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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孙楠 成欣 余俊杰

　　8月10日，习近平主席给“国际青年领袖

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对他们积极到

中国各地走访、深化对华了解表示赞赏，鼓励

他们加强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习近平主席的回信在外籍青年、国际交

流各领域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认为，回

信承载着习近平主席对中外青年互学互鉴、

共同成长的殷切希望，让大家受到很大鼓舞。

　　读懂中国，做中国与世界对

话的桥梁

　　习近平主席在回信中指出，“中国人民依

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中华大地上建设富

饶美丽的家园，创造多姿多彩的文化，实现了

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

　　手摇中国公益项目创始人、美国青年谭

嘉煦说，中国的发展立足本国国情，坚持走自

己的路。读了习近平主席的回信后，自己对这

一点感触更深了。

　　“通过走访陕西等地，我们进一步领略到

中国的独特魅力，既了解到辉煌灿烂的中国

古代史，又了解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党

史，更清楚认识到中国人民是用自己的勤劳

和智慧创造出今天的幸福生活。”北京外国语

大学索马里籍教师伊斯曼表示。

　　巴西青年拉斐尔说，在中国工作生活，特

别是近期去江西、四川走访，  下转第二版

□ 马树娟

  最近，一起因救人事件引发的反转舆情

成为社会热点：3名女孩不幸陷入海沟，17岁

男生韩兴博和同事将她们救出，韩兴博却不

幸遇难。就在人们感动于韩兴博的见义勇为

时，网上传来了所谓被救女孩的“回应”：“求

他救了吗？”冷血的态度引发了网民铺天盖

地的愤怒和鞭挞。然而，让人尴尬的是，无论

是最初某个女孩的“冷血回应”，还是其“哥

哥”的“诚恳致歉”都是“李鬼”所为。事实上，

三位女孩在事发后都主动向韩兴博家人表

示感谢，并在韩兴博葬礼上向英雄下跪

致意。

  本是一场感人至深的义举故事，却被一

些追逐流量的人，遥相呼应地编排成了荒唐

无比的闹剧。对于这些人来说，真假或许不

重要，博取关注、吸引粉丝、获取流量、营销

账号才是唯一目的，至于是否会引发网络

暴力，是否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是否会

破坏正常的网络秩序，这些他们毫不在

乎。据悉，假冒当事人哥哥的男子账号已

被封禁，警方也已介入。对于这些人来说，

这一“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果，完全是咎

由自取。

  从具体事件说开，不难发现，每次公共

事件发生后，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像是豺狼嗅

到了猎物，不顾一切、逾越底线地进行借势

吸粉营销，享受热点事件带来的流量红利，

他们或冒充当事人身份发声混淆视听，或造

谣编排剧情中伤他人，无所不用其极。由此

掀起的网络暴力轻则让当事人寝食难安，重

则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法律决不允许无底

线的网络营销。       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记者   胡新桥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常  军

　　坏了！

　　感到手里方向盘明显“发飘”，范磊迅速

让同车民警、辅警下车。

　　同事们刚下车，汹涌而来的山洪就把范

磊驾驶的警车冲出几米远。看准时机，范磊跳

车自救。

  这惊险一幕，发生在8月12日凌晨4点多

的湖北省随州市随县柳林镇镇区大街上。

  事发时，在随县公安局柳林派出所教导

员刘晖带领下，民警范磊正与同事们用警车

高音喇叭提示居民防范山洪、迅速转移。

　　8月11日至12日，随州市南部遭遇强降雨，

其中随县柳林镇从8月11日21时至12日9时累计

降雨503毫米，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法治日报》记者从随州市公安局了解

到，该市公安机关闻汛即动，出动警力1200余

人次赶赴灾区开展抗洪抢险。

　　27岁的民警范磊，头一次见这么大洪水。

　　柳林镇镇区三面环山。此次强降雨过程

中，镇区平均积水深度达3.5米，最深处达5米。

　　“都啥时候了，怎么还不赶紧走？！”排查

中，范磊发现柳林镇镇区一家一楼商铺中，店

主一家3人正在抢救物资。此时，积水已过腰。

　　店主一家三口不听劝。范磊顾不上多想，

强行将三人拉扯至房屋横梁上。

  刚安顿好，水位一下子上涨到2米多，汹

涌的洪水裹挟着物资冲垮了商铺后门。店主

家三人先前所在位置全部被淹没。

　　等待积水降至大概50厘米时，范磊率先

下水找来梯子，将3人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范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柳林派出

所的同事，还有从随州市公安局、随县公安局

集结赶来的战友。

　　8月12日凌晨5时许，随州市公安机关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随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熊

桢和副局长熊典红带领特警支队、治安支队、

警保部等单位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灾情最严

峻的柳林镇开展人员救援、物资转移、道路交

通疏通、安全维稳工作。

  随县公安局局长朱世科和全体班子成员

分别带领巡逻、交警大队共50余名警力赶赴

柳林镇、三里岗镇投入抢险救灾。

　　连夜赶到柳林镇，随州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支队长陈友元迅速将警力分队编组，加入

