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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第五，持续深化政治巡视，完善巡视巡察战

略格局。统筹安排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
视，把巡视巡察与净化政治生态相结合，与整治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相结合，与解决日常监督发
现的突出问题相结合，增强监督实效。持续夯实
整改主体责任，完善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加
强整改日常监督的工作机制。加强对省区市巡视
巡察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督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在基层见到实效。

第六，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增量，巩固
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紧盯重大工程、重
点领域、关键岗位，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
集、资源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督，加大金融领域
反腐力度，依法查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坚决防
范利益集团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推动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深度参与反腐败国际治理，一体推
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发挥中央和各级反腐败协
调小组作用，增强反腐败工作合力。

第七，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以作风攻坚促进脱贫攻坚。开展民生
领域专项整治，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解决教
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侵害群
众利益问题。严查基层干部违纪违法行为，严查
黑恶势力“保护伞”，严查“村霸”、宗族恶势力
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

第八，按照政治过硬、本领高强要求，从严
从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带头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带头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带头建设让党中央放心、人民群
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优化干
部结构，提高素质能力。加强作风和纪律建设，
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依规依纪依法履行职
责，严格执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把执纪执法权
力关进制度笼子。对执纪违纪、执法违法者“零
容忍”，坚决防止“灯下黑”，自觉接受党内监督
和其他各方面监督，严格约束家属、子女和身边
工作人员，打造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
法、清正廉洁的纪检监察铁军。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卢希同志为中共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全会号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发进取、砥砺前行，扎扎实
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盘点这一年的大国重器，会发现领域覆盖极
为广泛，从陆地到海洋、天空，都有它们的身影。

2018 年 12 月 8 日 2 时 23 分，嫦娥四号探测器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
发射。而在新一年开始后不久，2019年1月3日10
时26分，嫦娥四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
肯盆地冯·卡门撞击坑的预选着陆区，“玉兔二
号”月球车则于当天22时22分到达月面开始巡视
探测，它拍回的照片，瞬间全网刷屏。美国航空
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直言，“这是人类史
上的首次，更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2018 年 4 月 26 日，中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
水仪式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举
行 。 出 坞 下 水 是 航 空 母 舰 建 设 的 重 大 节 点 之
一，标志着中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取得重
大阶段性成果。

2018年10月20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自主研制的中国首款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
龙”AG600 在湖北荆州漳河机场首飞起降，这是
继自主研制的大型运输机运 20 实现交付列装、
C919大型客机实现首飞之后，中国在大飞机领域
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鲲龙”AG600也是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

■ 核心技术，自己掌握

2018 年 4 月 24 日，习近平在三峡大坝考察时
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
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
靠自己拼搏。

反观这一年来诞生的大国重器，正是牢牢把
握住了自主创新这个关键点。

2018年12月27日，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完成建设，
于当日开始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服务范
围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

2018年4月23日，全球首列智能动车组——京张
高铁智能动车组在北京亮相，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时
速350公里的自动驾驶，也首次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
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预计今年8月试运行。专家认
为，超高速列车是中国体现原创能力的标志性产品。

2018 年 6 月 8 日，“天鲲号”驶离码头出港海
试。这一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亚洲最大重型
自航绞吸挖泥船，缓缓驶离位于江苏启东的船厂
码头，并于6月12日成功完成首航。

2018年11月29日，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
目“超分辨光刻装备研制”通过验收。该光刻机
由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研制，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为第三代光学器件、广义芯片等变
革性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更好基础。

■ 科技成果，惠及民众

大国重器，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2018 年 10 月 24 日正式通车运营的港珠澳大
桥，便是其中的代表。这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
桥全长 55公里，被英国卫报评为“新的世界七大奇
迹”之一。这座大桥的建成，将从根本上改变珠江西
岸地区与香港之间客货运输通道以水路为主和陆
路绕行的状况，极大便利了三地居民的通行，必将
成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的重要枢纽。

与之类似的还有许多。例如，2018年 12月 31
日，位于四川的雅康高速公路全线建成并试通车
运营，从而结束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所
在地康定市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其中，泸定大
渡河兴康特大桥全长 1411 米的超大跨径钢桁梁悬
索桥，是雅康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之一，被誉
为“川藏第一桥”。

这一年，大国重器不断推出，屡获佳绩，记录着
科学家、工程师、“大国工匠”、建设者和参与者辛勤
的付出。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会举行，“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潜航员叶聪、航天
科技事业的推动者孙家栋、“天眼”射电望远镜的
奠基者南仁东等一批科技工作者荣获“改革先
锋”称号。人民会记住这一颗颗真正的“明星”。

2018 大国重器屡创佳绩
本报记者 刘少华

▲ 2018年10月17日，“鲲龙”AG600进行水上滑行试验。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1月12日，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园区内最新亮相的艺术书墙，在灯光的映照下更显典雅华丽。这个高18米、宽60
米，总面积达1080平方米的书墙，藏有2万余册内容涵盖美术、摄影、建筑设计、音乐等精美图书。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这一年，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同发力，继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嫦娥四
号探测器成功发射，第二艘航母出海试航，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水上首飞，北斗导航向
全球组网迈出坚实一步。”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如是说。

