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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9 月 26 日电
（记者尹思源）2017 年，天津深
入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
治理，收到良好效果。趁热打
铁，2018 年 3 月，天津启动不
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三年
行动，把治理重拳对准削弱党
的建设、阻碍改革发展稳定、影
响民计民生等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三年行动开展以
来，天津出重拳、下猛药，向占
着位子、顶着帽子、混着日子、
摆着样子的“堂上木偶”亮剑；
不想不为、不能不为、不敢不为
的气场正在形成。

猛药去疴 疾风

厉势治无为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的
不断深入，作风问题出现了新
动向新表现。某些干部已经不
敢再“伸手”了，门好进了，脸好
看了，但群众的事儿依然难办。

天津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
监督室主任顾冬梅说，一些干部
精神懈怠、不思进取不想担当作
为，心存顾虑、畏首畏尾不敢担
当作为，能力不足、办法不多不
会担当作为，应付差事、得过且
过不真担当作为。“凡此种种，基

本可以概括为‘四不’干部。”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2018 年 3 月，天津在

2017 年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基础上，出台《关
于深入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三年行动方案
（2018 — 2020 年）》，将专项治理与反对和纠正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结合起来。

今年 1 月至 8 月，天津市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 780 起，问责 1215 人，其中市管干部 20 人；查处不作为
不担当问题 1044 起，问责 1588 人，其中市管干部 26 人。形
成了重拳整治、倒逼干部干事创业的强大声势。

“在其位不谋其政，说到底是政治问题、党性问题、官德
问题。”天津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边学文说，
治理行动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打好持久战。

久久为功 精准问责显实效

刷脸验证后，患有肢体残疾的王振强从天津市红旗南
路地铁站成功进站乘车。今年 8 月，“天津地铁”App 残疾
人“爱心码”出行功能正式上线，持证残疾人可通过登录“天
津地铁”App实现“刷脸”乘地铁。

天津在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地铁建设方面也取得较大突
破，确保国家已批复的中心城区 385 公里年内全面进入实施
阶段。

天津轨道交通的发展与不作为不担当专项治理密不可
分。2018 年 8 月，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原书记、
原董事长苗玉刚，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原副书
记、原总经理刘玉琦因不作为不担当问题被免职。

顾冬梅介绍，天津在加大问责力度的同时，注重以案促
教、以案促改，将典型案例收集成册并对每个案例做出简要
点评，同时在媒体设置曝光台，不留情面地点名道姓通报，
收到了“曝光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

专项行动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激发
了干部干事创业的主动性。

激浊扬清 严管与厚爱结合

“没有因为被问责受处分而被组织另眼相看，退休前还
晋升了职级，真心感谢组织的关怀和信任。”前不久，此前因
监管不力被问责的一位干部因在工作中表现出色，经天津
市和平区纪委监委推荐、和平区委组织部考核，被批准晋升
为二级调研员。

“对端正思想、改正错误、做出积极贡献的，该表扬的表
扬，该评优的评优，该使用的使用。”天津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猛药去疴、严肃问责的同时，天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
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不断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让无为者
无位，为干事者撑腰，推动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成为常态。

2017 年 9 月，天津市出台《天津市受问责干部管理办
法（试行）》加强对受问责干部后续管理。与此同时，天津市
建立健全容错免责机制，细化明确合理容错的 8 种情形和
6 项必备条件，制定《天津市干部干事创业容错免责操作规
程》，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提供制度支撑。

除此之外，天津市建立健全正向激励、容错纠错、澄清保护、
监督问责四项机制，旗帜鲜明为干事者撑腰。今年以来，天津推
出一批担当作为典型人物，产生了良好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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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记者李德欣、邰思聪、郭宇靖）一项伟
大的工程，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64岁的齐国富像往常一样在刚住满一
年的楼房阳台上浇花。向南眺望，10公里外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
站楼清晰可见。

