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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要坚
持自我革命，以钉钉子精神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整治‘四风’、落实为基层减负各项规定，完善长
效机制。”

2021 年岁末，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
题民主生活会。

一如既往，会议再次聚焦作风建设，审议了《关于2021
年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
于2021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政
治局的同志要继续努力，为全党带好头、作示范提出要
求，对推进作风建设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作出指示。

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担当历史使命，
掌握历史主动，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坚持不懈推进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意气风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
之路。

以史为鉴，从百年党史传承优良传统

百年奋斗，书写恢宏史诗；壮阔征程，砥砺过硬作风。
“要深入开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完善作风建

设长效机制，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
时代。”

2021年1月，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为新阶段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定下基调、指明方向。

走过百年非凡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贯穿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始终将
其作为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

立足历史崭新起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走进历史深处，重温党的初心使
命，引领全党全社会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瞻仰红色革命旧址，重温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2021年9月13日，正在陕西榆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杨家沟革命旧址。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给
共产党人定下了“不做寿”的规矩：“就是全国解放了，
党内也不可搞祝寿活动。”

听闻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对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给共产党人定下的“不做寿”“不送礼”等六条规定，一
条条盘点情况：“现在看来，‘不做寿’可以做到；‘少敬
酒’，可以做到，咱们现在少饮酒了；‘不以人名作地
名’，这点也能做到。”

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继承发扬革
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

——带头学习党史，引导全党坚持光荣革命传统。
2021 年“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

局同志参观北大红楼、丰泽园毛泽东同志故居，采取参
观和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带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
精神文明的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决不能丢掉
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决不能丢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决不能丢掉不畏强敌、不
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

通过亲身示范和现场教学，习近平总书记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始终坚持光荣革命传统，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
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

——参观主题展览，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021 年 6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同

志来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感悟党的百年奋斗之路。

在中央八项规定展板前，习近平总书记停下脚步：
“现在这里面的 8条，精简会议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
进新闻报道、厉行勤俭节约，做得都不错，还是要反复
讲、反复抓……”

“八项规定要一以贯之。”总书记坚定地说。
2021年 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

重点研究了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问题，审议通过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央八项规定”写入决议，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
党的成就和经验，镜鉴现实，指引未来。

从历史中收获启迪，从历史中把握未来。
当前，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

响，我们正面对着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严峻形
势，面对着开启新征程的繁重任务，迫切需要严实的作
风锤炼党性、砥砺奋斗。

“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
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
赢得民心。”习近平总书记话语坚定。

2021年3月1日，一堂主题聚焦在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上的“党课”在党的最高学府开班。

面向在场的广大中青年干部，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
长：“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都是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踏上新的征程，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恪
守为民之责、激发奋斗之姿，广大党员、干部必将在

“开新局”“书新篇”的历史节点上建功立业。

以上率下，彰显共产党人鲜明政治本色

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
2021 年、2022 年连续两个新年首次国内考察，习近平

总书记都冒着严寒赴实地了解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
赛情况，彰显对冬奥会筹备工作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要求把廉洁办奥理念贯穿筹办工
作全过程。

对此，他特别强调：“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严格
预算管理，控制办奥成本，勤俭节约、杜绝腐败，让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像冰雪一样纯洁干净。”

勤俭廉洁，在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
以强烈的使命担当一以贯之推进作风建设。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会、中央纪委全会
等会议上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对作
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有20个、9个议题涉及作风建
设；针对党风廉政建设、为群众办实事、反对形式主
义、制止餐饮浪费、违建别墅整治等作出 60多次重要批
示，为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

行动是无声的命令，身教是执行的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带头贯彻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推动作风建设永不止步。
这是夙夜在公的勤勉奋进——
2021 年 5 月，河南南阳；同年 9 月，陕西榆林。习近平

总书记两次在考察途中临时下车，深入田间察看农作物
长势；

在山东东营胜利油田，为实地了解新技术在实践中
的应用情况，总书记沿着铁梯登上 10 多米高的钻井平
台，察看设备运行情况；

来到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总书记
走进田里，弯下腰来摘了一个豆荚，剥出一粒大豆，放
在口中细细咀嚼：“豆子长得很好”；

……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不顾劳顿、跋履山川，考察足迹

遍及大江南北、内陆边疆，问民生、察实情、作部署。
这是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
在贵州黔西县化屋村点赞苗绣一针一线“何其精

彩”；在福建沙县俞邦村细致了解沙县小吃现状和前景；
在广西全州毛竹山村叮嘱农业技术人员把贡献写在大地
上……

看得细，问得也很细。习近平总书记每到一个地方
都要同困难群众、企业职工、基层干部等一起算收入、
聊变化、谋发展。

这是大国领袖的崇高风范——
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纪念峰会、出

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出席中国共
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密集开展“云外交”，以多种
形式出席120余场重要外交活动，以连轴转的“无我”工
作状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大国领袖
的使命担当。

