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血写下的嘱托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
书记朱军说：“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狱中八
条’时，就被其巨大的力量所震撼，字里行间
包含的那种革命先辈对党的热爱，那种直言
无忌、开门见山的坦白，那种勇于自我反省、
自我革命的精神令人动容，让我坚信我们的
党将永葆生机！”

在重庆红岩村的办公室里，朱军向记者
展示了“狱中八条”全文，讲述了这份报告的
由来。

从1948年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
里的共产党人有感于重庆地下党组织被敌
人破坏，三次武装斗争的失败以及叛徒与革
命者鲜明的对比，开始总结失败的经验教
训。

1949年11月27日，300多名革命志士
被先后杀害。逃过大屠杀的共产党员罗广
斌在重庆解放后凭借记忆整理出同志们在
狱中提出的意见。

1949年12月25日，他写成了《重庆党
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
中共重庆市委。

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讲解员刘

帅介绍，报告总字数约3万字，现存2万多
字，“狱中八条”由报告的第七部分“狱中意
见”提炼而成，共八条3000余字。

1989年，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胡康民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
加以整理和挖掘，这就是现在为人熟知的

“狱中八条”。
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第二条：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

炼；
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
第六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

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第七条：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主任

马奇柯说：“身处黑牢，直到生命最后，革命
者都还在为党的未来谋划，生怕发生在自己
身上的经验教训不能被组织吸取，这份忠
诚，让人泪目。”

警示忠言发人深省

多年来，由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排演的“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不断在各地
演出。厉华说，巡演的最后一幕，台上演员
们齐声朗诵狱中八条，每念一句，全场观众
就鼓掌一次，掌声经久不息。

“‘狱中八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关键
在于它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重庆市委党
校教授张新华说。

党建、党史专家们认为，“狱中八条”主
要聚焦党内三方面问题：防止党员领导干部
作风和腐化问题；严防理想信念动摇；严格
进行整党整风。

张新华说，“狱中八条”头一条就提出
“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第六条又特意强调
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
和生活作风问题”，这与当前从严治党、强力
反腐的要点不谋而合。

“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在今天要抓住‘关键少数’的重要性，也能
够更好体会强调严私德、高压反腐的重要意
义。”党史专家、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
勇说。

新时代，凝聚新力量

“仿佛是对红岩烈士嘱托的回应。”马奇
柯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从严治党
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强化了党的领导核心作
用，使之成为各项事业的根本保障。

“打虎”无禁区：2020年，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公布了18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
查的消息：福建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张
志南，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文化
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等相继
落马。

“拍蝇”不手软：2020年1月至11月，全
国共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0.46万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4.95万人，其中党
纪政务处分9.2万人。

教育不放松：2021年2月，中共中央决
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
建设。2020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
133万人次。

新时代，“狱中八条”成为开展党史学
习、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为开启新征程凝
聚新力量。

2020年以来，红岩精神特色思政课“红
岩革命故事展演”已在重庆、武汉等地100
余所高校和机关企事业单位演出，现场观众
超10万余人次，网络点击量达300多万人
次；

在重庆红岩党性教育基地，“狱中八条”
成为必修课，在白公馆、渣滓洞现场教学，开
设1583个班次，全国各地6万多人次党员干
部接受了精神洗礼；

近年来，每年来白公馆、渣滓洞参观旅
游的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越来越多年轻
人显示出对学习“狱中八条”的浓厚兴趣。
清明前夕，由西南大学“学行”大学生党史宣
讲团的数十位青年大学生拍摄的《狱中八
条》微党课走红校园…… 据新华社电

忠诚与背叛
——说到每个党员心里的“狱中八条”

国内国内06看天下 2021年4月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唐丽霞/美术编辑/曲通春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新华社北京 4月 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
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粮
食流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2021年4月15日
起施行。

修订后的《条例》，重点从
6个方面对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粮食流通管理作出规定。

一是严格规范政策性粮
食经营活动。《条例》规定，粮
食经营者从事政策性粮食经
营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
关规定，严禁虚报收储数量，
严禁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
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
违规倒卖，严禁挤占、挪用、克
扣财政补贴和信贷资金，严禁
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
或者清偿债务，严禁擅自动用
政策性粮食。

二是优化监管措施。深
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
神，转变粮食流通监管方式，
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行政许可，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粮
食经营者信用档案，明确和完
善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措施。

三是强化粮食质量安全
监管。建立健全粮食流通质
量安全风险监测体系。规定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
全检验。粮食储存期间，应当
定期进行品质检验，未经质量
安全检验的粮食不得销售出
库。真菌毒素、农药残留、重

金属等污染物超标或者霉变、
色泽气味异常等的粮食，不得
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

