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日報：標注全面從嚴治黨新高度

中共鍛造更強有力領導核心
全會將制定新準則 嚴管黨內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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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中全會前夕開播，到六
中全會召開之際熱議，彰顯中
央反貪決心的《人心向背》到
踐行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
《標本兼治》，八集電視專題
片《永遠在路上》為正在召開
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點
睛」：「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
路上」。

為全會直擊人心主題預熱
這一以政論片呈現的答卷，製作陣容強大權威，中

央紀委宣傳部、中央電視台聯合製作，攝製組先後赴
22個省（區、市），拍攝40多個典型案例，採訪70
餘位國內外專家學者、紀檢幹部，採訪蘇榮、周本
順、李春城等10餘位因嚴重違紀違法而落馬的省部
級以上官員。其中，專題片第一集《人心向背》在央
視甫一播出，即引起轟動，原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
才厚落馬後的畫面首次曝光，罕見播出曾任雲南省委
書記白恩培等貪腐落馬高官的懺悔告白。

縱覽這專題片八集片名，每集基本上四個字，如第
一集《人心向背》，第二集《以上率下》，簡約深
刻，層層推進，彰顯中央反腐肅貪的決心、力度、廣
度與措施途徑。其中第五集，中紀委將片名最終定為
《把紀律挺在前面》，而「挺紀在前」早已因中央八
項規定與反四風的強有力落實，成為中國官場與民間
熟知的「新成語」。

值得注意的是，這八組35字，以相當豐富的細節
為全會作出直擊人心的主題預熱。此前，央視推出
《大國崛起》、《復興之路》等多部大型政論片，而
《永遠在路上》引起的震動、矚目力度之強、範圍之
廣，遠超前兩部，除反腐肅貪具主題效應外，大量震
撼性的揭密細節、未有渲染的大尺度事件，與貪腐高
官面對面平行視角、平和對話，實事求是還原了中央
反腐敗鬥爭的複雜性與艱巨性。

成懲貪決心與成果生動註腳
從蘇榮、白恩培的全家貪腐齊上陣，到被曝光的

「礦泉水瓶裝茅台」，「吃鱷魚尾巴」的種種官場醜
態，從原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燒香拜佛、為烏龜之死手抄經文同埋
的悖棄信仰的荒誕，到家藏1.2億元現金、37公斤黃金「小官巨
貪」，種種鏡頭觸目驚心，自從十八大以來，100多隻「老虎」落
馬，1,915隻外逃「狐狸」歸案，片中個案成為中央懲貪反腐決心
與成果的生動註腳。全面肅貪的震懾細節湧出為閱者緊繃反腐防
線，可謂一片勝過千言萬語，中紀委此片達到了習近平曾引古語談
巡視所言「不能動搖山嶽，震懾州縣，為不任職」。

面對如此嚴峻的問題，恰恰印證了習近平早
前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告誡：「如果管黨不
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
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
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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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的會

期進入第二天，官方媒體高度聚焦

從嚴治黨主題，強調此次全會將

「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準

則、修訂黨內監督條例，嚴肅黨內

生活」。官方媒體預期，六中全會

將鍛造一個更加堅強有力的領導核

心，引領中國在新的起點上整裝再

發，以黨內政治生活規範化，帶動

國家政治生活規

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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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24日至
27日在北京召開。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
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全面從嚴治黨
重大問題，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
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
行）》。這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將在中國共產黨永不停歇的趕考路上書寫
新答卷，標注全面從嚴治黨新高度。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辦

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向全黨提出
「全面從嚴治黨」重大歷史命題，並同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一

起，形成「四個全面」戰略佈局重大思想，開
拓了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全新視野，為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注入新的時代內涵。黨的十
八屆三中全會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
會研究部署全面依法治國，五中全會吹響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衝鋒號，六中全會研
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這樣的全會主題設
置，無疑是把「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更加系統
地提升到新的高度，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
業邁向更加廣闊的新天地。
文章進一步指出，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

從嚴。三年多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
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全面從嚴治黨系統

