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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
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
作 条 例》（以 下 简 称 《条
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1999 年 2 月
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
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加
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农村改
革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化，该
条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要
求和实践需要，党中央决定予
以修订。

通知指出，党的农村基层
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
斗力的基础，全面领导乡镇、
村的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各级
党组织认真落实党要管党、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大抓农村党
支部、建强战斗堡垒，取得明
显成效。当前，农村改革不断
深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
动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不断
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必须把党的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来抓，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提供
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

通知强调，《条例》 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章和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紧密
结合农村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基层创造的好经
验好做法，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作出全面规范，
是新时代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遵循。《条
例》的颁布实施，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
面领导，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提高党的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质量，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通知指出，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重视并抓好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党员领导干部的
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一定要从巩固党的执政
基础的高度出发，始终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
不动摇，特别是县级地方党委要把加强党的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采取有
力措施，强化责任保障，推动《条例》落到实处、见
到实效。要加强学习宣传，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
手机、网络等媒介，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等方
式，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领会 《条
例》精神，尤其要宣传到每一个农村党支部，使其全
面掌握《条例》内容，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
署要求上来，真正贯彻落实好《条例》。要组织开展
培训，把《条例》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内容和党校 （行政学院） 教育课程，对县、乡、
村党组织书记进行专题轮训，提高做农村基层工作、
抓农村党支部建设的本领。要加强监督检查，及时解
决《条例》贯彻落实中的有关问题。中央组织部要会
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各项规定得到贯彻
执行。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
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条例》全文见第九版）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李忠发） 1月8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抵京对中国进
行访问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中朝关
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双
方一致表示，愿共同努力推动中朝关系在新的时期不断
取得新的发展，持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委员长同志在 2019 年新年伊始、两国
迎来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充分体现了委员长同志对中
朝传统友谊的高度重视、对中国党和人民的友好情谊。
我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并代表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向朝
鲜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

习近平强调，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朝关系在2018年
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双方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中朝友谊
的强大生命力，彰显了中朝共同致力于推动半岛问题政
治解决进程的坚定意志。今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对中
朝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我愿
同委员长同志一道，共同引领好中朝关系未来发展。双
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友好交流合作，
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初百忙之际接待我
们访华，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并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
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在总书记同志
的悉心关怀下，去年朝中关系提升到新高度，谱写了新篇
章。我此次访华，就是希望以两国建交70周年为契机，
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朝中传统友谊、加强朝中交流合作
深入交换看法，推动朝中友好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

关于朝鲜半岛形势，习近平积极评价朝方为维护半
岛和平稳定、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所采取的积极举措，表
示去年在中朝及有关方共同努力下，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进程取得重大进展。当前，半岛和平对话的大势已经形

成，谈下去并谈出成果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和共识，政
治解决半岛问题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中方支持朝方继
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支持北南持续改善关系，支持朝
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解决
各自合理关切。希望朝美相向而行，中方愿同朝方及有
关方一道努力，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和
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表示，去年朝鲜半岛形势出现缓和，中方为此
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朝方高度赞赏并诚挚感谢。
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
题，为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取得国际社会欢迎的成果
而努力。希望有关方重视并积极回应朝方合理关切，共
同推动半岛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双方通报了各自国内形势。习近平表示，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在70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中
国共产党有决心、有信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朝鲜劳动党
实施新战略路线一年来，取得不少积极成果，展示了朝鲜
党和人民爱好和平、谋求发展的强烈意愿，得到了朝鲜人
民的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中方坚定支持委
员长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贯彻落实新战略路线，集中
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相信朝鲜人民一定会在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金正恩表示，我在过去不到一年时间里四次访华，对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
印象深刻。朝方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十分宝贵，希望多
来中国实地考察交流。相信中国人民在以总书记同志为
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上不断创造新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朝鲜劳动党将
带领朝鲜人民继续大力落实新战略路线，并为此营造良

好外部环境。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金正恩举行

欢迎仪式。
会谈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为金正恩和夫人李雪

主举行欢迎宴会并共同观看文艺演出。
9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饭店会见金正恩。习近平积

极评价金正恩这次访华的重要意义，回顾了中朝友好交
往历史，表示中方愿同朝方共同努力，维护好、巩固好、发
展好中朝两党两国关系，共同书写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
共同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金正恩表示，朝方无比珍视朝中关系持续发展的良
好势头，愿与中方一道，认真落实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
在新的起点上续写朝中友谊更加辉煌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夫人彭丽媛、金正恩委员长夫人李雪
主参加会见。

会见后，习近平总书记夫妇为金正恩委员长夫妇举
行午宴。

9日金正恩还参观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亦庄分厂，实地考察了有关传统工艺及现代化中药
加工生产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以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杨洁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
书记蔡奇，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出席有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
长李洙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部长
金英哲，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中央政治局
委员、外务相李勇浩，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民武力相努光
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金与正等
陪同金正恩访华并出席有关活动。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王沪宁出席有关活动

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抵京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
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金正恩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抵京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1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饭店会见金正恩。这是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合影。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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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2018年岁末，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

势作出的新的重大判断，引起广泛关注。从形成“压倒性
态势”到取得“压倒性胜利”，一词之变折射的是全面从严
治党新的重大成果。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
领全党重整行装再出发，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
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纪检监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新起点 再出发
——展开新时代党的自身建设新布局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踩着稳中求进的步伐，以不变的决心、
不变的力度，以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
铺展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布局。

1月9日晚，一部反映秦岭违建别墅整治始末的新闻
专题片《一抓到底正风纪》引起刷屏，产生巨大警示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4年间作出6次重要批示指示，党中央
指派一名中央纪委副书记担任专项整治工作组组长督促
整改。2018年7月以来，位于秦岭北麓西安境内的1100
多栋违建别墅被依法拆除，多名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被
立案调查。

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绝不姑息的雷霆行动，再次展
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的决心意志。

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展现新气象。
一年多前，党的十九大描绘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也勾画了新时代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清晰路径。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对党的建设布局进
行了科学完善，突出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规律认识的新飞跃。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
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如
是宣告。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在新起点上再出发，全面从严治党如何再上台阶、再
启新局，这是时代提出的崭新命题。

成绩面前，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冷静，始终保持一种坚
韧执着。

党的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不能有”告
诫全党：“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
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
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又及时针对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
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018年新年伊始，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
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警示全党：“影响党的先
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
破坏性”，“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

自上率下，以行动作无声的号令，以身教作最好的榜样。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就研究作风建设问题，

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集体出京活动，来到中

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重温入党誓词，坚定政治信念；
（下转第二版）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启 新 局
——写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召开之际

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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