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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盡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四樑八柱」
■習近平強調
習近平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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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全國生態文明建設工
作推進會議昨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召開。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生態文明
建設作出重要指示強調，生態文明建設是「五位一
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重要內容。
各地區各部門要切實貫徹新發展理念，樹立「綠水青
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強烈意識，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
態文明新時代。
習近平強調，要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盡快把生
態文明制度的「四樑八柱」建立起來，把生態文明建
設納入制度化、法治化軌道。要結合推進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加快推動綠色、循環、低碳發展，形成節約

資源、保護環境的生產生活方式。要加大環境督查工
作力度，嚴肅查處違紀違法行為，着力解決生態環境
方面突出問題，讓人民群眾不斷感受到生態環境的改
善。各級黨委、政府及各有關方面要把生態文明建設
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扎實工作、合力攻堅，堅持不
懈、務求實效，切實把中共中央關於生態文明建設的
決策部署落到實處，為建設美麗中國、維護全球生態
安全作出更大貢獻。

李克強：牢固樹立新發展理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出批示指
出，生態文明建設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和人民群眾切

身利益，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石。近年來，各地
區各部門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採取有效措
施，在推動改善生態環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積極
進展。希望牢固樹立新發展理念，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為主線，堅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
力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積極發展生態環境友好型的發展
新動能，堅決淘汰落後產能。着力通過深化改革完善激
勵約束制度體系，建立保護生態環境的長效機制。着力
依法督察問責，嚴懲環境違法違規行為。着力推進污染
防治，切實抓好大氣、水、土壤等重點領域污染治理。
依靠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促進生態環境質量不斷改善，
加快建設生態文明的現代化中國。

王岐山在全國政協常委會講話公佈

十八大以來處分逾百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
岐山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上的講話全文 1 日公佈。王岐
山在這篇題為《全面從嚴治黨 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講話中透露，
中共十八大以來，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 100 餘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
分 100 餘萬人。

王岐山指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現新的
歷史使命，必須全面從嚴治黨。一個時期以

來，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幹部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
散、紀律鬆弛。巡視發現有的中央部委司局級幹部連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五大發展理念」都答不
全，甚至忘記了自己的入黨年份。還有的黨員說，如
果補交黨費就要退黨，黨的觀念淡漠到何種地步！黨
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管
黨治黨寬鬆軟，不正之風和腐敗蔓延，嚴重威脅黨的
執政基礎和執政安全。

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
王岐山強調，全面從嚴治黨，要從黨內政治生活
嚴起。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指出了
無視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七個有之」。實踐證
明，「七個有之」有着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更為嚴重
的是，甚至還有人為實現政治野心妄圖攫取黨和國家
權力，搞分裂黨的圖謀活動，嚴重威脅國家政治安
全。十八屆中共中央嚴肅查處周永康、薄熙來、郭伯
雄、徐才厚、令計劃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清除了黨
內「陰謀家」、「野心家」；嚴肅查處湖南衡陽破壞
選舉案、四川南充和遼寧拉票賄選案，捍衛了黨和國
家政治制度，黨內政治生活呈現出新氣象。

有黨員不信馬列信鬼神
王岐山指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關鍵在堅定理
想信念宗旨。現在有的黨員幹部不信馬列信鬼神，不

信組織信「大師」，被立案審查當天公文包裡還帶着
香灰，與共產黨人的信仰背道而馳。有的對否定黨
史、國史、軍史，醜化民族英雄和人民領袖的錯誤言
行三緘其口、聽之任之。
王岐山指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必須嚴明政治
紀律和政治規矩。現在不少領導幹部政治意識淡漠、
麻木不仁，認為違反政治紀律無所謂，只要不拿不貪
就是好同志。有的嘴上喊「四個意識」，在會議上對
中央大政方針表示「堅決擁護」，但在飯桌上、私底
下說的卻是另外一套；有的搞圈子文化、碼頭文化，
找官託、搭天線。中央紀委立案審查的領導幹部，幾
乎都存在對抗組織審查的問題，有的還與不正當利益
關係人訂立攻守同盟，銷毀有關證物證據，轉移贓款
贓物，對黨忠誠何在！

