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26日 星期三
统筹：胡田野 编辑：崔迎 美编：金驰 校对：亚丽 AA07看点NEWS

【字幕】河南 兰考
【解说词】
清晨，阳光伴着早春的微风袭来，人们仿佛

能听到树枝上新芽抽出的丝丝声音。嫩绿的叶子
告诉人们，又一个春天到了。

75岁的魏善民是这里的护林员。他说，春天
是修剪树枝的最佳时节。

【同期】护林员 魏善民
你看这棵树，比方这一枝，它生虫了，它一生

虫，你必须得剪掉它。不剪掉它的话，整个这个树
林慢慢传染，一传染就不行了，这个树林就毁了。
这棵树是焦书记亲手栽的，我已经看40多年了。

【解说词】
这棵泡桐树是 1962 年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

焦裕禄亲手栽下的。兰考群众为了纪念这位人民
的好书记，将这棵泡桐树亲切地称为“焦桐”。

“百姓谁不爱好官？
把泪焦桐成雨。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 ……”
1990年，习近平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时，夜读

《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此后，习近平又三次来到兰考。他不仅在这
里亲手栽下了一棵泡桐，还特意将兰考作为第二
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联系点。

【字幕】2014年3月17日 河南兰考 习近平
总书记参观焦裕禄纪念馆

【同期】习近平总书记
焦裕禄精神仍然是我们现在需要弘扬、需要

秉承的一种精神，因为它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
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475天它就凝聚成一个永
恒，只要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我们还是
共产党，我们就会坚持这种精神。

【解说词】
从陕北梁家河到河北正定，从福建到浙江，从上

海到北京，一路走来，人民群众的冷暖与期盼，党长期
执政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沉淀在习近平的心中，成为
他带领新一届党中央担负起最大责任的认识起点。

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
律，铁一般的担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
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全党的要求。

因为，只有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砥砺前
行，才能淬炼成钢。

【推出片名：将改革进行到底 第九集 党的自
我革新】

【字幕】河北 西柏坡
【解说词】
历史总是会提出一道道时代的命题。
答题者，谓之“赶考”。

“赶考”路上，新的重大考验不断扑面而来。
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

境考验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
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内国际格局深
刻变动，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社会思想深刻变化，
前进道路上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多，难
以预见的风险矛盾频发和重重叠加，中国共产党
如何带领13亿人民走出历史发展的周期律？

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如何保持生命力？这是
一道世界性的考题。

这道考题，中国共产党也绕不过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
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问题。

破藩篱，去顽疾，立规矩，建制度，正风气，全
面深化党的建设领域改革大幕由此拉开。

人们也许还记得，2012年12月4日晚上7点，
《新闻联播》的片头曲如约响起。然而，很多人也
许并没有意识到，这天晚上，《新闻联播》一条新闻
将给未来的中国带来巨大的撞击。

【同期】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中共中央政治局 12月 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

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
项规定……

【解说词】
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工作开局之初便从作风

建设破题，首先从中央政治局做起。
【字幕】2012年11月15日 北京 十八届中央政

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
【同期】习近平总书记
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解说词】
以上率下,全党共同行动，狠抓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落实，坚决纠正“四风”。
然而一些党员干部甚至党的高级干部，却背

离了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忘记了我们民族的历史
经验和教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韩先聪，从 2013 年 1 月起任安徽省政协副主
席。在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实施后，他仍多
次出入高档酒店和私人会所，违规接受党政干部、
国企老总、私企老板的宴请。在中央纪委对他宣
布立案审查决定的当天，他的手机信息显示，这一
天他已有两场约好的饭局，中午晚上各一次。

【同期】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 韩先聪
我就是 2013年的下半年到 2014年案发的时

候，有多少次的宴请，接受宴请都是这种情况，就
是觉得这个好像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会被发现
的，侥幸的心理。另外，长时间的那种惯性推
动。还有一条就是，想给自己拉拉关系，给自己
铺铺路子。

【解说词】
从一件件小事抓起，驰而不息。
抓作风、改作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要突破口。
党中央以鲜明的立场，顽强的意志品质，言必

信、行必果，言出纪随，寸步不让。党的十八大以来，
截至2017年5月底，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17.04万起，处理23.11万人，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12.27万人，其中包含省部级干部20人。

2013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
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
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其目的就是要从思想上补足共产党人逐渐流
失的理想信念精神之钙，唤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意识。

【同期】中央纪委副书记 监察部部长 杨晓渡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考验，其实一点不比战

争年代小，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党员如果不能增
强自己的党性，如果不能面对现实腐蚀的挑战、围
猎的风险，那么就有可能背离自己的宗旨，把手中
的权力用于非正当的用途。

【解说词】
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

常态化、制度化，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上
到下，由内而外，用信仰塑造灵魂，标本兼治，固本
培元，凝聚全党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管党治党提出
要求、作出部署、展开行动。

伟大的改革时期，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
对暴露出的问题，刀刃向内，自我刮骨疗毒，坚持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
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字幕】2015年1月13日 北京 第十八届中央
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

【同期】习近平总书记
全党同志在思想上一定要搞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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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国旗护卫队
正步走（亮剑）
【同期】法庭现场

