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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 2020年 1月
13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
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33人，列席246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主持。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回顾 2019 年纪检监察工作，部署
2020年任务，审议通过了赵乐际同志代
表中央纪委常委会所作的《坚持和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坚强保障》工作报告。

全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一致认为，讲话站在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深刻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释我们党实现自
我革命的成功道路、有效制度，深刻回
答管党治党必须“坚持和巩固什么、完

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问题，对以全面
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讲话
高屋建瓴、统揽全局、思想深邃、内涵丰
富，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居安思危
的政治清醒、兴党强国的使命担当，对
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
义。习近平总书记对纪检监察干部队
伍寄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要求。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
署上来，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
去，砥砺初心、勇担使命，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把全会部署的任务落到实处。

全会指出，2019 年，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加强战略谋划，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成功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
的复杂局面，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

得新的重大成就。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地方各级纪委
监委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一以贯之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以贯之督促党
员、干部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一以贯之
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和要求，坚
持稳中求进、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
纪检监察工作坚定稳妥、扎实有效，在高
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的成绩。强化监督职
责，突出政治监督，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加强
监督检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深化拓展群众身边腐败和作
风问题整治，持续严惩扶贫和民生领域
腐败、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持之
以恒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集中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化政治巡
视和巡视整改，完善巡视巡察工作格
局。有效运用“四种形态”，严格执纪执
法、精准有力问责。统筹推进纪检监察
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规范化法治化水
平。（下转第四版）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0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2020年 1
月 16日出版的第 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2013 年 12 月 3日在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讲话强调，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
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
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
武装全党。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
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只有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
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
展新境界。要推动全党掌握历史唯物

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
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
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
进各项工作。

讲话指出，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
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
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
展完善上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
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
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改革开放
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历史唯物
主义态度。

讲话指出，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
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准确把握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我们提出全面

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
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
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
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
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同时，只有紧紧
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
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
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
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讲话指出，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
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
进改革。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为了人民而改革，改
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
动力。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制约

和监督权力，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

要求，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有效运

转的重要支撑。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

习主席着眼新时代继续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明确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

和监督”。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讲话

精神，关键是要继续健全制度、完善体

系，保证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只要公

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我们

党清醒地认识到：党全面领导、长期执

政，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对权力的监

督。监督的目的就是盯住权力、看住权

力、管住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强化对

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保证公权力

正确行使的根本要求，也是确保权为民

所用的有力举措。只有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

严起来，加强制约和监督，才能确保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在宪法

法律范围内和制度框架下行使权力，确

保权力的运行始终致力于推动党的事

业发展、为人民谋取幸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确保党和国家长

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推进自我革命，强

化自我监督。坚持党内监督没有禁

区、没有例外，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

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

级相互监督作用，让日常管理监督与

党员领导干部如影随形、不留空当，实

现对公权力监督和反腐败的全覆盖、

无死角，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

争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中的重要支撑地位，将“坚持和完

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

行的制约和监督”专列一章作出重大

制度安排。这必将使监督体系契合党

的领导体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

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习主席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

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一以贯之全面从

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

督作出战略部署。我们必须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以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

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推进公权力

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

带，压缩权力行使的任性空间，建立完

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

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

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在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上要有更高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

须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

的，切不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要做

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

民用权。要把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

系搞严实，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要严肃军

纪，执纪如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用

铁的纪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

严治军。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二论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十九届中央

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本报太原1月15日电 赵金龙、记
者安普忠报道：15日 10时 53分，我国在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
箭，成功将亚米级超大幅宽商业光学遥
感卫星“吉林一号”宽幅 01星（又称“红
旗一号-H9”）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
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吉林一号”宽幅01星是长光卫星技
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高性能光学
遥感卫星。这颗卫星充分继承“吉林一
号”卫星成熟单机及技术基础，首次采用
大口径大视场长焦距离轴三反式光学系
统设计，具有高分辨、超大幅宽、高速存
储、高速数传等特点。卫星入轨后，将与

