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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愧人民 是盾，就矗立在危险前沿，寸步不退。是剑，就向

邪恶扬眉出鞘，绝不姑息。烈火锻造的铁血将帅，两袖清风

的忠诚卫士。 “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给刘金

国的颁奖词。 2012年2月3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1

年度人物评选揭晓。在这个被誉为“中国人年度精神史诗”

的评选活动举办10周年之际，获奖者中首次出现一位在职高

级领导干部的名字公安部副部长、纪委书记、督察长刘金国

。 从普通干部成长为共和国的高级警官，他头顶警徽、心系

人民、满腔热血、嫉恶如仇，工作起来痴迷忘我，危难面前

不惜生命。 从农村青年成长为副部级官员，他一身正气、两

袖清风，始终保持质朴本色，坚守廉洁底线。他对党的事业

无限忠诚，他将大爱留给百姓民生。 “我是人民公仆，如有

不廉洁、不公正、不负责、不作为的任何一点，定将主动辞

职，坚决言行一致，决不失信于民！”这是刘金国坚守了几

十年做人做官的信条。 刘金国曾获得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

雄模范”、河北省“优秀人民公仆”、“优秀共产党员”、

“廉政公仆”等荣誉称号。2010年，被国务院记个人一等功

。中央纪委、监察部专门发出《关于学习刘金国同志先进事

迹的通报》。他是200万公安民警的优秀代表，是党员领导干

部的楷模。 旗帜使命 刘金国不怕死。他总是像一个普通战士

一样坚守在危险的最前沿。危急关头，这位副部级官员就是

一道特殊的防火墙，一面巍然屹立的旗帜，一颗稳定军心的



定盘星。他与战友们并肩，创下了消防史上的奇迹，令一次

次重大突发事件化险为夷⋯⋯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危险性最大

的一次石油化工火灾2010年7月16日18时12分，大连新港码头

油库起火爆炸。 “第一反应是，这火没得救了。”赶到现场

，有着20多年消防经验的大连消防支队支队长丛树印大脑一

片空白。 这是真正的“火海”：几十米高的火柱从陆地绵延

到海上，望不到边，到处是黑压压的大罐，天上下着油雨，

地面全是滚烫的油污，黑烟滚滚，气味呛人。 起火点是储

量10万吨的103号罐，大量原油外溢，火光冲天，旁边，37号

、42号、102号三个储油罐被大火包围，几十处管道井、泵房

正在猛烈燃烧，喷出几十米高的火柱，爆炸连连⋯⋯ 大连新

港，中国储油量最大的深水油港，一旦发生连锁爆炸，600万

大连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火情牵动中南海，党中

央、国务院迅速作出部署。公安部紧急启动应急救援机制。 

晚上10点多，刘金国接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指

示迅速赶赴大连，指挥灭火。 刻不容缓！刘金国紧急协调航

班，两个小时后，他带领消防专家飞抵大连，直奔火灾现场

。 “看到当时情况，我心里咯噔一下。”随行的公安部消防

局局长陈伟明回忆说。“危险太大，责任太重了，不允许有

任何的闪失。” “这火到底能不能救下来，谁都没有把握，

一旦爆炸，现场的人将尸骨无存。”实战经验丰富的消防专

家、公安部消防局战训处处长魏捍东心里清楚。 石油化工火

灾扑救是世界难题。1989年8月的青岛黄岛油库火灾扑救，13

名消防官兵、6名油库职工牺牲。但跟这次相比，根本不是一

个量级黄岛火灾有4个油罐爆炸，每个储油量不到1万吨，而

大连新港，单是10万吨储量的大罐就有几十个⋯⋯ 最坏的后



果，凡是到现场的人都能想到。 载着刘金国一行去现场的大

连市政府司机老马，偷偷给妻子打了电话：今天我可能要死

这里了。 危急关头，刘金国表现出了惊人的镇定与超常的智

慧。命令一道道下达：全国调集泡沫、手动关闭阀门、千方

百计阻挡流淌火、死保大罐⋯⋯ 其间，最胶着的时刻，几乎

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过火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装备、物资和

