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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是如何形成的？

山东完善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制度

从炮点“校准”，到飞机零部
件“校形”。对于33岁的上海飞机
制造有限公司飞机钣金工陈胜超
而言， 一字之差意味着人生中重
要的角色转换，也记录着他从“优
等兵”到“金牌技师”的成长之路。

利用金属材料塑性进行的钣
金加工， 是现代工业制造中不可
或缺的环节。 传统飞机制造中，
钣金加工零部件占比高达约六
成。 在承担着中国 “大飞机梦”
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飞机钣金工是一个通常需要在职
业技术学校经过两三年培训才能
胜任的工种。

2009年， 脱下军装加入中国
商飞旗下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零件加工中心钣金车间的陈胜
超， 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完全陌
生的岗位。

幸运的是， 起步之初的陈胜
超遇到了一位难得的良师———曾
以精湛技术亮相大型新闻专题纪
录片 《大国工匠》 的钣金七组组
长王伟。 师傅耐心细致的言传身
教， 让陈胜超很快找到了钣金的
“门道”。

不过，老话说“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午饭间隙、下班之
后，都成了陈胜超的“修炼时间”。
凭着两年军旅生涯给予的 “不服
输、不怕输”精神，以及担任技术
兵种练就的一双 “火眼金睛”，两
年后陈胜超通过了初级工考试。

此后， 他不仅取得飞机铆接资格
证，还完成飞机钣金冷校形、热校
形等专业技术培训， 成了一位既
能生产零件又能维修飞机的复合
型技能工人。

师傅王伟的带教 “三步走战
略”，包括了自主训练、项目实践
和技能竞赛。事实上，参与各种技
能竞赛也是陈胜超快速成长的
“秘诀”之一。

连续几年在车间技能竞赛中
名列前茅后， 陈胜超自信满满地
现身2013年上飞公司职工技能大
赛。没想到，因为一个小小的识图
失误，陈胜超无缘前三名。

这次挫折一度令陈胜超非常
沮丧， 却也让他对自己这份工作
有了全新的认知。“零部件钣金加
工中的误差看似不起眼， 但安装
到了飞机上就可能酿成大祸。”陈
胜超说， 作为飞机制造链条上的
重要一环， 飞机钣金工对自己的
要求不应该仅仅是“合格”。

在工业制造领域， 百分之一
毫米被俗称为 “丝”。 此后， 陈
胜超以一 “丝” 不苟为目标加大
了训练强度， 掌握了将误差控制
在10丝以内的 “绝活 ”。 终于 ，
在2014年中国商飞承办的中国技
能大赛中， 他如愿以偿地收获了
飞机钣金工种冠军， 成为一名名
副其实的 “金牌技师”。

在上飞公司零件加工中心副
主任许江炜看来， 适应环境能力

强、 学习能力强、 有拼劲是陈胜
超最大的优点。 他说： “即使脱
下军装， 这个年轻人身上仍然拥
有鲜明的 ‘军人气质’。” 中心高
级生产主管黄玉晴也说， 陈胜超
努力学， 自己就愿意教， “这个
徒弟带得很开心”。

从 “优等兵 ” 到 “金牌技
师” 的角色转换， 为陈胜超带来
了包括 “全国技术能手” 在内的
诸多荣誉。 不过， 陈胜超看重的
并不是这些。

从按照国际标准自主研制的
ARJ21支线客机正式运营， 到中
国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
民用飞机C919成功首飞，中国国
产飞机制造的这些“高光时刻”有
自己的贡献， 才是最令陈胜超骄
傲的瞬间。

四年前， 陈胜超开始担任钣
金车间钣金四组组长， 和当年的
恩师王伟一样带起了徒弟。 除了
带领班组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他
正计划通过梳理钣金零件制造和
飞机钣金维修校形之间的联系，
进一步提高零件质量、 缩短维修
时间。

