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14日 星期二 农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 十二月廿六大寒 第11423期（今日八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55 邮发代号：1-39 农民日报社出版 E-mail：zbs2250@263.net

中国农网 网址：www.farmer.com.cn

FARMERS’DAILY 农民日报
新闻客户端

农民日报
官方微信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3日上午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
严治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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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
际主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
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
影响。我们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
大社会革命，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深
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全面从严治党
制度，坚决扭转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状况，使党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领导核心。我们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全
党理想信念，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制度，持之以恒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工作，推
进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不断坚定同心
共筑中国梦的理想信念。我们坚持以“两
个维护”引领全党团结统一，完善坚定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
度，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
以统一的意志和行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我们坚持以正
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坚决惩治
腐败、纠治不正之风，坚决清除影响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素，健全为人民
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让人民始
终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
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
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
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
持并不断巩固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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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出战略部署。纪检监察战线要抓好相关
工作落实。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政治监督保障制
度执行，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要
加强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定不移坚持和巩固支
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
本制度、重要制度。要推动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落实见效，今年尤其要聚焦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任务加
强监督，推动各级党组织尽锐出战、善作善
成。要督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切实
解决基层党的领导和监督虚化、弱化问题，

把负责、守责、尽责体现在每个党组织、每
个岗位上。要保证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
行，坚持民主集中制，形成决策科学、执行
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督促公正
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以优良作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要通过清晰的制度
导向，把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桎梏、“套路”中解脱出来，
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要
在重大工作、重大斗争第一线培养干部、
锤炼干部，让好干部茁壮成长、脱颖而
出。要集中解决好贫困地区群众反映强

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精准施治
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
题，加强对脱贫工作绩效特别是贫困县摘
帽情况的监督。要深入整治民生领域的

“微腐败”、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的“保护
伞”、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促进
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

习近平强调，要继续坚持“老虎”、“苍
蝇”一起打，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违纪
违法问题。我们要清醒认识腐蚀和反腐蚀
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认识反腐败斗争的
长期性、艰巨性，切实增强防范风险意识，
提高治理腐败效能。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不
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
的腐败问题，必须严肃查处、严加惩治。要
坚决查处各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深化
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加大国有企业反腐
力度，加强国家资源、国有资产管理，查处
地方债务风险中隐藏的腐败问题。要坚决
查处医疗机构内外勾结欺诈骗保行为，建
立和强化长效监管机制。要完善境外国有
资产监管制度。要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保持定力、寸步不让，防止老问题复
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坐大。要加强对各
级“一把手”的监督检查，完善任职回避、定
期轮岗、离任审计等制度，用好批评和自我
批评武器。

习近平指出，要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
设规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
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
体，必须统筹联动，增强总体效果。要以严
格的执纪执法增强制度刚性，推动形成不
断完备的制度体系、严格有效的监督体系，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高党性觉悟，夯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根基。既要把

“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又要善于做
到“三个区分开来”；既要合乎民心民意，又
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充分运用“四种形
态”提供的政策策略，通过有效处置化解存
量、强化监督遏制增量，实现政治效果、纪
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要继续
健全制度、完善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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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党委（党组）
全面监督、纪委监委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
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
民主监督等结合起来、融为一体。要以党
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
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
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
相互协调。纪委监委要发挥好在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中的作用，一体推动、落实纪检监
察体制改革各项任务。

习近平指出，要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制
度，增强纪律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要完
善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强化日常
督察和专项检查。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赵乐际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 李宣良
梅世雄）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
春文艺演出13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在座的军
队老同志和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节日问候
和新春祝福。

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中华民族传
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为建立、保卫、建
设新中国，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的驻京部队老干部欢聚一堂，喜迎新春佳节。

下午 4时许，习近平来到老同志中间，全
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同大家亲切握手，
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共同回
顾过去一年党、国家、军队事业取得的重大
成就。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
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
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