战士们的体力也近极限。 其间，6次大的爆炸让人接连踉跄

。大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科劝了刘金国3次，让他后

撤。第3次，刘金国急了：我来了，就没想过活着回去！ 体

力透支的消防战士都郁平生第一次与刘副部长见面，看到的

是衬衣上满是油点、脸上沾满油污的刘金国，他心里一酸，

已经抽筋的手再次端起了水枪。 “部长站在那里，在我心里

，就像一面旗帜。”都郁说。 年近花甲的刘金国，在火线最

前沿站着指挥了整整8个小时。 17日上午10时，肆虐的大火终

于被扑灭了！ 这起爆炸火灾规模之大、危险程度之高、调动

力量之多、灭火战斗之烈、处置用时之短都史无前例，且现

场官兵无一伤亡，创下了世界消防史上的奇迹。 “这么大的

火情，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远距离观察，直到油烧完。”陈

伟明说。 事实上，作为公安部派往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刘金

国承受了巨大的思想压力和极大的责任。生死抉择面前，他

选择了与官兵在一起。 “我站在那里，起码在心理上，是一

道最好的防火墙。”刘金国说。 大火扑灭后，刘金国未作片

刻停留，立即返回北京。激烈的战斗场面令他百感交集、激

情难抑，一夜未眠的他直奔办公室，挥笔给国务委员、公安

部部长孟建柱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7月16日的油库大火

现场惊心动魄，令我终身难忘，消防官兵和库区消防人员冒



着随时爆炸的危险，一直向安全区推进了100多米，每推进一

米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公安消防官兵经受了生死考验，他

们是最可爱的人！” 对成功扑救这次大火，胡锦涛总书记、

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公安消

防官兵作出的突出贡献，要求不断提高应急处置水平，更好

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分管消防工作的刘金国欣慰于这

场胜利，他更欣慰于这支消防铁军。 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

取胜并非偶然。 近年来，公安部党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确

定了防火、灭火、救援“三位一体”的消防事业发展思路。

2009年8月，为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努力建设一支‘忠诚

可靠、服务人民、竭诚奉献’的消防队伍”的重要批示精神

，公安部召开会议，要求用三年时间把消防部队打造成“攻

无不克、战无不胜、英勇顽强”的现代化消防铁军； 2009

年11月，公安部部署各地三年内完成省、市、县三级综合应

急救援队伍建设； 就在大连火灾的10天前，公安部刚刚在大

连召开全国应急救援现场会，举行了爆炸火灾事故综合演练

⋯⋯ 其实，不仅仅是灭火，三年来，多次担任前线指挥官的

刘金国，以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着战友，一次次

成为抢险救援一线的“定盘星”。 2008年初，我国南方17个

省份出现50年不遇的强雨雪冰冻灾害，将无数的人滞留在春

节回家的路上。车站、机场、码头，到处是密集拥挤的人群

。 在广州火车站，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平时容

纳几万人的广场聚集了几十万群众，天桥上下、候车大厅、

站台上和广场周边到处挤满了人，群众情绪恐慌、体力透支

⋯⋯ 根据铁道部的统计，2月5日前，广州共有81万持票群众

等待疏散，加上20万到30万欲乘车却无票的群众，共约100万



人。 “这100多万人是什么概念？可以坐满十几个天安门广场

，黑压压焦急万分的人群，群死群伤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马维亚回忆说。 党中央、国务院一