“现在航站楼登机口的位置，就是我家原来的玉米地。”齐国
富告诉记者，2015 年接到搬迁通知，2018 年 9 月正式搬入位于
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的回迁小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在
他和众多居民的见证下，拔地而起。

“航站楼就跟我的家一样，我每天都要站在窗边看看，真是
一天一个样。”齐国富讲述航站楼时就仿佛在讲述自己的家事。

2003 年时还住在礼贤镇大马坊村的齐国富，因为承包的玉
米和麦子地收成不好，养起了羊，最多时一天要放 50 到 60 只
羊。“当时孩子还都在上学，我和老伴俩人从早忙到晚，一年到头
也就攒下不到 2 万块钱。”齐国富说，当时生活过得挺辛苦，怎么
也没想到，他们一家很快就将迎来新的生活。

2015年 8月，他所在的大马坊村接到了因建设新机场需搬迁
的通知。“当时心里特高兴，马上能住楼房了嘛。但在村里住了大半
辈子了，乡里乡亲都处得特别好，还真是舍不得。”齐国富回忆说。

怀着忐忑的心情，齐国富和乡亲们不时到回迁小区看房。2018
年 9月，他们一家六口人正式“上楼”，开始了“新机场生活”。

笔直的柏油路、摆放整齐的公共垃圾桶、人性化的无障碍坡

道、直达家门口的电梯……“现在心里就踏实了。”齐国富说，“房
子特敞亮，楼下花坛里种的都是原来村里有的花，楼里的邻居还
是以前的老街坊，和住村里几乎一个样。”提到新家，齐国富脸上
掩饰不住笑容。

搬进新家整一年，他渐渐适应了现在舒适的楼房生活，生
活也增加了更多保障。过了“退休”年龄的齐国富，现在不仅每
个月可以领到 2000 多元的养老金，每年还能通过村集体资产
分红，领到 17000 多元。同时，医保报销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吃住、看病都不愁了，手头也宽裕了。”

大马坊村党支部书记郭永忠告诉记者，由于以前村子位
置偏远，很多企业都是挂靠在村里，村集体分红在原来是一种
奢望。“通过机场建设征地补偿，村集体有了更多收益，除了分
红，逢年过节还能给村民发放慰问品，变化真不小。”

老人有了保障，年轻人也有了新盼头。
管养草类、清淤、驱鸟、观察净空区…… 25 日下午两点，

榆垡镇东庄营村的张洪振顶着烈日，在机场周边不停忙碌着。
“马上就要通航了，保障安全责任重大，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
过。”他说。

今年 5月，张洪振应聘成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一名鸟害防
治员。在新机场工作，让他既感觉光荣，又感到责任重大。“以前干
的工作是管理仓库，现在是‘白手起家’。”他说，刚开始自己什么
都不懂，通过鸟害防治的专业培训，现在已经对几十种鸟类的外

形、习性烂熟于心。
“几年前，老一辈人还在这里放羊、种地，现在我们都成了

新机场的工作者，变化太大了。”他感慨道。
根据 2018 年 11 月发布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地区就

业优惠政策，北京市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招用大兴区因机场
建设被大量征占土地的榆垡、礼贤等 7 镇户籍失业人员，均可
享受每年最高 2 万元左右的补贴，且享受年限最长可达 5 年。

企业享补贴，农村得实惠。截至目前，累计 233 家用人
单位享受机场就业优惠政策，涉及补贴资金 2050 万元，促
进 4000 余名机场劳动者实现就业。2019 年以来，榆垡镇所
在大兴区 1800 余名当地农民，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工作。

“我身边就有十多个朋友在新机场工作。”张洪振说，“新
工作不仅收入比以前高了一些，而且大伙儿都在同一起跑线
上，暗中也在‘较劲儿’，丝毫不能懈怠。”

9 月 25 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到 2025 年，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将达到 7200 万，国际航班占比
将达到 30%，这座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引擎将服务北京
和雄安新区建设，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新动力。

在工作的间隙，张洪振喜欢仰望天空和航站楼。“看到有
飞机在头顶起降，我这个大兴人觉得特别光荣。我要好好干，
为新机场出一份力，也让家乡父老的新生活更美好。”

