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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21日
电（记者哈丽娜）清晨，一列搭
载50个集装箱的蓉欧班列驶离二
连浩特口岸，前往目的地俄罗斯
沃罗滕斯克市，班列搭载货物
338.5 吨，货值 2190.11 万元，货
物为吉利汽车。

自2013年中欧班列开始经由
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境以来，二连
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中欧班列
6072 列，运输货物 482.59 万吨，
货值超过900亿元人民币。

二连浩特口岸是中蒙两国唯

一的铁路口岸，中欧班列“中通
道”的唯一进出境口岸。“中通
道”中欧班列开行线路已增至44
条，国内始发地城市辐射郑州、
成都、厦门等40多个市，境外目
的地由汉堡、鹿特丹扩展到华
沙、莫斯科等10国60个地区。

自开通以来，中欧班列在国
际物流运输中的优势日益凸显，
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高质量”
物流的代名词。对国内的消费者
而言，国外的货物也不再是“漂
洋过海来看你”，而变成了“坐

上了火车来中国”。
为了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

展，二连浩特海关精准施策，靶
向发力，针对性地推出“三专五
优”工作法，上线铁路新舱单和
运输工具系统，优化舱单归并流
程，大力推行通关手续无纸化，
整体作业时间减少65%；建立与
企业的联络机制，及时解决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
点、痛点”，实现监管与服务同
步推进，切实增强企业的获得
感。

中欧班列“中通道”进出境中欧班列破6000列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
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
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
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
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
重大决策。”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
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
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
野宏大，思想深邃，为我们开展
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党

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
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
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
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
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
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庆祝我们
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
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
要。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
科书，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
为可歌可泣的篇章，要倍加珍惜
党的历史，深入研究党的历史，
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
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
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
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
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
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在一百年
的接续奋斗中，党领导人民创造
了伟大历史，铸就了伟大精神，
形成了宝贵经验，使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华民族发
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
奇迹。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
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
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
验传承好、发扬好。我们要深刻
认识到，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
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
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

求。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

今。”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走向未
来，各级党委 （党组） 要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抓好
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学习教育
工作。要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实
党的创新理论，坚持学习党史与
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守正创新抓住
机遇，锐意进取开辟新局，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
懈奋斗。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
心历久弥坚。从建党的开天辟
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
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
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通过在
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更
好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律、
掌握历史主动，更好传承红色基
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方向，
更好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统
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我们
就一定能够建设更加强大的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樊曦、窦皓）今年春运，受疫
情防控常态化影响，出行客流
较往年回落不少。尽管出行压
力减小，但出行安全“不打折
扣”。各部门始终坚守春运岗
位，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管
理，努力为旅客守护平安顺畅
出行路。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的统计显示，春运以
来，铁路部门深入实施客运提
质计划，精准调整运力安排，
精细实施“一日一图”，增加短
途客运产品供给，满足各地百

姓出行需求。春节假日 7 天，
国家铁路发送旅客 2332.7 万人
次，其中铁路局管内短途客流
较2020年同比增长19.9%。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
各车站严格落实体温监测制
度，对售票厅、候车室、电
梯、卫生间等重点公共区域，
每4小时不少于1次消毒，为旅
客出行提供安全环境。中国铁
路成都局集团公司增派工作人
员在火车站售票厅、候车室等
处所轮流值守，为旅客提供购
票候车引导、重点帮扶等服
务，保障旅客出行。

铁路等部门守护春运平安出行路

据新华社石家庄2月21日
电（记者冯维健、杜一方）记
者从21日召开的河北省石家庄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 月 22 日起，
石家庄市对分区分级管控措施
进行调整，藁城区全域调整为
低风险地区，新乐市解除区域
封闭管理。至此，河北省中风
险地区“清零”，全省所有区域
均为低风险地区。

