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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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张利平 王丹丹报道 以前抢
着“戴”，现在主动“摘”。2017年11月，榆阳区孟
家湾乡3户贫困户主动写下了《自愿脱贫申请
书》，摁上了红手印，申请“脱贫摘帽”。

孟家湾乡结合贫困户致贫原因和实际情况，
因户、因人进行多措并举、精准施策，“解剖麻雀”
式了解掌握贫困户情况，将各项措施落实到贫困
户中，率先实施“智志双扶”战略，不断激发贫困
户内生动力，变“输血”为“造血”。

“前几年，家里经济条件太差，我一年辛辛苦
苦种四五亩地，养十来只羊，一年下来日子仍过
得紧巴巴的。”回想起以前的日子，野目盖村的王
茂林内心感慨万千。

52岁的王茂林，肢体三级残疾，妻子张三毛
智力三级残疾，22岁的儿子王雷智力三级残疾。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孟家湾乡党委班子到王茂林
家走访，得知他家的情况后，立即将他列为低保
贫困户，并针对他个人情况实施帮扶。2016年在
产业项目帮扶下，购买羊子10只，加上原有10只
羊，养羊达到20只，为进一步增收打下了基础。

2017年在走访过程中看到他家里猪圈空闲
着，鼓励他用产业帮扶资金购买仔猪7头，发展
养猪产业；同年5月份在就业一批政策的帮扶
下，王茂林签订了公益性岗位村级环卫工就业合
同，打扫村内道路卫生及村委会、集镇环境卫
生，2017 年底，王茂林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
5578.1元。

王茂林一直觉得当贫困户并不光荣，他说：
“政府花了那么多心思扶持我们，我们自己不主
动的话，什么时候都过不上好日子，我应该努力
把贫困帽子摘掉。”

家住孟家湾乡三滩村五组的刘粉秀，丈夫早
年去世后独自一人靠种地抚养两个孩子长大，29
岁的大儿子刘亚利智力三级残疾，24岁的二儿子
刘亚强现就读于兰州理工大学二年级，过去日子
过得十分拮据，只能靠低保救济生活。

“我现在生活好多了，2017年在政府的帮扶
下，买了6只仔猪，随后我还当了一名村级环卫工
人，每月有600元的工资。政府还帮助我家改善
了屋顶漏雨、房屋破旧的居住环境，我现在达到
脱贫标准了，所以我主动提出退出贫困户申请，尽量不给政府添麻烦，
我对家里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说到现在的感受，刘粉秀脸上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

主动申请脱贫的孟家湾乡野目盖村九组村民郝狗脏虽然本人肢体
三级残疾，妻子也已经63岁，但他对自己的增收项目充满信心。“新的
一年，我打算以赶集经营为主，老婆在家中种植玉米、养羊，后续慢慢以
养羊为主，相信生活也会越来越好。”郝狗脏说。

“在今后脱贫攻坚过程中，我们坚持以产业为抓手，扶持发展种植
养殖业、光伏发电产业，结合旅游业发展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
作，让合作社、龙头企业与贫困户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贫困
户自我发展能力，实现稳定增收。”榆阳区孟家湾乡党委书记谢静说。

本报记者闫景报道 近日，
省知识产权局公布了《2017年陕
西省专利奖拟授奖项目公示》，我
市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
明专利《一种煤焦油过滤装置及
过滤方法》荣获陕西省专利奖二
等奖。

该发明专利涉及一种煤焦油
过滤装置及过滤方法，设备运行
稳定，在大大减少污油量的同时，
提高了装置的过滤精度，煤焦油

收率高，环境污染小，过滤效率
高，适于工业化应用。

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是由陕煤集团控股的混合所有制
企业，主要从事煤化工前沿技术
的研究开发以及轻质煤焦油、半
焦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是国内
煤焦油全馏分加氢技术创始者，
是我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截至
目前，该公司拥有专利40余项、
商标2项、软件著作权1件。

我市一项发明专利
获全省专利奖二等奖

新华社西安1月10日电（记
者陈晨） 记者10日从陕西省人
社厅获悉，2017年，陕西各级人社
部门共为包括大量农民工在内的
6.4万名劳动者追回工资待遇7.45
亿元，欠薪案件数量、涉及人数和
涉及金额均同比大幅下降。

陕西省人社厅劳动监察局局
长唐善武介绍，全省人社部门加大
日常执法力度，针对欠薪案件高发
的建筑领域，对2017年新开工的

1746个建设项目建立了日常工资
支付监管台账，每季度检查工程款
和工资支付情况，有效遏制新增欠
薪案件发生。

“案件数、涉及人数、涉及金额
与 2016 年相比分别下降 19％、
50.26％、41.6％。”唐善武说，2017
年前11个月，陕西人社部门还向公
安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犯罪案件 171 件，公安机关立案
149件，有效震慑了恶意欠薪行为。

据陕西省人社厅工作人员介
绍，为做好今年春节前农民工工资
支付保障工作，陕西开通了劳动保
障监察投诉举报联动平台，全省境
内可实现“一点投诉举报、全网联
动受理”。目前，人社部门正以工
程建设、煤炭采掘、餐饮服务等行
业为重点，集中开展排查，及时掌
握工资支付情况，并加强对生产经
营困难，工资支付不正常和曾经发
生过拖欠工资问题的企业重点监

控力度。根据问题线索及时查处
拖欠工资案件，严厉打击欠薪犯罪
行为。

近期，陕西省政府也将出台考
核办法，对各市、区政府（管委会）
和各有关部门治欠保支工作开展
考核。对监管责任不落实、工作不
到位，以及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引发极端事件和严重群体性事件
的，将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
员的责任。

我省2017年欠薪案件呈“三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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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记者白潇摄影报道 1 月 12
日，工作人员在横山区陕能赵石畔电厂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工程 I标
段架线施工现场作业，这标志着全省首条
特高压上网线路正式进入架线施工阶段。

据了解，陕能赵石畔电厂1000千伏特
高压交流输电线路工程全长18.789千米，
将新建铁塔37座，工程动态投资24677万
元，架线施工预计今年4月底全部完成，届
时将对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据国家电网榆林供电公司媒体业务
室主任杨秋生介绍，陕能赵石畔电厂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工程和与
之同步建设的榆能横山电厂1000千伏特
高压交流输电线路，均为榆横至潍坊
1000千伏特高压输变电工程的主要电源
支撑工程，建成投运后，每年可向山东及
华北地区送电360亿度，届时，该区域的
居民和厂矿企事业单位都将用上来自榆
林的“清洁电”。

陕西首条特高压上网线路架线施工
山东及华北地区将用上咱榆林的“清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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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行装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释放全面从严治党新信号
■详见今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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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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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