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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同志提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2 月 26 日至
27 日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
中，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的
对照检查发言进行了总结，并就中央
政治局贯彻落实《准则》、
《条例》提出
了要求。
1.要“当政治上的明白人”
▲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
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
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
关重要。
▲维护党中央权威，
是中央政治局
贯彻执行《准则》、
《条例》的重要要求。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以党的旗帜
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
志为意志，
当政治上的明白人。
2.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根本遵循
▲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根本遵
循，认真领会和正确把握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
▲多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
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认识和
把握党的基本路线，深刻领会为什么
基本路线要长期坚持。
3.对党忠诚必须纯粹
▲在对党忠诚问题上，中央政治
局的同志必须纯粹。
▲对党忠诚，必须体现到对党的
信仰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组织
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

4.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
▲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
我
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
▲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
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
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
5.要继续做坚持民主集中制典范
▲中央政治局要继续在坚持民主集
中制方面成为全党典范，
坚持民主基础
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无论担任
什么职务、拥有多大权力都要执行集
体作出的决策，无论作什么决定、办什
么事情都必须符合大局需要。
6.要首先做到敬畏、遵守纪律和
规矩
▲每一个党员对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都要心存敬畏、严格遵守，中
央政治局的同志首先应该做到，在指
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
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脑子要特别清醒、
立场要特别坚定。
▲要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
制度，处理好全局和局部关系、中央和
地方关系。
▲要自觉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7.要带头崇尚实干、
狠抓落实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崇尚
实干、狠抓落实，深入调研、精准发力，
让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落下去，让
惠及百姓的各项工作实起来。

▲抓好落实，必须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
对真实情况了然于胸。
8.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
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定不移，
▲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敢于碰
硬，
▲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敢于动硬，
▲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敢于针
锋相对。
9.要勇于自我革命
▲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
我革命的战士。
▲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
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
正错误。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
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
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
得、碰不得。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
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
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
10.要提高廉洁自律意识
▲要提高廉洁自律意识，在依法
用权、正确用权、干净用权中保持廉
洁，在守纪律、讲规矩、重名节中做到
自律。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抵制特权
思想，不搞特殊化，加强对亲属子女和
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
（新华网）

四川省德阳市纪委原书记

刘锐因嫖娼被调查
新华社成都 12 月 29 日电 四川省纪
委 29 日通报，德阳市委原常委、市纪委原
书记刘锐进行嫖娼活动，涉嫌严重违纪。
经省委批准，目前省纪委已对其进行立案
审查。

新疆墨玉县

及时处置一起恐袭案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9 日电 记者从公
安部获悉，12 月 28 日 16 时 50 分许，3 名暴
徒驾车冲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县
委大院，持砍刀袭击工作人员，并引爆爆
炸装置，造成 1 名干部和 1 名保安员牺牲，
3 名干部受轻伤。3 名暴徒被当场击毙。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杭瑞高速北盘江大桥建成通车
12 月 29 日，横跨贵州省六盘水市都格镇和云南省宣威市普立乡的北
盘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大桥由云贵两省合作共建，全长 1341.4 米，桥面
到谷底垂直高度 565 米，
相当于 200 层楼高。 新华社记者 浦超 摄

我国首次发表交通运输白皮书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9 日电（记者
赵文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9 日发表
《中国交通运输发展》白皮书。国务院
新闻办新闻发言人胡凯红在 29 日举
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中国交通运
输发展》是中国政府首次就中国交通
运输建设发展发表的白皮书，系统地
介绍了中国交通运输的发展历程、整
体面貌以及未来的发展蓝图等。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在发
布会上说，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
了多项成就，
部分领域已经实现超越。
截至 2015 年底，铁路营业总里程
达 12.1 万公里，居世界第二，高速铁路
里程达 1.9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中国
高速公路里程达 12.4 万公里，居世界
第一。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 12.7 万公
里，居世界第一。邮政总体实现“乡乡

设所、村村通邮”，快递年业务量居世
界第一。
杨传堂介绍，未来五年，我国交通
运输主要有 6 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全
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构建内通外联
的运输通道网络、建设现代高效的城
际城市交通、打造一体衔接的综合交
通枢纽、推动运输服务绿色智能发展、
提升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水平。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受审
新华社济南 12 月 29 日电（记者 杨维汉）29
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
理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原副主席苏荣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一案。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2 年至 2014 年，
被告人苏荣利用其担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中共
甘肃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江西省
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
业经营、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
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
民币 1.1 亿余元；2009 年，在南昌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改制过程中，苏荣作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违反
相关规定，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苏荣对共计折合人民币
8000 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应当以受贿
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苏荣及其
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
苏荣表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意见，并在
最后陈述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 100 余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2000 万人次困难和重度残疾人

2017 年有望获得补贴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9 日电（记者 崔静）记者
29 日从中国残联获悉，2016 年中国残联积极推动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实现全覆盖，
“两项补贴”制度受益人群已从去年
的 900 多万人次提升到今年 8 月的近 1500 万人
次。2017 年，中国残联将进一步促进“两项补贴”
全覆盖，预计全面落实后 2000 万人次残疾人将从
中受益。
中国残联理事长鲁勇在中国残联第六届主席
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介绍说，
2016 年，
中国残联积
极推进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截至 2016 年 6 月底，
833.8 万城乡贫困残疾人家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据统计，目前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残疾
人超过 1800 万，参保率达 76.74%。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的残疾人超过 2500 万，参保率达
96.4%。
他表示，目前已有 413.5 万贫困残疾人纳入国
家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数据库中，2015 年专项调
查范围的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51.7%的人反映
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帮助
贫困残疾人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和基本医疗、义务
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的脱贫目标，有效扩大残疾
人基本康复服务、家庭无障碍覆盖面，还面临着繁
重的任务。
“我们要加紧推动解决已纳入国家建档立卡
数据库中的 413.5 万贫困残疾人脱贫问题，我们更
要正视动态更新结果反映的问题，包括 75.4 万残
疾人反映还住在危房中，27.6 万残疾儿童家庭反
映还没解决好义务教育入学问题，1384.3 万残疾
人反映需要康复服务，354 万重度残疾人反映急
需家庭无障碍改造服务，残疾人文体活动的整体
参与率仍然偏低等。
”鲁勇说。
他表示，2017 年，中国残联将以建档立卡贫
困残疾人为重点实施精准帮扶，扎扎实实推进残
疾人小康进程。同时，开展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
政策、残疾人保障金征管办法实施情况专项调研，
探索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公示制度，促进残疾人灵
活就业、辅助性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