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年目标任务，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伟大胜利作出新的贡献。

演出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由
序、尾声和《军魂永铸》、《情系人民》、《寸土
不让》、《敢打必胜》、《血脉赓续》、《庄严承
诺》、《民族复兴》7 组节目构成，综合歌、舞、
情景对白、影视片段等多种艺术手段，将弘扬
我党我军光荣传统与展现新时代强军风采有
机结合。 （下转第二版）

中央军委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习近平向全军老同志祝贺新春

1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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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在北京市大兴区观音寺街道，居民日
常消费已经养成了习惯，那就是先到“消
费扶贫”摊位上转一转。新疆的大枣、内
蒙古的牛肉、湖北的鱼头……这些来自全
国各地的特色产品成了便民服务中心的
热销产品。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的现象，

一方面，一些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户，由于
缺信息、缺市场，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
经常面对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而发愁；另
一方面，城市居民对原生态产地的农产品
情有独钟，时常为不能吃上价格便宜、品
质好的农产品而惋惜，出现了供需两难
的情况。

观音寺街道在开展便民服务过程中，
通过开辟新发地菜篮子社区直营店，使居
民消费与扶贫无缝对接，不仅在“柴米油
盐”的日常消费中提高了居民扶贫的公益
意识，而且对于贫困地区起到了开拓市场、
助农增收的作用，值得借鉴。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消费扶贫”值得借鉴
费伟华

□□ 本报记者 刘昊

“没想到自己还能住上这么亮堂的
新房子，有抽水马桶，随时能洗热水
澡。以前的土坯房子不抗震不说，夏天
屋顶还漏雨。”近日，记者来到新疆建设
兵团第三师五十一团十连吐洪·买买提
家，他一边自豪地让大家到沙发上就
坐，一边高兴地说：“现在的生活方式
好，里里外外都是干干净净的，非常舒
适。”吐洪·买买提是十连建档立卡贫困
户，一家 5口人，爱人在村里纸厂上班，
每月工资 2000元左右。大儿子上六年
级，二儿子上三年级，3岁的女儿刚上幼
儿园。

来自兵团检察院已驻十连两年的
第一书记郭瑞民告诉记者，该连有 555
户村民，都是少数民族，其中 67户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到 2019年底，按照“两
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十连贫困户已
全部实现脱贫摘帽。而且，按照兵团贫
困户人均3700元以下的收入标准，这67
户村民也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

五十一团党委常委副团长穆特力

甫向记者介绍，五十一团是兵团最大的
深度贫困团场，是兵团最大的少数民族
聚居团场，是南疆人口最多的团场。全
团 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1276户 5389
人，贫困发生率 11%，占全兵团贫困人
口的 44%。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五十一
团从 2018年开始在为村民建设抗震安
居房的同时，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助力脱贫攻坚，深入贯彻落实倡导新
风尚、树立新气象、建立新秩序的“三
新入户”新理念。十连连长买买吐逊·
艾斯开说，“三新入户”也是国家给贫
困户的一项富民政策，每户补贴 8000
元，用于添置沙发、桌椅等家具和生活
电器。“有了洗衣机，特别方便，不用自
己手洗衣服了，做饭直接点液化气不
用烧煤了。”吐洪·买买提的妻子告诉
记者。

据介绍，团里给十连建了 421套富
民抗震安居房，每套房子国家补贴 7.8
万元，村民的旧危房在拆掉时还能得
到 5000 元补偿，每户村民在获得一套
新房时基本不用自己出钱或面积超出

