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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孤烟，黄沙漫道。千百年来，
苍茫萧瑟的意象在边塞诗人的作品中代
代相传。时至今日，再看中国西北角，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入推进和科技进步，那里正不断发生
可喜的变化。

西北腹地？开放前沿！

长期在青岛生活、以港口贸易为主
要工作的焦建民，却来到了离海千里之
遥的乌鲁木齐，担任青岛港国际货运物
流有限公司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今年 6月，乌鲁木齐－青岛港－孟加
拉海铁联运班列首次开行。“青岛港西
移，可以说是把 4000 多公里外的‘码
头’搬到了新疆。”焦建民说，乌鲁木齐
至青岛再到孟加拉国，实行联运后比原
来节约近半个月时间。

焦建民千里觅商机只是近年来西北
加大开放力度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抢
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西北各省区
纷纷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通过开通国
际货运班列、加快空中通道建设、口岸
开放等多种手段加大开放步伐。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宁夏依托中
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平台，大力发展
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关系，与沙特、阿
曼、毛里塔尼亚等合作建设的境外产业
园助力国内企业走出去。随着银川－迪
拜、银川－曼谷等航线的开通，银川航
空 口 岸 国 际 旅 客 吞 吐 量 跨 越 式 增 长 ，
2016年同比增长 72％。

陕 西 省 是 古 丝 绸 之 路 的 起 点 。 如
今，一列列国际班列从古城西安起步，
再续丝路辉煌。“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
2013 年开行以来运行车数突破万车，将
大量“中国制造”运往中亚 5国。

资源匮乏？风光无限！
风沙大、烈日晒，这是西北给人的

固有印象。这一环境特征虽未改变，然
而换一种资源观来看，“无限的风光”是
宝贵的清洁能源，是值得西北各省区大
力挖掘的“宝藏”。

灵州—绍兴±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灵州换流站在完成这一千里输送
中，其作用相当于人的大脑。记者在灵
州换流站看到，这个工程相当复杂，占
地 26.67 公顷的换流站内密密麻麻、高低
错落地布满了各种输变电装置，给人一
种“大国工程”的震撼感，而不远处风
电场的一片片硕大的风机叶片随风转动。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科信部部长丁茂
生解释说，电以光的速度传输，有了特
高直流输电工程，西北的风转变为电能
直至输送到上千公里外的千家万户，只

需毫秒就能实现。
和宁夏一样，西北各省区都是绿色能

源富集区，昔日抛之不去的劣势，如今却
成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今年 6 月，青海省
创造了一个全国“第一”——连续 7天全省
所有用电均来自水、太阳能及风力发电产
生的绿色能源，在全国首次实现一省范围
内供电“零排放”。

不仅仅自己享用，±800千伏、±1000千
伏、±1100千伏，一条条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路横跨祖国东西，将西北大量清洁电源源
不断输往全国各地，为当地发展贡献着

“西北力量”。“炎炎夏日，东南沿海的群众
虽吹不上西北的凉风，凉风产生的电能却
能给他们带去清凉。”国网宁夏电力公司
调控中心总工程师项丽说。

荒漠戈壁？塞北江南！

北风折草，八月飞雪。边塞诗人笔下
的西北总是不可名状的荒凉。然而观念
和技术之变却能“释放魔力”，让昔日的不
毛之地焕发令人难以想象的生机。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十年九旱，“春
种一粒麦，秋收一棵草”。从 2006年开始，
通渭县根据当地秋季降水相对较多的实
际，率先探索出“全膜双垄沟播”旱作农业
技术。甘肃省农牧厅种植业处副处长潘
新解释说，通过在农田里起垄、覆膜，一方
面限制土壤水分蒸发，另一方面提高垄沟
雨水收集，据测算，当土壤湿度达 20％时，
每亩地相当于蓄水 300立方米。

每年推广超过 66.67 万公顷，年增产
粮食超过 100 万吨，这两个亮丽的数据量
化了甘肃省近年来旱作农业推广的丰硕
成果。而这项新技术不仅惠及甘肃，也造
福着陕西、宁夏、新疆、青海等省区旱作区
群众，土豆产量大幅提升、玉米种植区域
扩大……农业科技成为旱作区守望在田
野的“及时雨”。

