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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
调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
题，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得
感，为新征程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指明重要着力点。

正风肃纪反腐关系民心所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动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基层一线、
群众身边延伸，大力整治群众身边
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对扶贫、民生领
域腐败和涉黑涉恶“保护伞”一查到

底 ，赢 得 人 民 群 众 广 泛 点 赞 。 仅
2020 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共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1.7 万余
起，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5.69 万个，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 10.46 万起。踏上新征程，坚
持不懈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
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正风肃
纪反腐的获得感，是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实践课题。

在反腐“拍蝇”中增强群众获得
感，必须突出问题导向，瞄准群众感
受最直接、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聚焦
与群众利益关系最密切的领域，持
续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公平
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要坚决
整治政法战线违纪违法问题，聚焦
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违
规违法办理减刑等问题，深查执法

司法腐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巩
固和拓展专项斗争成果，推进长效
机制建设，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坚
决打击黑恶势力及“保护伞”，决不
让其再祸害百姓，让城乡更安宁、群
众更安乐。“老虎”露头就打，“苍蝇”
乱飞就拍。要紧盯党中央惠民富
民、促进共同富裕政策落实，持续纠
治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扶贫环保等
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解决好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严防民生领域

“微腐败”变成啃食群众利益的“大
祸 害 ”，切 实 维 护 人 民 群 众 合 法
权益。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
党群干群关系和人心向背的晴雨
表。在反腐“拍蝇”中增强群众获得
感，就要毫不松懈纠治“四风”，对群

众反映强烈的公款吃喝、餐饮浪费等
歪风陋习要露头就打、反复敲打；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毫不妥协，全
面检视、靶向纠治，持续为基层松绑
减负。要坚持不懈纠“四风”、久久为
功树“新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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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以改作风的新成
效取信于民。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
的力量。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一刻
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不断增强
获得感，我们党就能始终保持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赢得人民群众
信任和拥护，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能
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得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评论员

岁末年初，不少行业进入工资
支付高峰期。劳动者及时足额拿到
劳动报酬，不仅关系个人权益和千
万个家庭的生活，也关系社会和谐
稳定。各地应以超常规举措、特事
快办方式，帮助劳动者及时足额拿
到薪资，让他们过上一个不“忧薪”
的春节。

经过多年治理，劳动者尤其是
农民工欠薪高发多发的现象已经得
到明显遏制。人社部数据显示，全
国查处的欠薪案件数、拖欠农民工
工资总额及涉及人数均逐年下降。

然而，眼下仍有一些劳动者遭遇
欠薪难题，其中既有拖欠多年、反复
讨薪未果的“旧账”，也有近期才发生
的“新愁”。各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对做好根治欠薪工作的认
识，在春节前采取更实举措，聚合各

方力量，主动担当，全力尽责处置欠
薪案件。相关部门不妨对历史积案
多一点耐心，对复杂疑难案件提级办
理、一抓到底，通过调解解决一批、接
访化解一批、仲裁处理一批、司法执
行一批、应急资金兜底保障一批，让
更多劳动者早点拿到应得报酬。

在强化疫情防控、倡导“就地过
年”的背景下，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坚
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防控，拿出“麻
木不得、更拖延不得”的态度，重点聚
焦欠薪多发的工程建设领域，严盯死
防、限时办结；对欠薪问题多发的企
业实施约谈，敦促其主动“清欠”“防
欠”，及时化解工资纠纷，尤其避免一
些外来务工人员和低收入群体因欠
薪陷入困境，让每位劳动者无论在哪
里都能安心过年。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以“非常之举”破解欠薪难题
新华社记者 姜琳 李平

1 月 24 日，山东笏山金矿事故救
援现场，井下已发现的 11 名幸存矿
工，全部成功升井。他们被困井下
长达 14 天，最终重见天日，这堪称矿
难救援史上的生命奇迹。

奇迹背后，靠的是不惜一切代
价、穷尽一切手段的全力救援。接
到事故报告后，国内顶尖救援专家、
顶尖救援队伍、顶尖救援设备迅速
向事故现场集结。数百名救援人员
昼夜不息，就是在与时间赛跑、与命
运较劲。地质复杂、定位不易，就换
上钻探经验丰富的队伍接力开钻。
救援人员同心勠力，为井下被困人
员撑起生命的庇护。

