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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活动回顾
亲子活动：让家长一起嗨起来

“奔跑吧，少年”大型趣味亲子
活动、“荧光跑”亲子活动、“小鬼当
家”淘宝理财活动、“小小牙医”体验
活动、职业体验活动、体育嘉年华小
记者专场活动……

公益活动：用爱心陪伴小记者
成长

植树节活动、关爱留守儿童
活动、小小报童活动、亲子感恩
大会……

校内活动：第二课堂快乐多
生命教育课、小记者媒介素养

课、急救知识进校园……
出游活动：感受不一样的精彩
寒假一日游、寻找最美春天系

列出游活动、“跟着记者去采访”两
日游活动、观赏牡丹活动……

特色课程、赛事：为小记者提供
学习展示平台

灵感作文体验课、户外写作体
验课、手工制作、简笔画、茶艺师体
验活动、小小陶艺师、小小服装设计
师、剪纸艺术、军体拳与拓展训练、
跟我一起学说话活动、口语表达公
开课、英语培训公开课、少年领袖特
训营、金牌少年演说家英语大赛、绘
画大赛……

2018年度小记者招募工作火爆进行中！

4973519 4973585 详情请关注“鹰城小
记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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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日报社小记者团成立于 2015 年 4 月。这是一个青少年

素质教育的平台，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活动。2017 年 1 月份以来，

平顶山日报社小记者团组织开展了各类活动 100 多次，受到了社

会各界的好评。

小记者淘宝节 小记者走进郏县 小记者植树 小记者参加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要全面加

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
管全党治全党。要加强纪
律教育，使铁的纪律转化为
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
觉遵循。要完善纪律规章，
实现制度与时俱进。各级
党委（党组）就要敢抓敢管、
严格执纪，把全面从严治党
政治责任担负起来。

习近平强调，要深化标
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标本兼治，既要
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
用治标的利器。要坚持无
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
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
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
存量、重点遏增量。“老虎”
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
要拍。要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严厉整治发
生 在 群 众 身 边 的 腐 败 问
题。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
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
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要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
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
子的震慑。要强化不敢腐
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
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
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
利益输送链条，加强对权力
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
效管用的体制机制。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
央决策部署，忠诚履职尽
责，做到了无私无畏、敢于
担当，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
异答卷。纪检机关必须坚
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
面执纪、严肃问责。执纪者
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
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
要求自己，提高自身免疫
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
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
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
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
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

蒙尘。
赵乐际在主持会议时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站在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
度，深刻阐述了党的十九大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
部署，进一步总结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要经验，深入分析了党面
临的风险和挑战，明确提出
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
主要任务，强调要一以贯
之、坚定不移，坚持问题导
向，保持战略定力，排除错
误思想干扰，重整行装再出
发，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引
向深入。各级党组织要深
入学习领会、把握精神实
质、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责
任担当，同实际工作和职能
职责结合起来，提高政治站
位和政治能力，切实增强全
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
性、实效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十九届
中央委员的其他党和国家
领导同志、中央军委委员出
席会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军队各大
单位、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
主 要 负 责 同 志 等 参 加 会
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
形式举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以及军队有关单位设分
会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于 1 月 11 日在
北京开幕。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会
议。11 日下午赵乐际代表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作题为《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 坚定不移落实
党的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部署》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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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在京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语，揭
开了党的十九大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篇章。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
阐述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
部署，进一步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经验，深入分析了党面临的风
险和挑战，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为党
的建设重整行装再出发明确了方向。

“六条经验”弥足珍贵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探索和经验

为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奠定坚实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紧紧盯住全面
从严治党不力这个症结，在充分发扬党的历
史上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的基础上，不
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持之以恒正
风肃纪，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不断健全，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为
之一变……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全会上深刻总结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六条经验：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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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
既要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最
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又要着眼未来、登高
望远，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顶层设计上着力；

——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
数”相统一，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
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
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

——要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
一，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
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

“问责”这个要害；
——要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

一，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贯彻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限
度激发干部积极性；