戈壁也能种瓜？这是不少人听说宁
夏硒砂瓜后条件反射式的疑问。宁夏中
卫市香山地区群众，通过在土地上覆盖
一层 10至 15厘米厚的砂石颗粒，在砂石
下土层上种植西瓜，既合理利用了光热
资源，又能有效节水。这一看似微小的
技术变革，却催生了年产值 14 亿元的富
民惠民产业。且由于瓜大味甜、富含硒
锌等微量元素，硒砂瓜获得市场广泛认
可，全国各地客商每年夏季云集抢购。

实际上，西北荒地变沃土的奇迹，
正是尊重、巧用自然规律的结果。今日
之西北，仍有不少期待改变的标签，在
科技不断进步的将来，或许这种改观会
超乎想象，而新面貌、新发展的西北正
是大家共同的愿景。

新华社银川9月12日电

全面从严治党“提升了中国共产
党的活力与斗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
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
出问题，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
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

巴基斯坦人民党旁遮普省中央党
部主席卡马尔·扎曼·凯拉说，通过全
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
态势，“中国共产党将进一步增强党
和政府的凝聚力和领导力，并促使各
级领导和广大党员更好地为维护国
家利益而奋斗”。

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对华关
系专员阿巴斯·扎基看来，中国共产
党作风建设常抓不懈，才取得今天治
国理政的伟大成就。“全面从严治党
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力与斗志，这
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土耳其爱国党副主席索内尔·波
拉特对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新、自
我净化深表赞叹。“中国共产党的反
腐败斗争力度之大堪称前无古人，值
得称赞。”“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
当今世界最有效率的政党之一。”

新西兰工党主席奈杰尔·霍沃思
认为，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强调
法治，任何违法者，无论地位多高、权
力多大，都会被绳之以法。全面从严
治党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
力，对中国未来发展意义非凡。

不断完善党内监督是“最有效的
反腐手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制度建设，
强化党内监督，出台或修订近 80部党
内法规，使全面从严治党有规可循、有
据可依，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副
书记、国家杜马议员谢尔盖·热烈兹
尼亚克说，作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
党“密切关注并仔细研究”中国共产
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做法，“很多在中
国实施的反腐败做法，正在俄罗斯得
到落实”。

柬埔寨人民
党中央委员、国
务 大 臣 兼 反 腐
败 委 员 会 主 席
翁仁典说，柬埔
寨 高 度 赞 赏 中
国 共 产 党 打 击

腐败坚强的决心、勇气和明确的政
策，把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视为模范。
他认为，巡视工作进一步增强了中国
共产党的透明度、可信度和治理能
力。

印度尼西亚大印尼行动党副总主
席、国会副议长法德利·佐恩对“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设计印象
深刻。他说，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党
内监督体系是“最有效的反腐手段”，
给世界树立了“引领性的榜样”。
反腐风暴赢得人民群众支持与信任

2012 年 12 月至今年 6 月底，全国
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超过 17 万多起，处分 13 万多人，平
均每天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超过 100起。国家统计局调查显
示，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的满意度从 2013 年的 81％提
高到 2016年的 92.9％。

坦桑尼亚革命党书记处书记汉弗
莱·坡勒坡勒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和《摆脱贫困》两本
书。他说，“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一个
政党的治国理政实践而言具有重大
现实指导意义，一个政党只有不断进
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少走弯路、
少犯错误。敢于自我批评、对腐败毫
不姑息，才能赢得人民信任，而中国
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正是得益于人
民的支持和信任。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成员、人
权调查机构官员穆斯塔法·易卜拉欣
说，中国共产党以解决重大问题为导
向，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这些努
力增加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让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
福祉的本色没有改变”。

近年多次来华访问的老挝人民革
命党中央委员、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顺通·赛雅佳说，中国共产党把全面
从严治党作为优先工作，宣示了建立
健康、坚强政党的决心，获得了广大
人民群众更广泛的支持，相信中国共
产党一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两
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新数据颠覆中国西北角旧印象

——外国政党负责人热议中国共产
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天业节水示范园区的“无水”水稻田（8月6日摄）。
新华社发

重拳反腐固根基
自我净化气象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共产党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对世情、国
情、党情变化作出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
注。多位外国政党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全面从严治党对中国共产党保持战斗力和领导力、
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
国理政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