旅客们纷纷停下脚步。

“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
方”——“人民英雄”张定宇来了。虽然
身患渐冻症，但他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

央视直播的镜头中，一个个熟悉的
面孔、一句句振奋人心的歌词、一双双湿
润的眼眸，大家挥舞国旗、共同唱响同一

个旋律，致敬每个“为武汉拼过命”的人，
致敬英雄的城市，致敬我们的祖国。

今年国庆中秋假期，是国内疫情稳
定以来的第一个长假。

央视新闻的一句“嗨，朋友！我们一
起‘回’武汉”，让许多人热泪盈眶。

“出发去武汉！重回抗疫一线感受
英雄城市”，在澎湃新闻的镜头下，上海
市援鄂医疗队队员纷纷为武汉送上祝
福；“高铁南都号”上，广东援鄂医生带着
特产重返武汉……

时光没有忘记——
仅仅几个月前，这座千万人口城市

关闭离汉通道；4万余名医务人员星夜
驰援；14亿中国人众志成城……

在这场没有先例可循的大考中，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中国交出了令人
赞叹的“答卷”——

用一个多月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
势头；用两个月左右时间将本土每日新
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
右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
决定性成果，进而历经几场局部地区聚
集性疫情歼灭战，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
重大战略成果……

金秋时节，武汉站人流如织。当熟
悉的画面再次出现，所有人都意识到，平
稳安乐的日子来之不易。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
都可以豁得出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中国共
产党始终不渝的承诺，也是中国抗疫斗
争的制胜法宝，而这八天长假焕发出来
的活力，正是对这份承诺的兑现。

披荆斩棘、克难前行
这是震撼人心的中国力量

“坐着高铁看中国”，透过八天八线，
一个跃动激情的中国和千千万万个奋斗
的人生精彩呈现。

10月7日央视成昆铁路直播中，有
这样一座“悬崖车站”震撼人心。

这座名为沙马拉达的小站，是成昆铁
路上条件最为艰苦的高山小站之一。它
孤零零地伫立在半山腰，背后就是悬崖深
谷。“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就是这样一个曾被外国专家称为修筑铁
路禁区的地方，中国人在1970年建成了
成昆铁路。近1100公里、30多万人参建、

2000多人牺牲，横绝之地得以开出坦途。
贵广高铁“83.3%路段处于桥梁上或

隧道中”。作为我国首条连接大西南和大
湾区的高速铁路，它将贵阳到广州的通行
时间从20多个小时缩短到最快4小时。

——“中国高铁为什么这么快？”
——“尽量走直线。”
——“高铁遇到山怎么办？”
——“打隧道、建桥梁。”
直播中，记者用最平实的语言向公

众解释，为什么中国高铁可以“这么快”。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中国高

铁奇迹背后的奋斗精神，早已深深植根
于中华民族的基因里。

12年前，中国第一条高铁京津城际
开通运营。如今，一列列动车组穿梭江
南水乡，蜿蜒岭南山川，驰骋东北雪原
……路网越织越密，交通四通八达。

坐上哈大高铁，中车长客股份资深
设计专家乔峰十分自豪，他和同事们一
起，在高寒高铁列车技术攻关中，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突破。

哈大高铁全线地处高寒地带，为确
保列车运行安全，专家会同中国铁路沈
阳局等单位，不仅对哈大高铁使用的动
车组进行多项防寒技术改造，还设置了

道岔融雪装置，研制了针对动车转向部
位的自动融冰除雪设备。

如今，通过不断技术创新，中车长客
的产品已出口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动车组制造为龙头的轨道列车制造产
业，已在吉林省隆起一条坚实的产业带。

截至2020年7月底，中国铁路营业
里程达到14.14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
高铁3.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

经济发展、城市融合
流动中国尽显复苏活力

今年国庆中秋8天假期，全国接待
国内旅游人数预计达5.5亿人次。10月
1日当天，铁路以1509万人次创疫情发
生以来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黄金周，历来是观察中国经济的窗口。
“当人们挤进火车，拥挤在古老的庙

宇中以及做其他许多国家人民仍然只能
梦想的一切事情时，这是迄今为止表明
中国从疫情中复苏最清晰的信号。”

关注今年中国国庆假期，美国《纽约
时报》如此评价。

高铁，无疑是这一切变化的载体。
长假期间，上亿人次乘坐高铁出行，飞驰

出“中国速度”。犹如高铁，“中国号”列
车快速复苏，疾驰如箭。

直播镜头里，从杭州到黄山，从千岛
湖到富春江，杭黄高铁不仅成就了“黄金
旅游线”，还催生了沿线水下摄影师、渔
夫模特、星空摄影师等“新鲜”职业。

在中国农业主产区的皖北、豫东地
区，如今正是丰收时节。商合杭高铁通
车之后，昔日的劳务输出大区旧貌展新
颜，越来越多在外的当地人回乡创业，致
富的劲头越来越足。

“假期人虽然多些，但高铁方便，相聚
团圆、友情和商机都在高铁的站点之间。”
南京南站工作人员许慧玲见证着高铁线
上人与人的交往与城市之间的融合。

作为京沪高铁五大枢纽车站之一，
南京南站平时日均发送旅客量约10万
人次。在这个枢纽站，下了地铁上高铁，
换乘全程最多不过8分钟。以此为中
心，高铁4小时内可达北京、上海、杭州，
这个压缩时空的旅游圈、经济圈、朋友圈
为城市发展带来了活力。