此前发射的 15颗“吉林一号”卫星组网，
提供更加丰富的遥感数据和产品服务。

此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NewSat7/8
卫星、天启星座 05 星等 3 颗小卫星。
NewSat7/8卫星由阿根廷 Satellogic公司
研制，天启星座 05星由北京国电高科科
技有限公司委托上海埃依斯航天科技有
限公司研制。用于此次发射的长征二号
丁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25次
航天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吉林一号”宽幅01星

本报北京 1月 15日电 记者张
良、尹航报道：全军争创“四铁”先进单
位、争当“四有”优秀个人活动试点暨
军委机关干部当兵蹲连动员部署会 15
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
工作部主任苗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围
绕学习贯彻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特别是

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对“双争”活动
试点、摄制新时代基层建设系列专题
片、军委机关干部当兵蹲连进行动员
部署。

苗华指出，去年 11月召开的军委基
层建设会议，是我军基层建设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习主席亲自出

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新时代基层建
设宏阔蓝图，开启了新时代基层建设新
篇章。

苗华强调，做好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下篇文章”是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要
以万众一心加油干的精神，聚力推进、精
准落实，全面锻造“三个过硬”基层。

全军“双争”活动试点暨军委机关
干部当兵蹲连动员部署会在京召开

苗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1月8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 本报特约记者 杨 盼摄

雪山峡谷，生命禁区。
1月 11日，记者驱车数百公里，来

到海拔 4300多米的西藏军区某旅机步
一营驻训地，参加夜间战备拉动演练。

19时，营长李长伟吹响紧急集合
哨，官兵迅速领取武器装备，登上突击
车，向集结地域机动。一路上，车队先
遇“敌”无人机侦察，又遭小股“敌”袭
扰，官兵按计划进入临战训练。

现场督导的该旅副参谋长任广明
告诉记者，此次夜训共组织 4个课目，
战幕才刚刚拉开。

20时 30分，该营二连组织车载重
机枪实弹射击。白雪覆盖山地，气温
降到零下16摄氏度。

经批准，记者体验了实弹射击训
练。指导记者训练的二连重机枪班班

长李元野告诉记者，戴着手套很难将
子弹压到位，还可能出现卡弹现象。
记者闻言摘掉手套，手指很快就冻得
有些不听使唤。

射击开始。目标距离 380米，要求
利用火控系统上的微光瞄准镜，在突
击车内完成射击。只见李元野熟练地
拉枪栓、瞄准……整个过程一气呵
成。记者发现，李元野粗糙的手上，布
满老茧和伤疤。他告诉记者，实战化
训练排除枪械故障一定要快，碰伤在
所难免。

第二个课目是大口径反器材狙击
步枪远距离射击。每次射击，枪口喷
出的气流将地上的雪粒吹起，把脸打
得生疼。二连狙击班班长裴哲说，自
己曾在射击比武中使用该型枪械，取

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第三个课目是某型单兵火箭筒对

固定目标射击。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呼
啸，火箭弹在漆黑的夜空中划过一道
明亮的火光，准确命中目标。

第四个课目是自动步枪多种姿势
射击。记者按照一连重机枪班班长白
艳斌讲解的操作技巧，顺利完成立姿、
跪姿、卧姿夜间射击训练。每种姿势
各打完30发子弹后，浑身已冻得冰凉。

训练结束，部队返回营地，已是凌
晨 1 时 30 分。睡在生着炉火的帐篷
里，凛冽的寒风将帐篷吹得呼呼作响，
加上强烈的高原反应，记者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一早，营里总结复盘夜训情况。
记者看到，一连七班大学生士兵崔子
毅的双手又黑又粗糙。细细一数，这
双手上竟有 11处伤口。记者问他怎么
伤的，他说：“大部分是夜训时受的
伤。训练时流血流汗，上战场才能克
敌制胜。”

好一群英勇无畏的雪山“夜老
虎”！记者为他们骄傲，在心里给他们
点赞。

走 近 雪 山“ 夜 老 虎 ”
——西藏军区某旅机步一营夜间演练见闻

■本报记者 马三成 通讯员 雷卓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