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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
在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嚴的主基調不動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18日上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上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總結運用黨的百年奮鬥歷史經驗，堅持黨中央集

中統一領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堅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

堅持嚴的主基調不動搖，堅持發揚釘釘子精神加強作風建設，堅持以零容忍

態度懲治腐敗，堅持糾正一切損害群眾利益的腐敗和不正之風，堅持抓住

「關鍵少數」以上率下，堅持完善黨和國家監督制度，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

偉大社會革命，堅持不懈把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

習近平指出，一百年來，黨外靠發展人民民
主、接受人民監督，內靠全面從嚴治黨、

推進自我革命，勇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勇於
刀刃向內、刮骨療毒，保證了黨長盛不衰、不斷
發展壯大。全面從嚴治黨是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
的偉大實踐，開闢了百年大黨自我革命的新境
界。必須堅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堅守自我
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必須堅持把思想建設作為黨
的基礎性建設，淬煉自我革命銳利思想武器；必
須堅決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以嚴明紀律整飭
作風，豐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徑；必須堅持以雷霆
之勢反腐懲惡，打好自我革命攻堅戰、持久戰；
必須堅持增強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力凝聚力，
鍛造敢於善於鬥爭、勇於自我革命的幹部隊伍；
必須堅持構建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制度規範體系，為推進偉大自我革命
提供制度保障。

堅持抓住「關鍵少數」以上率下
習近平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繼承和發

展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總結運用黨的百年奮鬥
歷史經驗，深入推進管黨治黨實踐創新、理論創
新、制度創新，對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
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
黨的規律性認識達到新的高度。這就是堅持黨中
央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
黨，堅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堅持嚴的主基
調不動搖，堅持發揚釘釘子精神加強作風建設，
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堅持糾正一切損害
群眾利益的腐敗和不正之風，堅持抓住「關鍵少

數」以上率下，堅持完善黨和國家監督制度，形
成全面覆蓋、常態長效的監督合力。

要加強對換屆紀律風氣的監督
習近平強調，要強化政治監督，確保完整、準

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要把握新發展階段、
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
發展，引導督促黨員、幹部真正悟透黨中央大政
方針，時時處處向黨中央看齊，扎扎實實貫徹黨
中央決策部署，不打折扣、不做表面文章，糾正
自由主義、本位主義、保護主義，不因一時一地
利益而打小算盤、耍小聰明，確保執行不偏向、
不變通、不走樣。
習近平強調，要加固中央八項規定的堤壩，鍥

而不捨糾「四風」樹新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敵。要從領導幹部特別
是主要領導幹部抓起，樹立正確政績觀，尊重客
觀實際和群眾需求，強化系統思維和科學謀劃，
多做為民造福的實事好事，杜絕裝樣子、搞花架
子、盲目鋪攤子。要落實幹部考核、工作檢查相
關制度，科學評價幹部政績，促進幹部更好擔當
作為。
要加強對黨中央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各項政策

落實情況的監督，集中糾治教育醫療、養老社
保、生態環保、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等領域
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鞏固深化掃黑除惡專
項鬥爭、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成果，讓群眾從一個
個具體問題的解決中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
習近平強調，要完善權力監督制度和執紀執法

體系，使各項監督更加規範、更加有力、更加有

效。各級黨委（黨組）要履行黨內監督的主體責
任，突出加強對「關鍵少數」特別是「一把手」
和領導班子的監督。紀檢監察機關要發揮監督專
責機關作用，協助黨委全面從嚴治黨，推動黨內
監督和其他各類監督貫通協同，探索深化貫通協
同的有效路徑。要加強對換屆紀律風氣的監督，
堅持黨管幹部原則，強化黨組織領導和把關作
用，特別是要嚴把政治關、廉潔關。
習近平指出，紀檢監察機關和紀檢監察幹部要

始終忠誠於黨、忠誠於人民、忠誠於紀檢監察事
業，準確把握在黨的自我革命中的職責任務，弘
揚黨百年奮鬥形成的寶貴經驗和優良作風，緊緊
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發揮監督保障執行作用，

更加有力有效推動黨和國家戰略部署目標任務落
實。紀檢監察隊伍必須以更高的標準、更嚴的紀
律要求自己，錘煉過硬的思想作風、能力素質，
以黨性立身做事，剛正不阿、秉公執紀、謹慎用
權，不斷提高自身免疫力，主動接受黨內和社會
各方面的監督，始終做黨和人民的忠誠衛士。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

次全體會議於1月18日在北京開幕。中央紀律檢
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持會議。18日下午趙樂際
代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題為《運
用黨的百年奮鬥歷史經驗推動紀檢監察工作高質
量發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的工作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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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定力推
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剎住了一些多年未剎住的歪風邪氣，解決了許多長期
沒有解決的頑瘴痼疾，清除了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管黨治黨寬鬆軟
狀況得到根本扭轉，探索出依靠黨的自我革命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徑。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取得了歷史性、開創性成就，產生了全方位、深
層次影響，必須長期堅持、不斷前進。

