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陈新

电话：0715－81287706版
2017年7月28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纵览天下

本报讯 通讯员郭志军报道：针对
近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市烟草专卖局
上下联动，多措并举确保高温天气安全
生产。

一是加强应急处置管理。专人密切
关注气象信息，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
确保险情、灾害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有
关人员。坚持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
制度，严格落实“双岗”值班制度，确保第
一时间处置突发状况。

二是加强安全教育培训。通过OA
网平台、QQ微信群、手机短信、电子显
示屏、小黑板等及时发布高温天气安全
知识和注意事项，提醒干部员工注意自

我保护。
三是加强交通安全管理。组织驾驶

员学习夏季行车安全知识，提醒其合理
安排作息时间，严禁疲劳驾驶。开展车
辆专项检查，严禁在车内放置打火机等
易燃易爆物品。

四是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强化消防
安全管理，全面检查电气设备、消防设施
运行情况，严禁乱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
电，严禁卧床吸烟等不安全行为。

五是加强食品安全管理。严格执行
原料采购登记制度，落实生熟食分开存
储，分开使用砧板，防止交叉感染。餐具
及时清洗消毒，做好操作间、仓库、就餐

区除“四害”工作。
六是加强电梯安全管理。严格落实

电梯至少每15日进行一次清洁、润滑、
调整和检查的要求，保持电梯机房内通
风、屏护良好，无杂物堆放，确保机房温
度在40℃以下。

七是加强户外作业防暑降温。合理
安排职工，尤其是“三员”作息时间，尽量
避开高温时段户外作业。为员工提供解
暑降温饮药品，严防中暑事件发生。

我市开展卷烟打假百日整治

市烟草局多措并举保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郭志军报道：7月
21日，市卷烟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召开专
题会议，贯彻落实全省卷烟打假市场整
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部署楚天卷
烟市场打假百日整治专项行动。

此次行动要求，要认真落实副省长

周先旺的指示精神，立即启动楚天卷烟
市场打假百日整治行动。通过着力落实
政府主导、部门协作有力，专销结合、全
员联防联动，规范开支、后勤保障到位，
目标考核、强化责任追究等“四项措施”，
重点打好市场监管阵地战、口子稽查狙

击战、寄递环节运动战、无证户治理突击
战等“四个战役”，努力实现市场净化率
明显提升、打假破网能力明显增强、主渠
道占有率持续提高、执法行为更加规范
等“四个目标”。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据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26日至27日在
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
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
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
进。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
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
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习近平强调，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能否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
动纲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
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
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指出，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
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
情。我们强调重视形势分析，对形势作出科学
判断，是为制定方针、描绘蓝图提供依据，也是

为了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忧
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分析国际
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
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
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
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
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5年。5年
来，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
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出一系
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
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
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
有办成的大事。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大大
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
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力推动我国
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我们坚定不移全面深化
改革，推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
推进的崭新局面。我们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显著增强了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
治理国家的能力。我们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
的领导，巩固了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
一。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美
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我们坚定不移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
历史性突破。我们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营造了我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
周边环境。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
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态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全党理想

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提高，党
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为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习近平指出，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是
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
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经过改
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
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
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
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习近平强调，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
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
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
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
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
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
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
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
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
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
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
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
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全党要提高战略思维能
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
造性，按照新要求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完善
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
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
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
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
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
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
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
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
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
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
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
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
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
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
野、作出新概括。

习近平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
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我们要按照党的
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各项要求，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
检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要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

习近平强调，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
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
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力。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确保我们党永葆
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
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
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
胜利。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管党
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
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
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抓好。

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
向背。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
的成果，人民群众给予了很高评价，成绩值得
充分肯定，经验值得深入总结。但是，我们决
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全面从严治
党依然任重道远。全党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
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
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
严密、更加有效，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
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解说词】
历史总是会提出一道道时代的命题。
答题者，谓之“赶考”。

“赶考”路上，新的重大考验不断扑面而来。
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
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摆在
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内国际格局深
刻变动，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社会思想深刻变化，
前进道路上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多，难
以预见的风险矛盾频发和重重叠加，中国共产党
如何带领13亿人民走出历史发展的周期律？

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如何保持生命力？
这是一道世界性的考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解决党的领导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问题。

【解说词】
以上率下,全党共同行动，狠抓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落实，坚决纠正“四风”。
从一件件小事抓起，驰而不息。
抓作风、改作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要突破口。
党中央以鲜明的立场，顽强的意志品质，