中国社会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迸
发活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期发
布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3%，但中国经济仍将保持正增长，并为
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机遇。

坐着高铁看中国，人们看到的不只
是祖国的壮美河山，也是经济复苏的勃
勃生机、政通人和的气象万千，更是一次
读懂山河何以无恙的豪迈旅程。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行进中读懂山河无恙，奋斗中实现家国梦圆
——“坐着高铁看中国”大型主题宣传活动侧记

坐着高铁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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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海
口警方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
省公安厅的部署要求，全警动员、全力
以赴，广大公安民警、警辅人员坚守岗
位昼夜奋战在节日安保工作一线，以
严实细作风抓好各项安保维稳工作，
10月 1日至8日，海口全市未发生重
特大刑事案件和治安交通事故，刑事
案件同比下降24.8%，破获刑事案件
109起，社会治安大局保持持续稳定。

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安全监管

海口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中秋
国庆“双节”假期安保工作，成立由市
公安局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安保工作领
导小组，“双节”前夕多次组织召开党
委专题会议高位部署推动，压实压细
工作责任。节日期间实行双领导值班
制，各单位一把手在岗在位，严格落实
24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备勤和重大信
息报送制度，主要领导深入一线督导
检查安保工作，警务督察部门加强“双

节”期间现场督察工作，检查基层单位
300余个次、执勤点500余个次，坚持
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为确保
各项工作措施扎实开展提供强有力组
织保障。

针对“双节”期间各类文娱活动多
的特点，海口警方主动与旅文、消防救
援等部门及各区协同配合，加强大型文
体活动和群众自发性活动的安全监督
指导，深入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确
保万无一失。节日期间，累计出动安保
力量上万人次，完成2020年中秋群众
自发赏月、2020海口国际电音节长影
环球100奇幻乐园VAC之夜、FOR-
EVER YOUNG海口音乐节、2020海
口消费品展览会等40余项重大安保任
务。中秋节当天，全市共投入安保力量
3000余人、警车721辆、巡逻艇2艘，在
万绿园、滨海公园及世纪公园、西海岸
沿线、白沙门公园、桂林洋海岸沿线、凤
翔公园、花卉大世界、南渡江沿线等地
开展安保工作，找回走失儿童2名、救
助群众11人、调解纠纷11起，确保了
各赏月点秩序井然。

突出严打整治
强化治安管控

长假期间，海口警方始终保持对各
类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以“控发
案、多破案”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深入
开展严打整治行动，全面净化社会治安
环境。节前，9月7日、17日和27日晚，
警方先后共组织警力1900余人次，车
辆380余辆次，对全市洗浴足浴等休闲
娱乐场所、歌舞娱乐场所和宾馆酒店、
旅业式出租屋等行业场所开展3次清
查行动，共排查整治治安及消防安全隐
患460处，排查电信诈骗多发、易发窝
点区域579处，破获刑事案件7件，查
处治安案件10起，打击犯罪团伙2个，
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2名。

10月1日至8日，海口警方启动最
高等级的一级巡逻勤务模式，最大限度
把警力摆到街面，每天安排2000余名
警力，采取“定点执勤”“动态备勤”“警
便合勤”等模式，落实公安武警联勤武
装巡逻等“四项机制”，提高巡逻密度和

频次，加强对政治中心区、繁华商业区、
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周边等公共复杂场
所的巡逻防控力度，做到“见警察、见警
车、见警灯”，最大限度增强人民群众安
全感。同时，针对公交车、商场、客运站
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大巡逻和打击盗窃
和扒窃等侵财违法犯罪力度，形成有力
震慑。

坚持疏管结合
强化交通管理

国庆长假期间，海口警方连续8天
组织开展酒驾醉驾违法行为整治行动，
共查处36起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经过
30余天的连续整治，近期日均查处数
已经下降到个位数，“百日行动”取得良
好成效。此外，海口警方在出入城路
口、“三港一站”和万绿园等人员密集区
域周边设立9个交通治安执勤卡点，加
强交通治安检查工作。

针对各景区游客车辆可能大量增
加的情况，交警、旅游警察、城警和辖区
派出所按照部署加大警力投入，加强景

区周边交通和治安管理。同时，海口交
警主动上门走访32家客货运企业，对
185辆公路客运、旅游客车、“营转非”
大客车、农村面包车的213名驾驶人进
行面对面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推进隐患
整改清零。

长假期间，海口交警还主动联系气
象、交通港航、港口码头等部门，及时掌
握天气变化和进出岛预约情况，并成立
由60名警力组成的机动应急处突小组，
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分析和应急处置
准备工作。长假期间，在“三港”进出港
车辆、旅客同比分别增加 65.1%和
32.5%的情况下，未发生长时间、大面积
交通拥堵，以及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通过椰城交警APP、微博、微信等媒体
平台共发布路况信息4368条，引导市民
游客合理选择出行时间与线路。针对出
进城高峰交通压力大的实际，于9月30
日下午、10月1日、10月7日下午和10
月8日启动一级勤务模式，全力保障出
行高峰期交通有序畅通。

策划/海宁 撰文/张振汉 陈烽 海宁
图片均由海口警方提供

国庆中秋假期海口平安祥和

海口交警在市区主干道疏导交通。 海口交警摩托车队在街面巡逻。 海口特警队员坚守安保一线。

10月1日至8日

海口全市未发生重特大刑
事案件和治安交通事故

刑事案件
同比下降24.8%

破获刑事案件
109起

社会治安大局
保持持续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