审判长：被告人周永康，犯受贿罪，判处无期
徒刑。

（字幕：2015年 6月 11日，周永康一审被判处
无期徒刑）

周永康：我服从法庭对我的判决，我不上诉。
我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给党的事业造成的
损失，我再次表示认罪悔罪。

审判长：被告人薄熙来，判处无期徒刑。
（字幕：2013年 9月 22日，薄熙来一审被判处

无期徒刑）
（字幕：2016年 7月 25日，郭伯雄一审被判处

无期徒刑）
（字幕：2015年3月15日，由于徐才厚病亡，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其不起诉，其涉嫌受贿犯罪所
得依法处理）

审判长：被告人令计划，判处无期徒刑。
（字幕：2016年7月4日，令计划一审被判处无

期徒刑）
审判长：被告人苏荣，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字幕：2017年 1月 23日，苏荣一审被判处无

期徒刑）
审判长：被告人白恩培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
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字幕：2016年 10月 9日，白恩培一审被判处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蒋洁敏：我认罪，悔罪，供认不讳。
（字幕：2015年10月12日，蒋洁敏一审被判处

有期徒刑16年）
李春城：人生都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重来，

我应该接受处罚。
（字幕：2015年10月12日，李春城一审被判处

有期徒刑13年）
朱明国：向党悔罪和谢罪。
（字幕：2016年11月11日，朱明国一审被判处

死缓）
【解说词】
中央严肃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

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案件，坚决查处腐败官
员，彰显了党中央尊崇党章、严肃党纪，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字幕】2014年1月14日 北京 第十八届中央
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

【同期】习近平总书记
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

决。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
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
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解说词】
2014年1月22日召开的首次中央深改领导小

组会议决定，在6个分领域小组中，将党的纪律检
查体制改革单列一组。

这一信息的披露，立刻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
关注。

而在此后经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党的纪律
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更是明确了纪律检查体
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
负监督责任，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以改革推动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主责主业、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成为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关键一招。

【同期】中央纪委副书记 监察部部长 杨晓渡
党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的改革是

密切相关、缺一不可的。它包括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在内的党的建设，这个是推进各项改
革的一个重要保证。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专设一
个小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充分体现了对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高度重视。
【解说词】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项伟大的

工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提高
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全
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这深刻揭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必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客观要求。

【同期】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陈希
这个总目标的中心要素有两个，一个是制度，

一个是能力。这都取决于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
平，取决于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正因为如此，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
容，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

【解说词】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涉及的问题错综复

杂、相互牵连，牵一发而动全身。
执政的核心要素就是如何选人用人。
2013年末，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被查处，有10

多名县市区委书记一夜被免。这在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上还是首次。

2014年下半年，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被披露，
400多人涉案其中，再次震惊全国。

2016年9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辽宁省人大换届选举产生
的部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更
是开了人大常委会的先河。

在此之前，辽宁政坛迎来深度震动。
2011年10月，在辽宁省委十一届一次全会上，时

任沈阳市委副书记苏宏章通过拉票贿选当选省委常
委；2013年1月，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换届选举，
时任阜新市委书记王阳、时任省财政厅厅长郑玉焯，通
过拉票贿选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这一次会议
上，有45名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通过拉票贿选当选。

辽宁拉票贿选案，涉及党员干部人数之多、情
节之恶劣、性质之严重，令人震惊。

【同期】辽宁省委原书记 王珉
对辽宁的拉票贿选和辽宁的政治生态的恶

化，我承担政治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我应该向党中央、向辽宁干部群众忏悔。

【解说词】
忏悔，洗清不了被熏染的政治生态。
作为一个具有96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
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
修复能力，始终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
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解决自身的问题。

这种能力，既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
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这是一份《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它
以及中央2014年1月14日印发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直击选人用人之弊的要害。

【同期】中央组织部干部监督局局长 王维平
中央对汲取辽宁和衡阳、南充这几个典型案

件的教训，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各级党委切实
履行管党治党的责任。从组织部门来说，就是加
强对主要领导干部多方面、多层次、立体式地去
考察了解。

【解说词】
改革选人用人体制机制，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改进推荐考察
办法，多从谈话调研中听民意，多从口碑中看德
行，真实了解民意，正确集中民意。这样才能提高
民主质量，也才能把更多的好干部选出来。

【同期】沈阳市南湖街道文安路社区书记 胡静琴
我们现在心里有杆秤了。一定是把那些确实

对党忠诚、确实是为老百姓想事干事、咱们老百姓
信赖的人，把他选进来。

【解说词】
如果能干务实的干部不能通过自己的勤

勉努力被认可、被提拔，心灰意冷的就不只是
干部。

在干部选用这个问题上，挡住投机者是第一步。
如何鼓励改革创新者，推动能者上、庸者下、

劣者汰，则是关键的下一步，就是能上能下。
【同期】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学伟
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一直是深化干部人事制

度改革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需要解决的都是
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我们要有一
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

请继续阅读AA08版

党的自我革新
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九集解说词

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如何保持生命力？这是一道世界性的考题。
这道考题，中国共产党也绕不过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

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
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问题。

破藩篱，去顽疾，立规矩，建制度，正风气，全面深化党的建设领域改革
大幕由此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