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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强大的政党，锻造于坚定的自我革

命。

放眼人类历史的浩瀚长河，从来没

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始终以

强烈的忧患意识荡涤一切附着在肌体上

的污秽，坚决同一切可能动摇党的根基、

阻碍党的事业的现象做斗争。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党

要管党、从严治党，强化党内监督、严明

政治纪律一以贯之。

从枪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共和国反

腐第一案”，到查处广东省海丰县原县委

书记王仲的“改革开放第一案”，再到以

空前力度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

……

“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

得罪十三亿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

地有声。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在党的十九大作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的判断后，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反腐

败斗争形势作出这样的重大判断。

从形成“压倒性态势”到取得“压倒

性胜利”，标志着我国反腐斗争成果正从

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

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拳“打

虎”“拍蝇”“猎狐”，掀起了力度、广度、深

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到 2019年底，全国

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414人、厅局级干部

1.8万人、县处级干部 13.7万人，查处官

员级别之高、数量之多数十年罕见……

这是一个政党的刮骨疗毒、自我净

化，其背后的道理浅白而深刻——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从不犯

错，而是永远直面问题，以极强的自我修

复能力克服阵痛、再塑自身。

（二）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作风关

系着党的人心向背，关系着党的生死存

亡。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华侨领

袖陈嘉庚先后拜会了蒋介石、毛泽东。

在重庆，蒋介石豪掷巨款宴请陈嘉

庚，所用极尽铺张。而在延安，陈嘉庚吃

到的是毛泽东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

这一餐饭，让陈嘉庚看到了中国共

产党与人民水乳交融、同甘共苦的珍贵

品格，看到了这个政党艰苦朴素中蕴含

的远大志向。

也正是这一餐饭，让陈嘉庚心中笃

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

进入新时代，从定下规矩做起，中国

共产党抓住作风建设这条主线，一以贯

之，步步深入。

2012年 12月 4日，党的十八大闭幕

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

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

定》。

八项规定，一个带来深刻变革的词

汇。

8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上下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让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让

老百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刹住“车轮上

的腐败”、整治“会所里的歪风”……激浊

扬清之风吹遍神州大地，让一系列顽瘴

痼疾、歪风邪气无处藏身。

党风政风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风

气的向好发展。“天价月饼”“天价烟酒”

逐渐销声匿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正成

为社会新风尚；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正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改变还在继续。

“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

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

（三）

重锤可以塑造躯体，理想信念则能

重铸灵魂。

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

河，攀越 40 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

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 20余座，穿越了

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

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

这就是长征，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

远征。

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三

大洲》一书中称赞长征：“这是本世纪最

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坚韧不拔

精神的惊人业绩。”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

诞生，在苦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

壮大，理想信念始终回答着为什么出发、

从哪里出发的根本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

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

神支柱。”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这句话，是答

案，更是宣言。

放弃海外优渥生活，以生命报效祖

国的黄大年；一生坚守初心本色，深藏功

名60余年的张富清；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的县委书记廖俊波……

理想信念的坚守，撑起 9100多万共

产党员的精神脊梁。

黄文秀曾在入党申请书中这样写

道：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

中，理想才会更远大。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

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

事，关键在党。

自我革命、永不懈怠，这就是中国共

产党永葆旺盛活力的奥秘所在。

（新华社）

“打铁必须自身硬”
——看百年大党的政治品格

经济形势如何？

国家统计局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
月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发展韧劲持续

显现。

生产端稳中加固趋势继续保持。前

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7.8%，两年平均增长 7.0%，其中 5月
份环比增长 0.52%；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5.4%，两年平均增

