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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死体移植
子宫内孕育的宝宝诞生

巴西科学家12月5日说，巴西一名女性移植源自
死者的子宫后，于去年12月诞下一名健康女婴。这是
全球首个在死体移植子宫内孕育的宝宝，为许多患有
子宫性不孕的女性带来了新希望。

这张2017年12月15日在巴西圣保罗拍摄的资料
照片显示的是全球首个死体移植子宫内孕育的宝宝。

新华社/美联

老布什停灵国会
特朗普和民众排队悼念

12月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与
夫人梅拉尼娅悼念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
什（老布什）。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遗体3日下午运抵首都华盛
顿，安放在国会大厦圆顶大厅，接受吊唁。

新华社/美联

以军方发起行动
摧毁真主党跨境地道

12月4日，联合国维和人员在黎巴嫩基拉村靠近
以色列边境处巡逻。

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发言人4日表示，以军方已经
发起“北盾行动”，旨在摧毁黎巴嫩真主党修建的跨境
地道。 新华社/路透

（上接第一版）
两次年度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

关，更是奠定了神木在西北地区县域综
合实力中的“霸主”地位。2012年，神
木完成生产总值1003.89亿元，成为西
北五省（区）中第一个生产总值过千亿
元的经济强县，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通
报表彰。这一数字比上年增长15％，
也使其在全国百强县的位次前进了10
名，由第36位前移到第26位，进位速
度居全国第一。2017年，神木地区生
产总值重返千亿元，实现1110.33 亿
元，增长7.8％，位居全省县域经济社会
发展十强榜首。事实上，这一年，该市
的各项经济社会主要发展指标均创历
史新高。

撤县设市
撤县设市是神木发展史上的一座

里程碑。
从2012年生产总值首次突破千亿

元大关，到2013年撤县设市工作被榆
林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列入年度重
点工作，再到2017年4月10日民政部
下发《关于同意陕西省撤销神木县设立
县级神木市的批复》，神木成为国家20
年后重启撤县设市工作全国首批6个
获批城市之一，也是榆林首个县级市。
2017年7月23日，神木举行撤县设市
大会暨揭牌仪式，正式告别“县”的历
史，进入“市”的时代。

毫无疑问，撤县设市是神木广大干
部群众几十年矢志奋斗、勇立时代潮头
结出的硕果，饱含着中省市各级对神木
辉煌历史的充分肯定和美好未来的殷
殷期待。

一字之变，万象更新。一年来，神
木抢抓撤县设市机遇，积极践行新发展
理念，紧盯“追赶超越”目标，对标“五个
扎实”要求，落实“五新”战略任务，统筹
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各项事业
取得新成就。五项经济指标去年均创

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同比皆为增长。

关爱民生
雄厚的财政实力让神木有更多的

能力去关注民生事业。
有人曾说：“作为一个神木人是幸

福的，也是幸运的。”的确，多年来，该市
坚持把财政支出的80％和新增财力的
80％用于民生领域，着力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医疗、教育、社
保、就业等民生问题，各项民生工作走
在榆林市乃至全省前列。例如，在全省
率先实现了义务教育零收费和十五年
免费教育，推行“新型全民医保”住院患
者报销比例常年保持在80％以上等。
走进城区，郁郁葱葱的绿植环绕着现代
化高楼，各大文化广场、图书馆、体育
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齐全，逛街
遛弯都令人惬意舒畅。农村的人居环
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农家书屋、文化
活动室、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应有尽

有，呈现出新的时代画卷。
目前，神木已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合格
县（市）、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全国政
务公开示范县（市）、中国金融生态县
（市）、陕西省文明城市、陕西省教育强
县（市）、陕西历史文化名城等。

除了上述众多荣誉外，有一项褒奖
尤能力证神木民生工作的成就，即
2010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
中国城市民生建设调研成果发布会
上，神木被评为“中国十大最关爱民生
县（市、区）”。该项评选活动由中国城
市经济学会和中国劳动学会共同主
办，经过网络推选、问卷调查、专家组
实地调研、综合审议等一系列程序，先
后对全国569个县市区涉及就业、分
配、三农、社保、住房、医疗卫生、教育、
环境和社会福利等十余个方面的200
多项数据进行统计梳理和科学评价后
得出的结果。

（上接第一版）
此外，对于反映靖边县席麻湾镇大沟村鲁能风电

一期工程2009年临时征用村民38.8亩耕地，2012年
该工程完工后将建筑废料、垃圾全部埋在耕地中，7年
该耕地无法耕种的问题，经调查核实，该信访投诉问题
属于垃圾污染土壤类型投诉问题。靖边县环保局要求
席麻湾镇政府牵头，陕西鲁能靖边风力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于11月29日前将耕地中的建筑废料、垃圾
彻底清理，拉运至县建筑垃圾处理场进行规范处置。
同时，耕地中的建筑废料、垃圾彻底清理后，县国土局
将开展土地复垦及复垦验收工作，确保土地达到耕种
条件。

针对2016年6月22日至11月3日，吴堡县宋家川
镇王家川村部分村民反映“吴堡县冀东特种水泥公司生
产污水流入村民耕地水源，后流入黄河，平时作业产生
的噪音、扬尘影响村民生活”。就污水问题，吴堡县水泥
厂新建污水处理站，用于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后用于绿
化、厂区道路洒水等，确保废水不外排；就噪音问题，榆
林市环境监测总站对水泥厂进行全方位噪音监测，数据
显示全部达标；就扬尘问题，水泥厂通过硬化场地、输送
皮带封闭处理等措施，有效抑制了扬尘。