■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 10 月 31 日在京開幕。王岐山在會上講話透露，中共十八大以
來，100餘萬人被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資料圖片

推進廉潔建設反腐鬥爭
王岐山強調，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堅定不移推進黨
風廉潔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紀
委立案審查中管幹部 222 人，給予紀律處分的中管幹
部 212 人；談話 896 人次，函詢 1,863 人次，了結
2,753 人次。同時，截至 2016 年 8 月底，全國共查處
「四風」違紀問題近 14 萬起，處理黨員幹部 18 餘萬
人；中央紀委通報曝光 26 批 131 起典型問題，其中
中管幹部 26人。4年來，黨風廉潔建設和反腐敗鬥爭
不斷取得新成效，不敢腐的震懾作用得到發揮，不能
腐、不想腐的效應初步顯現，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
正在形成。

六中全會兩人因被問責
「請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王岐山在發言中透
露，六中全會上，有一名中央委員和一名中央紀委委
員「請假」，係因為他們所領導的部門出現了系統性
腐敗。
他強調，加強黨內監督必須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
責任，強化責任追究。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動
員千遍，不如問責一個。山西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案，

國家旅遊局啟動 8 條長征主題線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孫琳 江西于都報
道）國家旅遊局「重走長征路」紅色旅遊主題活動旅
遊線路發佈暨啟動儀式 1 日在紅軍長征出發地——江
西省贛州市于都縣啟動。國家旅遊局現場發佈了 8 條
「重走長征路」紅色旅遊精品線路。
據介紹，這些線路以中央紅軍長征路線為基礎，一共
包括 8 條專題線路。第一條線路是從「共和國搖籃」江
西瑞金出發，途經于都、福建龍岩等地，到達湘江戰役
發生地廣西興安的「突圍之旅」；第二條線路從廣西興
安出發，到貴州遵義，被稱為「轉折之旅」；第三條線
路為「出奇之旅」，從貴州遵義出發，到達金沙江邊的
雲南祿勸縣；第四條線路從雲南祿勸到紅軍團結一心飛
奪瀘定橋的故事發生地——四川瀘定，這條線路被稱為
「團結之旅」；第五條線路從四川瀘定到小金，為紅軍
不畏艱難翻雪山的「挑戰之旅」；第六條線路為「卓絕

杭州首辦世界工業設計大會

之旅」，從四川小金到若爾蓋，紅軍不怕犧牲穿過了泥
濘的若爾蓋大草原；第七條線路「曙光之旅」從四川若
爾蓋途經寧夏隆德，到達陝西吳起；最後一條線路為紅
軍「會師之旅」，從陝西吳起途經寧夏固原、西吉，最
終到達甘肅會寧。

助推旅遊精準扶貧
國家旅遊局局長李金早在于都啟動儀式上表示，國家
旅遊局從 2015 年開始，陸續舉辦了形式多樣的長征主
題活動，長征沿線 15 個省份上千萬群眾積極參與，掀
起了一場弘揚偉大長征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新熱潮。他表
示，精品線路主要途經中、西部地區，是推進旅遊精準
扶貧的重要舉措。
據悉，近年來大量香港遊客也加入了紅色旅遊的大 ■紀念館工作人員在為參加「重走長征路」紅色旅
軍。
遊首發團的遊客講解。
本報江西傳真

南方日報：中國夢，億萬人民的共同追求
香港文匯報訊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
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
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
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
盼。」2012 年 11 月 29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參
觀《復興之路》展覽時，向世界首次宣示並深情
闡釋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已經成為凝聚億萬人民共同
追求的力量源泉。四年間，全國廣大幹部群眾暢
想中國夢，社會各界聚焦中國夢，港澳台同胞心
繫中國夢，海外華人述說中國夢，國際社會關注
中國夢。中國夢，已經成為引領中國走向未來的
鮮明指引，成為激勵中華兒女團結奮進、開闢未
來的一面精神旗幟。
文章指出，沒有正確的道路，再美好的願景、
再偉大的夢想，都不可能實現。中國道路因之展
現出的旺盛生命力，極大地增強了 13 億人民的民