直十分关注这次灾情，中央领导同志连续作出重要指示。2

月1日，奉孟建柱部长指令，正在京珠高速指挥疏导交通的刘

金国又紧急赶赴广州。 之后五天，刘金国几乎就“钉”在了

火车站广场！召开协调会，到广交会分流地点检查指导旅客

安置情况，现场疏导。 “经常是我好不容易抽空睡了一会儿

，醒来才知道刘副部长凌晨三点又到现场去了！”马维亚说

。 5日晚6时，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滞留旅客全部输送完毕

。其间，没有发生一起拥挤踩踏导致的群死群伤事件。 “刘

副部长的最大功绩，一是协调整合了各方面救援力量，二是

制定部署了科学的救援方案；三是靠他坚毅果敢的战斗作风

，带动和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落实。”时任广州市委常委、公

安局局长吴沙如是说。 而很少人知道，刘金国在这几天里一

直发着高烧，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

震，刘金国再次临危受命。 地震发生后，当天陪同温家宝总

理紧急赶赴灾区一线的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数次

转达中央从全国范围紧急调集警力赶赴灾区救援的命令。 刘

金国根据中央的部署，分三次从全国范围调集消防、特警、

边防等力量驰援灾区。从12日至15日，28个省（市、区）

的13434名公安消防特勤队员、660名边防医护人员、3550名公

安特警分乘85架包机和264台车辆快速到达灾区，全部投入到

抗震救灾的战斗中。 此次作战行动调集兵力装备之多、涉及

范围之广、集结速度之快，在我国公安队伍参加灾害救援史

上尚属首次，为最大限度地抢救生命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 为了争取哪怕早一秒钟时间，根据周永康、孟建柱同志的

