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4601 起，处理 6358 人，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 4699 人……11 月 27 日，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公布 2019 年 10 月份全国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汇
总情况。

此次通报，已经是连续公布的第
74 份“月报”；到今年 12 月 4 日，中央
八项规定已经出台整整 7 年。一份每
月通报的数据，一项始终坚守的规定，
展现的是一种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
精神。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
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推动全党
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精神，巩固拓展整治“四风”成果，
作风建设取得新进展、呈现新气象。

践行初心 结合主题
教育深入推进作风建设

7月，处理 6407人；8月，处理 6876
人；9月，处理6983人；10月，处理6358
人……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因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的人数
每月更新，始终保持高位态势。

2019 年 前 10 个 月 ，全 国 共 有
63831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
理，包括省部级干部 2名、地厅级干部
594名、县处级干部6264名。

在今年 1 月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
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就
作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对享乐
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要露头就
打，对“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要时刻
防范。

一组组数据，释放出清晰的信号：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唯有坚持坚持再
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方得清风拂
面、玉宇澄清。

12月 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
曝光8起典型案例，引起广泛关注：

河北保定市徐水区接连发生 4 起
多名党员领导干部违规吃喝问题，徐
水区委书记苏树锋被免职，32 名干部
被处分，徐水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党组被改组；江苏省无锡锡山区教育局
脱离实际乱发文，起草相关通知时把

“学生涉黑涉恶情况”作为填报内容，
“一刀切”下发给该区教育系统所有学
校进行摸排，教育局党委被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

这些典型案例均是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查处的，反映
出主题教育专项整治的成果。

根据中央部署，此次主题教育将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以
及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侵害群众利益等 8个方面突出问题
作为重点进行专项整治。

今年以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
关牵头、15 个中央国家机关协同参与
下，特殊困难群体“脱保”“漏保”、看病
就医、食品安全、住房租赁等 14 个方
面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得到集中
整治。

全国查处保健食品行业违法问题
4977 个；新纳入低保 96.5 万户、185.4
万人；41.7万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落实
学校相关负责人陪餐制；10 种儿童疾
病纳入保障体系，预计每年惠及 6万名
患儿……

一件件百姓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
事得到解决，一项项切实可感的成果赢
得群众由衷点赞，作风建设交出了践行
初心、凝聚民心的亮丽成绩单。

深化拓展“基层减负
年”减出新气象

今年，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
负的通知》，让 2019年有了一个特殊的
意涵——“基层减负年”。

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

减少 30%－50%，对县乡村和厂矿企业
学校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 50%以
上……针对基层干部痛点，通知划定了
一系列压减文山会海、规范督查检查考
核的硬杠杠、硬指标。

各地各部门相继拿出让基层“有
感”的举措——

“以前手机响个不停，有时一天仅
回复‘收到’两个字就有数十次……现
在好了，工作群精简了一大半！”安徽郎
溪县梅渚镇定埠村村干部小吕感慨地
说。

从对微信群、QQ工作群进行清理，
到整治各类台账报表过多过滥问题，从
整治层层开会、“文山会海”问题，到破
除责任状满天飞、“层层甩锅”问题，各
地纷纷精准“亮剑”，有的放矢。

福建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
大决策部署、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
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治理“文山会
海”、检查调研等五方面工作，列举15种
表现，进行集中整治；

河南商丘市纪委监委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进行梳理归类，将50种
典型负面行为清单开列出来，让广大党
员干部“对号入座”查摆整改……

点滴之间，可见变化。
会议审批程序规范了，次数减少

了，时间缩短了；考核内容精简了，检查
考核填报的数据和上报的材料大幅减
少了；深入实际的调研多了，“以文件落
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批示落
实批示”现象少了……

“基层减负年”，在破除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过程中，不仅减掉了基层干
部的捆绑负担，也激发了干事创业的担
当作为。

