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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政治本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写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召开之际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2016 年岁末，中央对当前反腐败
斗争形势作出了最新判断，引起海内外
舆论高度关注。从一年前十八届中央
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的
“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到现在的
“已经形
成”，一词之变折射出全面从严治党的
最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
“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坚定的政治勇气
和担当精神，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
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取得重要阶段
性成果。
永葆政治本色，方能勇立时代潮
头。四年多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
践让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自信担当 善作善成
——全面从严治党踏上新征程
“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
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
目标没有变。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在反
腐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
对反
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
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
信，
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
自信！”
在一年前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
六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
的
“两个没有变”
“四个足够自信”，
依然
铿锵在耳。
2016 年，一部“火力十足”的大型

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引爆荧屏和
网络。周本顺、白恩培、蒋洁敏、李春
城、万庆良……10 多名十八大后落马
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面对镜头，现身
说法、深刻忏悔，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
贪腐细节首次曝光，引发广泛关注、产
生巨大警示。
敢于自曝“家丑”，勇于自我革新。
自信、决心的背后，是对严峻形势的清
醒判断、对历史使命的强烈担当。
一个建党 95 年、拥有 8800 多万
名党员、440 多万个党组织的世界第
一大党，其保持生机活力的“秘诀”
来自哪里？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了历史性的回答。
四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从严治

国务院印发《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到2020年能源消费量不超过50亿吨标准煤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5 日电 经
李 克 强 总 理 签 批 ，国 务 院 近 日 印 发
《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以
下简称《方案》），明确了“十三五”节能
减排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对全
国节能减排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方案》指出，到 2020 年，全国万元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能 耗 比 2015 年 下 降
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50 亿吨标

准煤以内。全国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2001 万吨、207 万吨、1580 万吨、1574
万吨以内，比 2015 年分别下降 10％、
10％、15％和 15％。全国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总量比 2015 年下降 10％以上。
《方案》从十一个方面明确了推进
节能减排工作的具体措施。一是优化产
业和能源结构，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加快发展新兴产业，降低煤炭消费
比重。二是加强重点领域节能，提升工
业、建筑、交通、商贸、农村、公共机构和
重点用能单位能效水平。三是深化主要
污染物减排，
改变单纯按行政区域为单
元分解控制总量指标的方式，通过实施
排污许可制，
建立健全企事业单位总量
控制制度，控制重点流域和工业、农业、
生活、移动源污染物排放。四是大力发

党、严明纪律、改进作风、惩治腐败等发
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为全面从严治党提
供了根本遵循。随着实践探索的不断
发展、理论创新的不断深化，全面从严
治党战略布局的总体框架逐渐成型。
2016 年 10 月底，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召开，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
问题。全会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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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新观点新
论断新要求新规定，为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
了行动指南。
从相继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到六中全会，
“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顶层设计由此完成，全面从严治党
踏上了崭新征程。
（下转第二版）

展循环经济，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加
强城市废弃物处理和大宗固体废弃物
综合利用。五是实施节能、循环经济、主
要大气污染物和主要水污染物减排等
重点工程。六是强化节能减排技术支撑
和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区域、城镇、园
区、用能单位等系统用能和节能。七是
完善支持节能减排的价格收费、财税激
励、绿色金融等政策。八是建立和完善
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
推行合同能源管
理、绿色标识认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
理、电力需求侧管理。九是落实节能减
排目标责任，强化评价考核。十是健全
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标准，严格监督检
查，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十一是动员全
社会参与节能减排，推行绿色消费，强
化社会监督。

我国今年重大水利工程
在建规模将逾 9000 亿元
2017 年我国
重大水利工程在
建投资规模将超
过 9000 亿元，同
时确保年度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中
央水利投资计划
完成 90％以上。
图 为 2016
年 12 月 29 日，山
东枣庄市台儿庄
区航拍南水北调
东线台儿庄泵站
调水的场景。南
水北调东线一期
工程台儿庄泵站
日前开机调水，
标 志 着 2016 年
至 2017 年 度 供
水工作开始。
高启民摄
（相关报道见
第三版）