再 见 ，我 的 羊 ；你 好 ，新 机 场 ！
大兴机场建设地区拆迁村民的生活变迁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记者丁静)19 分钟从北京市内直
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26 日，时速可达 160 公里的轨道交
通——— 大兴国际机场线一期开通运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五纵
两横”交通网规模初显，为“新国门”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大兴国际机场线一期工程(草桥站-大兴国际机场站)开通
初期，乘客从草桥站出发，19 分钟即可抵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航站楼。

在草桥站，乘客可换乘地铁 10 号线，远期可换乘地铁 19 号
线。由于地铁 10 号线换乘车站多达 17 座，可与北京市 12 条既
有轨道交通线路换乘，乘客乘坐地铁前往大兴国际机场，大多数
只需换乘一次即可到达草桥站，更加方便。

26 日，草桥站城市航站楼同步开通运营。草桥站城市航站
楼地下建设了接驳区，巡游出租车和正规网约车可驶入 B1、B2
层，接驳换乘乘客。

随着大兴国际机场线开通，服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五纵
两横”交通网已初显规模。“五纵”为轨道交通大兴国际机场线、

京雄城际铁路北京西至大兴机场段、京开高速公路、京台高速
公路、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两横”为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
速公路、廊涿城际铁路(建设中)。

目前，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和大兴国际机场北线中段
高速公路已开通，京台高速公路(北京段)已于 2016 年底建成
通车，京开高速公路拓宽工程已于 2017 年底完工。京雄城际
铁路北京西至大兴机场段 26 日也已同步开通。

此外，乘客还可选择出租车、机场大巴、省际客运、小汽车
等多种交通方式抵、离大兴国际机场。北京与河北还签署了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陆侧交通保障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跨
区域陆侧综合交通联合保障机制，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提供
优质、高效的交通服务保障。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记者丁静、樊曦)26 日上午 6
时 56 分，随着首趟 C2701 次列车从北京西站驶出，京雄城际
铁路北京西至大兴机场段正式开通。乘客从北京西站出发到
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最快仅需 28 分钟。

根据铁路相关安排，京雄城际铁路北京西至大兴机场段
安排列车 12 对 24 趟，北京西与大兴机场间一站直达 20 趟，
中间停靠北京大兴站 4 趟。北京西站最早发车时间为 6时 56
分，大兴机场站最晚发车时间为 22时 50 分。

“京雄城际北京西至大兴机场段全线使用电子客票。”中
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大兴机场站筹备组组长陈丽阳
说，乘客购买铁路电子客票后，可在手机生成一个二维码，扫
码即可进站。

“从城际铁路出站后，100 米之内就能换登机牌。”中国铁
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京雄城际项目站场专业负责人朱红锋
说，未来，城际铁路公交化，高铁换乘会像坐公交一样方便。

距大兴机场几十公里外，雄安站正在火热建设中。
“ 2020 年京雄城际全线通车后，雄安新区能够与北京、天津
形成半小时交通圈，有助于京津冀地区打造世界级城市
群。”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运输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陈
波说。

乘列车快速抵达新国门：两条交通线同日开通

内蒙古：

持续整治形式主义

实打实为基层减负
新华社呼和浩特 9 月 26 日电（记者张丽娜）纠正变通

发文问题、纠正扎堆培训问题、纠正以调研名义变相检查问
题…… 2019 年前 9 个月，内蒙古卫生健康委发给基层的文
件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38%，召开的全区性会议减
少 30%，开到旗县的会议减少了 61%，没有在自治区党委
年度计划之外开展督查检查考核活动。

如内蒙古卫生健康委一样，内蒙古各级单位按照自治
区党委的要求，下大力整治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
频、过度留痕、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

