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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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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赵乐际主持会议

上接第一版）为党尽责。要深刻认识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
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
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
丢掉远大理想。
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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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
功夫， 密切关注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新动
向新表现， 坚决防止回潮复燃。 纠正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要靠深
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
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确保党中央
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
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
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 特权现
象， 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坚持工作重
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
心、 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 着力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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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铁律锤炼打铁人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队伍
——
—全
面从严治党再出发系列综述之四
五湖四海、 任人唯贤。 全国纪检监 余个，培训各级纪检监察干部１７．８万余
察系统拓宽选人用人视野， 提名考察 人， 其中仅２０１７年就培训了４．１万余人
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 选优配强领导 次。
班子。 加大干部轮岗交流力度。 十八大 扎
牢制度之笼， 盯住险滩防
以来， 中央纪委机关、 派驻纪检组干部 腐
拒
变
交流１３１４ 人次， 纪检监察队伍精神风
， 十
八届中央纪委
貌、能力素质明显提升。
２０１７ 年
１月
８日
《中
七
次
全
会
通
过
了
国
共产党纪律检
补足精神之钙， 学思践悟提 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试
行）》， 首
高本领
次对纪委监督执纪工作的全流程、 各
部专题片引发了舆 环节作了明确规定。 这是中央纪委履
，一
２０１７ 年
１月
论热议。
行承诺，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把自己摆
在这部名为《 打铁还需自身硬》 的 进去的重要举措， 释放出正人先正己
专题片中， 原本立下规矩不收人钱物 的强烈信号。
的金道铭最终却收受他人财物高达 问题线索分类处置， 严格审查时
元； 辽宁贿选案中， 辽宁省纪委 限， 全程录音录像， 执行回避制度， 实
１．２３ 亿
监督责任缺失， 时任省纪委书记王俊 行打听案情、 过问案情、 说情干预登记
担当而被问责。
备案制度…… 规则吸取落马纪检干部
肃清害群之马， 德才兼备选 莲缺乏
、李
“为 的
而
片
中
陈
丽
华
泉
新
等
不
怕
惨痛教训， 瞄准权力运行中的风险
人用人
官伤亲”、 不怕得罪人的纪检干部， 深 点，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
，中
“规
央纪委驻国家民委 受群众爱戴， 在与贪污腐败和歪风邪
则是纪检系统对曾经出现的
２０１７ 年
３月
纪检组原组长曲淑辉因严重失职失责 气作斗争的过程中， 不仅始终廉洁自 经验教训的总结， 从制度层面回答了
‘谁
问题被立案审查；
律，更大胆作为、勇于担当。
来监督纪委’ 的问题， 完善内控机
，中
央巡视组原副部级 对纪检监察干部而言， 专题片中 制， 通过一种科学规范的制度设计， 把
２０１７ 年
４月
巡视专员张化为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 的人和事都是身边人、 身边事。 影片的 监督执纪的权力也关进制度的笼子。”
查；
制作和播出， 是纪检监察系统“ 以案说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指出。
央纪委驻财政部纪 纪”“以案代训”的生动体现。
前后衔接、 左右联动、 上下配套、
，中
２０１７ 年
８月
检组原组长莫建成涉嫌严重违纪， 接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系统集成， 制度的笼子不仅越织越密，
受组织审查……
有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不坚 制度蕴含的力量也在源源不断地释放
“钙
”， 没
不管涉及到谁， 不管职位多高， 只 定， 精神上就会“ 缺钙”， 就会得“ 软骨 出来。
要触犯党纪国法， 都要坚决将其清除 病”。
前三季度， 全国纪检监察
２０１７ 年
建设忠诚、 干净、 担当的纪检监察 机关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处理
出纪检监察队伍。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 中央纪委机 队伍， 离不开学习， 离不开理想， 离不 ８１．４ 万人次。 其中， 第一种形态批评教
关立案查处机关干部２２ 人， 组织调整 开信念。
育、 谈话函询４７．３ 万人次， 占“ 四种形
话函询２３２ 人； 全国纪检系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 态” 处理总人次的５８．１％ ； 第二种形态
，谈
２４ 人
处分１ 万余人， 组织处理７６００ 余人， 谈 书记赵乐际同志对纪检监察系统学习 纪律轻处分、 组织调整２６．１万人次，占
话函询１．１万人。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高度重视， 要求 ３２．１％ ； 第三种形态纪律重处分、 重大
在被查处的案件中， 既有中央纪 坚持原原本本学， 联系实际学， 深入思 职务调整４．５万人次，占５．５％；第四种形
委机关干部， 又有中央纪委派驻纪检 考学， 学出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 更加 态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３．４万人
组干部； 既有在职干部， 又有退休干 强烈的责任担当、 更加纯粹的忠诚和 次，占４．２％。 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从理
部； 既有严重违纪违法的， 又有履行全 觉悟。 中央纪委领导同志为机关党员 论走向实践， 分类进行通报， 更加细
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失职失责的， 释 讲党课， 机关局处级干部定期接访， 经 化、常态化。
“成
放出加强纪委自我监督一刻不松、 半 常开展谈心家访， 增强宗旨意识和群
人者必先自成”， 各级纪委强
步不退的鲜明态度， 树立了鲜明政治 众工作本领。
化自我监督， 自觉接受党内和社会监
导向，发挥了强有力震慑作用。
全国纪检监察队伍聚焦学习习近 督， 树起严格自律的标杆， 成为一支知
守林护林“ 啄木鸟” 队伍更可信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敬畏、 存戒惧、 守底线， 让党放心、 人民
赖。 在清除队伍腐败分子的同时， 也在 的十九大精神， 抓好政治培训和业务 信赖的纪检干部队伍。
选优配强干部队伍。
培训。 十八大以来， 共举办培训班１０００
（新
华社北京１月１０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琦
谁来监督纪委， 做到打铁者自身
硬？ 怎样防范“ 灯下黑”， 对监督执纪权
力进行规范？
这些， 都是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
也是各级纪委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自己动刀， 肃清害群之马； 补精
神之钙， 理论武装头脑； 扎制度之笼，
立规自我约束。 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履
行承诺，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把自己摆
进去，正人先正己。
踏上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纪检监
察系统正坚持不懈推进作风建设， 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 不断在新征程上夺取新胜利、
续写新篇章。
□