习近平主席点赞的，正是过去这一年里展现在世界面前的大国重器。

▲ 2018年11月19日2时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第
四十二、四十三颗北斗导航卫星，我国成功完成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
部署。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摄

近期，国家部委相继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对2019年重
点工作进行部署。梳理发现，打好脱贫攻坚战依然是很多
部委的工作重点，优化营商环境、加大监督管理力度等是
重要着力点。

● 打好脱贫攻坚战

2019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推进脱贫攻坚
的很多举措出现在部委的工作规划中。

2018 年 12 月 27 日—28 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
议指出，完成定点帮扶、网络扶贫“硬”任务，深化电信
普遍服务试点，力争2019年年底前实现全国98%贫困村通
宽带。

2018年12月26日召开的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
加强“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国家铁路网、国家高速

公路网等对外骨干通道建设，强化内部通道连接。
2018 年 12 月 27 日—28 日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指出，将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坚持五级书记抓扶
贫，强化攻坚资金保障，完善考核监督机制。

2018 年 12 月 27 日—28 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指
出，将深入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加快扶贫资金
动态监控机制建设。

2018 年 12 月 28 日—29 日召开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工作会议指出，将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与深度贫困地
区的工作对接，进一步加大就业补助等专项资金的转移支
付力度。

2019 年 1 月 7 日召开的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指出，
举全系统之力实施健康扶贫工程，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建设长效机制，健全贫困群众医疗兜底保障制
度，加强贫困地区健康危险因素防控。

● 继续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是不少部委2019年工作的重点。
深化制度改革，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准入难、审批难

等困境。
在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

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表示，将继续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推进证照分离，压减企业开办时间， 2019 年上
半年全国实现“企业开办8.5天”的目标。

2018年12月24日召开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
指出，将在全国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优
化审批流程，确保实现审批时间压减一半的目标。

降成本、促融资，解决企业反映突出的成本高、融资
难等问题。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重点减轻小微企业税收负

担，对小微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
2018 年 12 月 21 日—22 日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

会议指出，将更大力度降成本，加快清理规范涉企行政事
业性收费。

2018 年 12 月 27 日—28 日召开的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
作会议指出，将引导担保机构扩大小型微型企业低收费融
资担保业务规模，实施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

● 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很多部委在2019年的工作规划中，将加强监管作为工
作重点。

加强对重点领域的市场监管，维护市场平稳安全运行。
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指出，将加强对食品药品、特

种设备等领域的监管工作，建立违法严惩制度、巨额赔偿
制度、内部举报人奖励制度等市场监管重要制度。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将加大房地产市
场监管力度，继续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
治理房地产乱象专项行动。

在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工信部部长苗圩指
出，将提升行业监管能力，强化网络实名、IPv6 地址和
ICP备案管理。

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指出，将开展安全监管履职情
况评估，加快构建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
段、重点监管为补充、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持续开展建筑工
程质量提升行动和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严格工程质量
安全监管，加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安全管理。

部委年度工作会议陆续召开

今年着力干好这些事
潘旭涛 鹿方舟 印 尧

本报北京1月13日电（记者李有军） 记者从
今天在京召开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指尖
上的环保”公益活动总结会上获悉，历时8个月，
该活动共收集网民拍摄的环保图片5万多张。

“指尖上的环保”公益活动于2018年5月启动。
此次活动共收集网民图片5.7万多张，其中蓝天2.2
万多张、污水4005张、碧水1494张、人物8480张。从
地域来看，北京、佛山、湘潭、苏州、广州、保定、济南
等城市用户参与度高。在黑臭水体举报方面，共收
到举报5451条，涉及武汉、广州、北京、上海、成都等
215 个城市，去除重复举报，政府部门共回复举报
4684条，已有3436个举报问题得到解决或明确解决
方案，为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支撑。

此次活动由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北京一目了然公众环境保护
研究中心协办。

大雅之堂大雅之堂

“指尖上的环保”
公益活动初显成效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白瀛） 由北京
市文物局等单位主办的纪念老舍先生120周年诞辰
系列活动13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幕。“老舍笔下的人
物与街市”主题画展、讲座，及以老舍作品改编
的北京曲剧《龙须沟》《正红旗下》等演出，将轮
番与观众见面。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老舍笔下的人物与街
市”展览，展现了 76 幅国画、油画、素描等作
品，包括蒋兆和的老舍像、盛锡珊的北京市井风
情系列作品，以及李燕、李滨声、牛星丽等名家
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专门为此次展览创作。

据介绍，为使更多人有机会欣赏老舍笔下的
北京传统风情，此次展品已汇编成画册。此外，
老舍研究家关纪新、京味民俗专家高巍，也将在
首都博物馆带来专题讲座，谈谈老舍笔下的人物
及京味文化。

纪念活动期间，老舍纪念馆还推出了“老舍
在北京的足迹”展览，串联老舍在北京生活、居
住过的15处地点，讲述老舍与北京的情结。

李苦禅之子、书画家李燕在开幕式上说，希
望观众能透过展览和演出，感受到老舍先生笔下
的历史与人物。

老舍120周年诞辰
纪念活动开幕

▲ 新疆库车县在人口比较密集、富余劳动力
充足的中心乡 （镇）、村引入“卫星工厂”，以就
业促脱贫。 俞刘东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