据石家庄市副市长蒋文红
介绍，1 月 19 日，藁城区报告
最后 1 例社区筛查确诊病例，
已符合《河北省调整新冠肺炎

疫情分区分级标准实施精准管
控措施的实施方案》中“低风
险地区连续14天内无新增社区
筛查确诊病例”这一标准。2
月21日，藁城区进行了全员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根据河北省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石家庄
市实施差异化防控的建议》要
求，组织专家分析研判，经藁
城区申报，石家庄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决定，自 2 月 22 日起，
石家庄市分区分级管控措施进
行调整。藁城区全域调整为低
风险地区。

河北中风险地区“清零”
所有区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新华社柏林 2月 20日电
（记者张远）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20日就德国《图片报》散布炒
作有关新冠病毒来源等阴谋论
表达强烈不满和愤慨，并表明
严正立场。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表声
明说，在已经被世界上几乎所
有顶级科学家和疾控专家公开
否定的情况下，《图片报》仍热
衷于散布所谓的“武汉病毒所
泄露病毒”等谣言，并在此基
础上煞有其事、厚颜无耻地提
出所谓“中国应回答的五个问
题”，令人不齿。

声明说，疫情是天灾，中
国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受害
者。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国际
通报的渠道始终快速、及时、
公开、透明。中方也积极与世
卫组织和许多国家开展国际合
作，共同抗击疫情，得到国际
社会普遍认可。

声明强调，中方始终认
为，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
的科学问题，应由科学家严谨
地开展国际科学研究与合作。
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共同推
进抗疫合作，共同为早日彻底
战胜疫情而不懈努力。

就德《图片报》炒作新冠阴谋论

中国使馆表明严正立场

据新华社洛杉矶2月20日
电（记者黄恒）美国联合航空
公司一架波音 777-200 客机当
地时间20日中午从科罗拉多州
首府丹佛国际机场起飞后不久
发生严重事故，飞机右引擎外
壳脱离爆炸起火，所幸紧急降
落成功，机上人员没有伤亡。

据当地 CBS 电视台报道，
这 架 飞 机 航 班 号 为 美 联 航
328，从丹佛飞往夏威夷州首府
火奴鲁鲁。飞机于当地时间20
日12时15分起飞，升空后不久
便报告右引擎出现故障，13时
30分安全返回丹佛国际机场降

落。机上包括机组人员在内共
241人，无人受伤。

机上乘客拍摄的视频显
示，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右侧引
擎外壳脱离，引擎内着火冒出
黑烟。地面人员拍摄的另一些
视频显示，一架大型商用客机
突然在空中发出爆炸声，然后
右侧引擎冒烟。

飞机引擎爆炸后的残片落
在丹佛国际机场附近社区内。
当地警局表示，目前没有收到
地面人员受伤报告。美国航空
安全相关部门正在对这一事故
展开调查。

美一波音客机爆炸起火紧急降落
机上人员无伤亡

2月20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参观者在玩偶艺术展上拍
摄展品。

2月19日至22日，莫斯科举办国际玩偶艺术展，展出逾千
名艺术家制作的各式玩偶作品。 （新华社发）

涉黑活动往往与洗钱活动相
互交织。扫黑除恶，就要彻底切
断黑恶势力的经济来源，坚决

“打财断血”。近年来，金融系统
充分发挥反洗钱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中的关键作用，配合相关部
门有效震慑黑恶犯罪，铲除黑恶
势力经济基础，同时维护了正常
的金融秩序。

加强反洗钱监测 让
“黑钱”无所遁形

攫取不义之财是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
其坐大成势的工具。“蚂蚁搬家似
的把资金化整为零、虚假买卖的

‘阴阳合同’……各种涉黑洗钱犯
罪手段不断上演，让金融一池春
水陡生‘暗流’。”中国人民银行
南昌中心支行行长张瑞怀说。

摧毁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
需要迅速摸清涉案资金流向、高
效定位侦办方向，金融系统有一
种特别的武器——反洗钱监测。

去年 6 月，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建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于
某某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一审公开宣判，依
法严厉打击了黑恶势力。而此案
背后离不开反洗钱的追踪与定位。

