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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1月12日召开会议，研究修
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月18
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
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稿
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
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
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九届二中全
会审议。

会议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
志的集中体现。现行宪法颁布以来，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历史进程中、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
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
明，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
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会议指出，我们党高度重视宪法
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明确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
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
宪执政，把实施宪法摆在全面依法
治国的突出位置，采取一系列有力
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为
保证宪法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
和制度保障。

会议认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
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
争和根本成就，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政体，确定了国家的根本
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路、
奋斗目标，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规定了社
会主义法治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
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等，反映了我国
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我国
宪法确立的一系列制度、原则和规则，
确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具有显著优
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必须长期
坚持、全面贯彻。

会议指出，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从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
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为更
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对
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
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党中
央决定用一次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
问题，充分表明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
改的高度重视。

会议认为，这次宪法修改要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推动宪法与时
俱进、完善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必须贯彻以
下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严格依法按照程序进行；充分发扬
民主、广泛凝聚共识，确保反映人民意
志、得到人民拥护；坚持对宪法作部分
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做到既顺应党
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又遵循宪法法
律发展规律，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
性、权威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
为，这个新气象新作为首先是全面从严治
党要开创新局面。

十九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高度，深刻阐述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
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总结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经验，深入
分析了党
面临的风
险 和 挑
战，明确
提出当前
和今后一
个时期全
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强调
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
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内
涵丰富、切中要害，既是我们党勇于自我
革命的宣言书，也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的动员令。

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
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
想，必须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回望过去极不平凡的五年，我们党
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党、对国

家、对民族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
响。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不懈努力，全
面从严治党有了很好的基础，我们要乘势
而上，牢牢把握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
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通过
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好建设强，才能
统揽“四个伟大”全局，确保党成为始终
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
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坚强保证。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全面从严治党
一刻都不能松，这是管党治党经验教训
的深刻总结。正确的大政方针要取得成
效，重在坚持、难在坚持。改革开放以
来的实践表明，管党治党只能紧不能松，
否则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会半
途而废、前功尽弃，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
卷土重来，气焰更加嚣张；就会造成党内
和社会上思想混乱，影响人民群众对党
的信心和信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
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同时也要看到，这
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良好开端，全
面从严治党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

决不能跌入抓一抓、松一松，出了问题
再抓一抓、又松一松的循环，必须持之以
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核心
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
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
章规定“四个服从”，最根本的是全党各
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和中央委
员会；党
中央强调

“ 四 个 意
识 ”， 最
根本的是
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都不是空
洞的口号，不能只停留在表态上，要落实
到行动上，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
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
的坚决不做，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讲条
件、不打折扣、不搞变通。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实践
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
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乘势而上，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
面, 我们党就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大挑
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
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乘势而上，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十九届二中全会1月18日至19日召开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十
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把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对
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讲什么样的政治、如
何讲政治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
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旗帜
鲜明讲政治是
我们党作为马
克思主义政党
的根本要求。
从提出“政治
工作是一切经
济工作的生命
线”，到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政
治建设一直贯穿党的建设实践中。从现实
看，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一个症结是党的
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抓好。干部在政治上出
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强化党的领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
党内监督、正风反腐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重
大举措，正是着眼于从政治上建设党。实
践证明，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
设，抓住了党的政治建设，就抓住了党的
建设的魂和根。党的十九大首次把党的政

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道理就在这里。

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
任务，也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党是一个有
着8900多万党员的大党，如果党员自行其
是、各搞一套，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有
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所讲的政治，不是

空头政治，而是实干的政治。始终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不仅是政治标准，也是
实践标准。讲政治，不是看谁表态多、调
门高，而要看行动实不实、落实到不到
位。对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只有不折
不扣落到实处，做到令行禁止，以实际行
动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
威，才能保证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步调一致向前进。

“报国忠为本，奉公廉作根”，对领导
干部而言，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
同德，是政治上站得稳、靠得住的基石。

一些腐败分子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
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成为党纪国法所不
容的“两面人”。“人无忠信，不可立
世”，领导干部只有把对党忠诚作为从政
做人的根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听
党指挥、为党尽责，做到言行一致、表里
如一，方能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
事、坦坦荡荡为官。

革命理想
高于天。没有
理想信念上的
清醒，就没有
政 治 上 的 坚
定。一些干部
不信马列信鬼

神，不问苍生问“大师”，结果滑向违法
乱纪的深渊。这警示我们，理想信念丧
失，往往是政治上蜕化变质的根源。“种
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
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以理想信念立根铸魂，始终不忘初心，为
了信仰苦干实干，就能挺起共产党人的精
神脊梁，在各种诱惑和考验面前稳得住心
神、守得住底线，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政治建设是统领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要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以
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
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习近平
总书记11日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
热烈反响。

清风扬正气，奋进正当时。大家认
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站在新时代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既直面问题，
又充满自信，饱含了质朴真挚的为民情怀

和许党许国的担当精神，吹响了全面从严
治党的冲锋号角。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

冬日暖阳，湖南省衡阳市生态公园内
的“生态一号美术馆”，迎来络绎不绝的观
展市民。这栋在绿树掩映中的独栋小楼，
曾是衡阳市委原书记李亿龙的豪华“山
庄”。如今，已成为衡阳市民享受公共文化
的“后花园”。

一栋小楼的变迁，成为衡阳重构山清

水秀政治生态的缩影。衡阳市群众艺术馆
副馆长李英姿深有感触：“现在，衡阳领
导干部中贪图享乐、脱离群众的少了，踏
实做事的多了，全面从严治党给衡阳带来
的变化深入骨髓！”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后，我们紧紧盯住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这个症结，坚持发扬我
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深
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创造新的经验，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下转A05版）

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