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祝建党95周年

据新华社郑州 6月 29日电 时
至今日，年过古稀的护林员张二宝
依然清晰地记得焦裕禄下葬的那个
上午：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
亲们，黑压压聚在兰考县城北郊的
一处沙丘下，大家胸戴白花，眼含热
泪……

兰考人心目中的“老焦”——这
位共和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县委书记，
如同一面旗帜，穿越时空，一直屹立
在中国大地上。

50多年过去，兰考变化翻天覆
地。但是，那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
切，焦裕禄书记留在那里的身影，永
远镌刻在人们的心里。

“有位省领导来视察，看到兰考
灾情严重，提出不如一分为四，把兰
考划给周边四个县。焦书记当时就
说，情愿累脱三层皮，也不能把困难
推给兄弟县。”50多年过去了，提起
焦书记立“军令状”的往事，时任县政

府办公室主任的樊哲民仍唏嘘不已。
焦裕禄喜欢到基层，喜欢和群众

在一起。在焦裕禄纪念馆，存放着他
50多年前骑过的破自行车，还有他穿
过的胶鞋，靠着这车和鞋，焦裕禄走遍
了全县 149个生产大队中的 120多
个。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不长，仅
仅475天，但兰考人民记住了他一辈
子、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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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裕禄，用赤诚和生命诠释了共
产党人的最高宗旨：为人民服务。他
的精神，永远激励、教育着共产党
人。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9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韩国国务总理黄教安。

习近平欢迎黄教安访华并出席
夏季达沃斯论坛。习近平指出，当前
中韩关系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双方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自由贸
易协定的积极效应正在显现，两国人
员往来进入“一千万+”时代，双方在
国际事务中保持着密切沟通和协
调。希望双方落实好我同朴槿惠总
统达成的各项共识，推动双边关系不
断取得积极进展。

习近平请黄教安转达对朴槿惠
总统的亲切问候，并强调，中韩要坚
持高层互动的引领作用，为双边关系
发展指明方向。双方要加强政府、立
法机构、政党等渠道沟通，用好两国
各种机制性战略对话，不断深化政治
互信。要发挥务实合作的引擎作用，

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动力。希望双
方推动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同韩方

“欧亚倡议”等国家发展战略实现对
接，打造合作亮点，落实好中韩自由
贸易协定，深化财政金融合作。希望
双方落实好系列交流合作项目，为中
韩两国人文交流搭好台、铺好路。

习近平指出，中韩两国应继续致
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共同维护半岛
和平稳定，努力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问题。希望韩方重视中
方的合理安全关切，慎重妥善处理美
国计划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
题。

黄教安转达了朴槿惠对习近平的
亲切问候。韩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使双方各领域合作成果充分符合当前
两国关系发展的水平。韩方希望就朝
鲜半岛核问题等同中方保持密切沟
通。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6月28日下午就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进行第
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党95
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表明，严肃认真的
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
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
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
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
保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抓好了党内政
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重要基
础。全党同志都要行动起来，为开展
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
政治生态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开展严肃认真的党
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
内政治生活，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
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
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
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
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
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肃查处
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坚定不移惩治
腐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不断扎紧制度
笼子。经过这几年持续用力，党内政治
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肯定成绩的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解决党内政

治生活、政治生态中出现的问题决非一
朝一夕之功，我们要锲而不舍把这项党
的建设基础工程抓紧抓实抓好。

习近平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是一篇大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
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
线、群众路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
制、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等重点内容，集
中解决好突出问题。要固本培元，把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
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
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党的意识、党
员意识、宗旨意识，坚守真理、坚守正
道、坚守原则、坚守规矩，做到以信念、
人格、实干立身。要激浊扬清，坚持激
浊和扬清两手抓，让党内正能量充沛，

