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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对反腐形势作出
判断并明确目标：“当前，反腐败
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
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
心必须坚如磐石。”

决心背后是一串串掷地有声
的数据。十八大以来，中央立案
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
中管干部 440 人，其中十八届中

央委员、候补委员 43 人，中央纪
委委员 9 人；厅局级干部 8900 余
人，县处级干部 6.3 万多人，处分
基层党员干部 27.8 万人，形成了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心民
心为之振奋，党风政风为之一
新。

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孔
昌生代表说，在坚持“无禁区、全

覆盖、零容忍”的同时，十九大报
告又明确提出“重遏制、强高压、
长震慑”，表明了我们党持续反腐
的坚定决心。

他认为，腐败是全球性的问
题。过去五年中国在反腐方面取
得的开创性、历史性成就，关键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
腐的决心、定力和强有力领导，改

变了一些多年难改的积习，树立
了前所未有的新风。

笔名二月河的著名历史小说
家凌解放代表说，十八大以来，大
家的共同感受是，党风发生了革
命性变化。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
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中国共产
党一定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在 10 月 22 日上午党的十九大新
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教育
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
生委五部门主要负责人介绍了不同
领域满足人民新期待、保障改善民
生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记者带你一起细数中央五大部
门“掌门人”亮出的民生“大红包”。

1. 五年间，教育投入由两万亿
元突破了 3 万亿元大关，正在迈向四
万亿元大关。

2. 这五年，创造了超过 6500 万
就业岗位。解决了 2790 多万下岗失
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解决了 880 多
万城镇困难人员的就业问题。

3. 养老保险覆盖超过 9 亿人。
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 亿人。

4.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月平
均水平超过 2300 元，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水平超过 120 元。

5. 五年来，棚户区改造大力推
进，有 6000 多万棚户区居民出棚进
楼。公租房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有
1900 多万住房困难的群众住进了公
租房。

6. 80%以上的居民 15 分钟内就
能到达最近的医疗点。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已经覆盖了 4.3 亿人。县域
内的就诊率已经达到了 82.5%。个
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
医改前 2008 年 40.4%下降到 30%以
下。

7. 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因人因
病施策，分类救治了贫困患者 360 多
万人。

8. 全国农村低保标准 4079 元，
已超过国家扶贫的标准 2952 元。全
国农村低保标准到目前为止低于国
家扶贫标准的县，从 2015 年底的
1521 个，减少到目前 72 个。

9. 各级政府用于社会救助的财
政资金，从 2012 年的 1800 多亿元，
已经增加到 2017 年的 2500 亿元，

10. 到 2020 年，学前教育（即幼
儿园）毛入园率要达到 85%；普惠性
幼儿园要占到幼儿园的 80%以上。

11. 义务教育阶段着力化解“择
校热”、“大班额”，到 2020 年大班额
必须完全消除。

12. 到 2020 年高中阶段毛入学
率达到 9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达到 50%。

据新华网北京 10 月 22 日电

——十九大报告透出的反腐信息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这透出反腐诸多信息。

夺取压倒性胜利夺取压倒性胜利

十九大报告提出，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
党；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
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
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

设。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
长杨晓渡代表在十九大新闻发布
会上说，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
党历史性变革的成就，重要经验
就是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

结合。
汪玉凯表示，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是从强力治标到标本兼
治、从外在约束到内在自觉的过
程。靠的不仅仅是严管，还要有坚
定的理想信念，不断提高党员的政
治觉悟，坚定理想信念，让党员干

部时刻挺起共产党人的脊梁。
“当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在

不敢腐、不能腐的基础上，逐步走
向不想腐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
接近反腐败的压倒性胜利。”杨晓
渡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十八大以来，中央落实八项
规定抓铁有痕。截至8月底，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 18.4 万起，处理
党员干部25万人。

“可以说，八项规定和反‘四

风’改变了中国。”高波说。长期
以来，公款吃喝、公款消费等腐败
奢靡现象屡禁不止，中央八项规
定实施之后，社会风气变了，党员
干部的工作作风乃至个人生活，
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把纪律挺在前边。十九大
报告提出，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
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
来；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

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
象；赋予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组
相应纪律处分权限，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

强化党的自我净化能力，根
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
督。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工作目标是“构
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
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
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
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
来，增强监督合力”。报告阐述了

这一体系的架构、布局和重点。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
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
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
察全覆盖。

——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
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

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在市
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加大整治
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

……
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潘志
荣代表表示，十九大报告勾画了
一个完整、严密的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将为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提供有力支撑。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

副主任庄德水、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王旭表示，健全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是党在新形势下进
一步完善反腐斗争的顶层设计，
以问题导向提出的应对举措将十
分有效。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

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是在法
治轨道上深化反腐败斗争的迫切
需要，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反腐
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
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
纪检组副组长高波表示，推进反
腐败国家立法，是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使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结
合起来，形成反腐合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
示，制定国家监察法用留置代替

“两规”，是依法反腐的重要手

段。目前，在北京、山西、浙江三
个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地
方，已经有留置措施运用的案例，
这意味着依法反腐站上了新台
阶。

完善法制：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坚定目标：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获得感”是种什么感？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是民之所盼，亦是党之所
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
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
利、多解民生之忧。

数数民生
“大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