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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
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增强协同发展的
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
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下更大气力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重
大国家战略。实施 5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此次座谈会传递哪些重要信号？作出哪些重大
部署？专家学者对此进行热议解读。

进入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的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总

体上处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的阶段，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
段，需要下更大气力推进工作。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时刻，吹
响了下一阶段的动员令，明确了主攻方向。”中国工
程院院士、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
邬贺铨说。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以来取得的显著成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
成说，5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及相关规划印
发实施，规划体系的“四梁八柱”基本建立；河北雄安新
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正按高标准、高质量要求
稳步推进；交通、生态、产业协同发展实现率先突破。“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
可能一蹴而就。蓝图已经绘就，进入实施阶段，我们要做
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下更大力气推进工作。”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信息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
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
也从顶层设计阶段转向了实质性的开工建设阶段。

“在雄安新区即将从规划编制转向大规模建设的
关键时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雄安新区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规划建设局局长张玉鑫表示：“我们将坚持一张蓝图
干到底，让每一个项目都成为精品、珍品，成为未来城
市发展的典范，不辜负总书记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
重托。”

邬贺铨说，京津冀协同发展越深入，对政策的要求越
高，既要求有能够促进当前发展的政策，也要求出台有利
于长远、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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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兰察布 1月 19日电 （记
者 刘晓冬）1月 19日，自治区党委书
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在乌兰察布
市参加指导市委常委班子2018年度民
主生活会。他强调，市委常委班子和班
子成员要自觉担起整改责任，对查摆出
的问题逐项研究细化，列出任务书、时
间表、责任人，加大整改力度，切实把每
个问题都改到位、改彻底，真正把民主
生活会的成果转化为加强班子建设的
实际成效。

乌兰察布市委对这次民主生活会
高度重视，会前作了充分准备。市委书
记杜学军主持会议，代表市委常委班子
作了对照检查，市委常委依次进行个人
对照检查并认真开展相互批评。自治
区督导组和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同志
作了点评。

李纪恒指出，市委常委班子民主
生活会主题鲜明，内容充实，程序规
范。大家坦诚相见、开诚布公，既有
严肃认真查摆问题的辣味，又有同志
之间相互帮助的真情，既交流了思
想、增进了相互团结，又指出了问
题、明确了改进方向，开出了凝聚共
识、团结奋斗、干事创业、狠抓落实
的好氛围、好效果。

李纪恒强调，市委常委班子要着力
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全面贯彻地方党委工作条
例，切实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作决
策、保落实的重要责任。要严格执行民
主集中制，切实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
策、依法决策水平。要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着力破解改革发展中的
难点痛点堵点，不断把各项事业推向前
进。要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层层

压实责任，把工作抓紧抓牢、做精做细，
提升扶贫脱贫质量和成效。要全面落
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
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推动对外开

放新高地建设，谋划实施一批重大基础
设施和产业发展项目，全方位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着
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牢牢把握改革发
展主动权。要深刻汲取重大腐败案件

的教训，切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
任，统筹抓好党的各项建设，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

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
书记罗永纲参加活动。

李纪恒参加指导乌兰察布市委常委班子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

□本报记者 章奎

创新是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履职一年来最显著的标签：首次与全
区 31个国贫旗县人大实现上下联动
监督；首次建立监督意见问题清单销
号制；首次以“背对背”形式召开人大
代表和市民代表座谈会，并通过暗访
了解法律实施真实情况；首次组建包
括52名专家学者、9个社会团体和咨
询服务机构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智库。

这一个个“首次”，展示了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不忘初心、履职尽责的坚实足迹。
党的十九大提出：使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
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同人
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这
是新时代党对人大工作的新定位和新
要求。一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
照“两个机关”的定位和要求，主动改
进工作方式方法，全面提升履职水平。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把加强自身建
设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及
时出台了《关于扎实开展大兴学习之
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兴求真务实
之风的意见》，对新一届人大提出了新
的工作目标和要求。 ■下转第4版

把准新定位 全面提升履职水平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履职工作综述之一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戴宏）
按照中央要求和自治区党委部署，1月
19日，自治区政府党组召开2018年度
民主生活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布小林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以强化创新理论武装，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勇于担
当作为，以求真务实作风坚决把党中
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主题。会前，
自治区政府党组精心组织学习研讨，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深入开展谈心谈
话，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为开好民
主生活会作了充分准备。

会上，通报了自治区政府党组
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和本次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
况。布小林代表自治区政府党组进行
对照检查，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查，党
组成员逐一进行个人对照检查，严肃

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布小林在总结讲话中就运用好本

次民主生活会成果提出要求。她强调，
要带头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始终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带头强化
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贯彻。带
头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在全区政府系
统树立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压实压紧管
党治党责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自治区配套办
法，持之以恒抓好正风肃纪。全力抓好
整改落实，确保每个问题都整改到位、
每项整改措施都落到实处，努力把政府
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自治区副主席李秉荣列席会议，自
治区第一督导组、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自治区政府党组召开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

布小林主持并讲话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
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2019年 1月 18日至 19日在呼和浩特
举行。出席全会的有自治区纪委委员
42人，列席178人。

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出席全会
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及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领导
同志出席会议。

全会由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主持。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届中央纪
委三次全会精神，回顾2018年纪检监察
工作，部署2019年任务，审议通过了刘
奇凡同志代表自治区纪委常委会所作
的《深化改革创新，担当时代使命，推动
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工作报告。