据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
2018 年 6 月，北京辖内某银行向
央行营管部反洗钱处上报称，发
现有可疑账户资金交易存在短期
投资频繁、有意保持资金流动
性、异常取现等行为。结合互联
网查询的涉黑负面信息，经过研
判认为该账户资金持有人存在故
意切断资金链条，掩饰、隐瞒黑
社会性质资金的嫌疑，于是及时
向侦查机关移送线索。经侦查发
现，该账户为黑龙江省于某某涉
黑集团主犯家属的账户。

可见，发挥反洗钱的资金监
测作用，结合相关信息深入剖析
黑恶违法犯罪资金交易模式特
点，可深挖彻查涉黑涉恶洗钱犯
罪线索，使得“黑钱”“赃钱”无
所遁形，为涉黑涉恶案件的成功
侦破提供了强大助力。

记者了解到，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三年来，人民银行共向
侦查机关移送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近 360 起，协助侦查机关开展涉

黑涉恶案件调查1000余起，协助
侦查机关侦破涉黑涉恶案件 310
余起。

紧盯重点领域“打黑
财”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一些行业领域涉黑涉恶问题
突出，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

“部分涉黑组织假借‘民间借
贷’之名，哄骗引诱被害人签订
数额虚高的‘阴阳’借款合同，
通过虚假诉讼等多种手段实施

‘套路贷’犯罪，非法聚敛巨额资
产……”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介绍
了他们在专项斗争中发现的突出
问题。

2020年12月24日，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对张某某等11人“套
路贷”涉恶案作出终审裁定。该
案中，张某某等人以收取“砍头
息”、借助诉讼和使用软暴力等

“套路贷”手段，攫取了巨额的非
法收益。

由于该案涉案人员众多、涉
及多家金融机构，人民银行惠州
市中心支行重点对犯罪团伙的组
织架构、资金运作进行了分析，

迅速理顺了该案件涉及多名主要
嫌疑对象的上下游资金交易脉络
关系，为公安机关快速侦破案件
提供了有力支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多地金融机构开展“套路
贷”风险排查。仅安徽省就累计
发现可疑客户百余名，移送线索
30余条，涉及金额约40亿元。

据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的
工作人员介绍，开展金融放贷行
业专项整治工作以来，合肥中支
对买卖银行卡或账户实施惩戒，
加大支付和反洗钱领域的监管检
查力度，有力地维护了金融市场
秩序，筑牢了金融领域风险防控
防线。

发挥调查职能优势 推
动涉黑洗钱犯罪案件破案

涉黑洗钱活动日益多样化，
手法更趋隐蔽，给侦查机关调查
和追缴赃款造成困难。为此，人
民银行发挥反洗钱调查的情报支
持和证据支持作用，深挖涉黑涉
恶洗钱线索，推动涉黑洗钱犯罪
案件的立案、破案。人民银行的

统计显示，2020年我国涉黑洗钱
罪判决近60起。

在“福建林某涉黑洗钱案”
中，犯罪分子大量使用现金、支
票等手段进行资金转移。为了理
清资金脉络，深挖洗钱犯罪证
据，人民银行福州中支全面梳理
黑恶犯罪主犯关系网中重点关注
人员的资金交易，调查资金来
源、去向、运作方式等，最终协
助公安机关找到了重要证据。

“将洗钱入罪判决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紧密结合，可加大对黑
恶势力的打击力度，震慑洗钱分
子，减少黑恶势力洗钱帮凶。”人
民银行济南分行反洗钱处副处长
王军波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
来，济南分行辖区共推动 8 例涉
黑洗钱案成功宣判。

“反洗钱是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的重要手段，要扎紧制度的篱
笆、维护百姓的利益。”张瑞怀
说，反洗钱工作不仅助力对黑恶
势力“打财断血”，也是建设现代
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是维护经
济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扫黑除恶进行时

金融助力“打财断血”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2 月 20 日拍摄的广西壮族自治
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美丽的田园
（无人机照片）。

春回大地，广西各地农民忙着春
耕、春种、春管，广袤田园生机盎然。

周 华 摄 （新华社发）

➡2月20日，游客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米积村赏花。
随着气温升高，在米积村，竞相绽放的樱花吸引了众多村民和游客前来观赏。

翁忻旸 摄 （新华社发）

莫斯科举办玩偶艺术展

春 回 大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