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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
政党的显著标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
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今天已经
成为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领导着 14 亿多人
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
政党”，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
最鲜明的品格。百年风霜雪雨、百年大浪淘
沙，我们党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风华正
茂，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
利，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党不放松，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
自我革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

“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
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
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
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
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
人民的主心骨！”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的实践都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党自身
坚强有力，什么时候党和人民事业就能无往而
不胜。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
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
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法宝。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把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
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必须看到，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
求，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匹配、不适
应的地方。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
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
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
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
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
才能让自身始终过硬，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
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新时
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
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党的十九大报告
强调“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
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
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
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

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
的内在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要
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
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
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
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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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继续发扬彻底的自我
革命精神，保持“赶考”的清醒，同一切弱化党
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

争，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
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就一定能永葆旺
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
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不断夺取新的伟大
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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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
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不断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承
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就一定能破浪
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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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上，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上接第一版）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我们憋着一肚子劲，要打翻身仗的劲，像火山

一样迸发出来。”
“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敢于走前人没有

走过的路。”
肩负起改革开放的重任，烟台开发区犹如一张

白纸从零开始，开始了小渔村的逆袭之路。
1985年12月20日，烟台开发区第一家合资企

业——烟台亚东标准件有限公司开工建设，这是首
批沿海开发区成立的第一家合资企业。1987年落
户烟台开发区的汉高乐泰，是首家进驻烟台的跨国
外资企业。2001年,浪潮、LG落户,2002年东岳进
驻,2004年富士康进区,2005年大宇造船落地……
一个个大项目的到来,让烟台开发区成为发展的热
土,这里生产出了烟台市第一辆轿车、第一台挖掘
机、第一台机床、第一部手机、第一台电脑、第一台
电视……

是什么造就了烟台开发区？
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强大动力与活力，是“咬定

青山”后敢想敢试、担当进取的奋斗精神，是勇立时
代潮头、敢于争创一流的胆识魄力。

发展“只争朝夕”
荒滩上崛起新城

弹指一挥间，崛起一座城。
在烟台开发区城市展示中心二楼，万华、上汽

通用东岳基地、富士康科技集团、正海集团、万润精
细化工……一个个企业的名牌展示在显眼位置。

展厅中间，现代汽车研发中心的汽车模型、泰
和新材的间位芳纶、东诚药业的创新药品等等，无
不彰显着这片“新区”雄厚的家底。

生而不凡，艰难崛起。烟台开发区人凭借敢为
人先的闯劲、只争朝夕的拼劲、善作善成的韧劲，招
商引资一路飘红，重大项目持续进驻，在一片荒草
地上硬生生造出了一座“新城”。

时间回到2004年，在引进富士康项目时，为满
足投资方3个月投产的要求，开发区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启动倒逼机制，改造既有厂房，仅用51天时
间，就实现项目投产。同时启动新厂区建设，用时
11个月建成投用，创下了富士康国内园区建设新纪
录。富士康落户后，一跃成为烟台产出最大的企业
和全省第一出口大户，产值突破千亿，出口一度占
到全省十分之一。

正是凭着“杀出一条血路”的气概，靠着那么一
股子气与劲的勇毅，烟台开发区不断冲破思想观念
障碍，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书写了壮丽的改革发展
时代篇章。

数字是最有力的佐证：烟台开发区已经聚集了
世界500强投资项目125家，市场主体5万多家，工
业企业3千余家，挂牌上市企业97家。同时还拥有
市级以上创新平台260余个，聚集各类金融机构
120多家，设立各类基金200余支、总规模1400多
亿元，在全市 1/40的国土面积上,创造了 1/5的
GDP、1/4的税收、2/5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1/2
的进出口总额。

一组组令人振奋的数字、一个个令人激动的场
景，肇始于改革开放的历史选择，源自于烟台开发
区人敢闯敢试敢干的激情豪迈。

时至今日，从2平方公里盐碱地上起步创业的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奇迹般地成长为360平方
公里的现代化滨海新城，挺立在黄海之滨。

三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开发区人接力奋斗、
砥砺前行，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敢为天下
先”的勇气，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发展奇迹，有力印证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
越性。

