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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快讯

中国福彩启动“随手公益 一起造福”销售网点点亮活动
7月27日至8月16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开展以“随手公益 一起造福”为主题的全国福彩销售网
点点亮活动。用户到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彩票，使
用活动平台扫码功能扫描双色球票面活动二维码，即可
根据活动规则点亮网点并获取积分。随着被点亮网点数
量不断增多，将最终汇聚成星光璀璨的全国福彩销售网
点公益地图，展现“随手公益 一起造福”的活动理念。
用户所获积分可用于积分兑奖和积分抽奖，获取由中国
福利彩票定制的公益纪念品。

本次活动主要包括点亮网点获取积分、积分兑奖与
抽奖、隐藏款抽奖和“公益先锋”评选等内容。“中国福彩”

微信公众号和“福彩双色球”微信公众号为本次活动通用
入口，部分省市也可通过双色球票面活动二维码进入活
动页面。用户通过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方式登录活动平
台。登录时，系统自动识别新老用户。新用户可参与所
有内容，老用户可参与除积分兑奖外的其他内容。活动
详情请见“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和“福彩双色球”微信公
众号。

活动期间，用户每获得一份公益纪念品，中国福利彩
票将向社会福利院捐赠1元。一张小小的双色球彩票，
不仅可以为自己带来幸运，还可以奉献爱心。快来和中
国福彩一起“点亮”，共同“造福”吧！

为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国家税务
总局赤峰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将“黑名单”政策宣传工作
融入税务稽查执法过程，鼓励引导纳税人主动纠错、诚信
纳税，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该局对经查实确认存在逃避纳税义务及取得虚开发
票行为的涉案企业，在依法做出税务处理和行政处罚的同
时，结合企业所在行业、案件性质等，通过梳理《重大税收
违法失信案件（黑名单）联合惩戒措施》所列28项措施，对
被查对象进行风险提示和辅导，告知纳税人被列入“黑名
单”后将面临的失信惩戒措施以及对企业、当事人造成的
严重影响，并用其他失信企业的案例开展“以案说法”，进

一步提高税收违法“黑名单”和联合惩戒工作的震慑、教育
作用。此外，该局还向纳税人及时宣传纳税信用修复机
制，引导纳税人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重新走
上健康良性的发展轨道。

通过具体宣讲、以案说法，涉案企业都认识到违反税
法所付出的高额成本，不再心存侥幸，积极配合稽查执法
工作，主动纠正税收违法行为，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
并表示将在日常经营中提高自我规范和依法纳税意识，坚
决不做“黑名单”企业。目前，该局查办涉税违法案件结案
率达到96%，保证了税款及时足额入库，有效维护了当地
经济税收秩序。

精准税宣提高公民依法纳税意识 不做“黑名单”企业

日前，锡林郭勒盟启动生态环境、公安、检察院三
部门联勤联动工作机制，查处一起擅自倾倒大量危险
废物，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有效检验了三部门联勤
联动的工作机制，保持了执法监管高压态势，强化了执
法监管力度，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7月 27日上午，锡林郭勒盟在打击危险废物环境
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检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执法过程中，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人
员发现在某工业园区一处水泥厂院内的物料堆存超
高，进入厂区要求企业立行立改时，发现其院内北侧堆
存有大量黑色物料，周边停有装卸设备，且部分使用沙
土及绿色抑尘网予以了覆盖，该水泥厂一直处于停产
状态，企业即便是生产期，其原料和产品也无黑色物
料，初步判断物料来源其他地方。当执法人员走到黑
色物料堆存场附近时，一股强烈刺鼻的污油味扑面而
来，周边黑色油污严重污染土壤，执法人员当即判断该
黑色物料应该为废弃油料的污泥，高度怀疑为危险废
物。为详细掌握物料堆存面积，执法人员立即使用无
人机对现场进行俯视检查，物料堆存面积约1000平方
米，堆存量约130吨。同时，为了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执
法人员进行了全程录像并对现场机械设备进行查封扣

押，并按照重大案件上报，通过对企业相关责任人进行
询问得知，该黑色物料确属废弃油泥，并来源于一家危
险废物收集单位。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初步认定此情况属重大案件，已经构成涉嫌环境
污染犯罪。

为第一时间固定证据，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立即启动生态环境、公安、检察院三部门
联勤联动响应工作机制，联合盟公安局、盟检察分院同
时赴现场进行调查，并召开三部门案情碰头会，对生态
环境案件移交移送交换意见，联合侦办涉嫌环境污染
犯罪案件，促使企业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确保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杨爱群 原博）

锡林郭勒盟三部门联合行动
重拳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新华社记者 屈婷 陈聪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
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首
《义勇军进行曲》，铭刻着一个国家和民
族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