部署、漸次展開。六中全會聚焦全面從嚴治
黨，再次表明黨中央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
黨的政治決心，釋放出一抓到底推進黨的制度
建設的明確信號，必將進一步落實管黨治黨從
「寬鬆軟」走向「嚴緊硬」。
文章又談到，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全面從嚴

治黨的基礎。正如習近平所指出：「黨要管
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
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針對黨內政治
生活庸俗化、隨意化、平淡化、搞「小圈
子」、好人主義盛行等突出問題，六中全會將
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為嚴肅
認真開展黨內政治生活提供基本制度遵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李忠昨日
在發佈會上表示，1月至9月，全國城鎮新增
就業1,067萬人，提前完成了全年1,000萬人
的目標任務。三季度末，全國城鎮登記失業
率為4.04%，低於4.5%的年度調控目標。另
據李忠介紹，人社部門將啟動養老保險基金
投資運營，組織第一批委託省份與社保基金
會簽訂合同，公告第一批養老基金管理機
構。
李忠表示，人社部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首先
是要做好重點群體就業工作。二是進一步研
究完善就業政策，加大對新經濟和新就業形
態、靈活就業的扶持力度。三是促進以創業
帶動就業，推進創業孵化示範基地建設，營
造鼓勵創業創新的社會氛圍。四是加強對困

難地區幫扶，以去產能任務重、待崗職工
多、失業風險較大的就業困難城市和企業為
重點，繼續開展困難地區就業援助專項行
動。五是加強公共就業服務。

上海等9地區調整最低工資
關於創業，李忠表示，人社部門將制定出
台關於實施創業擔保貸款支持創業就業工作
的文件，進一步增強創業擔保貸款的針對性
和有效性。深入推進創業孵化基地建設，積
極開展「雙創活動周」、「中國創翼」青年
創業創新大賽等活動。穩步實施「三支一
扶」計劃，提高服務基層工作能力。
此外，李忠還介紹了養老金投資的進展情

況。他表示，人社部貫徹《基本養老保險基
金投資管理辦法》，已會同有關部門成立工

作小組，制定了相關方案。人社部會同財政
部、社保基金理事會一起制定的委託投資合
同目前已經印發。
「這是我們做好基金投資管理工作的一個

重要文件。」李忠說，人社部目前正在加快
制定一些配套政策，比如抓緊研究制定託管
機構、投資管理機構評審辦法等相關的配套
文件。同時指導地方根據自己的實際做好資
金測算，確定投資額度，研究制定基金資產
配置、設計投資產品、管理投資風險相關預
案。
另據李忠介紹，截至9月底，全國共有遼

寧、江蘇、重慶、上海等9個地區調整了最
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10.7%。全國每月最
高的最低工資標準是上海的2,190元，每小時
最高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北京的21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最高檢昨日消
息，近日，浙江
省、吉林省檢察機
關依法對國家行政
學院原副院長何家

成涉嫌受賄案，中共北京市委原副
書記呂錫文涉嫌受賄案提起公訴。
國家行政學院原副院長何家成涉嫌

受賄一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浙
江省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後，移送浙
江省寧波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近
日，寧波市人民檢察院已向寧波市中
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檢察機關起訴
指控：被告人何家成利用擔任華星物
產集團有限公司總裁、董事長、國家
國內貿易局副局長、國家行政學院副

院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
益，或利用職權形成的便利條件，為
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巨額財物，依法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
刑事責任。
中共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錫文涉嫌

受賄一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吉
林省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後，移送吉
林省吉林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近
日，吉林市人民檢察院已向吉林市中
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檢察機關起訴
指控：被告人呂錫文利用擔任北京市
西城區區長、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書
記、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組織部長、
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等職務上的便
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巨額財物，依法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
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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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來，全會主題環環相扣。十八屆三中全會
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會研究全面依法治國，五

中全會則研究「十三五」規劃建議，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佈局，正在舉行的六中全會研究全面從嚴治黨，恰恰構成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其中，六
中全會將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修訂《中
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為全面從嚴治黨勾勒
新的路線圖。

