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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
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党
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
重大成果，为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
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指明了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各地
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不松劲、
不停歇，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
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振奋人心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面
从严治党实效性不断提高，党内政治
生态进一步改善”……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肯定成绩，振奋人心。

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代主任陈雍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九大以来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所取得的新成
果。作为全国首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地区，北京市构建了监察权力运行的
体制机制，市纪委监委共制定实施各

类制度 92 件，经全市范围内摸排认
定，监察对象达到77.1万人，比改革前
增加56万人，将党员和行使公权力人
员全面纳入监督范围。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总结
改革开放40年来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宝
贵经验。对于“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基层
纪检系统工作8年的云南省宣威市双
龙街道纪工委书记杨俊峰深有感触。

2017 年，杨俊峰接到群众举报
称，有个村的农村低保存在优亲厚友
等问题。他与同事一起驻村入户调
查，发现这个村的农村低保存在不少
问题，并通过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党纪
处分、对这个村的农村低保进行清理
整治，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落实“6项任务”继续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全会上，对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如
何进一步推进提出了6项任务。

“6 项任务中，第一项就是‘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强化
思想武装’。”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

部干部韩宇说，“作为高校理论工作
者，我们要继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功夫。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
们要主动策划选题、深度阐释，力争形
成一批高水平、有影响的理论成果。”

“总书记强调，要把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这反映了党中
央纠正‘四风’不停步的决心，释放了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驰而不息改进作
风的强烈信号。”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
研究院院长欧阳康说，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必须坚持自上而下抓起，同时
要不断强化各项体制机制建设，推动
形成从思想、制度到行动的协同局面。

对于“强化主体责任”，辽宁省锦
州市义县县委书记张智明深感责任重
大。“2019 年是义县脱贫摘帽决战决
胜之年。作为县委书记，我要切实履
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
脱贫攻坚工作全过程和各环节，坚决
斩断伸向扶贫领域的‘黑手’。”

把忠诚于党忠于人民落
在实处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

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
己、检查自己”“要心底无私，正确维
护党中央权威”“职位越高越要自觉
按 照 党 提 出 的 标 准 严 格 要 求 自
己”……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全会上
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明
确要求。

在云南大学教授杨临宏看来，
“关键少数”正如房子的“梁”和“柱”，
具有关键性作用。“领导干部尤其是
高级干部起到的是表率作用、带动作
用。2019年是关键之年，‘关键少数’
必须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工作成效，带
好头、作表率，把各项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

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和国家监督专
责机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忠诚
于党、忠于人民”“建设忠诚干净担当
的纪检监察铁军”。

“这次全会我最关心的话题，就是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浙江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主任任振鹤
说，“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是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的主力军、先锋队，必须纯而又
纯、坚而又坚。”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不松劲不停歇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在9800米的高空，飞机挡风玻璃
突然爆裂脱落，在瞬间失压，驾驶舱温
度只有零下40摄氏度的生死关头，退
役军人、机长刘传健沉着果断处置险
情，靠毅力掌握操纵杆，最终成功备
降，确保了机上 128 名机组人员和乘
客的生命安全。

去年5月，这一被称为“民航史奇
迹”的川航备降事件引发全球关注。
机长刘传健也因在事故处置中的出色
表现，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长”称
号，机组全体成员被授予“中国民航英
雄机组”称号。2018 年 9 月 30 日，刘
传健和机组成员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
切接见。

1991 年，19 岁的刘传健光荣入
伍，成为一名驰骋蓝天的空军飞行
员。2006年，他从空军第二飞行学院
退役，加入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现
已安全飞行1.3万多小时。

作为部队出身的资深飞行教员，
刘传健的言行举止都散发着军人严
谨、刚毅、沉稳的气质。关键时刻，他
敢于挑战飞行极限，勇当国家财产、人
民生命的守护者。

2018年5月14日6时26分，刘传
健驾驶3U8633航班于重庆江北机场
起飞，6时42分进入成都区域，飞行高
度为9800米。

7时08分，“砰”的一声，驾驶舱右

边玻璃碎了，驾驶舱的仪表盘上开始
闪烁各种各样的预警信息。刘传健抓
起话筒向地面管制部门发出“风挡裂
了，我们决定备降成都”的信息，同时
让副驾驶发出遇险信号。

一秒钟不到，驾驶舱的玻璃被全
部吸出窗外。寒风瞬间灌入驾驶舱，
导致许多飞行仪表不能正常使用，整
架飞机开始剧烈抖动。危急时刻，刘

传健努力握着操纵杆，尽力维持飞机
的姿态。

“这条航线我飞了上百次，对不同
时间飞机所处的位置和情况是非常有

把控的。”事后，刘传健说，“风挡玻璃
破裂后，我发现操纵杆还能用，就立刻
作出备降的决定，对结果我是很有信
心的。”