从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策动九
一八事变起，全体中华儿女前仆后继，浴
血抗争14载，以巨大牺牲取得了近代以
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全体中华儿
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
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
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
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
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
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
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
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
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全国人民总动员”：爱国情怀空前
激发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厅，
陈列着一封当年中共晋中特委组织部部
长王孝慈写给弟弟的家书。信里写道：

“‘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她正在产生
新的中国、新的民族、新的人民。”

抗战14年间，一个声音始终坚定如
磐——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
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
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
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沧海横流显本色，砥柱中流挽狂
澜——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大旗，指引着中国抗战的胜利方
向，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情怀；“四万万人齐蹈厉，同
心同德一戎衣”，形成势不可挡的全民族
抗战历史洪流。

不屈的中华大地，写满共产党人、
民族赤子的家国大义——

“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
慰你地下的母亲！”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
1师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与日军作战被

俘，在慷慨就义之时给年幼的儿子留下
诀别信。

“我是中国人，我儿子当八路是我
让他去的。劝降那是妄想。”八路军第三
纵队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白文
冠，不畏日军胁迫，绝食殉国。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东北
抗日联军、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发动和武
装人民群众……为着中国人民的幸福，
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国共产
党人成为抗日力量中捍卫民族独立最坚
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
最勇敢的一群人。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军事思想
与军事历史教研室主任舒健说，抗战期
间民众的忧患意识、国家观念、民族意识
被彻底激发，中国共产党支撑起中华民
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推动形成全民族抗
战的历史洪流，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抗战
的全面胜利。

“共甘苦、共生死”：民族气节昂然
“不死”

1938年抗战期间，战地摄影师罗伯
特·卡帕在武汉街头拍下一张照片，照片
上的民众纷纷举起旗帜，其中一面旗帜
上醒目地写着两个字：“不死！”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谱写中华民族慷慨悲壮的精神壮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同年8月，
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随朱德、彭
德怀率部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开辟抗日
根据地。

“母亲：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
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
中国人民的头上……我们也决心与华
北人民共甘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
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左权
给母亲写信言志。

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敌后游
击战……在1942年日寇大“扫荡”的突
围转移战斗中，左权不幸牺牲。7年后，
其母亲才知道儿子已为国捐躯。

1937年，四川安县。青年王建堂
参军杀敌，他的父亲王者诚为出征的
儿子送上一面白布大旗，旗的正中写

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左边用小字写
道：“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
死后裹身……”

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保卫战、
衡阳保卫战……侵略者每进犯一步都
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晋察冀、冀鲁豫、湘
鄂赣、鄂豫皖……一个个敌后抗日根据
地的建立，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
洋大海。

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
原副部长罗援说，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不
论民族救亡还是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敢于胜利、勇于牺牲的人民军队，
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我们
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信心所
在、力量所在。

“忠贞不贰的意志”：英雄气概写就
史诗

“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
而忠贞不贰的意志是不会动摇。”带着
这份决绝，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
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率部与日伪军
战斗在白山黑水间，于1940年2月壮
烈牺牲，时年35岁。他牺牲后，日军
解剖了他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枯草、
树皮和棉絮。

1941年 8月，日伪军对晋察冀边
区发起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当年9
月围攻易县狼牙山，担任掩护任务的5
位八路军战士顽强阻击敌人，他们打
光最后一粒子弹，扔出最后一颗手榴
弹，用石块砸向敌人……最后关头，勇
士们宁死不屈，将枪支全部损毁，纵身
跳下悬崖……

安徽芜湖市赭山上，安葬着中国远
征军名将戴安澜将军的遗骨。1942年
3月，戴安澜率部赴缅甸参加远征军抗
战。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为国战
死，事极光荣。”惨烈的同古保卫战中，戴
安澜率部与敌鏖战，以牺牲800人的代
价，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歼灭敌军
4000多人，俘敌 400多人，打出了国
威。战斗结束后，戴安澜在撤退过程中
遭敌袭击，身负重伤，壮烈殉国，时年38
岁。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
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
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毛
泽东为戴安澜题赠挽词，表达对这位抗
日名将、民族英雄的深切哀悼。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四万万中华儿女以不畏强暴、血战
到底的英雄气概，书写了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无比壮烈的东方史诗。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信念赢得“最
后胜利”

“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
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
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1938年5月，陕北延安的窑洞里，
毛泽东拨开“亡国论”“速胜论”的迷雾，
预见抗战胜利的光明未来。

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在中国大地激发出光复旧物、实现民族
复兴的雄心伟力——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不仅建立起抗
日根据地，还进行了以新民主主义为内
容的社会改革，成为当时爱国青年心中
的圣地，集合了一群群优秀的中华儿女；

