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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
五年，全面从严治党无疑是贯穿始终
而又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
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把全
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勇气力度推进
管党治党，采取一系列开创性和突破
性的重大举措，锻造气象一新的强大
政党，为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提
供坚强政治保证。

认识达到新高度
——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

略布局，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
律认识

“打铁还需自身硬。”
穿越五年的时间隧道，重新掂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
委首次集体亮相时的这句话，更能感
到字字千钧。

打坚硬的“铁”，呼唤更硬的“打铁
人”。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兴党的鲜明
主题，不仅来自对问题的清醒认识，更
来自对责任的勇毅担当。

改革攻坚期、发展转型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入决战决胜……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程，一个坚强有
力的党至关重要。

关键时刻，关键抉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

面审视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形势新变
化，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
升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
度，将全面从严治党摆在了治国理政
全局中至关重要的位置。

2014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苏调研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审视五年来全面从严治党步步深
入推进的过程，从“怎么看”到“怎么
办”彰显出强大的思想力量。

深刻阐释全面从严治党内涵——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
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

明确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
“党要管党，首先是党委要管、党

委书记要管。”“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
负监督责任。”

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
点——

“抓思想从严、抓管党从严、抓执
纪从严、抓治吏从严、抓作风从严、抓
反腐从严”。

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
论——

“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
“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坚持
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坚持选
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

……
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断深化。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

党的基础，加强党内监督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要抓手和重要保障。

2016年 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
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

五年纵深推进，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全
面从严治党谁来抓、抓什么、怎么抓等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深化了对
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

行动彰显新力度
——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

全面从严治党多点发力纵深推进

五年来，直面人民群众反映最强
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
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多点发力、纵深推
进，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以作风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破
题——

2012年 12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
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的八项规定。一上来就立下规矩、作

出承诺，由此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
“第一行动”。随后，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
成为重点整治对象。

铁面执纪、寸步不让。五年来，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超过18万起，平均每天
有140多人因作风问题被处理。

五年激浊扬清，起于毫末之间、成
于驰而不息，党风政风焕然一新。

以重拳反腐为全面从严治党破
局——

“打虎”无禁区。周永康、薄熙来、
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苏荣
等一批“大老虎”纷纷落马。截至今年
6月底，全国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80
多人；共查处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
员40人，中央纪委委员8人。

“拍蝇”零容忍。截至今年6月底，共
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

“天网”紧追逃。截至8月底，已先
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3339人，追回赃款93.6亿元。

五年风雷激荡，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以党内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要抓手——

巡视利剑经过五年磨砺，锋芒毕
露，已成为党之利器、国之利器。12轮
中央巡视，对277个地方、单位党组织
进行了“政治体检”，实现了党的历史
上首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

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实现对139家
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派驻监督全覆
盖。开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个覆盖
所有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的国家监察体
系呼之欲出。没有空白、不留死角，一张
越织越密的监督网络，不断增强对权力
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从深化纪委转职能、转方式、转作
风，到落实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
制；从明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到探
索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五年探索实践，一系列体制机制
的改革和方式方法的创新，为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注入了强大动力。

成效引领新气象
——标本兼治固本培元，全

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五年来，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一系列党内政
治思想教育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从

“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扩展，再塑全
党本色初心，8900多万党员的党性意
识更加坚强，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出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
规则、规范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杜绝

“前门当官、后门开店”问题；对干部选拔
任用、能上能下、防止带病提拔作出明确
规定，扭转官场“劣币驱逐良币”乱象；明
确纪在法前，修订制定廉洁自律准则、纪
律处分条例、问责条例等基础性法规，为
党员划出“底线”、标出“高线”……

五年来，中央共出台或修订近 80
部党内法规，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有
规可循、有据可依。

2016年，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从党的十八
大前的75%攀升至92.9%。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
党取得的成果，人民群众给予了很高
评价，成绩值得充分肯定，经验值得深
入总结。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沾
沾自喜、盲目乐观。全面从严治党依
然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在“7·26”
讲话中谆谆告诫。