扎实的专业理论，精湛的飞行技
术，严谨的职业精神在关键时刻体现
出来。

刘传健开始了艰难的手动驾驶。
这时候，驾驶舱的温度只有零下40摄
氏度左右。从9800米下降到6600米，
再下降到3900米，直到最后飞机安全
落地。

有网友在看了这条“震撼人心”的
新闻后，留下了这样的评论：“128 个
人的生死全维系在他一身，他让全世
界都知道了中国人有多了不起！”

2018年11月10日，中央宣传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北京向全社会公开
发布 2018 年“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
迹，刘传健等20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
被颁发“最美退役军人”证书。6 天
后，刘传健带领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
雄机组”重返蓝天。

记者 樊永强
据新华社成都1月12日电

刘传健：完成“史诗级”备降的英雄机长

刘传健在高原机场留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最美退役军人

连日来，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队
昆仑队队员进行了昆仑站深冰芯场地
和钻机维护。记者跟随他们，深入了解
了南极冰盖之巅的深冰芯钻探过程。

中国南极昆仑站所在的冰穹A地
区，海拔4000多米、冰层厚度3000多
米，是国际公认的南极冰盖理想的深
冰芯钻取地点。深冰芯则如同大自然
的“年轮”和历史档案馆，展现出百万
年来地球气候环境的演变状况。

昆仑站于2009年1月建成后，科
考队员在挖出来的一个40米长、5米
宽、3 米深的雪坑里搭建起一间深冰
芯房，随后相继钻出了深冰芯钻探导
向孔并安放套管，安装了深冰芯钻机
系统。2013年1月21日，中国深冰芯
第一钻在昆仑站深冰芯房正式开钻。
随后，各次科考队继续向深处钻进，将
钻探深度推进至800米。

从昆仑站主体建筑朝东南方向走
二三百米，便到了位于雪面以下3米深
的深冰芯房。由于第34次南极科考队
没来昆仑站，经过两年的风雪堆积，深冰
芯房的各个出入口已完全被积雪掩埋。

利用机械铲除和人工挖掘方式，
昆仑队队员康世昌、范晓鹏和鲁思宇
经过一天奋战，清理了深冰芯房周围
和一个入口的积雪，并在机械师协助
下，架设了深冰芯房电源线路并通电。

走进深冰芯房，冰芯钻取系统、绞
车系统、控制系统、支撑系统，一一呈
现于眼前。

深冰芯钻探前，需要维护钻机系统，
检修可能出现的故障。范晓鹏说，这些
工作包括组装钻机组件，连接控制系统
与钻机及电缆绞车，调试信号检测功能
与控制系统功能。同时，检测钻井液液

位高度，向钻孔内加注适量钻井液，以维
护钻孔稳定并满足后续钻探的需要。

深 冰 芯 房 内 的 气 温 接 近 零 下
40摄氏度，有时需要到深10米的钻探
槽内检修钻机，那里的温度更是达到
零下50多摄氏度。除了酷寒，深冰芯
房里还有钻孔液的刺鼻气味。作业
时，队员常常戴上防毒面具。“昆仑站
的大气含氧量低，本来就缺氧，现在又
要戴上面具，呼吸更困难了。”现场工

作戴着防护面罩的鲁思宇说。
12日11时，维护后的今年第一钻

正式启动。随着钻塔架缓缓竖起，范
晓鹏熟练地操作着控制器，将钻机缓
缓送入钻探导向孔。12时30分，钻机
下放深度已经到达800米，即第33次
科考队钻进的最终深度。范晓鹏继续
使钻具向下钻进2.8米后，果断提钻，
一支2.8米长的冰芯展现在大家面前。

至此，本次科考的深冰芯场地和

钻机维护成功结束。值得期待的是，
未来深冰芯钻探将继续向 3200 米冰
下钻进，百万年时间尺度的地球气候
和环境变化信息，终将得到揭示。“昆
仑站深冰芯揭示的百万年来气候和环
境变化，将是我国南极研究的一大亮
点，将为国际科学界做出重大贡献。”
康世昌说。

