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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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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必须”和 5 个“确保”，
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来从严治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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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反腐怎么干？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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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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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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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是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要做深做实做细市县巡察和纪委监委日常监督，
在实践中拓展整治群众
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工作，
从具体人、
具体事着手，
将问题一个一个解决。

◎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 6 项明确要求
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实落细。
要严守政治纪律，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
帜鲜明。
要心底无私，正确维护党中央权威，对来自中央领 导 同 志 家 属 、子
女、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违规干预、捞取好处等行为，对
自称同中央领导同志有特殊关系的人提出的要求，必须坚决抵制。
要保持健康的党内同志关系，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
下级关系，坚决抵制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等歪风邪气，让党内关系正常化、纯
洁化。
要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
服从组织决定和组织分工。
要带头建立健康的工作关系，不把管理的公共资源用于个人或者单位
结
“人缘”
、拉关系、谋好处。

◎3 个“要”，为纪检监察工作指明方向
要带头加强机关党的政治建设，健全内控机制，经常打扫庭院，清除害
群之马，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经得起磨砺、顶得住压力、打得了硬仗。
要发扬光荣传统，讲政治、练内功、提素质、强本领，成为立场坚定、意志
坚强、行动坚决的表率。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客户端等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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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民生实事 11 青年人才公寓建设

河南省直青年人才公寓租金
不高于同地段市场租金七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本报讯 1 月 11 日上午，河南省人
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被列
为 2018 年河南重点民生实事之一的青
年人才公寓建设情况向媒体进行介绍。
发布会上，省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
黄亚军介绍说，根据 2018 年民生实事
年度目标，青年人才公寓建设任务为开
工建设 5 万套，其中省直 2.5 万套、郑州
市 2.5 万套，并在其他有条件的省辖市
开展青年人才住房保障试点。
在实际建设中，2018 年省直和郑
州市共开工建设青年人才公寓约 5.14
万套。其中，省直开工建设约 2.58 万
套，主要位于郑东新区龙子湖组团、金
水区科教园区、经开区、航空港区等 10
个区域，主要设置了 60 平方米、90 平方
米和 120 平方米三类户型。与此同时，
项目区域基本都配套建设有幼儿园、中
小学、停车场、医院、商场超市等公共服
务设施。截至 2018 年底，10 个项目施
工单位已全部进场施工。

在郑州市方面，目前开工建设约
2.56 万套。其中，郑州市本级项目涉及
8 个项目，约 1.1 万套，采用自建形式，
已全部开工建设，基本分布于郑州市地
铁、公交站附近。区级项目中郑东新
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等开发区
均为 2000 套，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
管城区、惠济区等市辖区均为 1500 套，
主要采用购买方式，已签订购买合同，
所购置房屋大多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此外，在 2018 年，洛阳、濮阳、驻马
店、商丘、焦作等 5 个省辖市也同时启
动了青年人才公寓建设试点工作，其中
洛阳市已开工 1065 套，濮阳市通过改
造已基本建成 1000 套。
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基建处处
长褚文忠说，
《省直青年人才公寓管理
办法》有望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出台，初
步考虑租金标准不高于同等地段市场
租金的 70%，并会根据相关因素变化适
时调整。

2018 民生实事 12 “双一流”建设

郑大、河大新增国家级科研平台7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本报讯 2018 年，郑州大学、河南
大学“双一流”建设进展顺利，两校共新
增国家级科研平台 7 个，新增国家科技
奖项或研发专项 36 项，培养或引进国

家级、省部级高层次人才 69 人，超额完
成了民生实事任务。1 月 11 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
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知上述信息。

郑州大学
●新增 5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含重点项目、杰出青年基金项目）228 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专项）27 项
●引进和培养国家高层次人才及省部级学术领军人才 43 名
●化学、临床医学、工程科学、材料科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与生物化学
6 个学科进入 ESI（世界通用科研评价指数）排名全球前 1%
河南大学
●新增 2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3 项（含重点项目 2 项，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1 项、
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33 项
●培养和引进国家高层次人才和省部级学术领军人才 26 名
●化学、
材料科学、
临床医学 3 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全球前 1%

修武供电：
走访客户当好
“电参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李建强
本报讯 在冬季电网负荷持续攀
升的情况下，为保障客户安全可靠用
电，1 月 9 日，修武县供电公司组织开
展大客户、重要客户走访活动，听取
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该公司一直以来坚持定
期走访客户，提供用电检查和用电诊
断服务，分析判断客户用电中存在的

问 题 ，优 化 用 电 方 案 ，充 当“ 电 参
谋”，助推企业生产，竭力帮助客户
降低生产用电成本，提高电力资源
利用效率。
截至目前，该公司共走访客户提
供服务 30 余次，排除用电隐患 12 处，
下发整改通知书 10 份，为客户冬季
安全用电夯实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