部分自己略微补充。为加强连队支部
建设，团里为十连建设了 500平方米的
多功能活动室，为保障村民医疗，建成
了 220平方米的医务室。全连 144个贫
困户家的孩子全部入学，在免除上学
所有费用的同时这些孩子们还有餐费
补助。如今，除了一些村民在图木舒
克市自谋就业并在城里买了房子，村
民大都搬进了新居。记者看到这些搬
进新居的村民都开始接受了现代文明
生活习惯，用上了现代家具，并开始逐
步修整庭院、种拱棚蔬菜、建设养殖
圈，实现生活区、种植区、养殖区三区
分离的目标。连队则从晴天一身土、雨
天两脚泥的坑洼土路变成现在平整的
柏油路，路两边种上绿化树，整齐划
一。同时，十连还完善了连队的基础设
施，使得连队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穆特力甫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除了继续转移劳动力就业外，最主要的
还是要激发提升村民的内生动力。”为
此，五十一团按照“扎根农村大地办产
业”的理念，全面激活团场产业发展。

（下转第三版）

吐洪·买买提一家的幸福生活
本报讯（记者 郜晋亮）近日，记者从青

海省农村牧区工作会议上获悉，一年来，青
海省委、省政府聚焦脱贫攻坚目标，高位推
动，奋力打好绝对贫困“清零”关键硬仗，剩
余的 170 个贫困村 7.7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退出，17个贫困县有望顺利摘帽。

2019 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
年。青海省委、省政府把绝对贫困“清零”
作为必须完成的硬任务，累计投入省级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26.39亿元，特别是在省财
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从省长预备金中破
例拿出3.3亿元，用于补短板、强弱项。

同时，青海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
坚的“困中之困”和“坚中之坚”，集中优势兵
力，扎实推进政策落实，全年安排深度贫困地
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2.72亿元，占年度资金
总量的68.5%。坚持聚焦贫困老年人、贫困残
疾人以及贫困单亲家庭等特困群体，综合施
策，精准帮扶，6.4万特困群众服务保障水平
不断提升，生活得到全面改善。

针对“三保障”以及饮水安全、基础设
施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青海注重补短
板、强弱项。目前，全省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到 96.9%，所有行政村卫生室全部实现达

标，贫困群众住院自费比例控制在 10%以
内，20 万人易地扶贫搬迁、20 万户农牧民
危房改造、30.14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任务全面完成。

此外，青海还坚持把发展作为破解贫困
难题的根本途径，不断提升贫困地区贫困群
众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构建到县、到村、到
户扶贫产业体系，48.45万名有意愿、有能力
的贫困群众吃上了“产业饭”，产业收入占到
贫困户经济收入的40%以上；通过实施村集
体经济“破零”工程，贫困村光伏电站已全部
并网发电，预计村均年收益可达40万元。

青海奋力打好绝对贫困“清零”关键硬仗

2019年“三农”网络舆情词云图

2019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实现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精准脱贫成效显著，
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农村民生进一
步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社会保
持和谐稳定。“三农”迎来高光时刻，短视
频、5G直播等信息技术推动“三农”优质
内容深层分发，融合传播、全媒表达奏响
礼赞丰收、祝福祖国、讴歌“三农”新时代
的最强音。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监
测，全年“三农”网络舆情量继续较大幅
度增长，其中，新闻177.67万篇，微博、论
坛博客帖文合计 766.95万条，分别比上
年增长37.96%、48.14%。粮食安全、生猪
生产、壮丽70年、产业扶贫、乡村振兴、农
村人居环境等高频词集中反映了全年网
络舆论聚焦的“三农”热点话题。

1.农丰粮稳展现“中国饭碗”含金
量，现代农业大气魄振奋舆论

作为对标全面小康的硬任务，稳住
粮食生产成为 201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

头等大事。一年来，重农抓粮信号持续
释放，农业农村部在稳定粮食面积、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开展绿色高质高效
行动等方面重磅布局，稳粮保供底气十

足。各产粮大省稳产量、提产能、绿色
高质量发展等亮点突出，夏粮和秋粮延
续连年丰收好形势，全国粮食总产量创
66384万吨的历史新高。（下转第二版）

八大热点 网看“三农”
——2019年“三农”网络舆情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