十年磨一劍 總書記這樣說……

第10次在開年出席這場會議 重點談了哪些大事
1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

六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這是他連續第10
年在年初的中央紀委全會上講話。
2015年，總書記首次在中央紀委全會上提

起「全面從嚴治黨」。2020年，首次談到「把
嚴的主基調長期堅持下去」。在今年的中央紀
委全會上，繼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和前不久省
部級專題研討班上兩次指出「決不能滋生已經
嚴到位、嚴到底的情緒」之後，總書記再次強
調，「堅持嚴的主基調不動搖，堅持不懈把全
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
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總書記緊

扣這個「嚴」字，重點談了五件大事。
時間撥回兩年前。2020年1月13日，習近

平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談及「歷史週
期率」。
他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探索出一條長

期執政條件下解決自身問題、跳出歷史週期率
的成功道路，構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權力監督
制度和執紀執法體系，這條道路、這套制度必
須長期堅持並不斷鞏固發展。
在今年這次全會上，總書記作了進一步的闡

述。他說，今年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第十個年
頭，十年磨一劍，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探索出依靠黨的自
我革命跳出歷史週期率的成功路徑」。
去年11月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總書記就

曾談到我們黨跳出歷史週期率的兩個答案：毛
澤東同志在延安的窯洞裡給出了第一個答案，
這就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
鬆懈」。經過百年奮鬥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
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
是自我革命。
勇於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

鮮明的品格。在1月18日的十九屆中央紀委六
次全會上，總書記這樣深刻總結：「一百年
來，黨外靠發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督，內
靠全面從嚴治黨、推進自我革命，勇於堅持真
理、修正錯誤，勇於刀刃向內、刮骨療毒，保
證了黨長盛不衰、不斷發展壯大。」
全面從嚴治黨，開闢了百年大黨自我革命的

新境界。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用「六
個必須」闡述了兩者之間的深刻關聯。

去年1月22日出席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
時，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指出，全面從嚴治黨首
先要從政治上看，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
領悟力、政治執行力。
今年總書記談到的「六個必須」中，擺在第

一的就是「必須堅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
領」。
政治建設的統領作用，主要體現在哪裡？黨

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保證全黨服從中
央，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
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
在2018年召開的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

上，習近平強調，黨中央作出的決策部署，所
有黨組織都要不折不扣貫徹落實，始終在政治
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紀檢監察機關是政治機關，開展政治監督是

紀檢監察機關的重要任務。黨中央重大決策部
署到哪裡，政治監督就要跟進到哪裡。在今年
這次中央紀委全會上，總書記強調，要強化政
治監督，確保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
念。強有力的政治監督，是確保黨中央決策部
署貫徹落實到位的重要手段。總書記在這次中
央紀委全會上強調，要引導督促黨員、幹部真
正悟透黨中央大政方針，時時處處向黨中央看
齊，扎扎實實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不打折
扣、不做表面文章，糾正自由主義、本位主
義、保護主義，不因一時一地利益而打小算
盤、耍小聰明，確保執行不偏向、不變通、不
走樣。
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還指出，黨的十八大以

來，我們深入推進管黨治黨實踐創新、理論創
新、制度創新，對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
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
義政黨的規律性認識達到新的高度。這就是
「九個堅持」。

懲治腐敗
反腐敗，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歷次中央紀委全

會上重點部署的大事。眾所周知，人民群眾最
痛恨腐敗現象，腐敗是我們黨面臨的最大威
脅。
總書記對反腐敗鬥爭始終保持着清醒的認

識。在這次中央紀委全會上，他提出「四個任
重道遠」：防範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成伙作
勢、「圍獵」腐蝕還任重道遠，有效應對腐敗
手段隱形變異、翻新升級還任重道遠，徹底剷
除腐敗滋生土壤、實現海晏河清還任重道遠，
清理系統性腐敗、化解風險隱患還任重道遠。
在一周前的省部級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指

出，現在反腐敗鬥爭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並全面
鞏固，但全黨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強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政治自覺，決不能
滋生已經嚴到位的厭倦情緒。
在這次中央紀委全會上，總書記強調，要保

持反腐敗政治定力，不斷實現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一體推進的戰略目標。我們要保持
清醒頭腦，永遠吹衝鋒號，牢記反腐敗永遠在
路上。只要存在腐敗問題產生的土壤和條件，
腐敗現象就不會根除，我們的反腐敗鬥爭也就
不可能停歇。

作風建設
除了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發揚釘釘子精

神加強作風建設，也是習近平始終關注的大
事。在1月18日的中央紀委全會上，總書記提
出，要加固中央八項規定的堤壩，鍥而不捨糾
「四風」樹新風。
早在2013年的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

上，總書記就指出，改進工作作風的任務非常
繁重，八項規定是一個切入口和動員令。
踏石留印、抓鐵有痕，善始善終、善做善

成。如今，八項規定已經成為我們黨作風建設
的「金色名片」。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這樣表達狠抓作風建設的

