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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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11 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完成伟大事业必
须靠党的领导，
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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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
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把
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
实
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
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是引领伟大斗争、伟大事业、最终
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要
乘势而上，
牢牢把握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
主线，发挥标本兼治综合效应，确保党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
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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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
珍贵，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断深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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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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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茂荣作政府工作报告 许红星主持 韩远达郑会营在主席台就座

区三届人大四次会议隆重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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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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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卓杨茂荣分别参加代表团审议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努力创建繁荣宜居智慧新城
时 报 讯（记 者 徐 晶 晶 马 坤 王 建
喜 李棽棽）大会期间，出席区三届人大
四次会议的区人大代表张玉卓和杨茂荣
分别来到部分代表团，认真听取代表们
的发言，与大家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
听取意见建议，
共商发展大计。
区人大代表张玉卓在参加第八代表
团分组审议时说，杨茂荣同志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全面、准确、客观地总结了

2017 年工作，系统地安排了 2018 年各项
工作，通篇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是
一个符合实际、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我
完全赞同。2017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形
势，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摒弃污染环境、不可持续的
发展方式，在改革中发展，在调整中提

大会会场

升，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在转型升
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张玉卓强调，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
的关键之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三个着力”
重要要求为元为纲，紧紧围绕创建繁荣
宜居智慧新城的宏伟目标，坚定不移打

本组图片 记者 贾成龙 摄

杨茂荣区长作《政府工作报告》
（摘要）
人大代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审查计划报告、预算报告

积极履职尽责 共谋新区发展
大家一致认为，整篇报告实事求是、思路清晰、
措施有力，同时又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开启了新时
代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新篇章。

造集聚经济、开放经济、智能经济，着力
优化发展环境，笃定信念朝着高质量发
展方向前进。针对各位代表提出的问
题和建议，区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尽
快协调解决。希望各位代表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
作，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履职尽责，积
极建言献策，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新区美
好的明天。
(下转第四版)

许红星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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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茂荣作政府工作报告

区三届政协召开
第八次主席会议

区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韩远达主持

委员们一致认为，报告总结工作实事求是，分析
问题深刻透彻，部署任务具体详实，积极回应人民群
众的愿望期待。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 尹娜）昨日下午，
区三届
政协召开第八次主席会议。区政协主席韩远达主
持。区政协副主席刘华建、姜立超、杨金星、单玉
厚、杨焕香、马延和、蔡庆锋、张尔祥和秘书长陈宝
军出席。
(下转第四版)

4 聚焦中心工作 深度协商议政
版

时 报 讯（记 者 张
姝）1 月 11 日上午，天津
市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
区委党校隆重开幕。
本次大会执行主
席：张玉卓、许红星、郑
会营、李建军、李立根、
郭 志 寅 、张 长 海 、左 凤
伟、韩英、许红球。
大会执行主席、主
席团常务主席许红星主
持会议。
区政协主席韩远达
在主席台就座。
上 午 9 时 ，许 红 星
宣布，此次大会应出席
代 表 369 人 ，实 出 席 代
表 321 人 ，符 合 法 定 人
数，大会正式开幕。雄
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在大厅内响起。
区长杨茂荣代表区
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
府工作报告》。报告共
分两个部分：2017 年工
作 回 顾 和 2018 年 主 要
工作。
杨 茂 荣 说 ，2017 年
是滨海新区发展进程中
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市
委、市政府和区委的领
导下，我们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三个着力”
重要要求为元为纲，牢
牢把握发展的历史性窗
口期，坚定不移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按照市第十一次党代会
和区第三次党代会的决
策部署，紧紧围绕国家
赋予的功能定位，坚定
信心，保持定力，迎难而
上，奋力攻坚，推动绿色
发展、创新发展取得明
显成效。
(下转第四版)

1月11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督。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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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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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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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毫不动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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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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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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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
落实，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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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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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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