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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精神 百问百答

30.为什么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勇

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
格。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
党的各项建设，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三严三实’，
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
律，强化党内监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
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
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核心
理念、关键举措，体现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
责任担当，体现了对党要更好履行执政使命、自身
必须始终过硬的规律性认识，体现了改变管党治
党宽松软状况的坚强决心。

第一，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96年来，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
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使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针对党员干
部队伍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我们全面加强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
状况，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的严重隐患，刹住了一
些过去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
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形成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
性态势，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实践证明，实现党
的历史使命，党必须始终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

第二，党要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必须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
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面对以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军事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
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面对我们党执政环境的深
刻变化，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继续
深化，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与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更加密切，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越来越艰巨繁重，这些都要
求我们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第三，解决党内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看到，全面从严治党只是开
了一个好局，巩固、深化、提高的工作任重道远，解
决党内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持续努力。正如党
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
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
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
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
本解决。”因此，全党同志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增强
忧患意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
之地。

（摘编自《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本报记者刘予涵报道 3 月 10
日，扬州创业项目宣传展示会在榆林市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招聘大厅举
行。这次展示会共带来扬州市的100
个优秀创业项目，并在现场设立咨询
台，发放创业宣传手册。

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王元在场内
认真浏览一周后，驻足在“室内空气检
测与净化”的展板前，认真研究起上面
的内容。他告诉记者，自己大学毕业后
准备创业，听说这里有创业项目展示，
就想来考察一下，顺便开拓一下思路。

“我认为现在人们对空气质量的要求越
来越高，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发展前
景不错，可以认真考察一下。”王元说。

小刘和小周都是全职妈妈，她们告
诉记者，今年孩子上了幼儿园，自己有
了空闲的时间，就想考察一些投资小、
风险小、市场效益好的项目进行创业。

“我学的是园林技术专业，对这里展示
的花圃园艺项目挺感兴趣，现在榆林人
越来越爱养花，我学的专业也能派上用
场，所以想深入了解一下。”小刘说。小
周表示，她比较青睐家政服务项目。她
说：“我自己就是因为没人带小孩才当
了全职妈妈，如果有一个家政项目，能
让一些像我一样的人走出去工作，我觉
得很有意义，市场前景也不错。”

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陆军表示，此次展示会，他们带来了
100个扬州市的优秀创业项目，并对其
中的50个进行展板展示，其余50个均

可在咨询台了解到详细情况，希望能对
榆林的创业者进行引导和启发。同时
陆军建议创业者们要充分了解政策，多

看一看，多参加一些活动，在充分做好
前期调研的基础上，针对自己的实际情
况，脚踏实地进行创业。

扬州市100个创业项目亮相榆林

想创业的你，赶快看过来！

扬州创业项目宣传展示会现场 刘继远摄

不断充实乡村卫生技术队伍，定
边县招聘了57名大专及以上学历专
业技术人员、62名健康扶贫协管员、
26名村医分别到乡镇卫生院和贫困
村卫生室开展工作，确保村村有村
医，并为健康扶贫工作提供了人力
保障。

同时，定边县还出台了《定边县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县贫困村村医队伍执业能力建设
的通知》，由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具备
执业医师资格职称以上的医务工作
人员与贫困村村医一对一结对帮带，
进一步提升了贫困村卫生室对慢性

病、多发病、常见病的处置能力，有效
解决贫困村群众就近就医问题。

在强化村卫生室阵地建设方面，
定边县不断完善和健全三级医疗卫
生“网底”的功能，按照标准化村卫生
室的建设要求，投资63.04 万元新建
了 5 所贫困村卫生室；县财政投入
297.09万元，用于配置全县村卫生室
办公室和医疗设备。

定边县全面实施健康扶贫工程，不断完善政策机制，创新服务方式——

不让“病根”变“穷根”
本报记者闫景 见习记者李志东

去年以来，定边县不断加大资金
投入力度，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助力健康扶贫工作。对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全面实施了“一降二提三
免”医疗保障倾斜政策，其中“一降”
即将大病保险起付线从 1万元降至
3000 元；“二提”将各级住院报销比
例提高 10个百分点，门诊特殊慢性
病报销额度提高20%；“三免”即为免
除门诊一般诊疗费、乡镇卫生院起付
线和县城内定点医院住院押金。此
外，为切实解决贫困人口因病、因意
外致贫返贫的问题，定边县还为全县

所有贫困人口代缴农村小额意外保
险，2017年代缴71万多元，目前已为
贫困人口出险115起，累计理赔金额
63.8万元。

通过“一站式”服务工作机制，对
贫困人口实行“先诊疗、后付款”，简
化报销程序。其中由县卫计局牵头，
县扶贫办提供所有乡镇贫困人口的
花名册，县财政局设立医疗保障资金
储存专户，县合疗办设立医疗保障资
金支出专户，经审核后通过“一折通”
的方式直接兑付到人，极大地方便了
贫困人口看病就医。