（下转第二版）

传承优良作风 奋进复兴征程
——2021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作风建设纪实

新年伊始，中国元首外交频密展开。近日，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分别同白俄罗斯总统、马耳他总统、印度尼西亚总统通电话，
分别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
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领导人互致贺电庆祝建交 30周年，等等。几
次通话，数次贺电，一个高频关键词清晰呈现：“一带一路”。

元首外交为“一带一路”把舵领航。电话与贺电里，习近平
主席和相关国家领导人均态度坚定——同印尼总统通电话时强
调，要把共建“一带一路”同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印尼国家中
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后疫情时期合作，高质量建设
雅万高铁，实施好“区域综合经济走廊”、“两国双园”等重点项
目，培育新能源、低碳、数字经济、海上合作等新增长点；同马耳他
总统通电话时强调，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拓展经贸
投资、医疗卫生、清洁能源、交通物流等重点领域合作；同吉尔吉斯
斯坦总统致贺电时强调，提升两国战略互信，深化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推动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电话与贺电中，习近平主席与多国领导人畅谈合作成果。“一
带一路”为沿线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和白俄罗斯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稳步推进，双边贸易额在30年间增长50倍，中
白工业园、中欧班列等一批大项目落地开花，科技、教育、文
化、旅游、医疗等领域交流更加深入，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
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主席曾在卢卡申科总统陪同下考察过的
中白工业园，已吸引来自10多个国家的80余家企业入驻。新冠肺
炎疫情下，该工业园依然保持了上升态势。据统计，2021年前 9
个月工业园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5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超33%；商品、工程和服务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0%。

类似例子比比皆是。在印尼，雅万铁路建设进展顺利，如期
建成通车可期。近日，佐科总统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
目——中资德龙工业园区巨盾镍业项目投产揭幕。他称赞该项目
为印尼带来产业附加值、解决就业，并创造中小微企业发展机
会。正是包括德龙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投资，使原来只能出口镍
原矿的印尼，2021年不锈钢出口额达 208亿美元。这被佐科总统
称为印尼经济“一个巨大飞跃”。

面对世纪变局和百年疫情，共建“一带一路”凸显韧性与活
力。作为“一带一路”重要合作纽带，中欧班列实现逆势增长和
安全稳定运行。2021年中欧班列开行1.5万列，发送货物146万标
箱，分别同比增长 22％和 29%。中欧班列连续第二年实现开行破
万列，有力支撑起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大动脉”，贯通疫情防控的

“生命线”。截至2021年11月底，中欧班列累计运送防疫物资1343
万件，共计10.3万吨。

自2013年提出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
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截至 2021年底，中国
已同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仍在不断扩大：2022年1月5日，摩洛哥
成为北非地区首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国家。

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
望。新的一年，各方携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将产生
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沿线
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多发展
机遇，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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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本报记者 龚仕建

腊八，曾照满特地熬了一锅腊八粥，
备了一大块腊瘦肉。

问他去哪儿，说是要到镇中心卫生
院，给负责报销的外地同志送过去。这段
时间疫情防控，家在外地的工作人员回不
去。“人家让我心里热乎，我也不能让人
心寒。”

53 岁的曾照满，是陕西省岚皋县人。
这些年因为腿病和眼疾，没少去外地看
病。但多因病起突然，来不及在老家开转
诊单。按照规定，医药费得自己先垫付，
出院后再带上各种证件资料至县政务服务

中心医保窗口报销。
曾照满头痛的就是这事儿。他家住在

大道河镇月池台村，距县城 50 公里，中
间隔着汉江，没有桥。以前去县里报销，
都是先走路到江边，然后乘船、打出租，事
情办完已是中午，赶回家就到了下午。最
怕缺了啥手续，来回往返那叫一个抓狂。

县医保局在调研中注意到了这个问
题，将患者在市外就医垫付资金报销业务
从县下沉到镇，由各镇中心卫生院承接。
为此县里专门建了从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
窗口到各镇医保办、中心卫生院的医保费

用结算专网，并组织 15 个镇级卫生院 50
多人到县里跟班学习。

县医保局负责人说得实在：“尽可能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这一下，可方便了曾照满。大道河镇
中心卫生院就在他家门口，“就算缺啥
材料，马上回去拿就是！”去年他在西安
市第四医院接受右眼视网膜分支静脉疏通
手术垫付资金 6225 元，回到家就报销了
4318元。

报销距离近了，老百姓与党和政府的
心也更近了。

②

1月12日，高385米的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江苏顺利封顶。该铁塔是泰州凤城至无锡梅里50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
程建成后，每年可将约289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长江北岸送往长江南岸，满足约800万户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图为当日，施工人员在
泰州靖江市新桥镇进行封顶施工。 汤德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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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成后，每年可将约289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长江北岸送往长江南岸，满足约800万户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图为当日，施工人员在
泰州靖江市新桥镇进行封顶施工。 汤德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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