“我希望继续和国产商用飞
机项目一同成长， 因为大飞机事
业是实现我人生价值的最好平
台。” 陈胜超说。 据新华社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
利”。 这是2018年12月13日召开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我国反腐败
斗争形势的最新重大判断。

2017年10月， 党的十九大对
反 腐 败 斗 争 形 势 作 出 的 判 断
是———“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 。 从形
成 “压倒性态势” 到取得 “压倒
性胜利 ” ， 标志着我国反腐败
斗争成果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
转变。

党的十九大以来， 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胜利是如何形成的呢？

“打虎”零容忍 70余名
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

“要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坚持重遏制、 强高压、
长 震 慑 ， 坚 持 受 贿 行 贿 一 起
查 ” ， 党的十 九大报告用 3个
“坚持” 指明了反腐败工作的原
则和方向。

2017年11月21日晚， 中央纪
委发布消息： “中共中央宣传部
原副部长鲁炜涉嫌严重违纪， 目
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两天之后，
辽宁省副省长刘强也应声 “落
马”。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到一月，
三天打两虎的节奏再次释放出反
腐败斗争一刻不停的强烈信号。

2018年1月召开的十九届中
央纪委二次全会明确强调， 聚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 不收手
的领导干部， 重点查处政治问题
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
团的腐败案件， 着力解决选人用
人、 审批监管、 资源开发、 金融
信贷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
败问题。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晓
林， 贵州省委原常委、 副省长王
晓光，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 财政部
原党组副书记、 副部长张少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原总
经理孙波 ，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
任、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努尔·白
克力 ， 公安部原副部长孟宏伟
……一大批身居重要岗位却腐败
变质的领导干部被接连查处。

党的十九大以来， 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已对70余名中管干部立
案审查调查。 对违纪违法行为的
坚决从严查处， 形成了强大震慑
力， 不敢腐的氛围进一步强化。

“拍蝇” 不手软 查处群
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近
24万个

“老虎” 露头就要打， “苍
蝇” 乱飞也要拍。 党的十九大以
来， 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向基层延
伸拓展 ， 形成全覆盖的强大声
势， 以实际行动不断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坚决斩断一切敢向扶贫
资金资源伸出的黑手。

中央纪委从2018年开始启动
为期3年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 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建立了与扶贫、 财政、 民政、
审计以及信访等部门的全天候、
即时化沟通衔接机制， 对群众反
映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
索， 一律优先受理、 从快办理、
高质量处置 。 严肃查处贪污挪
用、 截留私分、 虚报冒领、 强占
掠夺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为。

党的十九大以来 ， 全国共
查 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13.31万个、 处理18.01万人。

———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
和 “保护伞”。

湖南省综治办原主任周符波
为涉黑犯罪团伙提供帮助受到开

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涉嫌犯
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山
西黑恶势力头目 “小四毛 ” 案，
包括该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王
伟、 省人民检察院原副巡视员贾
文声等在内的90余名公职人员被
查处……

截至2018年11月底， 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
腐败和 “保护伞” 问题11829起，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288人、 移送
司法机关1649人。

———以霹雳手段严厉惩治
“蝇贪” “蚁腐”。

党的十九大以来， 全国共查
处 群 众 身 边 腐 败 和 作 风 问 题
23.87 万 个 ， 处 理 31.60 万 人 。
2018年1月至10月， 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 “群众身边的腐败和
作风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分4
批集中通报曝光了64起典型案
例，充分发挥教育警示震慑作用。

“猎狐”不止步 追回外
逃人员4997人

2018年11月30日， 外逃13年
的浙江省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
锦旗从保加利亚被引渡回国。 这
是国家监委成立后引渡 “第一
案”， 也是我国首次从欧盟成员
国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
工作人员。

2018年6月 ， 中央追逃办发
布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
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公告， 曝光他
们目前的可能居住地， 对外逃人
员再次形成强烈震慑。