沿街挨家挨户“敲门行动”。

　　“老乡，请问里面有人吗？”陈友元边敲门

边向室内喊话。

下转第三版

互学互鉴 共同成长
外籍青年、国际交流各领域人士表示愿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 本报记者 张维

  8月11日，新的法治政府建设纲领性文件——— 由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以下简称《纲要》）

面世。

  在等待中期待，在期待中迎接惊喜。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2015年《纲要》）

于2020年收官，2021到2025年，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将向何处去，成为

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新的行动纲领不负期待，用中央依法治国办负责同志的话来讲，

它“是深入总结‘十三五’时期法治政府建设成就经验的重要成果，是

‘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路线图和施工图，对在新发

展阶段不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更好发挥法治政府建设在保障高质

量发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更好发挥法治政府建设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示范带动作

用，具有重大意义”。

  中央依法治国办负责同志指出，《纲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率先突破”的重要指示

精神，着眼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力争以“重点突破”

带动“整体提升”，为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奠

定坚实基础。在结构主线上，《纲要》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加快构建

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并将其作为贯穿全篇的一条主线。

  多位专家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纲要》系统完整且

清晰明确地展现了法治政府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和“保障人

民”的基本理念，并提出“建设数字法治政府”这一新概念，而“法治政

府建设全面突破”新要求的提出，也标志着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提速。

划重点——— 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

  《纲要》中，金句频频，重点亮点多多。

  把法治政府建设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加快构

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全面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

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切实解决制约法治政府建设

的突出问题。

  到2025年，政府行为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

政府治理体系日益健全，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基本完善，行政执法质量

和效能大幅提升，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显著增强，各地区各层级法治政

府建设协调并进，更多地区实现率先突破。

  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着力实现政府立法质量和

效率并重并进，增强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努力使政府

治理各方面制度更加健全、更加完善。

  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着力实现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严格落实、决策质量和效

率显著提高，切实避免因决策失误产生矛盾纠纷、引发社会风险、造成重大损失。

  着眼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着力实现行政执法水平普遍提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

法行为中都能看到风清气正、从每一项执法决定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突发事件，着力实现越是工作重要、事情紧急越要坚持

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实施应急举措，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着力实现行政决策、执行、组织、监督既相互制

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全覆盖、无缝隙，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

为人民谋幸福。

  所有这些，意味着我们立足全局、着眼长远、补齐短板、开拓进取，推动新时代法治政府建

设再上新台阶的决心与勇气，其背后更有着我们党矢志不渝的为民之心。

树理念———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保障人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敬波教授对比了《纲要》与2015年《纲要》所提出的奋斗目标，

发现《纲要》进一步突出了对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要求。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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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风冒雨只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随州公安民警全力抗洪抢险

呼伦贝尔公安民警密织抗疫安全网
战“疫”·政法干警在一线

法律决不允许无底线的网络营销

法治时评

上下联动 条线指导 内外结合

湖南立体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 本报记者 赵婕

　　今年2月底至6月30日，全国第一批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在市县两级集中开展，湖南

省各级党委、各级政法单位上下联动，加强

条线指导，内外结合立体推动，以自查自纠

为切入点，把个人自查、线索核查、专项排

查贯通起来；下沉基层有力有序开展工作，

充分发挥督导的“利剑”作用，聚焦“六大顽

瘴痼疾”，全省排查了75万余件案件或问题

线索，以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8

万余人次，一批政法干警主动向组织说明

问题。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跟随全国教育

整顿集中调研采访组来到湖南，就教育整

顿成效开展实地探访。

自查自纠刀刃向内

确保队伍肌体健康

　　“以前对自己要求不高，存在收朋友

烟、和熟人吃顿饭的问题，开展教育整顿

后，每天惶惶不安。”湖南省长沙市一名公

安民警对记者说，“在教育整顿期间，我明

白了，只要把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主动报告

清楚，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就能放下

包袱轻装上阵。”

　　“自查自纠是纠正思想主动认识到自

己的问题，中央督导组持续释放‘主动查与

被动查不一样’的鲜明信号，发挥政策感召

和威慑力，及时兑现从宽政策，最大程度引

导干警主动向组织如实说明问题。”中央第

十督导组湖南小组组长、最高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一庭庭长何莉告诉记者，除了“自

