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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李克强主持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13 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贯彻好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对顺利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中央决定举办
这期研讨班，
目的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这个层面把全会精神理解深、理解
透，
把《准则》、
《条例》各项规定把握精、把握准，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思想到
位、行动对标带动全党贯彻落实，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全
会精神落到实处。
开班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
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
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
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什么时候全党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
健康，我们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
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志，各种错误思想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
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党的高级干部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牢固树立政治理想，
正确把握政治方向，
坚定站稳政治立场，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加强政治历练，积
累政治经验，
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任
的领导职责相匹配。
习近平指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
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
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
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
习近平强调，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
的。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
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
度。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重大决策都要严格按照程序办
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习近平指出，
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
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
就是党内
政治生活要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就是党内政治生活
要紧跟时代步伐、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课题，及时发现和解决党内出现的
新问题，使党内政治生活始终充满活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就是党
内政治生活要坚持党的思想原则、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工作原则，按原则处理

2 月 13 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
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
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党内各种关系，按原则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就
是党内政治生活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使每个党组织都成为激浊扬清的战斗堡垒，使每个党员都成为扶正祛邪的战
斗员。
习近平强调，
勇于自我革命，
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
势。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
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
民族、
人民的利
益，
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
谋大利，
才能从党的性质
和根本宗旨出发，
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检视自己；
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
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
要兴党强党，
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故鼎
新、
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
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经常对
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

色。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
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
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习近平强调，
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
争，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人管起，从最近身的地方构筑起预防和抵制特权的防
护网。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在选人用人上把好方向、守住原则，坚持党
管干部原则，
带头执行党的干部政策，
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领导干部严格
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
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觉主动接受监
督，
对党忠诚老实，
党员、干部决不能以任何借口而拒绝监督，党组织也决不能
以任何理由而放松监督。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
《条例》，针对党内存在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既指出了病症，也开出了药方，
既有治标举措，也有治本方
略。学习领会《准则》、
《条例》，必须紧密结合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来
进行。
《准则》、
《条例》每句话都有深刻内涵和明确指向，都不是可有可无的。
大家要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反复对照，不能大而化之、囫囵吞枣。
习近平强调，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使贯彻
《准则》、
《条例》成为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的自觉行动。领导干部特别是
一把手要亲自抓、亲自管，确保贯彻落实不走偏、不走样。各级党组织要加强
检查和考核，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严格落实执纪问责，完善抓落实的长效机
制。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自己必须首
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干部不做的自己必须首先不做。希望在座各位带个好
头，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作出新业绩、树立好形象。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全局
高度，深刻阐释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问题，对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要联系实际学深悟透，
把握精髓要义，
更加扎实地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各级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上率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共同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加强严格自律、强化责任担当，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抓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汇聚促进改革发展的强
大力量，扎实苦干、积极作为，以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
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军队各大单位、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以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在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中提高党内民主质量和实效
当前，各地各单位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
四川溜索改桥项目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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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老百姓用背篓帮我们运到河对
岸，没收一分钱。2015 年 5 月我们
进场施工时，
老百姓自发为我们送来
清茶和吃的。施工完成后，村里德高
望重的老人硬要把哈达戴到我们脖
子上。”当地老百姓对修桥的渴望让
罗顺方记忆犹新。
丹巴县
“溜索改桥”项目实施后，
全县 8 个乡 91 个行政村的 6500 户
2.6 万余名农牧民群众因此受益，为
丹巴县的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工作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的九皇
山和药王谷景区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一条平通河将景区与对岸的金宝村、
彭家村、玉龙村隔开。
“望着人来人往
的景区，却吃不上‘旅游饭’，村里的
百姓只能干着急。”北川县公路管理
所所长邹凯川告诉记者。
2015 年 2 月，跨度 86 米的金宝
桥通车了，路通百事兴，村民们不再
为自己种植的农产品愁销路。
“ 当地
绿色生态的丰水梨、玉米、土豆是游
客们最爱买的，
‘ 土特产’卖出了‘洋
价钱’
。”邹凯川说。
截至目前，除凉山州布拖县龙潭
镇冯家坪村桥和金阳县对坪镇一村
桥，
以及绵阳市北川县楼房坪村桥因
建设规模较大，预计 2017 年建成外，
四川其他“溜索改桥”项目已全部建
成，
累计完成投资 12.4 亿元。

