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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记者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4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丹麦首相拉斯穆森。

习近平指出，发展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丹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不仅符合我们各自国家的利益，也有利于推进中
国-北欧合作和中欧关系全面发展。2016 年是中丹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进取之年”，双方全面规划两国各领域合作，共
同推动中丹关系在新形势下健康快速发展。我们要加强顶
层设计，将 2017 年打造成为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收获
之年”。

习近平强调，双方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规划好
中丹关系发展方向，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两
国高层和各层级各领域人员往来，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
构、政党、地方、民间交流。要以循环经济、节能环保、食品安
全、农业科技、可再生能源利用、城镇化等领域为重点，开展
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型合作，积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
内合作领域和方式。要继续加强追逃追赃等务实合作以及
社会领域交流互鉴，深化旅游、大熊猫合作研究和足球等人
文领域交流合作。要加强在联合国和北极理事会等多边框
架内协调，拓展北极合作。

习近平指出，中国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愿与欧方
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我们愿
同丹麦等北欧国家加强沟通，推动中国-北欧合作不断取
得新成果。

拉斯穆森表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在联合国维
和、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丹中自 2008
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长足发展。丹麦坚
持一个中国政策。双方基于互利共赢的广泛合作取得积极
成果。丹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深度挖掘两国在医疗保
健、食品、教育、文化、旅游、足球等领域的合作潜力，推动丹
中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再上新台阶，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注入新动力。丹方愿意密切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沟通
协调，加强在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自由贸
易体制，推动欧中关系深入发展。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丹麦首相拉斯穆森

▲ 5 月 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丹麦首相拉斯穆森。 新华社记者饶爱民摄

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记
者乌梦达、梁天韵)金色琉璃、苍
松翠柏掩映下的红墙，一侧连接
着中央党政机关，一侧连接着地
区干部群众——— 地处中央政治中
心、首都功能核心区，生活和工作
在北京西城区人们，都有一种自
豪感和责任感，要维护好这一抹
最特别的红。

绝对忠诚、责任担当、首善标
准，是西城区践行“红墙意识”的
时代注脚，也成为西城区将“两学
一做”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
育深化拓展的抓手。

绝对忠诚

讲政治、顾大局、守

纪律成为自觉

“长期以来，西城人形成了讲
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优良传
统，‘红墙意识’就是在此基础上发
展形成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西城区委书记卢映川说。

从 1999 年西城区西长安街
街道正式提出“红墙意识”概念，
到 2014 年西城区委将“红墙意
识”上升为全区工作指导思想，伴
随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开展
和常态化，西城区不断丰富和深
化“红墙意识”的内涵。

区委宣传部的马克思主义经
典品读、区委党校的“习语精读”、
区纪委的“红莲”讲堂、西长安街
街道的红墙读书会、实美职业学
校的“每月一党课”、金融街街道
的全国首个社区廉洁教育基
地……西城区各级党组织结合自
身工作实际，创新学习载体，探索
方法途径，搭建多元化学习平台，
打造出一批学习品牌，保证学习
教育全员覆盖。

对于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
数”，西城则将学习由“软任务”变
成“硬约束”。西城把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
同区域科学治理结合起来，特别
是在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提高城市发展
水平、保障好民生等重大问题
上，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几年来西城区理论学习中心组
成员开展调研累计 700 多次，其
中下到基层调研比例超过 70%，
完成重点课题并已转化为工作
成果 50 余篇，推进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成为
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习惯。近
日，在报国寺“百姓论坛”，来听
讲的居民邵大爷对记者说：“马
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就要开幕
了，得给全世界展现咱们北京最
好的一面。”

邵大爷说，现在出门遛狗，随
身戴着手套和塑料袋，不仅管自己家的狗，看见别的狗拉了粪便，都
得帮着拾起来，“这一点一滴都是在为‘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做贡献。”

责任担当

敢于动真碰硬“钉钉子”

