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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丽娟

备受关注的美国政府“停摆”僵
局持续16天后，依旧无解！尽管美国
白宫和民主党执掌的众议院多次磋
商， 企图弥合在美墨边境隔离墙修
建问题的分歧， 但由于双方互不妥
协，每次磋商都不欢而散，美国政府
或将迎来史上最长的“停摆”。

修建美墨边境墙是特朗普竞选
总统时的核心承诺之一，也是他谋求
连任的重要政治筹码。为了兑现竞选
承诺、获取民众选票，特朗普在边境
安全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此前，他要
求国会拨款50亿美元，修建美墨边境
墙以防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但是，民主党人并不买账，他们

指责边境墙低效、多余且昂贵，是特
朗普的 “政治噱头 ”，要求拨付不超
过13亿美元的资金来解决边境安全
问题。围绕边境墙资金问题，特朗普
与民主党 “口水战 ”不断 ，导致此次
政府“停摆”。

政府“停摆”，让美国社会很“受
伤”。超过42万名联邦政府职员只能无
偿上班， 另外38万名政府职员开始无
薪休假。政府管理和服务大打折扣。民
众办事“无门”、怨声载道，公共服务供
给严重不足，许多地方垃圾无人打扫、
臭气熏天，众多国家公园“闭门谢客”，
经济也遭受沉重打击。 据统计， 政府
“停摆”每两周将造成GDP减少0.1%。

在美国，政府“停摆”是家常便饭，
民众见怪不怪。 美国政体是以权力制

衡为基础的三权分立， 本意是为了防
止政府权力滥用。但现实中，为了各自
的党派利益，共和、民主两党考虑最多
的是选票， 而不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的
利益。

美国两党竞争、 两院分治的政治
制度被极端化， 原本的权力制衡陷入
了恶意打压、恶性竞争、否定对抗、互
不妥协的困境。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
国政治更加极化，社会裂痕加深，两党
“斗法”加剧，政府“停摆”闹剧增加。据
报道，这次“停摆”已是2018年美国政
府的第三次“关门”。

“停摆 ”风波频发 、“停摆 ”僵局
无解，凸显出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
也加深了我们对今日美国体制之困
与美式民主的认识。

� � �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突出问题、紧盯
关键节点，一刻不松、半步不退，下大气力
解决“四风”问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持续擦亮金色名片

2018年12月25日， 中央纪委对6起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
曝光， 再次释放了作风建设一刻不停歇、
继续向纵深推动的强烈信号。

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十九届中
央纪委二次全会工作部署，把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作为工作的重中
之重，通过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紧盯、一年
一年坚守，扭住不放、寸步不让，抓出成效、
成果显著。

据统计，2018年以来，截至11月30日，
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55705起，处理党员干部78804人，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55810人。

同时，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大问
责力度，突出“一案双查”，对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落实不力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严

肃追究责任， 倒逼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
将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2018年， 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6周年。
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以钉钉子的精
神持续抓好监督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工
作，面上奢靡享乐突出问题基本刹住，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集中突破攻坚，党员干
部纪律意识、 规矩意识明显增强， 履职尽
责、干事创业的好习惯逐渐形成。

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实施6年
来作风建设取得的成效普遍表示肯定。有网
友表示：“八项规定的内涵不断丰富，党政机
关的作风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老百姓办事越
来越方便，‘严了规矩，暖了民心’。”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向不担当不作为者亮剑

党的十九大后， 作风建设在更加注
重集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中
走向深入。

2018年9月， 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
工作意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作为正风肃纪、反对“四风”的首要任务、

长期任务，对“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假作为”等顽疾亮出利剑。

11月底，中央纪委第一次在党内专
题通报并向社会公开曝光6起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典型问题， 向全党全社会释放
出了坚决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强
烈信号。

各地严肃查处并曝光典型案例， 形成
了向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集中宣战的高压
态势：山东2018年以来共查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4074起，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3250人； 四川通报9起扶贫领域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典型案例； 贵州深挖严查不担当
不作为等破坏营商环境问题……

“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评判工作好
坏”“不能工作刚安排就督查检查、 刚部
署就进行考核”“不搞花拳绣腿， 不要繁
文缛节，不做表面文章”……去年，一份
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统筹规范督查
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将问题点到基层
痛点上，把措施出在关键处，引来无数基
层干部点赞。

广大基层干部认为，通知一针见血，指
出了当前我们督查考核中存在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 更释放了重视实干实绩、鼓
励担当作为的强烈信号。