切

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是一项重
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政治性、政策性都
很强。做好这项工作，任务重、责任大、
要求高。各选举单位党组织要按照党中央
统一部署，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
密安排、认真实施，确保十九大代表选举
工作圆满完成。
要深入进行组织发动。采取专题党
课、
媒体宣传、
编印代表选举工作手册等多
种方式，组织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和党中央关于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的指示
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深刻认识选举十
九大代表的重要意义，了解掌握代表选举
工作的政策规定和程序步骤，踊跃负责地
参与代表人选的推荐提名。要保证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的参与率，特别注意针对流动
党员、
离退休党员和年老体弱、
行动不便党
员等群体的不同情况，
采取电话、
信函联系
人民日报评论员
和上门走访等方式，
通报有关情况，
寄送学
习材料，
听取他们的意见，
组织他们参与推
荐提名，
努力实现基层党组织全覆盖、
所有
党员都参加。
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
用。各级党组织要旗帜鲜明、
敢于负责，
在
代表选举全过程都认真贯彻这一要求。要
突出人选把关，
坚持代表条件，
把政治标准
放在首位，
把廉洁把关作为重点，
深入了解
人选情况，集体研究，严格审核，好中选
优。要注重程序把关，
严格履行程序、
规范
操作，在各个环节步骤上不变通、不走样、
不简化。要加强联合把关，建立相关职能
部门信息沟通、
查核协调的工作机制，
做好
征求和听取意见、处理党员群众来信来访
等工作，
对代表人选的廉洁、
遵章守法等情
况进行把关。对反映代表人选问题的，要
认真调查核实，
提出明确的结论性意见。
要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选举纪
律。必须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
明纪律规定，严格督促检查，严肃执纪问
责。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
先，
引导党员干部汲取辽宁和湖南衡阳、
四
川南充等地发生的拉票贿选案、破坏选举
案的深刻教训，
强化纪律自觉，
严守纪律要
求。要加大查处和问责力度，
对拉票贿选、
说情打招呼、
破坏选举等违规违纪问题
“零
容忍”
，
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决不姑息、
决不手软；
对选举风气不正、
查处不力、造成恶劣影响的，严肃追究党委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责
任，
确保代表选举全过程风清气正。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次代表选举，由于党员领导干部代
表比例适当降低，实行差额考察、差额选举，没有被推荐提名的党
员领导干部相对增多，一些同志被推荐提名而没有当选。要针对
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
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正确领会中央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以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为重，正确行使民主权
利。要有针对性地做好被推荐提名而没有当选同志的思想工作，
引导他们正确对待选举结果，放下思想包袱，继续做好工作。同
时，
要积极稳妥地开展代表选举工作宣传，
注重宣传十九大代表的
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宣传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的先进模范
事迹，
宣传代表产生过程中发扬党内民主、
走群众路线的新做法新
举措，
为代表选举工作顺利进行、
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良好的
舆论环境。
（新华社北京 1 月 5 日电）

2016年我国专利质押融资达436亿元
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 100 万件
本报北京 1 月 5 日讯 记者韩霁从今天举行的全国知识产权
局局长会议上获悉，2016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三种专利申请
346.5 万件，同比增长 23.8%，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133.9 万
件，同比增长 21.5%。2016 年知识产权各项发展指标量质齐升，
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 100 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
量为 8 件；
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达 4.9 万件，
同比增长 36.5%。
知识产权的“含金量”也明显提升。2016 年，专利质押融资额
达 436 亿元人民币；各类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首期募集资
金 42.8 亿元；知识产权贯标企业达到 1.8 万家，涌现出大批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
（相关报道见第六版）

振兴实体经济靠什么
本报记者 林火灿
近日，上海浦东新区在未来五年发
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浦东将瞄准“中国
制造 2025”
战略，
进一步优化电子信息、
汽车、成套设备和生物医药、新能源、民
用航空等
“三大三新”
制造业格局。
这意味着，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核心功能区，
浦东新区在现代服务业发
展的深厚基础上，
正在加速补上制造业
发展的短板，
力争通过先进制造业的发
展带动实体经济的振兴。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把
振兴实体经济作为发展方向，事关国民

经济整体的平稳与健康发展的全局。
一个国家要想长期保持经济竞争力,必
须充分重视实体经济发展。
当前，随着传统竞争优势的衰减，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稍显疲软。这一局
面如果不扭转，将对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带来不利影响。例如，
作为吸纳就业的
主战场，实体经济疲软可能影响社会稳
定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又如，实体经
济与许多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息息相
关，实体经济搞不好，地区之间的发展
差距也会进一步扩大。

进一步看，我国正在加快培育经济
增长的新动能。这些新动能，有许多本
身就蕴藏在实体经济发展中，需要通过
改造提升实体经济，激活潜力后劲；一
些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也需要依托
实体经济，生存才有载体，发展才有空
间。我国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其本义也是要解决实体经济多年发展
中沉积的矛盾和问题，
优化产业结构和
产品结构，提高供给效率，适应消费结
构升级的现实需要，振兴实体经济，提
升经济运行效率。

从国际竞争角度看，
随着人口红利
的逐渐消失和土地等资源价款的攀升，
有着
“世界工厂”美誉的中国制造，
正在
加速丧失传统优势，
许多传统制造业加
速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美国正在雄
心勃勃地谋划重振制造业，放言要让
“ 美 国 制 造”重新攻 占美国和全 球市
场。这些外部冲击也倒逼着我国必须
加速推动实体经济的振兴。否则，
我国
不仅一些新兴制造业领域难以在短期
内实现赶超，
在一些传统制造业领域也
将丧失竞争力。
（下转第六版）

善把大势 善谋大局
——如何深入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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