指示，刘金国连夜给民航总局领导打电话，协调了56架包机

。 为了最大限度地抢救生命，刘金国作为公安部前线总指挥

，区分不同时段和重点，组织发起三大战役、行动。 地震发

生初期，以人员密集的学校、医院、居民楼、商场等建筑坍

塌场所为重点，迅速搜救被埋压学生和群众。14日16时前，

在建筑废墟中抢救出生还者940人，解救被困群众28960人。 

入乡进村、扫除盲点，扩大搜救范围，争分夺秒解救被困群

众。至20日，消防、特警和边防混合编成的三个救援大队，

挺进到汶川受灾最严重的32个乡镇、126个村寨，解救转移被

困群众52382人。不少陷于绝望境地的群众，面对头戴警徽的

救命恩人，跪地哭谢。 地震已发生70小时，黄金救援期即过

，公安部前指不抛弃，不放弃，挑战生命极限，发起抢救生

命大总攻。在地震72小时后，公安救援力量在建筑废墟中抢

救出被埋群众2418人，生还340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抢救生

命的奇迹⋯⋯以占全部救援力量8%的警力，救出了26%的生

还者，从废墟中搜救出被埋压人员8335人！汶川抗震救灾，

注定会成为刘金国公安工作和革命生涯中底色最浓重的一段

岁月。 责任誓言 刘金国几乎没有休息日。内心强烈的责任感

与紧迫感，让他总想多为人民做一点事。指挥“清网”、“

亮剑”、打击假币假发票犯罪、清剿火患，他怀着切切的忧

国忧民之心，把每场战役打得酣畅淋漓，忠实履行着以人民

期盼为念、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铿锵誓言 刘金国对工作认真到

近乎“痴迷”。 刘金国几乎天天工作到深夜，每工作完一天

，他会在日历上划一个圈。办公桌的台历上大大小小的圆圈

证实，这位副部级官员几乎没有休息日。 “我越来越有一种



紧迫感，希望在有生之年，多为党和人民干点实事，多解决

老百姓的疾苦，让社会多一些公平公正。”刘金国说。 秉承

这个信念，刘金国争分夺秒，毫不惜力。 近些年来，公安部

党委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重要指示

，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人民期盼为念、为

人民利益而战，带领全国公安机关忠实履行保平安、保稳定

、保民生的重大责任，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一场硬仗接

着一场硬仗。 身为公安部副部长的刘金国，坚决贯彻党中央

的要求，在分管的各项工作中，将民意作为心中最重的砝码

。 “为了人民利益，向着胜利，不顾一切，奋勇前进！”这

是刘金国在一份全国公安机关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

”简报上的批示，也是他的座右铭。 去年5月，为积极回应

“大走访”开门评警中人民群众的诉求，公安部党委果断决

策，一场波澜壮阔的全国公安机关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

行动”打响。 为期203天的“清网”行动创造了追逃奇迹 全

国公安机关共抓获公安部A级通缉令在逃人员16人，B级通缉

令在逃人员174人，部督在逃人员201人，涉嫌故意杀人在逃

人员1.2万人，潜逃10年以上在逃人员2.3万人，从77个国家和

地区抓获和劝返重大在逃人员900多人，网上在逃人员存量下

降84%。 据悉，“清网行动”是1983年开展“严打”斗争以

来抓获在逃人员数量最多的一次，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史无前

例。 由于大量在逃人员被缉捕归案，各地带破积案4.5万起，

成功化解3100多起信访案件，有力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维

护了人民群众利益，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

的广泛好评。 记者从公安部警务督察局了解到，“清网行动

”的203天里，简报共发1831期，刘金国批示了1311次；“清



网行动”结束时，他对行动的批示，前前后后超过了2000次

。 “我的热血在沸腾，我的激情在燃烧。”这是刘金国在一

份“清网行动”战果简报上所做的批示。 力透纸背的文字凝

聚着刘金国对公安工作的一腔热血。行动期间，刘金国主持

召开了10多次的全国性调度会、领导小组会，响亮提出“全

警动、全民动、全国动”的行动战略，叫响了“有逃必抓、

除恶务尽”的口号，攻坚、决战、冲刺，环环相扣，步步紧

推，行动战果每天汇总排名，全国公安机关齐头并进。 令公

安部警务督察局副局长王志刚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动员部

署会上刘金国的诘问：那么多在逃人员抓不回来，我们又怎

能睡得着、坐得住？！ 其实，这些年来，无论指挥什么行动

，刘金国都有寝食难安的紧迫感。他就像上紧的发条，将每

场战役都指挥得酣畅淋漓。 调任公安部副部长不久，刘金国

就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在换发二代证中的

乱收费现象，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专项整治，提出了人像

采集点禁止打印照片等七条硬措施，防止变相收费，并30多

次派出工作组到各地明察暗访，严肃处理了一批单位和人员

并通报全国。很快，这个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2009年，针

对一度突出的假币犯罪，按照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和公安部党

委的决策部署，分管经侦工作的刘金国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

展了打击假币犯罪“09行动”，当年就缴获假人民币11.65亿

元。 得益于公安机关的毁灭性打击，近两年来，市场流通环

节的假币数量大大减少，全国银行柜台收缴的假币连续下降

，创下历史新低。据国务院反假币工作联系会议办公室有关

负责同志介绍，2010年全国金融机构从流通中收缴假人民币

数量比上年同期下降46%。 2010年，针对严重危及经济秩序



的假发票犯罪，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深入打击整治发票犯

罪专项行动，一举收缴假发票6.6亿份，为国家避免了巨额税

款损失。 2010年11月，针对一度猖獗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

罪活动，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开展

声势浩大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亮剑”

行动，破获案件4.3万余起，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被有关国际组织授予“最高嘉勉奖

”。 “眼见越来越多的假药、假币、假冒伪劣商品损害百姓

的生产生活，金国副部长总是感到寝食难安。这些打击经济

犯罪战役，场场都是超前部署，场场都是毁灭性打击。”公

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感触至深。 2011年9月，针对

严峻的火灾形势，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清剿火患”战役

。战役开展仅三个月，全国各级公安消防部门就督促整改火

灾隐患6215万处。2012年春节期间，全国火灾起数、死亡人

数、受伤人数、直接财产损失分别下降77.1%、87.5%、94.5%

、67.4%。 忧国忧民，其心切切。 带着这样强烈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靠着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定力，刘金国总是能完成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05年3月，根据社会治安形势需要

和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公安部决定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市