破立并举 久久为功
纠“四风”树新风

排查“高档酒”“天价烟”“天价茶”
中的不正之风，严查和田玉、冬虫夏
草、纪念币（钞）中的权钱交易……11

月 24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整治
党政领导干部、国企管理人员利用名贵
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阶段性成
效，全国共处理 4217人，其中移送司法
机关 749人。

与查处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同样值
得关注的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针对
存在问题完善制度规定，堵塞监管漏
洞：如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对公款违
规购买名贵特产资金支付行为监控有
关事项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修订《中
国金币特许零售商综合业绩考核办
法》，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关于构建

“天价烟”防治长效机制的意见》，贵州
省出台《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
谋取私利的规定》等。

纠治“四风”，是一项长期工程，也
是一项系统工程。

坚持标本兼治，一方面既要对个案
问题绝不姑息，另一方面也要从共性问
题出发，构建纠治“四风”长效机制，健
全作风建设制度体系。

今年9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施行。进一步健全完善问责的
内容，在原有基础上明确将党的作风建
设松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精神不力，“四风”问题得不到有效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等列
为问责情形。

立明规矩破潜规则，为推动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山东出台专门文件明
确列出政商交往的 9项“正面清单”和 9
项“负面清单”；浙江、福建、云南、湖南
等地纷纷推出操办婚丧喜庆公示报告
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填写个人操办或参
加婚丧喜庆活动报告表，定期进行汇总
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要让“金色名片”永不褪色蒙尘，必

须坚决防止“疲劳综合征”，在坚持中深
化、在深化中坚持，驰而不息、持之以
恒，将作风建设引向深入，以优良作风
汇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据新华社
北京 12 月 3 日电 记者 朱基钗 高蕾
梁建强 高皓亮 符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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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
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
根本利益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
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2014年 4月 15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
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
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总体国家

安全观，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
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
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
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
而不忘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国家安全工作，成立中央国家安全
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
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总体部署，推
动国家安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久久为功纠“四风”树新风
——八项规定出台7周年之际作风建设新观察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人民日报评论员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命运