在云南昆明，建立于抗战烽火中的
西南联大，在铁皮做顶、黄土做墙的教室
里，在一次次凄厉的防空警报和日寇的
轰炸中，培养出灿若群星的大师、科学
家；

1945年9月9日，江苏南京，当年日
军大屠杀劫后余生的市民，以胜利的狂
喜亲眼见证日本侵略者签下投降书的历
史时刻……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
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
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伟大抗战精神，锻造、光耀在决定中华民
族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在抗战烽火中
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响彻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坚
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
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的新征程。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
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
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抗战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
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泱泱大国，气象更
新。

勇于自我革命一以贯之
强大的政党，锻造于坚强的自我革命。
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

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
察委员会，强化党内监督、严明政治纪律被摆
在突出位置。

从1932年查处谢步升，瑞金响起惩治腐
败“第一枪”，到新中国成立后枪决刘青山、
张子善的“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再到新时
代以空前力度正风肃纪反腐，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

放眼中外，从未有过一个政党像中国共
产党一样，敢于刀刃向内，向顽瘴痼疾开刀；敢
于触及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和尖锐矛盾，坚决
同一切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
现象作斗争。

“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
和实际斗争的锻炼”“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
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70多年
前，这份诞生在黑牢中的“狱中八条”，成为关
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人“最后的嘱
托”。

大浪淘沙，始见真金。百年历史表明，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从不犯错误，而是从
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以极强的自我修
复能力再造自身。

自我革命，犹如拿起手术刀给自己动手
术，痛苦非常、艰难非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做到？

无私者，无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
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
己的特殊利益。

勇于自我革命，源于公而忘私的高尚品
格，也源于无比强烈的忧患意识。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夜，在延安的一个
窑洞里，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
问，毛泽东郑重回答，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
会人亡政息。

时光飞逝。中国共产党迎来执政第70
个年头时，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越是长期
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
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
命精神。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2021年4月4日，正值清明节假期，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再度出手“打虎”——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

记、董事长尹家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此时，距离尹家绪退休已过去近3年时
间。干部可以退休，反腐没有“退休”时。人走

“查”不凉背后，是党中央有贪必肃、有腐必反

的坚定决心。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历程，

从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到突出强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四个
伟大”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党要管党、全
面从严治党，既是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的
重要内容，也是其关键支撑。

“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
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
账、人心向背的账！”面对腐败这颗毒瘤，习近
平总书记斩钉截铁、毫不犹豫。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
调查中管干部453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
案审查案件380.5万件，查处408.9万人，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374.2万人……

从形成“压倒性态势”到取得“压倒性胜
利”，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拳“打虎”

“拍蝇”“猎狐”，力度、广度、深度空前，反腐败
斗争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转变。

常青之道，贵在自胜。
重拳反腐的同时，驰而不息“纠四风、树

新风”，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以理想和
信仰的力量感召人、塑造人……进入新时代，
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淬火成钢，焕发出更加旺
盛的生机与活力。

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今年“七一”前夕，中央组织部发布了最

新的党内统计数据。
截至2021年6月5日，中国共产党党员

总数达9514.8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
486.4万个。

风雨百年，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的50多
名党员，发展成为今天已经拥有9500多万名
党员、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实
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伟大跨越。

与此同时，各方面先进分子踊跃申请入
党，更多新鲜血液不断加入党的队伍，年轻党
员数量持续增加……

打铁必须自身硬。干伟大的事，必须要
有“铁打的人”。

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1.8
万件，处分60.4万人，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
育帮助和处理195.4万人次。全国有1.6万人
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6.6万人主动交代
问题……

吐故纳新，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党风政风
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共中
央决定，授予29名功勋模范党员党内最高荣
誉——“七一勋章”。

在理想信仰的旗帜下，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为党和人民矢志奋斗、奉献终生。理想信
念的张扬，挺起共产党员的精神脊梁，大大增
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自胜者强，越己者恒越。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引领伟大斗

争、伟大事业，最终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
新的“赶考”路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
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确保党在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系列述评之九

■上接第1版 以中国营商环境评价要求
和先进地区最新改革探索为目标，高标准提
出我区优化营商环境任务举措。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推进“两个屏障”“两个基地”和“一个桥
头堡”建设，坚决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三是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群众立场、人民至上，走好新时代党
的群众路线，聚焦民生关切，补齐短板弱项，切
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放在首位，不断增强基层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大力实施教育强国推进工程，推进巩固基础教
育脱贫成果、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等教育内
涵发展等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现代化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
建设；推动区域医疗中心、省域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下沉等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工程；积极推
进精神卫生、康复医疗、中医药传承创新等健
康服务补短板工程；加快社会福利、退役军人、
残疾人服务设施等社会服务兜底工程等一大
批社会民生工程建设。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
质量发展，切实稳就业。做好市场保供稳价，