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一份编
号“国监留字［2018］110001号”的
留置决定书，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这份签发于2018年 3月 31日
的文书，首次以国家监委的名义对贵
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
光作出留置决定。

此前8天，北京平安里西大街，
一个全新的国家机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
由此，人们熟悉的“一府两院”变成

“一府一委两院”。
改革开放40年，既是我们党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的40年，也是党中央领导全党进行
伟大自我革命的40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
史抉择。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党
宣告恢复成立并选举产生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并明确指出“这是保障
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
要措施。”

回望40年，改革开放始终在党
的领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建设始终朝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
导方向前进。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
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并多次强调“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
的领导”。

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两
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
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二者辩证
统一，缺一不可。

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
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都对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作出明确
要求。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将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到治
国理政的实践中——

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等小组，党的十九大后将其“升级”为
委员会，并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
员会；

党的十九大首次明确提出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其作为党的
根本性建设；

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全
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
作汇报制度；

……
2018年 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写入新修订的宪法。

一系列创制性的安排，使坚持和
完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确保党始终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保障了改革开放事
业顺利推进。

回望40年，党的自身建设从未
停止，改革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
之义。

从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必须
从严治党”，到2014年12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首次公开提出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上
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
任、纪委监督责任落实；发挥巡视利
剑作用，在党的历史上实现首次中
央巡视全覆盖；擦亮监督探头，中央
纪委实现对所有中央和国家机关派
驻监督全覆盖……我们党不断深化
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探索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
监督之路。

回望 40 年，党的建设与行政
体制改革相辅相成，并最终汇聚
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洪流，推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走向
现代化。

1982年邓小平发出“精简机构
是一场革命”的指示，第一轮中央党
政机构改革启动，国务院部委单位由
100个大幅裁减到61个，之后历经
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
2008年和2013年，改革基本上每隔
五年一次。

2018年 2月，十九届三中全会
作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以一场“系统性、重构性的变革”掀起
新一轮机构改革大潮。

从国家计生委、铁道部等告别历
史舞台，到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
等新鲜亮相，行政体制改革，始终贯
穿着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
自我革命，见证了与经济社会发展同
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铿锵步伐。

坚强的保障
——改革开放40年变迁系列述评政治篇

新华社记者张晓松 罗沙 朱基钗

治国之政，守正创新，则行稳致远。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有序推进民主建设，大力

弘扬法治精神，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
设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与时俱进，为改革开放事
业提供着坚强的政治保障。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现
行宪法自 1982 年公布施行至
今，已历经五次修改，与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
践和发展同频，让党和人民意志
得到更加集中的体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
主义法制”的战略方针，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吹响全面依法治
国的号角，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
法治中国建设指明方向……法
治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民法，法律体系的重要支
柱。1986 年民法通则诞生，
2017年民法总则实施，2018年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交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编纂中国人
民自己的民法典”这一梦想，正
离我们越来越近。

行政诉讼，直接反映一个国
家的法治文明程度。2016年，
全国法院一审审结行政案件超
过20万件，其中以判决方式结
案的一审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
率超过三成。

重建检察机关，完善人民法
院，设立司法部……司法制度恢
复完善，让正义重新得以匡扶。

2013年，延续半个多世纪
的劳教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被视为我国人权司法保障的一
大进步。

2015年，人民法院改“立案

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困扰
群众多年的“立案难”从此化为

“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得

以明确，刑事诉讼向“以审判
为中心”转变，“谁办案谁负
责”成为司法人员广泛共识，律
师制度更好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利……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迎
难而上，让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
件中感受公平正义，从而进一步
凝聚起人民对公正的信心、对法
治的信仰。

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在法治
下推进改革。

曾经，“证明我妈是我妈”让
人哭笑不得，“来回跑路”让企业
苦不堪言。

2013年，一场简政放权改革
全面推开。“法无授权不可为”成
为政府用权的红线，大量公章被

“退休”，大批“奇葩证明”被摈除。
曾经，判决书并不一定都得

到执行，“法律白条”令当事人无
可奈何。

2016年，人民法院打响“用
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
战役。多部门联手信用惩戒，超
320万“老赖”履行义务。

奉法者强，则国强。社会成
员诚信守法，一切权力循法而
行，昭示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迈上新的高度。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2018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北京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座
无虚席，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

“两高”工作开展专题询问。
面对常委会委员和全国人

大代表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
安部、司法部、财政部负责人坦
诚作答。

“人民当家做主”，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变的
鲜明底色，是改革开放的力量
之源。

从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通过地方组织法、选举
法，到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
常委会，再到1989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挂牌
办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迎
来明媚春天。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起
每年都召开座谈会专门听取基层
人大代表意见，1500人次全国人
大代表参加执法检查、立法调研，
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进一
步修改完善，探索“民生实事项目
人大代表票决制”……党的十八
大以来，人大代表选举更加风清
气正，代表工作更加求真务实，人
大监督更加充分到位。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才能找到“最大公

约数”。
1982年颁布的现行宪法，

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政
治协商制度的地位。2013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协商民
主”写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之
中。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
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的意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谋
划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

“双周协商座谈会”以及对
口协商会、提案办理协商会等制
度，成为新时代协商议政新格局
的生动注脚。

基层治，天下安。40年来，
从村民自治到基层协商，从第一
个村民委员会诞生到城市居民
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基层民主发
展不断探索新路径。

为更好地发挥农村和城市
居民的自治职能，2017 年 10
月实施的民法总则首次明确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
格。11月，北京市东城区东华
门街道韶九社区获得全国首
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
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社会各界都能有效参与政
治生活，基层群众得以充分行使
民主权利，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
设的真谛。

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

让“人民至上”永续改革动力

用法治精神引领改革深化

从四个关键词看神木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