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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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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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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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

2018年元旦假期前，一起公车私
用的典型案例被湖北省咸宁市纪委监
察局通报曝光，成为我们党正风肃纪、
驰而不息的一个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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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使人警
醒，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要求。

湖北省咸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程良胜说，当前，防止“四风”反弹、

回潮任务依然艰巨，在惩治腐败的高
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
不收手，顶风违纪，纪检监察机关必须
坚持惩治腐败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
度不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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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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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党的鲜明态度，体现了持之以恒
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广东省佛
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梅河清
说，“纪检干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监督执纪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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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
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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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就要

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
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新疆阿
克苏地区乌什县阿恰塔格乡党委副书
记黄建平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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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毫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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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在全国推开，
目前各地各级监察委密集成立，改革
进入“施工高峰期”。

11日晚，杜晓坤第一时间在手机
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
激动地说：“作为一名基层纪检监察干

部，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远
在路上的恒心和韧劲，坚定地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确保总书记的要求在南
岗区落地生根。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
己。”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江
苏省常州市钟楼区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刘敏感到振奋，“打铁必须自身硬，

我们今后要更加强化自我监督和自我
约束，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
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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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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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的血肉联系”，体现了信心决心，
彰显着为民情怀。

对此，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纪委
书记陈金华感受很深，乡镇纪委是正
风反腐的“前哨”，新的一年，我们要按
照总书记提出的“扑下身子深入群众，
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
作”的要求，继续推进基层党员干部廉
政建设，打造“清廉乡村”，为老百姓谋
福利、办实事。

“重整行装再出发，久久为功必

有所成。”重庆市纪委第五纪检监
察室干部方亮说，“当前，重庆市深
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已进入冲
刺阶段，问题线索移交、人员转隶
等工作稳步推进。作为一名改革的
实践者和参与者，我们要进一步学
习提高本领，深入把握改革中面临
的新情况，适应新时代反腐败工作
的新要求，展现一线纪检工作者的
新作为。”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重整行装再出发”“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
新作为，这个新气象新作为首先是全
面从严治党要开创新局面。

十九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
议，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次重要会
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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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登高望远、居安思
危，内涵丰富、切中要害，既是我们党
勇于自我革命的宣言书，也是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动员令。

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
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
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回望过去极不平
凡的五年，我们党以坚定决心、顽强意
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对党、对国家、对民族都
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经过党
的十八大以来的不懈努力，全面从严
治党有了很好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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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好建设
强，才能统揽“四个伟大”全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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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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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全面从严
治党一刻都不能松，这是管党治党经
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正确的大政方针
要取得成效，重在坚持、难在坚持。改
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管党治党只
能紧不能松，否则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就会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不
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气焰更

加嚣张；就会造成党内和社会上思想
混乱，影响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
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
成效卓著，同时也要看到，这只是全面
从严治党的一个良好开端，全面从严
治党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决不
能跌入抓一抓、松一松，出了问题再抓
一抓、又松一松的循环，必须持之以恒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从严
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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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规定“四个服从”，最
根本的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
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

中央强调“四个意识”，最根本的是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都
不是空洞的口号，不能只停留在表态上，
要落实到行动上，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
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
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执行党中央决策
部署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变通。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
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
大的自我革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乘势而上，
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我们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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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乘势而上，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讲话精神

广告

通 告
我行定于2018年1月14日凌晨进行计算机

系统升级，14日凌晨4：00—7：30之间我行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自助终端停止对外服务，5日凌
晨4：00—4：05以及6：00—6：20期间我行所有
业务均不能办理。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咨询电话：9558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
2018年1月13日

(2017)琼0105执949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海南泰翔(国际)旅业开发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王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琼0105民初

207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被执行人至今未主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被执行人王涛名下的位于海口

市秀英区东山镇海榆中线188号东山高尔夫度假住宅区B15栋别墅

1层Bl5-08房(证号:HK412806)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标的物权

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

省道S219博鳌出口路路面中修工程于 2018年 1月 15
日开始施工，为确保施工期间交通安全和施工安全。从
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3月25日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
制。请过往车辆按现场标志标牌指示行驶，服从现场交警、
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由此带来的交通不
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二0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关于省道S219博鳌出口
路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澄迈县粮食部门改制，经澄迈县政府批准，澄迈县永发粮

食管理所委托拍卖公司拍卖其部门资产，海口海岛商旅之星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于2007年5月17日竞得澄迈县永发粮食管理