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歷史和現實充分證明，無論
是封閉僵化的老路，還是改旗易幟的邪路，都是
絕路、死路。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發
展中國、穩定中國，這是一條通往復興夢想的康
莊大道、人間正道。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們就能「任憑風浪起，
穩坐釣魚船」，向着偉大的目標奮力前行，滿懷
信心走好這條道路。
文章進一步指出，改革創新始終是激勵我們在
時代發展中與時俱進的精神力量。30 多年來，從
農村改革的興起到深圳等特區的創立，從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多項
事業的開拓，改革創新精神造就了歷史的巨變，
成就了今天的中國。改革創新體現了中華民族最
深沉的民族稟賦，反映了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要
求。改革永無止境。站在新起點上的中國，無論
是衝破思想觀念障礙，還是打破利益固化藩籬，
無論是破解發展難題，還是釋放改革紅利，都需

衡陽、南充和遼寧拉票賄選案的相關領導幹部，中共
中央都進行了嚴肅問責。
他透露，六中全會上，有一名中央委員和一名中央
紀委委員就「請假」了，因為他們所領導的部門出現
了系統性腐敗，中共中央決定對他們問責，這充分體
現了中國共產黨通過問責強化責任、促進擔當的態度
和決心。

要繼續發揚改革創新精神，逢山開路、遇水搭
橋，越過發展陷阱，贏得更加光明的前景。
文章談到，廣東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起筆中國夢的一方熱土。廣東人民忘不了，
2012 年 12 月 7 日至 11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到廣東考察工作。總書記
說：「這次調研，是我在黨的十八大之後，第一
次到地方調研。之所以到廣東來，就是要到在我
國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的地方，現場回顧我國
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宣示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
前進的堅定決心。」廣東之行，習近平總書記明
確提出了「三個定位、兩個率先」的要求，勉勵
廣東要努力成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排頭
兵、深化改革開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學發展的試
驗區，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
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鬥。廣東如期實現習近平總
書記的這一要求，就是對中國夢作出的一份最大
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一場聯動
世界的工業設計盛會——
首屆世界工業設計大會本
月 1 日至 4 日在浙江杭州舉
行，來自全球 26 個國家和
地區，43 個組織、500 餘
名行業精英領袖齊聚杭
州，探索研究國際國內工業設計發展趨勢，創建全球
設計創新合作發展的新平台。
世界工業設計大會由中國工業設計協會聯合 20 多個
國家和地區的設計組織、機構、企業以及院校等發起
的世界工業設計產業發展會議，以開放、合作為宗
旨，以自願、平等、共享、共贏為原則，倡議各國政
府、企業、教育和研究機構，建立無國界設計創新資
源共享平台。
此次大會的主題是「設計·生產力」，大會將圍繞設
計產業發展舉行系列國際峰會、多邊會談、全國工業
設計座談會等。中國工業設計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應
放天表示，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和設計創新已成為推
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三大核心力量，希望世界工業設計
大會成為全球工業設計界的聯合中心，成為全世界工
業設計謀發展的平台。
杭州夢棲小鎮擁有良好的設計產業基礎，目前已完
成投資 21.96 億元人民幣，集聚企業（項目）148 家，
引進設計人才 630 餘名，正在打造並吸引一大批重設
計、重資本、重品牌、輕製造的科技設計產業集群，
為全世界的設計可持續發展找到一個示範區。據介
紹，夢棲小鎮將成為世界工業設計大會永久會址及中
國優秀工業設計獎的永久頒獎地。
據悉，工信部和浙江省政府將簽定共同推進浙江省
工業設計產業發展的戰略合作協議，形成《良渚設計
宣言》、《中國工業設計綠皮書》等 6 項重大成果，
並授予夢棲小鎮為「中國工業設計小鎮」和「中國工
業設計創新基地」。同時，工信部和浙江省政府還將
共建國際設計中心、共同推動設計扶貧與設計教育慕
課計劃、共同發起國際設計產業基金、共同建設國際
設計人才與成果大數據中心。大會將大大提升浙江設
計的品牌和地位，吸引一批高技術、高設計的人才，
形成未來浙江省新的創新走廊，從而形成全世界產業
升級中的重要示範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