“两学一做”常态化，西城区提出，在“做”上深化拓展，坚持学
做互进、知行合一，从具体问题改起，从具体事情做起。

“党支部建在项目上”，就是“两学一做”常态化的一个具体举
措。2015 年启动的白纸坊地区重点棚户区改造项目，是西城区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棚改，总占地面积约 29 . 2 万平方米，涉及居
民总户数近 5600 户。项目启动之初，指挥部就成立了临时党委，党
员们每天挨家挨户做工作，耐心讲解政策；棚改区全体党员带头签
约，不当“钉子户”。在 3 个月的协议预签期内，白纸坊地区重点棚
户区改造的两个项目签约率均超过 97%，党组织真正成为了民生
工程一线的主心骨。

如今，在功能街区、产业园区、商务楼宇、重点工程、重大项目
中，在改革发展前沿，在社会管理关键点上，西城区不断优化党组
织设置，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这片核心区域也不可避免地患
上了“大城市病”，违法建设、“开墙打洞”、地下空间出租以及背街
小巷环境脏乱等现象屡禁不止。

今年 2 月 28 日起，西长安街道和平门地下空间清理腾退工作
开始启动，和平门小区 8 栋居民楼地下空间剩余 9200 平方米违规
使用房屋彻底腾退，地下空间出租现象一去不返。

敢于动真碰硬，今年以来，大栅栏地区最大面积的单体违法建
筑被拆除、展览路五天进行四场拆违工程、新街口启动全市最大平
房保护区——— 西四北平房保护区的整治……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下，具有中国北方服装市场风向标
之称的“动批”，首个撤牌的“韩国城”天皓成服装批发市场已经变
成“宝蓝金融创新中心”。不少商户已经疏解到天津、沧州、石家庄、
廊坊等周边地区。“腾笼换鸟”的升级改造，让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
更加优化。

首善标准

“总书记和我们是街坊邻居”

“总书记和我们是街坊邻居。”一位“西城大妈”对记者说。一句
玩笑话背后，既是西城特殊区位的体现，也是群众维护和谐稳定政
治责任的体现。

在西城，有着这样一批忠实的红墙守护者———“西城大妈”，他
们身穿红马甲、臂弯红袖标、头戴小红帽。2015 年“西城大妈”帮民
警破获多起恶性案件，2016 年“西城大妈”提供各类违法线索万余
条。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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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 16 次翻山

定格深山里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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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依法治国

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中办印发《中国作协深化改革方案》
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中国作协深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强
调，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总体部署，强化中国作协深化改革的责任和担当。通过全
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明确任务，转变职能，优化结构，创新
举措，真正把中国作协建设成为对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
有强大吸引力凝聚力的群团组织，团结带领广大作家和文
学工作者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学精品。

党中央历来重视发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独特
作用，高度重视做好作家和文学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做好新形势下的作家和文
学工作、推进中国作协改革多次作出重要部署，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和文艺
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中国作协深化改革指明了
方向，明确了任务。

《方案》明确了中国作协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总体目标。《方案》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明确改革方向和重点，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化自觉，
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按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群团发展道路的总要求确定改革路径，把广大作家更广
泛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学事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
凝聚力、精神推动力。中国作协改革必须坚持政治引领，
坚持以文化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转变职能，坚持服务
基层。通过深化改革，切实解决中国作协存在的突出问

题，作协组织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更加突出，联系党委
和政府同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发
挥，凝聚力、影响力和工作活力显著提高，对网络文学和
新的文学群体的覆盖面、引导力及服务管理效能显著增
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
作、勇攀高峰，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竞相迸发，文学精品
和文学人才不断涌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呈现
日益繁荣发展的生动局面。

《方案》从 5 个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第一，积极转变职
能，改革完善组织机构。紧紧围绕政治引领、团结引导、联络
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推动创作的职能任务，以中国作
协领导机构和机关改革为牵引，推动所属单位和文学社团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高领导机构中基层和创作一线作家
代表比例，增强代表性和广泛性。优化作协领导机构人员构
成，减少行政领导干部所占比例。改革中国作协机关内设机
构，强化服务职能。（下转 8 版）