为确保整治工作落到实处，自治区建立了基层监测点，
动态监测自治区、盟市级发文、开会、开展督查检查考核情
况。坚持逐月逐季调度精简文件会议、规范督查检查考核情
况，加大问责力度，对未达到减负目标的地区和部门，开展
约谈、公开曝光、点名批评，持续释放整治形式主义的强烈
信号。日前，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抽调人员到部分盟市、旗
县组织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通报，对 1 个盟市和
2 个厅局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全区为基层减负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1 月至 8 月，自治区各大党政机关发至县团级文件同比
精简 48%，召开全区性会议同比精简 33 . 5%。督查检查考
核也得到有效规范，2019 年，自治区本级计划开展督查检
查考核 89 项，比 2018 年减少 83 . 79%。

全面深化改革

新华社广东梅州 9 月 26 日电（记者徐弘毅）秋风微凉，白花
寄哀。知名的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香港著名实业
家，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工商联
副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原会长，香港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创办
人曾宪梓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26 日在广东梅州举行，海内外社会
各界人士前往现场悼念、缅怀。

曾宪梓先生因病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 16时在梅州逝世，享
年 85 岁。

曾宪梓，广东梅州人，1934年出生，1957 年至 1961年在中山
大学生物系学习，毕业后到广东农业科学院生物实验室工作。1963
年移居泰国，1968年定居香港并成立金利来公司。上世纪 80年代
开始到内地投资设厂，并合资成立中国银利来有限公司。从 20世
纪 70年代末开始，捐资支持国家教育、航天、体育、科技、医疗与社
会公益事业，历年捐资逾 1400项次，累计金额超过 12亿元。

曾宪梓先生爱国爱港，坚定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历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事务顾问、香港特别行政
区筹备委员会预委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为香港顺利回归祖
国、实现平稳过渡和保持繁荣稳定做出重要贡献。1997年获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2018年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告别仪式上，曾宪梓的遗体安卧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
鲜红的五星红旗。仪式摆设简洁素雅，沿袭了曾宪梓生前节俭
朴素的品质。前来送别的各界人士在殡仪馆门前排起长队，人
们以默哀、鞠躬表达追思之情。

曾宪梓的小儿子曾智明说，父亲生前尽管身体已经很不
好，但仍叮嘱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有祖国作为坚强的后盾，
祖国好，香港一定好。

告别仪式上，曾智明哽咽着清唱曾宪梓生前最喜爱的歌

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来送别父亲。
“这首歌是父亲教我们唱的。父亲从小教导我们爱党、爱国、

爱家乡，他自己每年都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要为国家贡献自己的
力量。我们一定会按照他的遗愿不断延续下去。”曾智明说。

“我们缅怀曾宪梓先生的拳拳报国之情。”香港广东社团
总会主席梁亮胜说，“他惦记着家乡的发展，惦记着香港的和
谐稳定，惦记着年轻人的成长。每次和他聊天，他都会谈这些，
他的心一直在为这些事情操劳。”

为表彰曾宪梓对祖国事业和对香港多方面的卓越贡献，
1994 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其发现的编号 3388 号小
行星命名为“曾宪梓星”。“等我离开人世，我就住到小行星上
去。”曾宪梓晚年曾表示，这是他报效祖国的荣誉。

告别仪式现场，曾宪梓的棺椁前朵朵小花组成“3388”字
样，人们久久凝望、深深鞠躬，这颗星星将在人们心中长明。

一 生 爱 国 ，永 昭 世 人

海内外各界人士梅州送别曾宪梓

▲ 9 月 26 日，332 米高的全球最高混凝土桥塔——— 贵州平塘至罗甸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平塘特大桥成功合龙。大桥全长 2135 米，桥面宽 30 . 2 米，规划双向 4 车道，是
一座三塔双索面叠合梁斜拉桥。三座桥塔的高度分别为 320 米、332 米和 298 米，相当于在峡谷之中建了三座 100 多层高的大楼。大桥预计今年底通车，届时平塘到罗甸的
通行时间将从 2 个半小时缩短至 1 小时，将成为连接贵州南部的交通要道，对助推滇黔桂石漠化片区脱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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