奇迹背后，离不开被困人员的
信念坚守。从“望救援不停，我们就
有希望，谢谢你们了”到“联系不到

你们，我们就找不到党了”，井下被困
人员先后传来的纸条令人动容。在
极为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他们依然笃
定着一个信念：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党与政府都会全力营救。回到地面
的一瞬，被困人员双手合十向素昧平
生的救援人员致谢，生命的坚韧与美
好在此刻化为永恒。

11 名被困人员安全升井，意味着
多个家庭重获团圆。遗憾的是，另有
一位被困人员因伤重，未及生命通道
贯通便不治身亡。目前还有 10 位被
困人员依然下落不明，针对他们的搜
救仍在继续。时间过得越久，窗口期
越窄，搜救难度越大，但哪怕只有一
线可能，救援都会付出百倍努力，只
为不负生命的千钧重托。

（新华社济南1月24日电）

全力以赴，不负生命重托
新华社记者 萧海川 陈灏

让欠薪者无路可走。 （新华社发）

新华社近日播发“追踪房本办
理难”系列报道引发反响，一些地方
已启动了解决房本办理难问题工
作。不动产“登记难”历史遗留问题
量大面广，彻底解决尚有不少困难，
但千难万难，真心为老百姓就不难。

“房子是老百姓最大的事，期待
早日解决”“老百姓辛苦一辈子买一
套房子不容易，一定要严格监管”

“民有所呼，政有所向，为你追踪到

底”……报道后面网民评论传递着
百姓的呼声和期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历史遗留
问题”这堵墙便不难推倒。不论是
土地出让金追缴、道路移交或配套
建设未完成，还是开发商在逃或政
府个别工作人员的失职，与居民合
法办理房产证都没有必然逻辑关
系，也不足以构成阻碍房产证办理
的真正“拦路虎”。

创新工作思路，维护百姓合法权
益，是为民服务的应有之义。实际
上，对于不动产“登记难”历史遗留问
题，一些地方已经摸索出好经验：“政
管分离”。将办证与土地出让金追缴
相分离、与完善手续相分离，同时辅
以对违法违规开发商予以联合惩戒
的“诚信黑名单”制度。各地可互相

“取经”，合力破解房产证办理难题。
有网民评论说“买房容易被骗，办

房本难如登天，如此民生，希望一件一
件规范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解决

“办证难”问题的同时，需要防范监管机
制不完善引发新的问题。目前房产管
理“九龙治水”，堵上信息不互通导致的
管理滞后漏洞，未来才不会有更多群众
掉进办证难的“陷阱”里去。

真心为百姓计，从保护百姓权益
出发，“房本办理难”的问题定能解
决。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千 难 万 难 ，真 心 为 老 百 姓 就 不 难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近日，河海大学对 125 名博士研
究生予以退学处理，此举释放出明
确信号：“严进严出”已经成为研究
生教育的常态，指望“混”张文凭的
同学，该醒醒了。

此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沈阳
农业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先后清
退了数百名“超期”研究生。必须看
到，我国的高等教育已进入高质量
发展的新阶段。

落实“严进严出”，就要敢于“动真
格”。高校要完善和落实研究生分流
退出机制，这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主
动性，变压力为动力，而且有助于维护
学历学位的严肃性和含金量。高校要
警惕把“出炉率”当作办学指标去追

求，防止研究生培养“放水降格”。
落实“严进严出”，也不能“一退

了之”。“严进严出”绝不仅仅是简单
地在出口环节淘汰学生，不能以淘
汰为目的。研究生培养是一项系统
工程，高校应当将质量控制贯穿论
文选题、科研实践、中期检查、论文
答辩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培养出
有真才实学的高层次人才。

落实“严进严出”，学生要下“苦
功夫”。高等教育的“进口”和“出
口”都要靠真才实学。书山有路勤
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生应当
下苦功夫做学问，毕业之后不仅能
拿到一纸文凭，更重要的是学到一
身本领。（新华社大连1月25日电）

“ 混 ”文 凭 ，没 戏 了 ！
新华社记者 张博群

“动真格”。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