让歪风邪气无所遁形，铲除腐败这个
最致命的“污染源”，深入推进作风建
设，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真正让那些忠
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
用，让那些阳奉阴违、阿谀逢迎、弄虚
作假、不干实事、会跑会要的干部没市
场、受惩戒，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
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要立规
明矩，把纪律规矩立起来、严起来，使
各项纪律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
线”，防止出现“破窗效应”。要继承创
新，传承和发扬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
统，同时立足新的实际，不断进行改进
和创新，善于以新的经验指导新的实
践，更好发挥党内政治生活功能作用，
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

鹿心社同志任江西省委书记；强
卫同志不再担任江西省委书记、常
委、委员职务。

王国生同志任青海省委委员、常

委、书记；骆惠宁同志不再担任青海省
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徐麟同志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鲁炜同志
不再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职务。

□本报记者 李俊

应河北省委宣传部邀请，6月 21
日至25日，本报记者赴河北参加了“美
丽河北·太行行”联合采访报道活动。

保住青山绿水，赚来真金白银,才
算得到了发展的“真意”。一路行来，
河北的山乡人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生态扶贫唱“好戏”

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村，太行深
山区的一个普通村。上世纪60年代，
有雨遍地流，无雨颗粒不收，有女不嫁
前南峪……

上世纪70年代，前南峪村在村党
支部书记郭成志的带领下，通过锤砸

斧凿，镐刨钎撬，开山凿沟，治理荒
山。前南峪村又引进技术专家，指导
苹果、板栗等果树嫁接、培育，搞起了
果品深加工。

后来，为增加村民收入，村里利用
当地山上石头资源优势，还办起4家矿
产企业，每年创利十分可观。

群众富了，生活好了，但碧水蓝天
少了。前南峪人意识到，只有打好“生
态牌”，才能实现“既富又美”。他们下
决心关停污染企业，引进多种国外珍
贵果树品种，继续在生态经济上做文
章。如今，前南峪村村民人均纯收入
达1万多元，日子过得很红火。

在沙河市柴关乡王硇村记者看
到，一座座石楼造型精巧，丹霞岩红石
条垒成的院墙，造型别致。王硇村始
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本世纪初，不少

村民打算重建房屋，在村中引起争
议。在村党支部书记王现增看来，古
村落是文化资源，可以修缮但不能破
坏。

2014年，王硇村获评“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此后来探访的游客越来越
多，村民陆续开起农家乐。“游客来了，
还能增加收入，也就没人再提重建
了。”王现增颇感欣慰。

美丽乡村促转型

涞水县野山坡镇松树口村地处国
家5A级景区野三坡的核心区，背山临
水，距离核心景点百里峡只有2公里的
路程。上世纪末，松树口村民仍以种
地为生，人均纯收入不到2000元。村
子也没有多少树，荒山裸露，与松树口

的村名形成强烈反差。
“靠山吃山，我们不能靠着景区还

吃不饱肚子。”村党支部书记张永书
说，松树口人开始通过“美丽乡村”建
设撬动旅游业的发展：邀请专家对村
子进行统一规划，给山坡“披”上绿装，
给农家院“穿戴”整洁，村子旧貌换新
颜。

山青了、水美了，游客纷至沓来。
在外打工的村民纷纷回来了，或自办
农家院，或开起采摘园，摇身一变成了
老板。

如今的松树口，年接待游客近 10
万人次，村民人均纯收入近万元，甩掉
了“穷帽子”，奔上了小康路。未来，他
们还有更大的梦想：与景区联合，发展
智慧旅游，让游客在这里真正“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③5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9日电 国
务院常务会议 29日原则通过《中长
期铁路网规划》。今后，我国将进一
步推动铁路建设，按照经济和社会效
益兼顾的原则，扩大铁路基础设施网
络，以交通大动脉的建设支撑经济社
会升级发展。

目前，我国铁路密度低于发达国
家，尤其是中西部铁路发展不足。北
京交通大学教授李红昌向记者表示，
建设铁路网，有利于进一步打造国民
经济大动脉，发挥交通先行带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按照规划，我国将进一步打造以
沿海、京沪等“八纵”通道和陆桥、沿
江等“八横”通道为主干，城际铁路为
补充的高速铁路网，实现相邻大中城
市间 1～4 小时交通圈、城市群内
0.5～2小时交通圈。同时，还将进一
步完善普速铁路网，扩大中西部路网
覆盖，优化东部网络布局，形成区际