、自治区首府市和计划单列市等36个重点城市组建公安特警

队。截止时间，2005年年底，只有九个月。 刚刚调任公安部

副部长的刘金国肩负起组建特警队的艰巨使命。面对队伍机

构、编制、经费、营地和训练场馆等一系列难题，刘金国亲

力亲为，反复协调，强力推进，光是全国性的会就开了三次

。 各级公安机关在部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克服困难，截至2005



年底，36个重点城市的公安特警队按期全部组建完毕。各地

共为特警队新增编制5000多名，中央财政划拨了1.5亿元装备

补助专款。特警作为一个警种，正式列编警察序列。 此后，

公安特警在一次次重大任务中屡建奇功，成了响当当的人民

保护神。汶川地震救援、舟曲救援，新疆维稳、奥运安保⋯

⋯在维稳处突、抢险救灾的一次次历练中，公安特警队迅速

成长为一支能够整建制快速调动、攻坚克难的精锐力量。 人

情大爱 刘金国从不接受吃请，从不收礼。身为纪委书记，他

铁骨铮铮惩治腐败；为官30多年，他廉洁得绝对，甚至不近

人情。其实，他心中有爱，他以大爱保护干部职工，将“大

人情”留给了人民群众。 为官30多年来，刘金国的廉洁有口

皆碑。多数人认为，这个领导太不近人情。 因为，刘金国廉

洁得纯粹而决绝。 从不接受礼品、宴请，一包茶叶也不行。

实在推不走，他再买一份一并还回去。 他到基层走访不打招

呼，出差不让地方领导接送。于是，有的地方领导将车偷偷

开到车站边，却硬是不敢下车；有的地方偷偷收集他的照片

，让检查站和派出所工作人员提前熟悉⋯⋯ 这给秘书许朝杰

增加了很多“负担”：要跟地方的同志解释，不要接送，不

要宴请，不要安排大房间。参加会议的纪念品，一律退给会

务组。 有一次到出差地，刘金国发现当地安排的是个大套间

，当众就冲许朝杰发火。 当地同志赶紧打圆场：就一晚上。 

一晚上也不行！ 刘金国斩钉截铁，还是换回了普通房间。 后

来，刘金国出差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他想避开宴请时间，

避开各种招待。他经常是下了飞机直奔会场，散会直接回机

场，每次都是掐着点去、掐着点回。 决绝包括对自己的家人

。 刘金国担任领导职务30多年，爱人却一直是临时工；他亲



手审批过近20万个“农转非”指标，可是自己的38个亲属，

却无一跳出“农门”。 他说：我是公家的人，跟亲人有关的

事情都叫做“私”。 有人劝他：人情社会，廉洁把握点度就

行了。 他说：“你说什么是度？收一瓶酒可以还是两瓶酒可

以？只能是完全堵住，不留一点口子、一点缝隙。” 坚守纯

粹的廉洁，嫉恶如仇、刚直不阿，让刘金国这个公安部纪委

书记、督察长做得响当当。 “一上来就啃硬骨头、查办大案

。”这是公安部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孙立成对刘金国的

“第一印象”。 铁腕治警，在刘金国担任纪委书记、督察长

的近三年时间里，体现得尤其明显。 在一次公安机关反腐倡

廉建设会议上，刘金国说：“纪委不办案，就如同工人不做

工、农民不种地，要像打击暴力犯罪一样严惩腐败！” 按照

中央纪委的总体部署，在公安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刘金国

带领公安纪检监察部门敢于查大案、办要案，先后查办了一

批局级、处级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公安部纪委多次在全国纪

检监察会议上介绍经验和做法，贺国强、何勇等领导同志多

次给予肯定。2011年，公安部纪委、驻部监察局被授予“全

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现在，对我们的考

验已经不是敢不敢查的问题，而是案件如何突破、如何办得

更彻底。”孙立成说。 刘金国不仅查办案件有办法，预防腐

败也有一套。 近两年，公安部先后出台了《公安机关人民警

察纪律条令》，部属局级单位主要负责人向纪委全委会述廉

制度、“金盾工程”建设监督制度、廉政风险防控制度等，

在全警广泛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在公安机关内外引起强烈反

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个细节，刘金国曾经要求公安部

纪委制定一个纪检干部自身建设的纪律要求。当纪委的同志



几易其稿送到他手上时，他并不满意，直接在一张纸上写下

四条： 不枉纪枉法，不干预办案，不泄露案情，不吃请受礼