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中央政府和 14

亿中国人民永远是香港战胜任何风

险挑战的坚强后盾。

美方一意孤行，将所谓“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不仅是

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再次暴露

了美国一些政客的险恶用心。这一

法案打着“人权”“民主”旗号，以恐吓

和威胁的手法干预香港事务，其实质

就是要搞乱香港、牵制中国。“来而不

往非礼也”，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

政府决定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

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

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

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

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

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我们敦促美

方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

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我们将根

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

定捍卫香港稳定繁荣，坚定捍卫中国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企图利用香

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发

展，注定是枉费心机。香港的前途和

命运始终掌握在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的中国人民手中，任何搞乱香港、损

害香港稳定繁荣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香

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

的地位不断巩固，香港同胞享有比历

史上任何时候都广泛的民主权利和

自由。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士都

公认的事实。然而，美国一些政客却

“睁眼说瞎话”，公然以国内立法方式

为香港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企图

把香港打造成遏制中国的“桥头堡”。

这种行径，不仅暴露了美国一些政客

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极端虚伪，更

暴露了“美式霸权”的任性和疯狂。

事实上，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不过是彻头彻尾的“纵暴法案”，它所

保护的不过是暴力犯罪分子的道德

沦丧和人性泯灭。

5 个多月来，香港持续发生的激

进暴力犯罪行为，让广大香港市民的

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严重侵害和威

胁，也使香港经济连续两个季度环比

下跌。面对香港社会希望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的最大民意，美国一些政客

不断跳将出来，公开宣称激进示威者

的行为“激励了全世界”，美化暴力行

径是“美丽的风景线”，甚至走上香港

街头为暴徒“支招”，这不仅是和 700

多万香港市民作对，和14亿中国人民

作对，也是和世界公义、国际基本准

则作对。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符合

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

益。美方损人不利己的行径充分说

明，他们并不希望香港恢复秩序，也

不是真正为“人权”“民主”着想。他们

妄图以损毁香港的繁荣稳定来遏制

中国发展，既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香港今天的成就，是与祖国内地

坚定支持密不可分的，是由香港市民

发扬“狮子山精神”拼搏奋斗出来的，

绝不是任何外国恩赐施舍的。回归

祖国20多年来，香港两次与金融风暴

正面遭遇，曾经历来势汹汹的非典、

禽流感，也曾有过失业率上升、收入

增幅下降的困境。然而，背靠内地、

拥抱祖国，勤劳聪慧的香港同胞奋力

打拼，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今天，从

粤港澳大湾区打开的广阔天地，到

“一带一路”搭建的广阔舞台，强大的

祖国不仅是香港的底气所在，也是香

港的机遇所在。珍惜机遇、抓住机

遇，与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香

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中国人有能力办好香港的事情。

任何外来威胁施压，都吓不倒、更压不

垮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14亿中国人

民，只会更加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热

情和民族凝聚力。作为祖国大家庭的

一员，香港同胞与内地民众将永远共

享伟大祖国的尊严与荣耀，共担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和使命。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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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祖国，香港的明天更美好
——搞乱香港不会得逞

习近平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会谈
新华社北京 12月 3日电（记者 白

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3日在人民大会堂
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会谈。

习近平欢迎布克尔首次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中萨建立和
发展外交关系，是两国交往史上的大
事，开启了双方合作大门，顺应历史发
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建交
一年来，双方各领域交流日益密切，经
贸合作持续拓展，相互了解不断加深。
总统先生作出维护和发展中萨关系的
正确决定，展现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
历史担当。你表示，中萨关系“大有可
为、前景光明”，我对此表示赞同。中方
愿同萨方一道，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
内政基础上，增进互信，扩大交往，加强

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基础设

施、农业、质检、能源、水利、科技等领域
合作，打造民生亮点，造福两国人民。
中方愿向萨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欢迎萨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把两国
互补优势转化为合作成果。中国愿积
极扩大从萨方进口食糖、咖啡等更多优
质特色产品。双方要开展政府、立法机
关、政党、地方、工商、青年、智库、媒体
等各界交往。很多来华访问过的萨尔
瓦多朋友表示，来中国前，中国对他们
是个谜；来中国后，他们成了中国迷。
我们欢迎更多萨尔瓦多各界朋友来中
国走走看看，加强两国人民交流和相互
了解，为中萨关系构筑更加广泛的社会

和民意基础，推动中萨关系长期健康稳
定发展。

布克尔表示，萨尔瓦多人民对我此
次访华高度关注并充满期待。中国是
个伟大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我十分钦佩中国灿烂的历
史文化和伟大的发展成就。萨中建交
时间虽然不长，但潜力巨大，双方完全
有能力成为彼此的好伙伴、好朋友。我
相信，同中国这样的伟大国家和真诚朋
友发展关系，将给萨国家发展带来机
遇，给萨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
希望学习借鉴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
经验，致力于发展长期对华友好关系，
将努力实现萨中关系与其他重要双边
关系并行不悖发展，为拉美地区其他国

家树立一个范例。萨方完全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感
谢中方为萨经济发展提供的帮助，萨方
期待同中方加强投资、贸易、基础设施、
农业、旅游、文化、科技等领域合作，共
建“一带一路”。相信我的访问将成为
萨中关系的新起点，开辟两国关系的光
明未来。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项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萨尔瓦多共和国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为布克尔举行欢迎仪式。彭丽媛、杨
洁篪、张春贤、王毅、马飚、何立峰等参
加。

“所有名酒离不开好山、好

水、好气候，好粮、好果、好酒

匠，陈酿、陈贮、陈年酒。故而，

产区和岁月是世界名酒最重要

的两大价值。”

——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宋书玉

“酒之精妙在于藏，藏之妙

器在于陶。彩陶坊地利洞藏系

列，产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河南

渑池，养自地下洞藏酒窖。”