当这座城市从一片盐碱荒滩上巍然崛起的时
候，当这里的人们从贫穷落后步入小康生活的时
候，我们也更深刻地体悟到发展是为了什么？

为了人民！
烟台开发区坚持高层次规划、高水平建设、高

效能管理，打造诗意栖居之城、现代开放之都、绿色
生态家园、浪漫度假海岸，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不断增强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截至目前，
烟台开发区累计投资138亿元，开工建设安置小区
14个，竣工面积达到328万平方米。先后规划建设
了8大城市综合体，百姓生活舒适又惬意。

使命，因艰巨而显崇高；时代，因担当而铸辉
煌。

为人民谋幸福，烟台开发区始终牢记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时刻不忘“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永远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和
幸福而努力。

扛起国家战略
阔步迈入“自贸时代”

5公里外，一座崭新的“自贸创谷”向世人展示
着烟台开发区进入“自贸时代”的积极作为。走进
展馆，如雄鹰展翅的版图向我们讲述着这片区域
新的使命与未来。

2019年8月，国务院批复设立山东、江苏、广
西等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山东自贸区包含济南、
青岛、烟台3个片区，其中烟台片区全部位于烟台

开发区范围内。
“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

放的新高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自贸试验区建
设提出的殷切期望。

做任何事，从0到1不容易，从1到100更难，
而难上加难的，是这100都值得推敲、经得起检
验。自贸区烟台片区的建设面临的就是从 1到
100的成长考验。

自贸区烟台片区获批之前，全国已经设立了
12个自贸试验区，并初步形成了自由贸易的制度
性优势。好改的都改了，好走的路都蹚出来了，剩
下的都是“硬骨头”。可以说，烟台片区的建设，既
面临前面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自贸试验区，还面
临上海临港新片区这个升级版的新标杆，更面临
同时获批的其余5个自贸试验区以及济南、青岛片
区的激烈比拼。

在这种形势下，烟台片区迅速找准定位，勇当
“探路者”，耕好“试验田”，大胆试、大胆闯、自主
改，在改革创新的“深水区”积极探索。

国兴铜业，位于自贸区烟台片区的一家大型
铜冶炼企业，也是全国铜冶炼行业的领军企业。
之前受我国环保要求限制，国外大量的铜精矿无
法直接进口，要先在韩国、马来西亚等境外进行混
配后再进口，以至50%多的利润都被境外企业拿
走。

企业的烦心事，就是自贸区试验的着力点。
自贸区烟台片区借助自贸区、综保区、烟台港

等多重叠加优势，联合烟台海关积极对上争取，在
高标准建设硬件设施的基础上，创新推出了系统
完善的监管制度和举措，开启了铜精矿保税混配
业务，成为了关检合并后全国首个试点，解决了江
西铜业多年的发展瓶颈，年可增加进口50亿元、利
润7000万元。

秉持着“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使
命，烟台自贸片区善作善成，相继推出十大“牛鼻
子”工程，打造八大中心，同步实施“八大行动”，正
通过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大胆试、大
胆闯、自主改，将打造智能制造聚集区、中日韩合
作先行区、海洋经济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试验
区、现代服务业样板区的广阔蓝图一步步从愿景
变为实景。

试验硕果早已盈枝：试点任务方面，实施率达
到93%，未完成事项在全省三个片区中最少。制
度创新方面，围绕八个方面出台了200余项政策文
件，形成制度创新案例和改革成果66项，其中全国
典型案例 7项，3项在国家推广、12项在全省推
广。赋能发展方面，自贸引领全区发展逆势上扬，
外商投资总额增长 164%、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64%、外贸企业数增长149%。

敢为人先的担当

7月12日，在江苏省泰州市，农民划着菱桶在一处水面采摘菱角。 新华社

夏日采菱忙夏日采菱忙

声 明

●徐津委不慎将烟台新世界百货
有限公司开具的租赁保证金收据丢失，
收据号A0025743、A0007833，合计金
额：13184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烟台泓和商贸有限公司企业公
章丢失（3706133013649），特此声明。

●烟台市容大置业有限公司客户
张书庭购买东海岸·书香府第27#楼2
单元 18 层 1804 号房壹套，身份证号

码：422428197006160911客户丢失了
编号为 2615322 号的购房收据壹份，
声明以上收据作废。如发生任何经
济、法律纠纷与烟台市容大置业有限
公司无关。