“劲”不可泄、“势”不能转，全面从
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继续坚持问题导向，保持
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
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确
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
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新华社石家庄 10月 17日电 记
者从河北省科技厅获悉，“杂交水稻
之父”袁隆平及其团队培育的超级杂
交稻品种“湘两优 900（超优千号）”
又创亩产纪录，经第三方专家测产，
该 品 种 的 水 稻 在 试 验 田 内 亩 产
1149.02公斤。

该试验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永
年区的河北省硅谷农科院超级杂交
稻示范基地，该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527.8毫米，有 60%以上的降水集中
在汛期，全年无霜期 200天以上，年
日照2557小时。

此次测产由河北省科技厅组织
实施，由华中农业大学、河北省农林
科学院等7个单位的7名专家组成测
产专家组，专家组对种植的100亩示
范田进行现场考察，随机抽取了3块

示范方，人工实割3.126亩，机器脱粒
后 ，经 除 杂 、称 重 等 ，净 产 量 共
3591.84 公斤，折合亩产 1149.02 公
斤。

据国家水稻数据中心数据显示，
该品种整个生育期表现良好，10月 5
日初步实收测产数据为：亩穗数19.5
万，成穗率 78.6%，每穗粒总数 304
粒，结实率90%，千粒重25.5克，穗粒
数 273.6 粒，预测亩产理论产量在
1357.4公斤。

一位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
们的试验田一直都处于精耕细作的
状态，浇水、除草、施肥等相较于普通
田地来说要多一些，人工投入成本也
相应较高，2016年，这块高产示范田
就创造了亩产 1082.1公斤的高纬度
地区世界最高纪录。

这一次，中国没有错过！
北京时间10月 16日 22时，科学

家们在多国宣布成功探测到第一例双
中子星引力波事件，人类首次窥见引
力波源头的奥秘。我国包括南极巡天
望远镜AST3-2、国内第一颗空间X
射线天文卫星慧眼望远镜在内的多台
设备参与观测引力波事件，我国科研
人员还借助引力波光谱解开了宇宙中
金、银等超铁元素的产生之谜。

寻到宇宙“黄金之源”
“中子星合并是宇宙的‘巨型黄金

制造厂’，借助引力波探究中子星，可以
让人类窥见金、银等超铁元素，是如何
在宇宙‘盛大焰火’中产生的。”中科院
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员金志平参加的
国际团队，通过引力波光学信号的观测
和光谱分析确定，中子星合并确实是宇
宙中金、银等超铁元素的主要起源地。

2017年 8月17日，第4例引力波
事件发生后的第 3天，美国激光干涉
引力波观测台LIGO又发现一个新的
引力波信号 GW170817。与前 4 例
黑 洞 合 并 所 产 生 的 引 力 波 不 同 ，
GW170817 是一个由双中子星合并
产生的引力波。全球约 70个地面及
空间望远镜从红外、X光、紫外和射电
等多个波段开展后续观测。

这其中，也包括中国架设在昆仑
站的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2。身在
南京的中科院南极天文中心的年轻成

员胡镭，是第一个注意到南极巡天望
远镜AST3-2“有情况”的人。

胡镭告诉记者，8月18日中午，南
极团队获知引力波信号准确方位后，立
刻调整巡天望远镜角度，把望远镜观测
角度拉到极限，历时10天，每天2小时，
终于在预期坐标内看到了那个宝贵的
亮点。中国在南极抓住了这个机会！

“没看到”也重要
那些“看到”令人狂喜，有的“没看

到”也至关重要。引力波事件发生时，全
球仅有4台X射线和伽马射线望远镜
成功监测到爆发天区，中国的空间X射
线天文卫星慧眼望远镜便是其中之一。

“大家普遍预计，在兆电子伏特能
段，引力波电磁对应体将非常明亮，而
事实上，慧眼望远镜没有探测到这样
的辐射，给出了兆电子伏特能段的流
强上限，说明它的辐射性质比较复杂，
跟理论预言相距甚远。这同样是具有
历史意义的发现。”中科院高能所慧眼
望远镜伽马暴和引力波电磁对应体研
究组负责人熊少林说。