。

在四川省凉山州、甘孜州、阿坝
州等地的偏远山区，
不少村落与外界
一河之隔，长期以来过河的唯一方式
是
“溜索”。人，通过系在腰间的皮带
与铁索相连滑行而过；货，通过系在
铁索上的大筐运送过河。
看似充满乐趣的方式，
背后却是
交通落后的辛酸，由于条件简陋，事
故时有发生。
2013 年 5 月，四川省交通厅与
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共同开展
了全省溜索现状调查，确定实施 77
个“溜索改桥”项目。经过 3 年多的
奋战，涉及全川 499 个村的 77 个“溜
索改桥”项目基本建成，大山深处的
老百姓彻底告别了依靠溜索出行的
日子，脱贫致富有了新门路。
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半扇门
乡火龙沟二村海拔在 2700 米左右，
大渡河上游的小金河将村庄与外界
相隔，一条跨度 50 米长的太平溜索
是 100 多位村民出行的首选。
“溜索改桥项目实施以前，村民
想把核桃、花椒、苹果这些农产品卖
到县城，靠背篓背、溜索运，单程就要
3 小时。”丹巴县交通运输局局长罗
顺方告诉《经济日报》记者，2015 年
年底，这条溜索被新建的团结桥替
代，人们再也不用背着果子下山，果
贩的车辆直接开到村民家门口。
“在前期的地勘阶段，勘测设备

，

中全会精神，认真开展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充分
发扬党内民主，严格代表产生程序，是选好十九大代表、
增强代表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的重要保证。各级党组织
要认真按党章和中央要求办事，严格遵循规定的程序步
骤，注重提高民主质量和实效，确保选出符合中央要求、
广大党员拥护的十九大代表。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选举产生十九大代表，是广
大党员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
行使民主权利，
参与党内政
治生活的重要途径和形式。要把发扬党内民主与加强党
的领导紧密结合起来，并贯穿到十九大代表产生的全过
程。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
选举权和监督权，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党员有序参与，确
保每个党员都能自主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使产生的
代表能够体现多数党员的意志。
要规范代表产生程序。十九大代表的产生，采取自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下而上、
上下结合、
反复酝酿、
逐级遴选的办法进行，
分为
推荐提名、组织考察、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确
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和会议选举五个主要环节。每个
环节都要严格履行程序，
严谨规范操作，
不变通、
不走样、
不简化。比如，推荐提名时，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宣传发
动全面覆盖基层党组织，不能有空白点；组织考察时，必
须实行差额考察和考察预告，逐一查核人选廉洁情况并
作出结论；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时，
要通过公示进一
步听取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对金融机构、企
业等方面的初步人选，
还应有针对性地听取行政执法、
行
业监管等部门的意见。对于随意简化、
变通程序、
减少规
定环节步骤，或执行程序走过场，造成不良后果和影响
的，
要严肃追究责任。
要坚持逐级遴选择优。逐级遴选，就是从基层党组
织开始，到推荐单位党组织，再到选举单位党组织，自下
而上广泛推荐，
自上而下征求意见，
逐级对代表人选进行
比较择优。这既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过程，也是正确
集中、
强化党组织把关的过程。要注意把握关键节点，
确
定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推荐单位要遵循党委议事决策
规则，充分发挥党委常委会、党委全体会议在遴选、确定
人选中的把关作用；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
选举单位
党组织要根据考察情况和代表结构要求等，集体研究提
出人选名单；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
要在酝酿讨论的
基础上，
以投票方式确定。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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