坚决整治群众身边
腐败和作风问题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中央坚决整治
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厚
植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整治群
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进行重点部署，要
求坚决查处发生在民生资金、“三资”管理、
征地拆迁、教育医疗、生态环保等领域的严
重违纪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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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斩断一切敢向扶贫资金资源伸
出的黑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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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
违法行为。各级纪委监委聚焦基层腐败问
题，“一把手”带头深入一线了解社情民意，
拿出有效措施，逐级压实细化责任，在整治
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上积极作为，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落实乡村振兴规划等提
供了坚强纪律保障，有力推动了党中央惠
民爱民好政策落地见效。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坚定不移纠“四风”、树新风
———全面从严治党启新局之“作风篇”

“停摆”僵局凸显美国体制之困
天下微评

� � � � 新华社天津1月7日电 记者从“权健事件”
等联合调查组获悉， 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束某某等18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 2019年1月1日， 天津市公安
机关对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涉嫌组
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和虚假广告罪立案侦查。
1月2日， 对在权健肿瘤医院涉嫌非法行医的朱
某某立案侦查。 截至1月 7日， 已对束某某
（男， 51岁， 权健公司实际控制人） 等18名犯
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 对另2名犯罪嫌疑人
依法取保候审。 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

据新华社天津1月7日电 记者7日从天津市市
场监管委了解到， 天津市持续开展打击、 清理、
整顿保健品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以来， 出动执法人
员近7000人次， 对40家保健品经营单位立案查
处。 为治理保健品乱象，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天津市自今年1月2日至3月31日在全市开展打击、
清理、 整顿保健品乱象专项整治行动。

权健公司实际控制人
束某某等18人被刑拘

� � � � 图为于大宝在比赛
中射门得分。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有惊无险。1月7日，2019亚洲杯小组赛C组首轮赛事打
响，凭借对方守门员的失误和于大宝的进球，中国队以2比1逆
转战胜吉尔吉斯斯坦队，喜获开门红。

吉尔吉斯斯坦队并非强队，本届亚洲杯扩军至24支队伍，
他们才首次进入亚洲杯决赛圈。不过近几年，他们取得了不小
进步。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 吉尔吉斯斯坦队对阵约
旦队1胜1平，主场迎战澳大利亚队也只以1比2惜败。

本场比赛，国足赢得并不轻松，还要感谢上天的眷顾。
上半场，国足有些慢热，没有创造出多少有威胁的攻势，

后防线反而被吉尔吉斯斯坦队多次打穿。 焦急的里皮在第24
分钟就进行了换人，用于大宝换下金敬道。赛后证明，这是一
个关键性的换人。比赛第42分钟，吉尔吉斯斯坦队抓住界外球
的机会，伊斯拉伊洛夫在禁区前凌空抽射，率先破门。下半场，
国足加强攻势，逐渐掌控局面，运气也站到了国足这一边。第
51分钟，替补出场的蒿俊闵开出角球，吉尔吉斯斯坦队门将马
蒂亚什双手托球失误，将球扣进了自家球门，“帮助”国足以1
比1扳平比分。中国球员信心大增，攻势更加凶猛。第78分钟，
吴曦头球摆渡，跟进的于大宝晃过吉尔吉斯斯坦门将后，将球
踢进空门，为国足锁定胜局。

于大宝一直是国足的福将， 多场比赛为国足打进关键进
球。2013年亚洲杯预选赛中，国足在雨夜苦战伊拉克队，是于
大宝在最后时刻打入制胜一球，为国足拿下这场关键的胜利。
去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面对劲敌韩国队，也是于大宝打入全
场唯一的进球， 帮助国足打破了30多年大赛逢韩国不胜的魔
咒。巧合的是，这两场比赛都是在长沙进行的。

本赛季中超联赛，于大宝在北京国安队大部分时间出任中
卫，整个赛季只攻入2球。但里皮依然将于大宝带到了阿联酋，于
大宝也没有辜负里皮的信
任， 用一个关键的进球“拯
救”了国足。

C组的另一场比赛，韩
国队1比0战胜了菲
律宾队。

国足下一场比赛
将于11日21时30分进
行，对手是菲律宾队。

2比1逆转取胜

国足喜获开门红

阿联酋亚洲杯 2019.1.5-2.1

赛程速递
8日21∶30 伊拉克VS越南
9日00∶00 沙特VS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