重庆背街小巷变身记

新华社重庆 5 月 4 日电(记者王丁、王金涛、陶冶)重
庆，一座壮美的山水之城，一座日新月异的现代化都市。
然而，与许多城市类似，被戏言为“繁华与破烂齐飞”的景
象，却一度成为城市发展的“痛点”。当新城与旧貌的矛盾
凸显之际，重庆开始了整治城市“死角”的民生攻坚。

近两年来，重庆主城区共整治 402 条背街小巷、306
个老旧社区及 107 个农贸市场、48 所学校、18 所医院
的周边环境，受惠群众近 300 万人。民调显示，这件民生
实事增强了市民幸福感，群众满意度高达 97%。

背街小巷成风景

通远门是重庆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城墙，由此上行就

到了鼓楼巷。巷子路面整洁，由青砖或青石铺就，两边大
都是六七十年代的旧房，却老而不朽，旧而不乱。更引人
注目的是，这里集聚了重庆水场旧址、打枪坝等文物遗
址，引得背包客纷至沓来。

背包客或许不知，古楼巷曾是蚊虫滋生、鼠患肆虐的
脏乱差街区，老旧房屋配套缺失，基础设施严重老化，不
少居民还在院坝搭建了数十处违法建筑。由于环境恶化，
多数居民在怨声中“逃离”。后来，渝中区政府投入 550 万
元对鼓楼巷进行环境综合整治，拆除违法建筑，完善基础
设施，一条别有风情的小巷脱尘而出，引得几十户老居民
纷纷回迁。

重庆是一座具有 3000 年历史的名城，抗战文化尤其
丰厚。保护历史风貌，留住文化遗迹，是重庆整治背街小

巷的一大特色。
嘉西村曾是重庆老旧街区的坏代表，环境脏乱差，治

安隐患多。如今，它已被评为“重庆最美小巷”。记者在这里
看到，绿化带和人行道干净整齐，门牌店招古色古香，吸水
防滑的黑灰色行路砖古朴雅致。小区内爱国民主人士鲜英
的故居，也已得到修缮或部分复原。一些游客在饱览新重
庆风光后，也来此品味老重庆的独特风韵。

“城市修补”惠民生

面对大量环境脏乱差、功能有缺陷、管理不完善的背
街小巷和老旧社区，重庆摒弃大拆大建的做法，而是通过
“城市修补”实现城市有机更新。

万紫山片区是两江新区中的老区，居住着 2000 多户
征地拆迁居民，相当长时间内，路面凹凸不平，植物稀疏，
公用设施不足。经过整治，柏油路面修整一新，路边增加了
消防栓、健身器材，翠竹绿树红花掩映楼宇，秋季桂香沁人
心脾。

位于人口稠密地段的晨光小区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
院内有一棵参天的黄桷树。曾经，街坊邻居在黄桷树下休
闲、聊天，但由于环境设施日久失修，“晴时灰尘飞，下雨一
身泥”，昔日热闹的黄桷树下变得冷冷清清。

两年来，沙坪坝区政府投入 3000 多万元整治资金，使
晨光小区焕然一新：统一的黄色外立面朴素明亮，人行道
被透水砖和塑胶取代，无论晴天还是雨季始终保持清洁。
在这里居住了 30 多年的刘家凤对记者说：“我从没想过老
旧小区还能变得这么美！今年又能和邻居们在黄桷树下一
起聊天了。”

背街小巷及老旧社区是城市居民的主要聚居地，随着
城市年龄的增长，往往出现“血脉不畅”、容貌不佳等问题，
市民投诉越来越多。为回应民生关切，重庆将“主城区背街
小巷环境综合整治”纳入 25 件滚动实施的民生实事项目
之一。

重庆市市政委副主任郑如彬说，重庆 2015 年以来按
照“街面整洁、立面清爽、地下通畅、空气清新”总体要求，在
老街区实施道路、园林绿化、照明、管沟、环卫及其他相关
设施改造与配置，加强占道停车、占道经营、占道堆放杂物
管理，规范户外广告、店招店牌、张贴栏和空中管线，有条
件的地方实施管线下地，令百姓拍手称快。

（下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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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嘉西村观看社

区文化墙。

新华社记者

刘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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