——中国白酒工艺大师、

国家级白酒评委、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侯建光

以彩陶坊酒产地河南渑池

代表豫酒荣膺“世界美酒特色

产区”、仰韶酒业即将发布“彩

陶坊地利洞藏”美酒为契机，

特策划撰写《世界美酒特色产

区——渑池》系列报道，解读世

界美酒的产区表达、弘扬世界

品质的豫酒标杆。

“世界美酒特色产区——渑池”系列报道之五 好窖篇

仰韶陶泥窖 孕育别具一格的世界陶融香
◆土地，承载、孕育了世间万物

无论是喧闹繁华的都市，抑或人迹
罕至的荒野，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
物都存乎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对
人类来说，土地是赖以立足和发展的根
基，没有土地的依托和馈赠，我们将失
去食物和家园，成为宇宙里无家可归的
微尘。在土地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动物
在奔跑、繁衍、生息，无数的植物在萌
芽、开花、结果。在土地上和土地下，更
有无数的微生物在汇聚、呼吸、代谢。

广阔而厚实的土地，哺育了世间
万物，承载着时间和空间，从亘古通向
未来，永远流传不息。概莫能外，源远
流长的中国酒文化，也正是从7000年
前黄河岸边的仰韶黄土地中应运而
生，并蓬勃发展至今。

◆窖池，土地里中国白酒的母体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白酒的母体是
土地。且不说粮食在土地上的培育，酿
酒最重要的环节——入池发酵，就是在
掘地而凿的“深方坑”里完成的。

这里所说的“方坑”就是窖池，粮
食在经历了蒸煮、摊凉、拌曲、堆积等

前处理工序后被移入窖池发酵，在酿
酒微生物的作用下完成从粮食到糟醅
的转化。数月后，去除窖顶的封泥，酒
香缓缓四溢，挖出发酵好的糟醅，上
甑，蒸馏，便得汩汩流淌的美酒。

◆仰韶陶窖，孕育独具一格
的世界陶融香

窖池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明，蕴养

出了风格独特的中国白酒，然而并不
是每一方土地都可以依地而挖成为酝
酿美酒的温床。而且，各种香型的白
酒也因为区位、气候、微生物菌群的不
同，窖池的风格也是迥然各异。

譬如以五粮液为代表的浓香型白
酒，其窖池为底部和四周都糊了黄泥
的泥窖；以贵州茅台为代表的酱香型
白酒，其窖池是四壁由石块砌成的石

窖；汾酒等清香型白酒，窖池则是预制
的地缸。而世界美酒特产产区——河
南渑池的陶融型白酒仰韶彩陶坊，其
窖池则是中国白酒行业中独具一格的
陶窖。

仰韶的陶窖，深约 3米，四壁为渑
池特有黄土烧制的陶片，窖底为陶
泥。相比其他窖池，在保温性能方面，
陶窖的池壁厚，吸热散热较好，因此受

外界温度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较小；
在生香功能方面，陶片中的微孔通道
和陶泥的特殊构造对酿酒微生物和生
香功能菌的富集、呼吸和繁殖极其有
利，各种香味成分和营养物质的生成
数量远远高于一般窖池。

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和守正创
新，仰韶陶窖内形成了自身独特完整
的微生物生态体系。经测定，陶窖中
数以万计种类、比例科学合理的酿酒
微生物和生香功能菌能够对彩陶坊白
酒的九种酿酒原粮进行很好的分解和
发酵，从而酝酿出色似琥珀、香味幽
雅、独具一格的陶融香！

陶窖，巍然挺立于中国仰韶，挺
立于世界东方，宛若母亲圣洁的乳
房，以九粮升华琼浆玉液，默默滋养
芸芸众生。在渑池大地的怀抱之中，
仰韶陶窖律动的脉搏与这片世界文
化圣土和中国酒文化圣土已紧紧相
连、融为一体。

7000年时光一去无返，留给世人
回味无尽的仰韶酒香。在世界美酒
特色产区河南渑池，仰韶酒业酿造车
间里缭绕的蒸汽中，那一排排纵横排
列的陶窖，正蛰伏在地下，无声而饱含
张力地启动着新一轮惊艳世界的陶香
征程！ (刘松）

即将面市的彩陶坊地利D6、D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