查从宽”的引导作用，还需要发挥“被查从

严”的倒逼作用。对一些地区或单位干警主

动说明问题人数明显偏低，甚至是“零报

告”，或交代问题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敷衍

应付，特别是拒不交代问题的违纪违法干

警，坚决组织查处，依规依纪依法从严处

理，迫使有问题的干警主动向组织说明

问题。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湖

南的市县两级党委在中央第十督导组的

督导下，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基本

方针，细化宽严政策规定及处置流程，明

确“自查”的认定、内容、事件、处置以及

“从宽”幅度把握，重点盯住“零报告”问

题，花大力气进行了纠治。截至6月30日，

湖南省公检法司各政法机关彻底消灭了

“零报告”。

　　在开展自查自纠的同时，湖南还采取

“内外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举报平台、电

话、信箱等作用，拓宽线索来源渠道。对举

报线索一经查实，立即查办。

　　常德市桃源县原县委副书记一案就是

例证。此案源于群众举报，内容是该副书记

受贿50万元人民币，证据确凿却被判缓刑5

年。收到举报后，湖南省驻点指导组组长杨

金鸢带队到桃源县了解具体情况。在县法

院，有人向指导组报告，这名副书记自首情

节是伪造的，且有人打过招呼。指导组及时

向市法院反映情况，督促此案改判，并查处

了相关人员。

　　教育整顿期间，湖南政法队伍以刀刃

向内的勇气，坚持动真碰硬，坚决清除害群

之马，查办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

微，娄底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长王成良，

张家界市司法局原局长向远刚等一批典型

案件，形成强大威慑效应，确保政法队伍肌

体健康。

恪守“三个规定”

从严治理顽瘴痼疾

　　“某某啊，这是我亲戚的案子，你了解

一下 ，在形式上一定要‘ 依法严格 ’处

理……”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罗青告诉记者，“这就是政法干警通常遇到

的某些领导所谓的打招呼，很难区分这是

干预、过问还是了解案情，所以我们要求检

察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做到逢问必录，严格

按照中办、国办、中政委等出台的防止干预

司法‘三个规定’的要求去做。这看似‘紧箍

咒’，实际上是我们政法干警的‘护身符’。”

　　教育整顿开展以来，湖南省政法机关

下大力气整治“六大顽瘴痼疾”，对违反防

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违规经商办企业

和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经营活动、

违规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行为

进行严厉查处。

　　2002年，在岳阳县朱仑水库，发生一起

持械斗殴案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轻伤。

案发后，          下转第二版

  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21年2月底至6月底，为期4个月的第一批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在市县两级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以及省属监狱、戒毒所集中开展。各地政法机关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把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抓紧抓好，聚焦影响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顽瘴痼疾，分类施策、靶向治疗，坚决清除害群之马，着力解决政法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政治生

态进一步优化、纪律作风进一步好转、素质能力进一步增强、执法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在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完美收官、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启动之际，本报记者跟随全国教育整顿集中调研采访组深入部分省份，见

证各地政法机关在这场刀刃向内、正风肃纪、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中激浊扬清铸铁军的坚定决心。从今天起本报开设“深入推进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 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栏目，集中报道各地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效，敬请关注。

开

栏

语

深入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采取执法

与劝导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文明驾

车、礼让行人”专项行动和文明城区

创建，在20处主要路口部署交通民

警、协管员、公共文明引导员和志愿

者等。图为志愿者在开展交通志愿

服务。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本报通讯员 王磊 摄  



　 本报讯 记者颜爱勇 通讯员王越 记

者日前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悉，截至目前，海拉尔

区神宝小区有170余名公安民警、辅警坚守小

区隔离点，密织起一张抗疫“安全网”。

　　8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

尔区报告1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随即

呼伦贝尔市进入Ⅲ级预警期，海拉尔区神

宝小区成为首个隔离点，并调整为中风险

地区。

　　5日凌晨3点，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隔离

点开始实行24小时勤务，全方位打响疫情防

控阻击战。

　　170余名公安民警、辅警陆续抵达神宝小

区隔离点，警务保障部门第一时间将口罩、防

护服、护目镜、鞋套、酒精、消毒液等一万余份

物资送至隔离点。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政治部新闻宣传科辅

警杨泽两个月前才出院，医生让他在家休养

观察，可是这个“不听话”的病人接到勤务指

令后，第一时间换上警服，迅速投入到隔离点

工作任务中。

　　孩子只有21个月大的呼伦贝尔市公安局

新城公安分局民警张健嵩，在得知要前往一

线执勤时，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说：“一线民

警背后，站着的都是老百姓。”

　　疫情在前，警察不退。

　　到隔离点执勤第一天，接近晚上7点，忙

完前期工作，执勤民警才吃上晚饭。他们站在

墙边，将信箱、行李箱当做“茶几”，匆匆扒拉

几口，又整装上岗，投入到夜间工作模式。

　　8月的呼伦贝尔，夜晚平均温度已降至

13℃。一阵阵风吹过，防护服中闷热的汗水变

得湿冷。安静的夜晚，执勤民警只听得见彼此

的呼吸声。

　　“有你们在，就心安！”当地群众纷纷将自

己内心的感动发至社交媒体平台上。

防汛救灾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