言必信、行必果，言出纪随，寸步不让。党的十
八大以来，截至2017年5月底，全国共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7.04 万起，处理
23.11 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2.27 万人，其
中包含省部级干部20人。

2013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
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

其目的就是要从思想上补足共产党人逐
渐流失的理想信念精神之钙，唤起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解说词】
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

做”常态化、制度化，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用信仰塑造灵魂，标
本兼治，固本培元，凝聚全党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管党治党提
出要求、作出部署、展开行动。

伟大的改革时期，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
党，面对暴露出的问题，刀刃向内，自我刮骨疗
毒，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无禁区、全覆盖、
零容忍，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中央严肃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
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案件，坚决查处腐败官
员，彰显了党中央尊崇党章、严肃党纪、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2014年1月22日召开的首次中央深改领
导小组会议决定，在六个分领域小组中，将党
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单列一组。

而在此后经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党的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更是明确了纪
律检查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委负
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强化上级纪委对
下级纪委的领导。

【解说词】
作为一个具有96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
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
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始终保持了承
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
除自身的病症、解决自身的问题。

这种能力，既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
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
重要原因。

这是一份《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
见》。它以及中央 2014 年 1 月 14 日印发修订
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直
击选人用人之弊的要害。

2014年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对“裸官”有了更明确的定义。《条例》规
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
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提拔考察对象。

近三年来，全国共排查出副处级以上配偶
移居人员5000多人，其中对1300多人进行了
岗位调整。

【解说词】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

改革一样，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在“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下整体推进。

改革完善监督体制机制，在纪委书记提名
考察、线索处置、立案审查等方面强化上级纪委
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这一改革举措加速成型、
出台，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强化党内监督专责机
关权威、破解地方党政一把手监督难题的利器。

巡视组来了！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部

署全面深化改革任务时明确要求，改进中央和
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
位巡视全覆盖。

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中央巡视，在有效解决
过去巡视任务宽泛、内容发散问题的基础上，
不断聚焦管党治党的突出问题，深化政治巡
视，实行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探索推动中
央和国家机关巡视、市县巡察。

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和两次修订修改，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正式将这些理论
和实践创新成果形成固化的制度。

随着巡视工作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从常规
巡视到专项巡视，从杀“回马枪”到“机动式”巡
视，改革后的巡视体制机制，震慑、遏制、治本
作用得到充分显现，真正体现了“利剑高悬、震
慑常在”。

【解说词】
随着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的完成，

市县创新巡察工作也稳步推进，发生在群众身
边和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也得到有效遏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全面落实中
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
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此次改革，采
取综合派驻和单独派驻相结合，实现对中央一
级党和国家机关139家单位派驻全覆盖。

巡视制度的改革成效，只是党的建设制度
改革和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派驻
机构全覆盖，与巡视工作全覆盖一样，印证了
制度治党、改革强党的加速度与落实度，迈出
了全覆盖的历史性重要一步，也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战略性举措和突破性进展，承担着为大规
模深层次改革探路护航的重要使命。

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相继
颁布施行，传递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扣接着一
扣拧、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强烈信号。

【解说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16年底，中央纪

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处分223人，移
送司法机关105人。在强有力的震慑下，2016
年有5.7万名党员干部主动交代违纪问题。

一个有生命力的执政党，必定是一个有纪
律、讲规矩的党。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创新，就是纪严于
法、纪在法前，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
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的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
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
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解说词】
在全面深化改革、自上而下稳步推进党的

建设的同时，构建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
工作机构，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监督

全覆盖，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制度之举。
按照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

部署，2016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
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2017年年初，北京、山西、浙江作为试点率
先设立省级监察委员会。目前三个试点地区
已完成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组建、机关内
设机构调整和人员转隶工作。

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行
使必要的权限手段，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
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解说词】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新政频出：从完善市县

乡党委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机制，到加强
国有企业、社会组织、民办学校的党建；从实施
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到深
化公务员分类改革；从健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管理制度体系、完善人事管理制度，到建立集
聚人才体制机制等方面齐头并进。

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
京闭幕。这次会议系统总结了近年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就新
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新的重大部署，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
决心和历史担当，体现了全党的共同心声。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
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这对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
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更好凝聚力量抓住机遇、战胜挑战，对保证我
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都具有十分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六中全会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重
大安排。

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在这场伟大深化改革中
的自我革新者。

党的自我革新
——《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九集解说词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