记者 刘诗平
新华社南极昆仑站1月13日电

南极冰盖之巅深冰芯房探秘

图为科考队员在清理深冰芯钻具（1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3 日电
（记者胡浩）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
村教育发展研究院13日在京发布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19》。
报告显示，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成效明显，师资队伍向好发展。

这份中国农村教育的“年度体
检报告”，综合使用了中国农村教
育发展研究院在全国19个省份的
调研数据和国家统计数据。

报告显示，2017 年全国各地
共招聘特岗教师7.7万人，分布在
1万多所农村学校，乡村小学和初
中生师比低于国家标准。2017年
全国小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
例 为 95.26％ ，其 中 农 村 为
93.80％；全国初中本科及以上学
历教师比例为 84.63％，其中农村
为81.10％，城乡差距较2016年有
所缩减。

《中国农村教育
发展报告2019》在京发布

1月13日，北京前门街道草厂社区居民参加“草厂一家亲·欢乐喜迎
春”邻里节活动。当日是腊八，北京前门街道草厂社区的老街坊、新邻居
来到改造提升后的社区胡同，大家品美食、唠家常、看节目、做游戏，其乐
融融。 新华社发

胡同里过“腊八节”

新华社西安1月13日电（记
者毛海峰 郭强 李亚楠） 记者从
陕西省神木市政府获悉，12 日下
午发生的陕西省神木市百吉矿
业李家沟煤矿“1·12”重大事故
中，被困井下的最后 2 名工人已
于 13 日早晨 6 时 50 分找到，2 人

均已确认遇难。
12日16时30分许，陕西省神

木市百吉矿业李家沟煤矿井下发
生事故，经核查，当班入井矿工共
87人，事故发生后66人安全升井，
21人被困，13 日早晨确认21名工
人均已遇难。

陕西百吉矿业“1·12”重大事故
被困21名工人均已遇难

据新华社天津 1月 13 日电
（记者周润健） 记者 13 日从国家
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获悉，
通过自主监测和样本交换形式，国
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近日发现16个
扣费类的恶意程序变种，这些恶意
程序在用户未知情的情况下，私自
给指定 SP 号码发送订购短信，消
耗用户手机话费。

这16个恶意程序变种名称包
括《禁播视频》《魅影视频》《无码神
播》《风情影音》《草溜影吧》《嗨影
播播》《午夜直播》《含情播吧》《岛
国影视》《avi视频》等。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

中心安全专家介绍说，这些恶意程
序主要采用明扣或暗扣的方式进
行操作，明扣是采用不明显提示，
采用隐藏、模糊的手段，诱骗用户
进行支付，暗扣是没有任何提示的
情况下进行支付；明扣主要采用支
付宝或微信支付，暗扣主要采用发
送 SP 扣费短信或访问 WAP 业务
链接，订购某包月业务。

为远离恶意程序骚扰，安全专
家提醒说，广大手机用户不要下载
这些恶意程序，避免手机操作系统
和个人信息受到不必要的安全威
胁。不要点击如一夜暴富、轻松赚
钱等广告链接。

16个扣费类
恶意程序变种被曝光

1月13日，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国际雪雕比赛在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
园区落幕。本次比赛有19个国家的29支队伍参加。图为获一等奖的韩
国一队作品《在历史上》。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哈尔滨国际雪雕比赛落幕

新华社天津1月13日电（记
者翟永冠 邓中豪） 记者 13 日从
天津市有关部门获悉，束昱辉被撤
销天津市工商联执委、常委、市商
会副会长等职务。

据了解，依据《中国工商业联
合会章程》和有关规定，天津市工
商联和河西区工商联分别于近日
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束昱辉
十四届天津市工商联执委、常委、
市商会副会长，十二届天津市河
西区工商联执委、常委、副主席等

职务，开除其天津市河西区工商
联会籍。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章程》和有关规定，近日，
政协天津市河西区第十四届委员
会第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免去
束昱辉政协天津市河西区第十四
届委员会常委职务，撤销其委员
资格。

束昱辉因存在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重大犯罪嫌疑，已于2019年1
月 7 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
强制措施。

束昱辉被撤销
天津市工商联执委等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