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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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
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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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取得
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
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健全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决贯彻落
实到位，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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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
我们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夺
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着力惩
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完善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取得了新的重大成
果，为实现党和国家事业新发展提
供了坚强保障。一年多来，经过全
党共同努力，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
加坚强有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全方位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实效
性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
改善，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焕发出
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
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坚持党的领导、从严管党
治党，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就
是，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行
动统一；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
党务必从严，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必须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
斗作风，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必须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确保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我们可
以清楚看到，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
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

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
关键所在。只要我们始终不忘党的
性质宗旨，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
题，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
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
素，就能够形成党长期执政条件下
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强调，2019 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关键之年。我们要继续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习近平就此提出
6 项任务。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不断强化思想武装。
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
准偏差。各级党组织要旗帜鲜明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
就跟进到哪里，确保党中央令行禁
止。二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保证
全党集中统一、令行禁止。要贯彻
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
则，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
化。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作为重要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党委

（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现，拿出
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三是弘扬优
良作风，同心协力实现小康。要把
刹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
要途径，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
风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
变异新动向要时刻防范。四是坚决
惩治腐败，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
要坚持靶向治疗、精确惩治，聚焦党
的十八大以来着力查处的重点对
象，紧盯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
的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
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对存在腐
败问题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
起。要深化标本兼治，夯实治本基
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五是强化主体责任，完善监督
体系。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高质量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发挥
派驻机构职能作用。各级党委（党
组）特别是书记要强化政治担当、履
行主体责任，把每条战线、每个领
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
深入。 ▶下转4版

习近平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1 月 11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上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省人大
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
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省纪
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等，在江苏分会
场收听收看了会议。会议结束后，省
委书记娄勤俭对我省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出要求。

娄勤俭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新成效，全面
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管党治党的
基本经验，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立意高远、思想

深刻、论述精辟，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
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和重要遵循。全省
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既充分
看到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又
清醒认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必须
始终保持定力、持续精准用力，不断提
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能力，为加快建设“强富美高”
新江苏、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提
供坚强政治保证。

娄勤俭指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重大要求和重点任务，坚持

“严”字当头，突出问题导向，一以贯
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推
动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不断取得新成效。要突出政治建设
这个首要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筑
牢“四个自信”，推动党员干部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自觉践行“两个维
护”。要驰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
精神，巩固深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集中整治成果，以严肃的监督执纪问
责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要始终保持严惩腐败高压态势，以最
坚决的态度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
增量，同时深化标本兼治，不断巩固
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娄勤俭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决扛起全面从严
治党重大政治责任。各级党组织要
把履行主体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
担当， ▶下转2版

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政治责任
娄勤俭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纪委三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提出要求

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1 月 11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
活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通报精神，
研究部署有关工作。省委书记娄勤
俭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思
想深邃、内涵丰富、语重心长，为我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党性教育课。要深入
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增强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自
觉，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真正做到
学懂弄通做实，努力把其中蕴含的真
理力量、思想力量、实践力量转化为做
好一切工作的精神动能，坚决维护习

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确保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
中央决策部署在江苏落地生根。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执行
民主集中制，增强维护党团结统一的
高度自觉。要强化大局意识、全局观
念，坚持局部利益服从党的根本利
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
党中央号令、服从党中央指挥。省委
常委会和常委同志要在执行民主集
中制上作出示范，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相关制度，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领
导干部当好表率。

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弘扬担当
精神，增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高度
自觉。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记肩

负的责任使命，在推动改革发展上要
迎难而上，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当“战
士”，在管党治党上不怕“得罪人”，以
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彰
显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各级党组织
要有计划地把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安
排到改革发展稳定一线中摔打磨炼，
增强真刀真枪开展斗争的本领。

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改作风树
新风，增强为民务实清廉的高度自
觉。省委常委同志要自觉以更高标
准和要求持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厚植公仆情怀，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
则精神，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 ▶下转2版

省委常委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增强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
坚定不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娄勤俭主持会议

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省委常
委会1月11日召开会议，听取省人大
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
检察院党组工作情况汇报，讨论拟提
交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
府工作报告（讨论稿）》。省委书记娄
勤俭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
告，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一定要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执行党的
政治路线，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根据
中央要求，省委常委会每年听取省人
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
省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这是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加
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

会议充分肯定了五家党组过去
一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做好
党组工作。要带头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领一切工作的总
纲，坚定不移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 ▶下转2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听取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
省法院省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娄勤俭主持会议

2019年1月11日，南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徐惠
民同志为南通市市长。

徐惠民同志当选南通市市长

2019年1月11日，宿迁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王昊同
志为宿迁市市长。

王昊同志当选宿迁市市长

2019年1月11日，连云港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方
伟同志为连云港市市长。

方伟同志当选连云港市市长
11日，红色灯笼隧道亮相南京街头，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见习记者 陈 俨摄

本报讯 （记者 黄 伟） 近日，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吴政隆主持召
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要
求，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与会党组成员结合实际，深入交
流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认为，中央政
治局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召开民主生
活会，为全党树立了标杆、作出了表
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
深邃、内涵丰富、语重心长，为我们上

了一堂生动的党性教育课。我们要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切实加强省政
府党组自身建设，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

会议强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
前提。我们要坚持系统学、跟进学、联
系实际学，在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上持
续加力。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们要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
要求自己、检查自己，真正把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落实到时时事事处处，融
入血液、注入灵魂，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坚定坚决、不折不扣将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落实落细。 ▶下转3版

省政府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把 树 牢“ 四 个 意 识 ”坚 决 做 到
“两个维护”落实到时时事事处处

吴政隆主持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