四是防止和减少粮食损
失浪费。规定粮食仓储设施
应当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规
范，粮食品质达到轻度不宜存
时应当及时出库，减少粮食储
存损耗。运输粮食应当严格
执行国家粮食运输的技术规
范，减少粮食运输损耗。国家
鼓励和支持开发、推广应用先
进的粮食储存、运输、加工和
信息化技术，开展珍惜和节约
粮食宣传教育；鼓励粮食经营
者提高成品粮出品率和副产
物综合利用率。

五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
处力度。《条例》进一步提高粮食
经营者的违法成本，加强行政处
罚与追究刑事责任的衔接。对
违反《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是明确监督管理职
责。《条例》明确，省、自治区、
直辖市应当落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
任制。发展改革、粮食和储备
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卫
生健康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负责与粮食流通有关的
工作。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
粮食流通监管职责的，对负有
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修订后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公布

加大对违法行为惩处力度

“为什么有些领导干部后来会出现
问题？”

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前馆长厉华
说：“其实在‘狱中八条’里早有警示：放
松学习、不做实际的工作，逐渐在思想
上脱党；官架子大，脱离群众；经济、恋
爱等私生活混乱……”

72年前，诞生在黑牢里的“狱中八
条”，是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共
产党人“最后的嘱托”。

72年来，它时刻警示后人。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作风建设
入手、打虎拍蝇惩治腐败，扎紧从严治
党的制度笼子，党的建设更加制度化、
规范化。

建党百年之际，重温“狱中八条”，
以警示之言，继遗志，启新程。

西南大学学生在“狱中八条”纪念墙前对团旗宣誓（资料照片）。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4月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更多惠企利民；
确定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保门诊共济保障
机制的措施，拓宽个人账户资金使用范围，
减轻群众医疗负担。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近
年来网络提速降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固定
宽带和移动网络速率大幅提高，资费大幅下
降，为提升群众生活品质、降低企业成本发
挥了支撑作用，促进了就业创业、数字经济
发展和新动能成长。要落实《政府工作报
告》要求，进一步推动网络提速降费，提升网
络和服务质量。一是大力推进5G和千兆光
网建设应用。开展千兆光网升级和入户改

造，推动城市基本具备固定和移动“千兆到
户”能力，今年实现千兆光网覆盖家庭超过2
亿户。推动宽带网络实现行政村普遍覆盖，
并向生产作业区、交通要道沿线等重点区域
延伸。二是引导基础电信企业将中小企业
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低10%，对老年
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行资费优惠。三是
坚决整治商务楼宇宽带垄断接入、强行加价
等行为，确保终端用户享受到提速降费的实
惠。适当降低宽带接入网业务准入门槛，支
持民营企业等参与，以市场公平竞争促进资
费下降。四是强化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提高网络资源使用效率。推进互联网骨干
网间带宽扩容，改善跨网通信质量。

会议指出，我国新一轮医改建立了世界

上规模最大、惠及十多亿人的基本医保网，
对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缓解看病贵发挥了重
要作用。近年来，又将涉及众多患者的高血
压、糖尿病等门诊慢特病纳入医保报销。下
一步要深化医改，增强职工基本医保互助共
济保障功能，将更多门诊费用纳入医保报
销，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会议确定，一是
逐步将部分对健康损害大、费用负担重的门
诊慢特病和多发病、常见病普通门诊费用纳
入统筹基金支付。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从
50%起步，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今后随基
金承受能力增强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二是
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在职职工个人缴
费仍计入本人个人账户，单位缴费全部计入
统筹基金；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按

定额划入，划入额度逐步调整到统筹地区实
施此项改革当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
左右。三是拓宽个人账户使用范围，允许家
庭成员共济，可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
械和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费用，探索
用于家属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等个人缴
费。四是加强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完善稽
核、内控等制度，严肃查处虚假住院、欺诈骗
保等违法违规行为，完善与门诊共济保障相
适应的付费机制。会议强调，各省级政府可
设置三年左右过渡期，逐步有序实现改革目
标。会议同时要求，要同步完善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的门诊统筹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四项举措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

提升服务质量 更多惠企利民

4月7日，医护人员在移动疫苗接种车上进行接种准备工作。当日，位于北京西单商业区的海乐苗移动疫苗接种车正式投入使用。在人流量较大的区域设立新冠疫苗接种点，
有利于提高疫苗接种效率，还可为过往行人游客普及疫苗接种知识，加大宣传力度。从4月1日开始，北京丰台、西城、顺义、朝阳4个区先后启用海乐苗移动疫苗接种车，在社区、工
厂、商圈等区域开展疫苗接种服务。

移动疫苗接种车配备电脑、冷藏箱、空调等硬件设施，保证疫苗接种全流程便捷、安全、可靠，同时还运用5G、大数据等技术，可实现疫苗数字化预防接种管理，保障疫苗信息的
全流程追溯。 新华社