——要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

一，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积极畅通人民
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
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

“这六条经验，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
从严治党一系列重大部署和重要举措的系统
总结，揭示了过去5年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深刻原因。”北京大学廉
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这几条经
验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合力，开创了全面
从严治党的新局面。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
波指出，这些经验的探索和取得，很重要的一
个因素在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
从党中央率先开启，始终在党中央的统一领
导和率先垂范下推进，牢牢把握住了全面从
严治党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坚持问题导向，通
过勇于自我革命、善于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党
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一个判断”警钟长鸣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

毫不动摇

全面从严治党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
在党的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用“三

个不能有”明确告诫全党：在全面从严治党这
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
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
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

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警示，受
国际国内环境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党面临
的执政环境仍然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
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中央纪委首次公
布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数据，查
处问题 4353 起、处理人数 6190 人，从查处问
题类型看，违规公款吃喝、公款国内旅游、违
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等问题依然多发。2个
多月来，从被立案审查的腐败分子来看，不收
手、不收敛的问题仍然存在。

“总书记的讲话，充分体现了对形势的清醒
判断。”高波分析说，过去5年重点解决了长期积
累的存量问题，但这项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在遏
制增量上，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仍有不收手不
收敛的问题；当前不敢腐的效果已经显现，不能
腐、不想腐长效机制仍待进一步完善；同时，重
拳高压基本刹住了乱作为的问题，但不担当不
作为、慵懒散等问题又随之出现，斗争会更加复
杂，更考验全面从严治党的耐力和能力。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因势而谋，因势而为。
面对当前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指出，党的队伍和
自身状况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迫切要求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和组织功能。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当前无论从年
龄结构、职业结构还是知识结构等方面，党员
队伍正发生深刻变化，年轻党员越来越多、学
历层次越来越高，党的建设也必须与时俱进，
这就对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必须用党的创新理
论成果武装全党，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
方式方法，让党内教育更有吸引力感染力；必
须时刻牢记政党作为政治组织的特性，在政
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有高度的组织性，
才能让全党拧成一股绳。”辛鸣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问题导
向，保持战略定力，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
雄气概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坚
定不移抓下去。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
必须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辛鸣表示，冰冻
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问题是过去长期形成
的，越是留到后边的越是硬骨头、越是深层次
的问题，不会像过去那样立竿见影，必须拿出
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将这场自
我革命进行到底。

“五项举措”指明方向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将全面

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重整行装再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在此

次全会上对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五项举措：

——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庄德水指出，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是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九大将政治
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全会上强调党的领导干
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
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听党指挥、为党尽责，
就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始
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
路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
人心向背。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惟有在常和
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才能不断厚植
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决反对特权思
想、特权现象，直指‘四风’问题的根源和要
害。”庄德水说，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始终保持
对人民的赤子情怀，扑下身子、深入群众，用
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的工作方式，扎实解
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
律管全党治全党。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让铁的纪律转
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是纪
律建设的目标所在。

“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
策。”高波说，纪律强党要努力将纪律建设推
向纵深，强化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深入运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在第一种形
态上下功夫，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
态，深化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

——要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老虎’要露头
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既抓涉黑组织，也
抓后面的‘保护伞’”“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
际协作”……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具体要
求和部署，掷地有声。

高波表示，虽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已经形成，但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反腐
要坚持减存量、重点遏增量，惩处力度不减、
节奏不变，还要向基层延伸，严惩扶贫民生等
领域腐败问题；同时，要针对权钱交易等问
题，通过改革和创新制度切断利益输送链条，
解决干部“被围猎”的现象。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的标
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提高自身免疫力。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
习近平总书记对纪检监察干部提出的要求，
明确清晰。

庄德水表示，纪检监察队伍是党内守林
护林的“啄木鸟”，必须确保忠诚干净担当，敢
于监督，敢于得罪人，同时做到自身过硬。“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要做到忠诚坚定、担
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和人民
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
蒙尘。”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释放全面从严治党新信号

重 整 行 装 再 出 发
全 面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