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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整
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
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治
党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 11 日在十九
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清风扬正气，奋进正当时。大家认
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站在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既直面问
题，又充满自信，饱含了质朴真挚的为民
情怀和许党许国的担当精神，吹响了全
面从严治党的冲锋号角。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
贵”
冬日暖阳，湖南省衡阳市生态公园
内的“生态一号美术馆”，迎来络绎不绝
的观展市民。这栋在绿树掩映中的独栋
小楼，曾是衡阳市委原书记李亿龙的豪
华“山庄”。如今，已成为衡阳市民享受
公共文化的
“后花园”
。
一栋小楼的变迁，成为衡阳重构山
清水秀政治生态的缩影。衡阳市群众艺
术馆副馆长李英姿深有感触：
“ 现在，衡
阳领导干部中贪图享乐、脱离群众的少
了，踏实做事的多了，全面从严治党给衡
阳带来的变化深入骨髓！”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后，我们紧紧
盯住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这个症结，坚持
发扬我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
做法，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创造
新的经验，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反腐败，
老百姓的获得感是一项重要
的评判标准。
”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
副主任庄德水坦言，
过去五年，
党风廉政建
设力度不减，
正风肃纪驰而不息，
重塑政治
生态，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党风
政风为之一新，
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第一时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山西省孝义市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成志斌感慨地说：
“2017 年，孝义市
各级党组织坚持开展正风肃纪，先后进
行提醒谈话 1500 余人次，把党风廉政建
设做到日常、落到实处，工作作风实了，
群众获得感更强了。
”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需
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断深化。”习近平总
（上接 A01 版）
会议认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
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
本成就，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
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
体，确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领导核心、
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民主集
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等，
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
益。我国宪法确立的一系列制度、原则
和规则，确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具有显
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必须长
期坚持、全面贯彻。
会议指出，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

书记的话掷地有声，为今后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指明道路、擘画蓝图。
11 日晚，黑龙江省萝北县立即组织
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研讨中，县委
书记李思勇说，作为基层党组织，我们一
定要按照总书记强调的“六个统一”的要
求，强化“两个责任”落实，健全完善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严格执行“一岗双责”
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说，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既
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把
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把制度建
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

“重整行装再出发”
“夺取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去年 12 月 12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南岗区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南岗
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杜晓坤成为该省深
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以来产生的首个监
委主任。党的十九大后，国家监察体制
“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 改革试点在全国推开，目前各地各级监
恒、毫不动摇”
察委密集成立，
改革进入
“施工高峰期”。
2018 年元旦假期前，一起公车私用
11 日晚，杜晓坤第一时间在手机上
的典型案例被湖北省咸宁市纪委监察局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激动
通报曝光，成为我们党正风肃纪、驰而不
地说：
“ 作为一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我
息的一个印证。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远在路上的
“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
恒心和韧劲，坚定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新表现，坚决防止回潮复燃。”——习
确保总书记的要求在南岗区落地生根。
近平总书记的话使人警醒，对纪检监察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
工作提出要求。
己。
”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令江苏省
湖北省咸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常州市钟楼区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刘敏感
程良胜说，当前，防止“四风”反弹、回潮
任务依然艰巨，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到振奋，
“打铁必须自身硬，
我们今后要更
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顶
加强化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
做到信念过
风违纪，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坚持惩治腐
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
败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
过硬，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作风建设
用、
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
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
习近平总书记说，
“要锲而不舍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
个关键。
的血肉联系”，体现了信心决心，彰显着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党
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
为民情怀。
态度，体现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坚定
对此，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纪委书
决心。”广东省佛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陈金华感受很深，乡镇纪委是正风反
记梅河清说，
“纪检干部要牢固树立以人
腐的“前哨”，新的一年，我们要按照总书
民为中心的监督执纪理念，坚持问题导
记提出的“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
向，保持战略定力，以‘越是艰险越向前’ 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的要求，
的英雄气概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
继续推进基层党员干部廉政建设，打造
精神，坚定不移抓下去。
”
“清廉乡村”
，为老百姓谋福利、办实事。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
“重整行装再出发，久久为功必有所
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习近平总书
成。”重庆市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干部方
记强调，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
亮说，
“ 当前，重庆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益输送链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
改革试点已进入冲刺阶段，问题线索移
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
交、人员转隶等工作稳步推进。作为一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就要进
名改革的实践者和参与者，我们要进一
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
步学习提高本领，深入把握改革中面临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新疆阿克苏地区
的新情况，适应新时代反腐败工作的新
乌什县阿恰塔格乡党委副书记黄建平
要求，
展现一线纪检工作者的新作为。”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从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
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为更
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对
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
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
党中央决定用一次全会专门讨论宪法
修改问题，充分表明党中央对这次宪
法修改的高度重视。
会议认为，这次宪法修改要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
新要求，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
障。
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必须贯彻以下
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严格
依法按照程序进行；充分发扬民主、广泛
凝聚共识，确保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
拥护；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
的原则，做到既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要求，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保持宪
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五斤九两，49 厘米长男宝一枚！”南
京鼓楼医院 1 月 12 日迎来我国干细胞治
疗卵巢早衰临床研究的首个健康宝宝。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了解到，这是世界首例干细胞联合
支架材料治疗卵巢早衰临床研究诞生的
婴儿，标志着我国再生医学技术治疗卵
巢早衰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两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

成功发射
新华社西昌 1 月 12 日电（记者 李国
利 朱连军）1 月 12 日 7 时 18 分，我国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
式成功发射第二十六、二十七颗北斗导
航卫星。
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
星，是我国北斗三号工程第三、四颗组网
卫星。这次发射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2018 年首次发射，正式拉开新年度北斗
高密度发射序幕。
卫星入轨后，经测试及入网验证，可
对外提供服务。按照计划，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将于 2018 年底服务“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这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
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分别由中国
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和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62 次
飞行。

104 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被押解回国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据公安部消
息，12 日下午，随着两架中国民航包机分
别降落在河南郑州国际机场和陕西西安
国际机场，104 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
人被我公安机关从老挝押解回国，涉及
全国多地的 300 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成功告破，
涉案金额 3000 余万元人民币。
经缜密工作，在掌握相关犯罪事实
和证据基础上，去年年底，工作组和老挝
警方先后两次开展集中抓捕收网行动，
共捣毁在老挝万象市和琅勃拉邦省的 6
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抓获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嫌疑人 104 名，缴获涉
案银行卡、电脑、语音网关等一大批赃
物，初步核破涉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300 余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