维护困难群体切身利益，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四是要持续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全面
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持之以恒
正风肃纪，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巩
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增强使
命感紧迫感责任感，提高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勇于担当作为，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苦干实干、开拓创新，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五是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100年
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
强，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历史伟业，
是因为在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弘扬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
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
建党精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展望未来，我们要
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
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适应新
形势、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向着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奋进。

找准坐标 选准方位 做好发展改革各项工作

■上接第1版 这也再次说明，新冠
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
基于全球视野，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
展。然而，美国政客依然视科学和事
实而不见，执迷于政治操弄，“拿着结
论找证据”，大搞“有罪推定”，妄图将
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中国。为了实
现“实验室泄漏论”的预设立场，他们
罔顾事实、违背科学，竟然动用情报
部门搞溯源调查，甚至建议政府花钱
买“证据”。这种“溯源恐怖主义”，成
为美式霸权思维和霸凌行径的又一
注脚。

人们看到，从美国上届政府喊出
的第一声“中国病毒”开始，美国一直
在全世界散布病毒污名化言论。这
种政治操弄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要
推卸美国自身抗疫失败的责任，为打
压、遏制中国的发展再找一个借口而
已。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美国四处挥
舞“黑手”，通过胁迫、施压等方式，妄
图使科学家在其霸权、霸凌面前低
头，转而支持“实验室泄漏论”。许多
不愿屈服的科学人士因此饱受人身
攻击和谩骂威胁，有的专家不得不辞
职以维护其所坚守的科学立场。正
因如此，要推动新冠病毒溯源，首先
要彻底清理借疫情甩锅推责、大搞歧
视和胁迫的“政治病毒”。

公道自在人心，谎言终将破产。
美国借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的做法
已经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有智
库近日公布了在全球几大社交媒体
平台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参与投票
的全球网民80%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问
题已经被政治化。截至目前，已有 70
个国家以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发表
声明等方式，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
强调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
应该得到维护。连日来，多国政要、
媒体、专家、民众纷纷以不同方式发
声，谴责美国将溯源政治化的做法，
同美国裹挟少数国家搞政治操弄、反
对科学、歪曲事实形成鲜明对照，充
分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公义所在和人
心向背。

世人不会忘记，2003 年，美国以
一瓶洗衣粉作为“证据”指责伊拉克
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洗衣
粉式栽赃”，成为美国外交史上最大
污点之一。今天，倘若美国还要故伎
重施，那将不仅是对科学的公然侮
辱，更是对中国的严重误判，对世界
的巨大挑衅。新冠病毒是全球公敌，
病毒溯源政治化也是全球公敌。我
们正告美国政客，在事实科学正义面
前，政治操弄注定不得人心。把精力
放在抗击疫情、拯救生命上，停止借
疫情搞政治操弄、甩锅推责的把戏，
这才是对本国人民负责的态度，也是
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负责的态度。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政治操弄注定不得人心

■上接第1版 村民变成了股民，越来越
多的村民尝到了甜头，不仅可以收取土地
流转费用，在家门口就近务工还可以获取
劳动薪酬。兴胜店村实现了“租金、股金、
薪金”的三增收，切实提升了优质资产资
源的“造血”功能。

“要不是村里来了大项目，我们还在
家里闲着呢。大棚离家近，工作也自由，
每天能多收入100块钱，既不耽误家里的
事儿，还能补贴家用提高生活质量。”村民
郭美丽一大早在大棚里忙着侍弄黄瓜秧
苗，“有了党的好政策，庄户人靠勤劳致
富，只要加油干，幸福生活就会跟着转。”

幸福生活不光是经济富裕，还要精神
富足。兴胜店村坚持抓好党建星、富裕
星、美丽星、和谐星和文明星创建工作，用

党建引领乡风文明，用制度培养文明新
风，分析民情，了解民意，组织丰富多彩的
活动、营造“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社会
风气，真正把村庄建设成党风正、民风淳、
人心齐、干劲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芝麻开花节节高，党的政策就是
好……”悠扬的漫瀚调响起，忙碌一天的
村民们纷纷聚到村子里的小广场跳舞、唱
歌、锻炼身体，既红火又开心，小乡村的这
份闲适快乐，甜到村民的心坎里。“要搁以
前，都不敢想咱村还能这么团结！”村民韩
清感慨万千，“大家自导自演，排练节目，
比窝家里打牌好多了。生活好了，老百姓
心情也好了，我们更要活出风采来！”

旧貌换新姿，愁容变欢颜。小康生活
的幸福画卷正在兴胜店村徐徐展开。

村企“联姻”产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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