初衷：抓「四風」要首先把中央八項規定抓
好，抓黨的建設要從「四風」抓起。辦好一件
事後再辦第二件事，讓大家感到我們是能辦成
事的，而且是認真辦事的。這樣才能取信於
民、取信於全黨。
既持之以恆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又與時

俱進糾「四風」樹新風。在今年這次中央紀委
全會上，習近平指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
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敵。要從領導幹部特別
是主要領導幹部抓起，樹立正確政績觀，多做
為民造福的實事好事，杜絕裝樣子、搞花架

子、盲目鋪攤子。

幹部隊伍
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百年黨史上第三個歷

史決議指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需要一代代
中國共產黨人接續奮鬥，必須抓好後繼有人這
個根本大計。」
在1月18日的中央紀委全會上，習近平總書

記強調，要加強年輕幹部教育管理監督。
他指出，要引導年輕幹部扣好廉潔從政的

「第一粒扣子」，年輕幹部一定要有清醒的認
識，「看清一些事情該不該做、能不能幹，守
住拒腐防變的防線」。
總書記重點關注的另一支幹部隊伍，是紀檢

監察幹部。
從「監督別人的人首先要監管好自己，執紀

者要做遵守紀律的標桿」，到「努力建設一支
忠誠、乾淨、擔當的紀檢監察隊伍」，從「確
保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不被濫用、懲惡揚善的
利劍永不蒙塵」，到「廣大紀檢監察幹部要經
得起磨礪、頂得住壓力、打得了硬仗」，每次
出席中央紀委全會，總書記都會對紀檢監察幹
部提出要求。
在今年這次中央紀委全會上，總書記強調，

紀檢監察隊伍必須以更高的標準、更嚴的紀律
要求自己，始終做黨和人民的忠誠衛士。
總書記還對領導幹部提出要求。領導幹部特

別是高級幹部要帶頭落實關於加強新時代廉潔
文化建設的意見，增強拒腐防變能力，一定要
重視家教家風。
在當天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了另

兩個重點：要鞏固拓展黨史學習教育成果，更
加堅定自覺地牢記初心使命、開創發展新局；
要完善權力監督制度和執紀執法體系，使各項
監督更加規範、更加有力、更加有效。
去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六

中全會上說，我們黨之所以偉大，不在於不犯
錯誤，而在於從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問題，
勇於自我革命。
充分運用黨的百年奮鬥歷史經驗，永葆自我

革命精神，堅持嚴的主基調不動搖，中國共產
黨一定能帶領中國人民在新的趕考之路上考出
好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香港銅鑼灣Little Boss寵物
店繼一名女店員確診新冠病毒後，
再多一名女顧客及其丈夫染疫。該
店11隻倉鼠經檢測後呈初步陽性反
應，大埔倉庫的環境樣本也驗出帶
有新冠病毒，可能是全球首宗倉鼠
感染新冠病毒，「鼠傳人」疑雲升
級。香港特區政府表示，由於未能
排除倉鼠會直接或間接將病毒傳染
人類，審慎起見，涉事批次的逾
2,000隻倉鼠及其他小動物將被人道
毀滅。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教授引用歐

洲曾撲殺千多萬隻感染新冠病毒的
貂鼠為例，形容特區政府的決定非
常重要、果斷及明智。另一名政府
專家顧問梁卓偉教授表示，專家組
與政府開會，一致同意處理倉鼠的
方案。他指，倉鼠有類似人與人之
間的傳染力及媒介。而肇事寵物店
已有兩宗人類感染個案，最可能傳
播途徑是某批次的倉鼠在入口時已
有部分受感染，再到大埔倉庫，並
分發到同公司的不同零售店，呼籲
養有該批倉鼠的市民交出寵物，不
要擅自棄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河南報道）全
國疫情呈多地散發之勢，由天津外洩到安
陽的Omicron變異株在11天時間裏，累計
感染確診病例404例，其中17日新增報告
94例，創下本輪疫情單日確診新高。

許昌鄭州疫情現拐點
更讓人揪心的是，本次河南疫情多點散

發、聚集傳播，形成鄭州、許昌、安陽3個
傳播中心，且面臨着與Delta和Omicron
「兩毒併發」的難題。
河南省作為最早「兩毒併發」的省份，

在經歷多輪全員核酸以及嚴苛的抗疫政策
後，除安陽外，由Delta毒株引發的許昌及
鄭州疫情目前都已出現拐點。鄭州目前現
有確診156例，許昌在經歷多日兩位數增
長後，也現拐點，新增確診數只有個位
數。再加上洛陽等地之前的散發病例，河
南此輪疫情截至到目前累計報告940例確
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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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兩毒併發」
累計確診超900例

●漁護署人員全副防護裝備到達Little Boss
銅鑼灣分店取走店內的倉鼠。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