所（东兴粮站）名下永发国用（1995）字第519号项下B地块面积

1019.22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该地块上面积300.79平方米建

筑物，但由于永发国用（1995)字第519号已遗失，土地权利人无

法提供该土地使用证给海口海岛商旅之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办

理过户手续，但鉴于海口海岛商旅之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是通

过拍卖竞得永发国用（1995）字第519号项下B地块土地使用权

及该地块上建筑物这一事实，我局拟将上述1019.221平方米国

有土地使用权办理过户给海口海岛商旅之星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如对上述宗地有异议，请自本通告登报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内向我局地籍岗（电话：67629320）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

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6日

关于土地过户异议征询的通告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2018年第

01号）公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
法》规定，现将2018年医师资格考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审核两个部分。网上报名时间
2018年1月10日-20日24时。考生可登录国家医学考试网（www.
nmec.org.cn）进行网上报名。现场审核时间：2018年1月27日—2月
9日。现场审核工作按属地（市、县卫生计生委，洋浦卫生计生局，省、
委直属事业单位）受理。现场审核主要是对已经网上报名的考生进行
资料审核，不接受补报名。考生在现场确认后，要通过网上支付的方式
缴纳考试费，逾期未缴费的考生视为放弃报名。

二、实践技能考试时间：2018年6月9日—6月15日。实践技能考
试合格分数线为60分。

三、医学综合笔试全国统一考试时间：
临床、中医类别（中医专业、少数民族医专业）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考试，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2018年8月25日上午9:00-
11:30，下午14:00-16:30。

临床、中医类别（中医专业、少数民族医专业）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2018年8月25日和26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6:30。

口腔、公共卫生类别和中医类别中西医结合专业执业助理医师全国实行
计算机化考试：2018年8月25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口腔、公共卫生类别和中医类别中西医结合专业执业医师全国实行计算

机化考试：2018年8月25日和26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军事医学执业助理医师加试：2018年8月25日17:00-17:30。
军事医学执业医师加试：2018年8月25日17:00-18:00。
院前急救岗位和儿科专业加试：2018年8月25日17:00-17:30。
除中医类别少数民族医专业外，执业医师合格分数线为360分，执

业助理医师合格分数线为180分。
四、其他事项：
（一）从2018年起，在全国开展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按有关规定报考。
（二）2018年我省继续开展医师资格考试临床执业医师、临床执业

助理医师、中医类别具有规定学历中医专业执业医师和具有规定学历
中医专业执业助理医师医学综合笔试“一年两试”试点。在试点考区通
过当年实践技能考试，但未通过第一次医学综合笔试且无违纪违规行
为的考生可报名参加第二次医学综合笔试（含缺考考生）。

医学综合笔试“一年两试”试点第二次考试时间如下：
临床、中医类别具有规定学历中医专业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2018年11月23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临床、中医类别具有规定学历中医专业执业医师资格考试：2018

年11月24日和25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五、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有关规定及考试相关信息可登录国家

卫生计生委网站查询，国家卫生计生委网址：http://www.nhfpc.gov.
cn/；或者登录国家医学考试网查询，国家医学考试网网址：http://
www.nmec.org.cn/。

2018年全国医师资格考试报名通知

海南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
2018年1月13日

招商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一期厂房及厂

区土地，厂区占地63亩，厂房建筑面积10512平方

米，其他建筑1500平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

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

厦12楼经管办领取该项目的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翁先生：手机号码：13322095818

李先生：手机号码：13807598528

韩先生：固定电话：0898-66810056

手机号码：15208958697

首届海南迎春商品日月广场

展销大会
（2018年1月22日开幕）

海南省商业总会招商电话：
富先生：65396888 李先生：65225918
吴先生：66111119 传 真：65311316
电子邮箱：zgcicc@163.com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在华经营外国企业应
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闫子敏）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欢
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同时在华经营的外国
企业也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有记者问，近日，万豪酒店集团在其会
员邮件和手机应用软件注册页面将港澳台
和西藏列为“国家”。目前中国多个部门已
对万豪酒店采取措施并立案调查。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中方有关部门已经对此作出了
处理，你所提到的这家企业负责人也已公开致
歉。我想强调，香港、澳门、台湾、西藏都是中
国的一部分，这是客观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
共识。”

他表示，中方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同时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也应当尊重中国的主
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人民民
族感情。这也是任何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兴业、
开展合作最起码的遵循。

广东省委原常委、珠海市委原书记

李嘉受贿案一审宣判
据新华社福州1月12日电 福建省漳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12日公开宣判广东省委原常委、珠海
市委原书记李嘉受贿案，对被告人李嘉以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
元；对李嘉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
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16年，被告人李嘉
利用担任中共梅州市委副书记、梅州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市长、中共梅州市委书记、中共珠海市委
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
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项目选址、职务调整
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侄子李林等
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2058.8463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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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
两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
新年度北斗高密度发射序幕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