移动疫苗接种车助力新冠疫苗接种移动疫苗接种车助力新冠疫苗接种

4月7日，市民从移动疫苗接种车的前门进入准
备接种疫苗。 新华社

4月7日，医护人员在移动疫苗接种车上进行接
种准备工作。 新华社

新华社济南 4月 7日电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山
东强化资金政策保障促进生
猪稳产保供，对生猪养殖企业
贷款进行贴息。截至4月，山
东省级财政已对相关企业贴
息2700万元，撬动山东全省
银行贷款34.46亿元。

山东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贴息政策旨在提高育肥
猪、能繁母猪保险覆盖率，保障
金额分别达到每头 800 元、
1200元，在全省全面推开生猪

价格指数保险，做到应保尽
保。同时，山东还将生猪健康
养殖设施设备纳入农机购置补
贴范围，对生猪规模养殖设施
实行敞开补贴、应补尽补。

此外，山东省级财政还支
持山东省农担公司为种猪场、
生猪养殖场等提供政策性担保
贷款，对疫情期间新增的担保
贷款给予2.25%的担保费补助
和3.175%的贷款贴息。截至
目前，在保生猪养殖类项目
2721个，在保金额14.19亿元。

山东生猪养殖企业获贷款贴息

2700万元撬动34.46亿元

新华社北京 4月 7日电
针对美方近日借人权问题发表
不当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表示，美国的人权遮羞布早
已遮不住其作过的恶，奉劝美
方放下傲慢与偏见，正视、检视
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
斯6日表示，在涉及到美方关
切的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
绝”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问
题上，美方的举措是有意义
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多次说过，所谓新
疆‘种族灭绝’是荒谬之极的
世纪谎言。”赵立坚说，美方越
是“孜孜不倦”地炮制涉华人
权谎言，伪装成人权“卫道
士”，越说明它对自己积重难
返的人权状况心虚不已，只能
靠将脏水泼向别人以转移视
线。“这套蒙蔽世人的伎俩不
会得逞。美国的人权遮羞布
早已遮不住其作过的恶，历史
和现实都已记录下它侵犯人
权的条条罪状。”

赵立坚列举了美方侵犯
人权的几条罪状。第一宗罪
是殖民主义。他表示，美国
历史上对印第安人进行系统
性种族清洗和大屠杀，犯下
罄竹难书的种族灭绝罪行和
反人类罪。美国在建国后近
百年时间里，通过西进运动
大肆驱逐、屠杀印第安人，美
国印第安人人口从 15 世纪
末的500万骤减至20世纪初
的25万。

第二宗罪是种族主义。
赵立坚说，在美国，种族主义
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
存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
委员会早就指出，美国非洲裔
在健康、就业、教育和公平审
判等方面的权利面临系统性
的种族主义。疫情暴发以来，
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从去年3
月以来增长了150%。今年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美国国

别人权报告时，有110多个国
家对美国人权问题提出了批
评，要求美国切实解决自身存
在的种族歧视等系统性问题。

第三宗罪是输出动乱。
赵立坚指出，2001年以来，美
国在全球约80个国家以“反
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开展的
军事行动夺去超过80万人的
生命，其中平民约33万人，阿
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许多
国家几千万人流离失所。美
西方支持策动“阿拉伯之春”，
造成了西亚北非很多国家至
今仍处于动荡之中。

第四宗罪是干涉主义。
赵立坚说，美国多年来打着人
权高于主权的旗号，无视《联
合国宪章》尊重国家主权和不
干涉内政原则，对主权国家大
打出手，美国还对有关发展中
国家实施单边制裁，导致严重
人道主义危机。“试问：覆巢之
下，焉有完卵？若国家主权沦
丧，人权又怎能保障？”

第五宗罪是双重标准。
赵立坚说，美方无视新疆发展
繁荣的现实和2500万各族群
众团结和睦的事实，仅仅依据
几个所谓伪证人的说法就随
意给中国扣上“种族灭绝”的
帽子。在谈到美国政府如何
对待本国穆斯林时，赵立坚
说，“9·11”事件后，一些美国
城市的穆斯林社区甚至发生
打砸洗劫清真寺等极端行为，
穆斯林群体成为白人暴徒的
袭击对象。2017年，美国上
届政府出台“禁穆令”，使美国
成为世界上唯一专门针对穆
斯林群体颁布禁令的国家。
美国一项民调显示，80%以上
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在美国
面临歧视。

赵立坚表示，长期以来，
美国一边自欺欺人标榜自己
是所谓的“人权楷模”，一边肆
无忌惮在人权问题上玩弄双
重标准，将人权作为维护自身
霸权的工具。

外交部发言人
揭批美国侵犯人权五宗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