全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赵乐际同志的工作报
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倍加珍惜全面从严
治党取得的战略性成果，自觉运用40
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坚决贯彻党中央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努
力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全
会认真学习李纪恒同志的讲话，一致认
为，讲话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区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果和经验，科学
分析全区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强
调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以永
远在路上的执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锲而不舍净化党内政治生
态，实事求是、要求明确，鼓舞人心、催
人奋进，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
指导性。各级党组织要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学习贯彻，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对标
对表，以高度的行动自觉压实责任，推
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全会认为，2018年，全区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和自治区党委的部署要求，忠诚履
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践行“两个
维护”，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督促检
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净化基
层政治生态。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全面完成三级监委组建和人员转
隶，推动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加强监察
监督。不断深化政治巡视，着力提升全
覆盖质量，构建巡视巡察联动监督网，

督促巡视巡察整改落实。严格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十种表现”，严肃查处不作
为、慢作为、假作为、乱作为。加强党的
纪律建设，强化日常监督，深化纪律教
育。全面提升审查调查质量和效率，保
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着力削减存量、
遏制增量。坚持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民
生领域腐败问题一抓到底，严肃查处群
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加强信息
化建设和大数据应用，强化内部监督，
不断提升干部队伍专业化水平。

全会总结2018年工作形成以下认
识和体会：一是党的全面领导为纪检监
察机关提供了强大的工作定力，能够面
对任何困难不畏惧、不动摇；二是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为纪检监察机关创造了
可靠的创新动力， ■下转第3版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
（2019年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1月1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在乌兰察布市参加指导市委常委班子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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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命运与共的
世界故事

——写在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
日内瓦总部发表重要演讲两周年之际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燕山脚下、渤海之滨、太行之畔。
历史行进的脚步，走过一道道坡、爬过
一道道坎，留下了勃勃生机的气象。

当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将“京
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
部署时，他站在中国版图前去审视这片
广袤大地，谋划了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
新天地。

5年过去了。匠心独运丹青手，万
里山河起宏图。

数九寒冬，列车疾驰在这片大地
上。从北京出发，习近平总书记3天的
足迹，恰好勾勒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万
千瞩目的河北雄安新区，古韵厚重的天
津，焕然一新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京津
冀协同发展撬动了一场静水深流的区
域深层次变革。

“发展鸿沟”的问题，千百年来困扰
着人类社会发展。这里用不寻常的远
见与魄力，书写了一份答案。1月18日
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面对
齐聚一堂的京津冀负责人，习近平总书
记语重心长：“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
定力，做好这件历史性工程”；“京津冀

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
瓣同心。”

广袤的华北大地静待新一年的春
耕，燕赵大地起春潮。

加与减，“一盘棋”布局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北京吃不完，天津吃不饱，河北吃
不着。”京津冀流传多年的这句话，无奈
折射了强大的“虹吸效应”下地区发展
的不均衡、不协调。

面对“成长的烦恼”，突破口在哪？
“着力点和出发点，就是动一动外

科手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大
城市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5年前定
调了京津冀发展的大思路。

看得明白，却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
事。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
史，建设一个新的城市副中心谈何容
易？“首都圈”念叨几十载，从算小账到
算大账的转变又谈何容易？

从问题破题，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有迎难而上的担当和胆
识。破题之际，也恰逢新旧动能转换的
历史机遇期，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为区域
协调发展创造了更大空间。

回眸走过的路。一批弄潮儿从四
面八方来到雄安，因为看好千载难逢时
代机遇；植树造林的雄安本地人，用粗

壮的双手紧握着未来，对今后的日子满
是憧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
三省市负责人在发言中不约而同谈到
了这一部署的英明和远见，“符合党心
民意”。

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去擘画和
推动，跳出“一城一地”得失来思考发展
路径，这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到京津冀考察调研6
次，主持召开相关会议9次。”追溯总书
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想脉络，能
深刻感悟这一战略在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中的意义和分量。

2014 年 2月，载入史册的一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京召开座谈会，专题
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如何

“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
式”，他给出了推进的思路，列出了重
点任务。

“入山问樵、遇水问渔。”随后，一趟
趟调研、一次次论证，协同发展的战略
不断深化。北京新的“两翼”——建设
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两个
新城，一种全新的战略构想，激荡了华
夏大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
历史阶段，集中建设这两个新城，形成
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是千年大计、国家
大事。”

越走，越清晰；越走，越坚定。“以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雄安新区”，党的十九大报告标注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内外发力、加减并用，京津冀三地
拿出了各有亮点的成绩单。从各自为
政、各管一摊，到相互扶持、彼此协助；
从发展战略不清、功能重叠，到优势互
补、统筹布局……“一加一大于二、一加
二大于三的效果”日渐显现。

“疏解是双向发力。”此次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解析“疏解”一
词：“触及深层次矛盾，要更加讲究方式
方法，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双
向发力。”“雄安新区是外向发力；北京
是内向调整，优化核心功能，把‘白菜
心’做好。”

“过去的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总
体上处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的阶
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入到滚石上
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他对京津冀三地负责人说，今后我会时
不时地过来走一走，看看你们阶段性工
作的情况，“新阶段任务更艰巨更繁重，
来不得丝毫放松，需要我们下更大气力
推进工作”。

■下转第2版

一项历史性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纪实

■详见第2版

击鼓催征稳驭舟 奋楫扬帆启新程
——2018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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