●由烟台富尔玛家居有限公司开
具给李华的定金单据号为6450672丢
失，金额贰万元整（20000 元），声明
作废。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
元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个)，支票、发
票、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渔
船用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
身份证、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
150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77月月77日日，，在海地太子港在海地太子港，，海地总统莫伊兹住所外墙上的弹孔清晰可见海地总统莫伊兹住所外墙上的弹孔清晰可见。。 新华社新华社

海地警方11日公布海地总统若弗内
尔·莫伊兹遇刺案调查最新进展：一名涉嫌
策划并雇用杀手实施刺杀的嫌疑人落网，
国籍海地，常住美国佛罗里达州。

据警方调查，袭击行动最初目的是“抓
捕”莫伊兹，但任务中途“升级”为刺杀。

任务多变

海地警察总长莱昂·夏尔在记者会上
说，嫌疑人克里斯蒂安·埃马纽埃尔·萨农
现年63岁，海地公民，6月“抱着政治目的，
乘坐私人飞机入境海地”。据警方调查，萨
农企图推翻莫伊兹并取而代之。

多名受雇于萨农的哥伦比亚籍枪手与
他同行。这几人最初接到的任务是充当萨
农保镖，而随后得到新指令——“抓捕”莫
伊兹。然而，入境海地后，任务再次“升
级”——刺杀莫伊兹。

随后，“另外22人进入海地”，组成一
个刺杀行动组，7日凌晨闯进莫伊兹位于
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家中，朝莫伊兹夫妇开
枪后逃跑。莫伊兹身亡，妻子重伤，被送往
美国医治。

刺杀事件后，海地警方逮捕18名哥伦
比亚人和两名海地裔美国人。经讯问，警
方得知萨农居住在佛罗里达州，通过一家
设在迈阿密的安保公司雇用26人实施刺
杀。“匪徒得手后，警方在拦截追捕时，其中
一名杀手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萨农。萨农
又联系了另外两人，我方认为那两人是刺
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

警方没有披露那两名“策划者”的身
份。

夏尔说，警方在抓捕行动中击毙至少
3名嫌疑人，仍有5名嫌疑人在逃，“他们是
危险分子——我是说，敢死队，专业的敢死
队员”。

动机为何

在萨农位于海地的住所，警方发现一
顶绣有美国毒品管制局标志的帽子、20箱
子弹、一些枪支零部件、4张海地邻国多米

尼加共和国的汽车牌照、两辆小轿车以及
萨农与他人的通信记录。

美联社报道，根据网上公开记录，一名
与萨农同名同姓的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和密苏里州居住过，2013年申请破产。此
人自称医生，在佛罗里达州工作。他在视
频分享网站发布题为《争取海地领导权》的
视频，称海地政府腐败、掠夺国家资源，“不
关心国家和人民”，声称海地“需要新的领
导层”。在社交媒体上，他表达过对海地政
治的兴趣。

不过，暂时无法确认此人是否就是海
地警方逮捕的萨农。

先前被捕的两名海地裔美国公民同样
居住在佛罗里达州。他们告诉调查人员，
其任务是为哥伦比亚雇佣兵充当翻译，对
方持有对莫伊兹的“逮捕令”，但他们抵达
现场时，发现莫伊兹已死亡。

局势复杂

莫伊兹之死给本就复杂的海地政局增
添更多变数。海地参议院9日任命议长约
瑟夫·朗贝尔为临时总统，与先前自行宣布
代行国家元首职责的总理克洛德·约瑟夫
形成对峙。

莫伊兹遇刺前，曾于5日签署任命，由
前政府部长阿里埃尔·亨利取代约瑟夫出任
新一任总理。新任总理就职仪式原定7日
举行，但因当天凌晨莫伊兹遇刺而被取消。

由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司法部、白宫
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部人员组成的
美方工作组11日抵达海地，与亨利、约瑟
夫、警察总长夏尔等官员会面，提供所谓

“技术协助”。
美国历史上对海地进行多次军事入侵

和政治干涉。此次，就约瑟夫请求美方派
军入驻海地，美方表示“暂无计划”。

哥伦比亚方面也派出调查组，协助海
地警方调查莫伊兹遇刺案。

海地政府同时请求联合国派遣维和部
队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协助维持局势稳定，
为定于今年9月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做
准备。 据新华社电

“主谋”之一落网？
海地总统遇刺案情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