7月11日 ， 外逃17年之久 、
涉案金额4.85亿美元的巨贪、 中
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
凡被强制遣返回国。

8月23日， 国家监委、 最高
法、 最高检、 公安部、 外交部等

联合发布 《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
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
告》， 向外逃人员发出限期投案
自首的通牒。

劝返、 遣返愈发成熟， 引渡
不断加码加力， 外逃人员纷纷落
网。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
11月30日 ， 我国已先后从120多
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4997
人 ， 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1015人， 追回赃款105.14亿元人
民币， “百名红通人员” 迄今追
回56人。

在追逃成果捷报频传的同
时， 一系列法规制度相继建立，
我国反腐败合作 “朋友圈” 越来
越大， 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
不断推进。

2018年10月26日， 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
过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的决定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建
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为加强境
外追逃工作提供有力手段， 规范
和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协助体制，
填补了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合作的
法律空白。 12月13日，国家监察委
员会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签署反
腐败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 这是
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同西方国家
签署反腐败执法合作文件。

反腐败国家立法通过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2018年3月20日 ， 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
它的制定出台， 为反腐败工作开
创新局面、 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

监察法明确将所有行使公权

力的公职人员纳入监察范围， 同
时赋予监察机关在调查职务违法
和职务犯罪时可以采取的谈话、
讯问、 询问、 查询、 冻结、 留置
等措施， 并对监督、 调查、 处置
工作程序作出严格规定。

在监察法通过3天之后，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
北京挂牌成立， 一个党领导下的
全新反腐败工作机构成立。

党的十九大后， 巡视利剑再
次出鞘。 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
已完成对40个地方、 单位的巡视
监督 ， 第二轮巡视———中央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首次聚焦一个主
题对26个地方和单位进行了政治
体检。

与此同时，中央、省、市、县四
级巡视巡察工作体系更加完善，
利剑直插基层。 全国31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共对
2120个党组织开展巡视，市、县两
级党委共对12万个党组织开展巡
察，发现各类问题97.5万个。

近期 ， 中央办公厅又印发
《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
驻机构改革的意见》， 对改革派
驻机构领导体制、 完善派驻监督
工作机制 、 拓展派驻全覆盖范
围、 提高派驻监督全覆盖质量等
作出全面部署 ， 擦亮监督 “探
头”， 为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提供有力保证。

……
纪律监督、 监察监督、 派驻

监督、 巡视监督协调衔接， “不
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 一体推
进， 随着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我国反
腐败工作的法治化、 规范化水平
不断提高， 标本兼治综合效应更
加凸显， 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
性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据新华社

———全面从严治党启新局之“反腐篇”

最美退役军人

陈胜超：从“优等兵”到“金牌技师”

1月5日， 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尧告村， 村民们在户外聚
会。 当日，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尧告村迎来传统苗年， 苗族群
众欢聚一堂， 吹芦笙、 唱苗歌、 跳苗舞， 欢度节日。 新华社发

欢欢度度苗苗年年

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山东
省民政厅获悉， 山东完善经济困
难老年人补贴制度， 60周岁至99
周岁的山东低保老年人将获得每
人每月80元至200元不等的补助。

据了解， 山东此举是将低保
老年人分类施保、 高龄津贴、 护
理补贴、 服务补贴等统筹合并 ，
建立困难老年人补贴制度。

具体而言， 山东将对60周岁
至79周岁、 80周岁至89周岁、 90
周岁至99周岁低保老年人每人每

月分别补助 80元 、 100元 、 200
元， 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按照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
省优待老年人规定的通知》 规定
补助。 在此基础上， 对生活长期
不 能 自 理 、 能 力 等 级 为 2 -3
（《老年人能力评估》 评定标准）
的， 以及智力、 精神和肢体重度
残疾的低保老年人， 每人每月增
发80元。 增发补贴部分不能与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重复享受， 可
择高领取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