從「寬鬆軟」走向「嚴緊硬」
官方媒體評論指出，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
《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黨內政治生活重回正
常化，讓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煥發出蓬勃生機，推動中國
實現30多年的經濟騰飛。時隔36年，十八屆六中全會將
制定新形勢下的黨內政治生活準則，也正是要以充滿政治
性、原則性、戰鬥性、時代性的黨內政治生活，鍛造一個
更加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引領中國在新的起點上整裝再
發。
題為《書寫全面從嚴治黨的時代答卷》的官方評論文章

指出，當前「解決管黨治黨失之於寬、失之於鬆、失之於
軟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十八大以來，
全面從嚴治黨系統部署、漸次展開，黨的建設呈現出鮮明
的時代特徵……以理想信念為全面從嚴治黨樹立航標，以
鞏固黨的領導核心地位為全面從嚴治黨指明航向，以捨我
其誰的勇氣擔當為全面從嚴治黨披荊斬棘，以依規治黨為
全面從嚴治黨夯實基礎，以改革創新為全面從嚴治黨注入
動力。管黨治黨正從「寬鬆軟」走向「嚴緊硬」。
《築牢從嚴治黨的政治根基》的官方評論強調，從嚴治
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在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戰
略佈局中，全面從嚴治黨是「四個全面」之魂、戰略中軍
帳之帥，體現了偉大事業與偉大工程的統一，體現了黨的
建設與治國理政的統一。而中共的執政模式、治理模式，
中共自身的建設模式、管理模式，提供了一條與西方不同
的道路。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不僅是中共的成敗所在、
中國的興衰所繫，也會給世界以新的視角、新的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由中紀委和中央電視台共同製作的大型反
腐專題片《永遠在路上》昨日播出最後一
集《標本兼治》，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蔣
潔敏等高官現身。除了披露其腐敗細節
外，蔣潔敏還在專題片中就自身腐敗經歷
自我反省道：關鍵在於管住「一把手」，
管住了「一把手」，就管住了問題的絕大
部分。專題片強調，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
的，絕不是一場運動式的反腐，而是保持

自身肌體健康的長期建設。

上級錯誤決定 下級不敢亮紅燈
是集專題片披露，蔣潔敏在擔任中石油

主要領導期間，違反有關規定，幫助他人
獲得了9個油氣田區塊的合作開採權，致使
他人非法獲利達30.4696億元。油氣田合作
開採權的審批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要經過
嚴謹的程序，但多名中石油高管，都為了
滿足蔣潔敏的要求，把制度拋在腦後。蔣
潔敏說，「我作為中石油的『一把手』，
簽了字，所以說別人不好亮黃燈，也不能
給紅燈。」
上一級作出錯誤決定，下一級不敢亮紅
燈，對此錯誤該如何糾正？蔣潔敏在紀錄
片中反省說：「那關鍵把『一把手』管
住，中央不是已經在加強對『一把手』的
監督嗎，巡視制度是針對主要領導的。什
麼都要抓『一把手』才行，管住了『一把
手』，就管住了問題的絕大部分。中石油
出了這些問題，腐敗的問題，我是負主要
責任的。我帶頭破壞了制度，別人也能破
壞制度，我腐敗，別人也能腐敗。」

蔣潔敏反省：

反腐關鍵管住「一把手」

■■六中全會將六中全會將「「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準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準
則則」。」。官媒預期官媒預期，，六中全會將鍛造一個更加堅強有六中全會將鍛造一個更加堅強有
力的領導核心力的領導核心。。圖為習近平圖為習近平、、李克強李克強、、張德江張德江、、俞俞
正聲正聲、、劉雲山劉雲山、、王岐山王岐山、、張高麗等日前在北京出席張高麗等日前在北京出席
紀念紅軍長征勝利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80周年大會周年大會。。 新華社新華社

■蔣潔敏專題片中自我反省道：反腐關鍵
在於管住「一把手」。 電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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