针对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全面
落实“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
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工作
目标。

在大病集中救治方面，确定县人民
医院为定点医院，针对全县患有11种
大病的144名贫困患者分别制定了个
性化的诊疗方案，积极开展医疗救治，
对县级医院不具备诊疗条件的，选择到
省级或市级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已救
治139人，占总救治数的96.5%。

积极开展慢病签约服务管理，推进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县农村贫困家庭
医生签约率达100%。同时，对患有重
病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人口，实
行政策性倾斜，在医疗总费用减去新农
合、大病保险、民政救助三重保障的基
础上，再按照85%的报销比例进行二
次兜底报销，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
院实际报销比例达到90%以上。截至
去年，全县二次审核兜底报销共计
2993人，报销金额624.59万元。

实施分类救治“三个一批”解民忧〉〉

村村有村医 强化医疗队伍建设〉〉
完善保障体系 筑起健康之堤〉〉

“自从有了大病救助，现在每年看病自己几乎花不了多少钱。多
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我生活有了盼头。”对于大病救助政策的好
处，今年36岁的定边县堆子梁镇庙湾村村民马昭军深有感触。

2006年，马昭军因患尿毒症做了肾脏移植手术，但由于术后肾脏
排异，需要长期靠做透析维持，每年的住院治疗花费就要15万元，一
家人因此陷入绝境。如今，借助健康扶贫政策的东风，马昭军的治疗
费每年90%都能报销，他们一家的负担得到了极大减轻。

这是定边县深入开展健康扶贫工作，破解因病致贫难题的真实写
照。2017年，定边县紧紧围绕“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贫困地
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目标，全面实施
健康扶贫工程，不断完善政策机制，创新服务方式，强化医疗队伍建
设，成效显著。

米脂县电商扶贫工作
荣获省级表彰奖励

本报通讯员杜银宝 童凌云报道 3月7日，全
省电子商务精准扶贫工作会议在西安举行。会上，
省商务厅、省扶贫办对2017年电商扶贫工作先进集
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米脂县青创联盟杂粮被评
为2017年度电商扶贫“特色品牌”，该县印斗镇狮子
楞村村民高亮亮被评为“全省电商脱贫明星”。据
悉，每个奖项全省共设10名，米脂县是我市唯一获两
项荣誉的县区。

近年来，米脂县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实施精准扶
贫、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增加贫困人口创业就业的新
举措，积极探索建立了“电商+N”（N指企业、合作社、
贫困村、贫困户）扶贫模式，提高了贫困户创业就业、
脱贫致富能力，走出了一条“电商扶贫”新路子。

清涧县举办“春风行动”大型招聘活动

137家企业提供4千多岗位

本报记者刘予涵 通讯员白艳峰摄影报道 3月
6日，清涧县举办2018年“春风行动”大型招聘活动，
共有137家企业及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400个，现场
400余名求职者与用工单位达成就业意向。

据了解，本次招聘活动旨在利用春节期间返乡、探
亲，以及一季度人力资源供求旺季的有利时机，搭建服
务平台，满足县内外企业用工需求。据悉，招聘活动涵
盖餐饮、建筑房产、电子商务、机械制造与加工、纺织、
家政服务等多个领域。

有国家根本大法的与时俱进，才
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基业长青。这是
宪法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实践发展
的必然要求。

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表
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党的十九大
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
策载入国家根本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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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顶层
设计和制度安排，体现了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必
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
变化。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也体现
这样的特点。从 1982 年宪法公布施
行后到本次宪法修改前，根据我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实践和发展，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
人大先后 4 次对宪法作出修改。这
些修改，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有力推动和加强了我
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表明，
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
经验、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范，才
具有持久生命力。可以说，随着党
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完善发
展，是我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显著特
点，也是一条基本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
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
位，提出一系列重大政治论断，作出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这次宪法修
改，把党的指导思想转化为国家指
导思想，对于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充分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国家各项事业、
各方面工作的指导作用，确保党和
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意义重大而深远。

这次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站在健
全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安排，包括坚
持党的领导、人大制度、统一战线制
度、宪法宣誓制度、国家主席任期制
度、国务院管理制度、地方立法制度、
监察制度等各个方面。这些重大修
改，充分体现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

充分体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发展成果，充分体
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在这个意义上，本次全国人大表决通
过的宪法修正案，不仅让我们国家的
根本法紧跟新时代步伐，让治国安邦
的总章程更加完善发展，让党和人民
意志得到更加集中的体现，更是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里程碑。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
表也。”翻开新修订的宪法，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
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鼓舞
人心，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方
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政治保证等
清晰鲜明。以这次修改宪法为起点，
更好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保
障作用，我们必将进一步坚定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团结凝聚最广大人民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充分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
——一论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