快捷大能力通道，加快建设脱贫攻坚
和国土开发铁路。

李红昌表示，规划体现了铁路发
展的“三化”方向。一是网络化，铁路
建设和运营进一步成网。通过补齐
城际铁路这一“短板”，进一步扩大高
铁成网的效应；二是产业化，铁路发展
的同时将带动区域产业优化调整；三
是高级化，铁路的发展在带动资源流
动、产业发展的同时，有利于优化城市
功能布局，同时也将带动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按照规划，今后我国将培育壮大高
铁经济新业态，促进沿线区域交流合作
和资源优化配置，加速产业梯度转移，
带动制造业和整个经济转型升级。

李红昌表示，投融资体制和价格
改革是铁路有序发展的重要支撑。
需要有市场的力量，引入社会资本，
提高铁路的效率效益，进一步推动铁
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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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理

焦裕禄：

用生命诠释共产党人最高宗旨

鹿心社任江西省委书记
王国生任青海省委书记

旅游扶贫“扮靓”美丽乡村
——美丽河北·太行行见闻

我国将进一步推动铁路网络化

▶6月29日，在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中国第
四支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队员手持党旗、
国旗，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新华社发

▲6月29日，在福州市台江区高家大院，高氏
后人高文忠（左一）向基层纪检干部介绍当年掩护
电台和人员所用的密道。位于福州市台江区的高
家大院是中共闽浙赣省委福州太平山联络总站旧
址。 新华社发

6月 29日，乘坐京沪高铁的乘客和乘务人员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合影留念。自
2011年6月30日开行的京沪高铁即将迎来正式通车运营五周年。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6月 29日电 旗帜
飞扬，歌声嘹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95周年音乐会《信念永恒》29日晚
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 3000多
人观看音乐会，共同欢度这个光辉的
节日。

今晚，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气
氛喜庆。二楼眺台悬挂着醒目的横
幅：“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舞台正中，“信念永恒”四
个大字熠熠生辉。舞台两侧，坚实的
城墙托起鲜红的党旗，镰刀与锤头组
成的党徽高悬其上，“1921-2016”字
样金光闪耀。

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
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95 载风雨兼程，95 载艰苦奋
斗。在《红旗颂》辽阔悠远的旋律中，
诗朗诵《信念永恒》拉开音乐会的帷
幕。演出包括《历史选择》《浴血荣
光》《青春誓言》《激情岁月》《人民向
往》《信念永恒》六部分，文艺工作者
用动情的歌声、精湛的演奏，抒发对
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对民族复兴的
美好憧憬。

一曲《南湖的船党的摇篮》将人
们的思绪带回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
的历史时刻，《七律·长征》《延安颂》
《保卫黄河》《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绣

红旗》《天下乡亲》《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唤起人
们对峥嵘岁月的深情回忆，激发后辈
对革命先烈的真挚缅怀。伴着清脆
的童声，一曲《召唤》唱出了共产党人
为人民奉献牺牲的使命担当。《我们
走在大路上》《咱们工人有力量》《唱
支山歌给党听》《北京喜讯到边寨》
《我爱你，中国》又道出了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建设美丽家园的壮志豪情。
《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走
在小康路上》《为了谁》《老阿姨》《推
开这扇门》，一首首时代之歌，优美动
听，展现亿万人民走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大道上的磅礴力量，观众心潮澎
湃，掌声如潮。《党啊，亲爱的妈妈》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光荣与梦
想》激昂唱响，全场气氛达到高潮，人
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崭新图景
而振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自豪。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的恢弘乐声中，音乐会落下帷
幕。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
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观
看音乐会。

出席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
政军群各部门及北京市主要负责同
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老党员、老
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
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
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解放
军、武警部队官兵代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音乐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