。对违者，提出了明确严厉的惩处措施。 20个字的《公安部

纪检监督干部四大纪律》由此印发全警。 “因为他自己可以

做到清正廉洁、一身正气，所以他敢抓敢管，提出的要求，

大家都服。实际上，这才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公安部纪

委一位干部对记者表示。 针对群众呼声和队伍顽疾，在孟建

柱部长和公安部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两年多来，公安部纪委

、督察局相继部署开展了警车和涉案车辆违规问题专项治理

、涉案财物管理问题专项治理、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问题专

项治理，整治了一大批公安队伍内部长期存在的问题、有力

扭转了公安机关形象和队伍风气。 “找他说情？谁也不敢。

”秘书许朝杰告诉记者。 而就是这名因廉生威的铁面干部，

内心无比温暖。 部机关的普通干部进他的办公室，他会主动

起身握手； 家境贫困的民警给他写信，他会直接让秘书替自

己寄钱； 得知他分管的警种部门有民警牺牲，他都安排专人

前往慰问。“清网行动”中，他一次从工资中拿出一万元，

捐给牺牲民警家属。 随他出差检查工作的同志，也会受到他

路边小店的“款待”。毫无例外，都是他买单。 甚至路见不

平，刘金国也要拔刀相助。 有一次出差途中路过加油站，得

知一个工作人员被某领导的司机寻衅打伤，刘金国气得摔了

杯子：他有什么资格这么肆无忌惮？后来，硬是让肇事者赔

礼又赔钱，还依法作出严肃处理。 熟悉他的人知道，他不是

不通人情，他通的是“大人情”。 这种人情，是对百姓疾苦

的关心，是对人民群众的大爱，是对干部同事的真正关爱。 

公安部警务督察局二队副队长张爱红去年8月到江苏徐州调查



一个信访案件。 信访当事人闫某一见到他就说：“我就知道

你们会来。前几天有个人给我打过电话，叫我同志，这么多

年还没人这么称呼我同志。” 张爱红一头雾水。“电话里怎

么说？”他问。 “他说，我是公安部纪委，我叫刘金国。你

的来信已经收到了，别着急，我们正在派人调查。” 张爱红

开始没敢相信：刘金国副部长真的给这个边远山区的农民打

过电话？ 几天后，他去广西调查另一起案件，当事人竟然也

说接到过刘金国的电话。这下，他信了。 为官30多年，刘金

国最不怕见老百姓。 出生在河北昌黎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农

村青年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的刘金国，对老百姓的感情炽热

深沉。 从昌黎到山海关，从秦皇岛到石家庄，一直到北京，

刘金国工作岗位、环境、职位虽多次变化，这份情感始终如

一。 他经常教育部下：“我们和群众是鱼和水的关系。鱼离

开水马上会死，而水还会是水。”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

马维亚始终忘不了2008年冰雪灾害期间刘金国在广州火车站

现场跟战友们的对话： “我们要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旅客，

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不要推卸责任，要挺身

而出，就是丢了职，罢了官，也要对得起老百姓！” 这么多

年，刘金国的信仰没有变。 他自己的日子却过得像个“苦行

僧” 1995年刘金国调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全部家当是半

卡车旧家具和一台黑白电视机，甚至还有蜂窝煤、大白菜。

厅里分给他一套住房，需要交4.6万元的集资款，可刘金国硬

是拿不出这笔钱，最后只好从银行贷款。 秘书许朝杰说，调

任公安部副部长后，为了出席一些重要场合，刘金国买了一

套2000块钱的西装，这成了他的奢侈品；现在身上穿的大衣

是十年前买的，穿的裤子全是发的警服⋯⋯ 但刘金国不觉得



苦：“我是幸福的，应该给的党和人民都给了，没有任何理

由再用手中权力去谋取任何个人私利，永远不能做对不起百

姓的事情。有人说我‘装’，那我就‘装’到死。咱们共产

党人都‘装到死’，不就成真的了吗？！” 相关推荐：

#0000ff>2012招警考试申论热点：遏制政府浪费 #0000ff>2012

招警考试申论热点：“公安微博” #0000ff>2012招警考试申论

考试科学的阅读顺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