为那一秒的相遇，人类
探寻百年

天体剧烈活动引起的时空扰动，
好比在浩渺的宇宙中央投下一颗石
子，历经10多亿年漫漫星系之旅，时空
的涟漪最终与地球邂逅1秒。从1916
年爱因斯坦的预言，到2016年 2月首

次确定探测到引力波信号，人类为了
这最后1秒的相遇，苦苦探寻百年。

自首次发现，人类“触波”的频率
明显加快。2015年 12月、2017年 1
月和 8月，人类又先后探测到 3次由
双黑洞合并触发的引力波。特别是最
新的一次，编号为GW170814的双黑
洞引力波被两台位于美国的LIGO设
备和一台欧洲“处女座”（Virgo）引力
波探测器同时找到。3台设备联手发
现，大大精确了引力波在太空中的方
位，引力波探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五次引力波信号也是第一次中
子星合并引力波，更是引起了全球天
文界的一波狂欢。在 8月 17日的事
件中，全球约70个地面及空间望远镜
从伽马射线、X光、紫外、光学、红外和
射电等波段开展后续观测，确认引力
波信号来自地球约1.3亿光年的长蛇
座内 NGC4993 星系，两颗中子星的
质量均不超过太阳的两倍。

引力波天文学时代正在到来
201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

了3名为引力波探测作出重要贡献的
美国科学家。引力波天文学的时代正
在到来。

金志平等研究人员预测，下一个
探测亮点应该是中子星、黑洞合并产
生的引力波事件。乐观估计，这一激
动人心的发现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就
与人类见面。此外，白矮星等天体合
并产生的低频引力波、以及宇宙开端
大爆炸产生的原初引力波，还有待进
一步探寻。在这个领域，中国近年来
相继提出“阿里计划”“天琴计划”和

“太极计划”，在陆地和空间探测中低
频和低频引力波。

在“慧眼”的技术基础之上，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了专门探
测引力波闪的引力波高能电磁对应体
全天监测器项目（GECAM），并将其
命名为“闪电”。

据熊少林介绍，“闪电”不仅能够
同时监测全天随机爆发的引力波闪，
而且具有更低的探测阈值、更高的监
测灵敏度以及更好的定位能力，对引
力波闪的综合探测性能远超现有望远
镜。如能顺利立项，这有望使我国在
引力波电磁对应体的探测研究上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据新华社南京10月16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近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环保
部、文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
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
中国残联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在全
国部署开展2017年宣传推选学雷锋
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活动。

宣传推选活动从 2015 年开始，
已经举办两届，每次都推选出100名
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
织、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 100
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得到了社会各
方面的高度认同和热烈反响。举办
宣传推选活动，树起了榜样、立起了
标杆，进一步彰显了服务他人、奉献
社会的鲜明价值导向，激发了人们践
行雷锋精神、参与志愿服务的巨大热
情，有力推动了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广
泛深入开展，促进了国民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的显著提升。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宣传

推选活动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有效抓手，作为大力弘扬
志愿精神、培育中国特色志愿文化、推
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的重
要举措，摆上重要位置，精心组织实
施。要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立足村镇、
社区、企业、学校、窗口服务单位，着重
推荐方向正、影响大、群众认可的“最
美、最佳”典型，让人们真切感到典型就
在身边、榜样就在眼前，推动形成群星
灿烂和七星共明的先进群体格局。

通知强调，要把新闻宣传贯穿活
动始终，大力宣传各地各部门学雷锋
志愿服务工作的进展和成效，宣传最
美志愿者的感人事迹和最佳志愿服
务组织的时代风采，展示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的积极成效和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的良好形象，不断扩大活动的覆
盖面和影响力，引导人们积极参加学
雷锋志愿服务，努力形成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

亩产1149.02公斤

袁隆平团队的超级杂交稻又创纪录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部门

组织开展2017年宣传推选学雷锋
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活动

从严治党新气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系列述评之九

又见引力波！

这一次，中国没有错过

中科院南极天文中心10月16日22时通报，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2于
今年8月追踪到一次重要引力波事件GW170817的光学对应信号。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