长4.2%，其中5月份环比增长0.17%。

值得注意的是，前 5个月，制造业投

资同比增长20.4%，两年平均增速由1至
4月份的下降转为增长 0.6%，表明市场

主体投资信心增强。

消费保持较好恢复态势。5月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945亿元，同比增长

12.4%，两年平均增长 4.5%；环比增长

0.8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第二研

究室副主任李承健分析说，今年以来，随

着经济持续恢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从去年的负拉动转变为正拉动。

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前5个月，货

物进出口总额 147595 亿元，同比增长

28.2%，其中5月份同比增长26.9%。

“总的来看，5月份我国经济运行保

持稳定恢复。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全球

经济复苏和疫情防控仍存在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仍需巩

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账单”中有哪些亮点？

透视这份“账单”，经济发展亮点显

现：

——新兴动能持续壮大。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实施成效继续显现，高技术产

业发展向好。

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两年平均增长13.1%，明显快于全部工

业增速。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两年

平均增长13.2%，快于全部投资增长。

——新业态发展迅猛。平台经济、

网上零售、在线教育持续活跃。

前5个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两年

平均增长15.6%，明显快于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其中，升级类商品销售增

速加快。5月份，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

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两年平均分别增

长 7.4%、19.6%，比 4月份两年平均增速

分别加快0.8、2.2个百分点。

——市场活力稳步提升。随着营商

环境改善，减税降费显效，企业盈利和预

期持续向好。

统计数据显示，前 4个月，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06倍，两年平

均增长22.3%；规模以上服务业利润同比

增长 3.3 倍。5 月份，制造业 PMI 达到

51%，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5.2%，

持续稳定在临界点以上，企业预期较

好。

付凌晖认为，我国产业基础较好，

产业体系完整，人口数量红利在向智力

资本红利提升，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变。未来，随着继续推进国内

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

济仍然会保持一个较好的发展态势。

物价怎么走？

今年以来，随着经济恢复，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有所扩大。5月份，全国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CPI） 同 比 上 涨

1.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同比上涨 0.9%，涨幅比上月扩大 0.2个
百分点。

“总的来看，物价还处于温和上涨

状态。”付凌晖说，前5个月，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 0.4%，其中核心CPI上涨

0.3%。其中，食品价格环比连续 3个月

下降，同比涨幅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然而，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9.0%，再创新

高。这是否会传导到物价，引发CPI持续

上涨？

对此，付凌晖分析认为，我国价格保

持稳定有较好条件，主要表现在：我国经

济整体上还处于恢复中，生产供给保持

较快增长，供求基本面不支持价格大幅

上涨；主要农产品供应比较充足，食品价

格保持稳定有较好条件；没有使用“大水

漫灌”强刺激政策，这些都有利于价格稳

定。

此外，相关部门正加大保供稳价力

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召开全国

视频会议部署落实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

格调控机制，防止价格大起大落影响基

本民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研

究员郭丽岩分析，展望今年后期，居民消

费领域商品和服务生产供应充裕，CPI保
持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预计将在合

理区间温和波动运行。

就业形势如何？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财富创造

的来源和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支撑。前

5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574万人，完

成全年目标的52.2%。

从主要数据来看，总体就业形势在

改善：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0%，比上月下降 0.1个百分点；25岁至

59 岁就业主体人群的调查失业率为

4.4%，比上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

付凌晖表示，虽然总体就业形势在

改善，但就业仍然存在总量和结构性压

力。下一阶段，要保持对经济恢复必要

的支持，促进就业岗位增加。同时，要落

实好就业优先政策，支持重点群体就业

扩大，推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记者了解到，宏观层面，就业优先政

策正在继续强化。5月 12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决定将部分减负稳岗扩就

业政策期限延长到今年底，确定进一步

支持灵活就业的措施。

“接下来，要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

向，支持市场主体稳定发展、稳住岗位，

积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大力支持创业

创新，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同时，要扎

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多渠道增

加毕业生就业岗位，千方百计，稳住就业

基本盘。”李承健说。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

“打铁必须自身硬”，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刀刃向内的非凡勇气和一如既往的严格要求。这也是一场自我革命、自我再

塑的伟大工程。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8%，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5.4%，货物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28.2%……

16日出炉的经济“账单”表明，历经疫情冲击，快速复苏反弹的中国经济继续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从全年看，受全球经济
形势和疫情影响，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仍需巩固，但有望稳定在合理区间。

在江苏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人在查看碳纤维生产线运行情况

工作人员在河北省邯郸市一家超市整理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