小车限速70KM/H。
道533KM+500M 至538KM+800M
8.S219 省
处(区间长度5.3KM,位于定远乡境内) 大车限速
车限速70KM/H。
60KM/H， 小
道88KM +300M 至100KM +500M
9.S337 省
处( 区间长度12.2KM, 位于东铺乡、 宝城街道境
内) 大车限速60KM/H，小车限速70KM/H。
二、 以上区间测速时速限定均按公路部门
道路等级建设设置的安全限速规定及《 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设置，并向河
南省交通警察总队报备。
以上区间测速的交通监控测速设备将对车
辆行驶速度、 压线、 逆行、 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
道等交通行为进行监控， 望广大驾驶人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安全行车。
特此公告
罗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
1月
10日
H，

关于罗山县境内设置区间测速的公告
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预防道路交通事故，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 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 决定在罗山县境内设置固定
式交通技术监控区间测速设备， 并于2018 年1 月
起对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超速行驶
25 日
等违法行为进行查纠，现公告如下：
一、设置区间测速的路段：
道781KM 至792KM+200M 处( 区
1.G312 国
间长度11.2KM, 位于竹竿镇、 宝城街道境内) 大
车限速60KM/H，小车限速70KM/H。
道810KM+900M至815KM+900M
2.G312 国
处( 区间长度5KM, 位于楠杆镇境内) 大车限速
车限速70KM/H。
60KM/H， 小

道186KM+100M 至191KM+300M
3.S339 省
处( 区间长度5.3KM, 位于灵山镇、 朱堂乡境内)
大车限速60KM/H，小车限速70KM/H。
道186KM+100M 至191KM+300M
4.S339 省
处( 区间长度5.3KM, 位于灵山镇、 朱堂乡境内)
大车限速60KM/H，小车限速70KM/H。
道164KM+600M 至170KM+900M
5.S339 省
处( 区间长度6.3KM, 位于周党镇、 潘新镇境内)
大车限速60KM/H，小车限速70KM/H。
道502KM+800M 至509KM+600M
6.S219 省
处(区间长度6.8KM,位于莽张乡境内) 大车限速
车限速70KM/H。
60KM/H， 小
道483KM至489KM+900M处(区间
7.S219 省
长度6.9KM,位于尤店乡境内) 大车限速6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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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启动人口密集区
危险化学品企业搬迁
据新华社郑州１月１１日电（记者
王烁） 记者从河南省安全监管局
获悉， 该省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
品企业搬迁改造工作正式启动。
纳入此次搬迁改造规划的河南省
内危化品生产企业共有１５２ 家。
河南省日前下发的《 河南省
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搬迁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指
出， 到２０２５ 年， 河南省城镇人口
密集区现有不符合安全和卫生
防护距离要求的危化品企业要实
现就地改造达标、 搬迁进入以化
工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 化工园
区） 或关闭退出， 企业安全或风险
大幅降低。 其中， 中小型企业或安

全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大型企业
年年底前要全部启动搬迁改
造 年年底前完成； 其他大型
企业和特大型企业２０２０ 年年底全
部启动搬迁改造，２０２５ 年年底前
完成。
据悉， 河南要求搬迁改造过
程中， 严禁搬迁改造企业在原址
新建、 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
相关部门要依法督促搬迁改造企
业进行安全和环保影响评价， 严
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和污染
环保设施防治“ 三同时” 制度， 及
时组织项目竣工验收， 确保搬迁
改造企业新建项目建成投产后满
足安全和环保要求。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这是1月9日拍摄的新白沙沱
长江特大桥（右）和修建于20 世纪
代的白沙沱长江大桥（左）。
50 年
经过5年艰苦建设，位于重庆
江津的世界首座双层六线钢桁梁
铁路斜拉桥—
白沙沱长江特
—— 新
大桥近日落成，与即将开通的渝贵
铁路一起进入检测试运行阶段。据
介绍，渝贵铁路开通后， 列车通过
这座大桥最快仅需16.56秒。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