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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记者孙
奕） 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里贾尼。

习近平说，中伊友好源远流长。双方
互信和友谊久经考验。 无论国际和地区
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同伊朗发展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 在新形势
下，中伊要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继续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

互理解和支持；要密切沟通协调，相向而
行稳妥开展务实合作，加强安全反恐、人
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要加强在国际多边
场合的协调配合， 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立法机构交往是中伊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国全国人大与伊朗伊斯兰议会要加强交
流合作，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经验，密

切在国际和区域组织框架内的沟通协
作， 进一步发挥立法机构在推动双边关
系等方面的重要促进作用。

习近平强调， 中方始终心系地区和
平，主张国际和地区各方加强合作，推动
中东早日走上稳定和发展道路。 我们支
持伊朗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
作用， 愿同伊方就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
通和协调。

拉里贾尼转达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
内伊和总统鲁哈尼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
问候。他说，伊朗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发展对华关系。 伊中加强友好合
作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对于亚洲
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也具有重要
意义。新形势下，伊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
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加大在国际地区事
务中的相互支持。

习近平会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

中学生足球协会杯(高中男子甲级)

雅礼、麓山国际携手晋级4强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 （记者 王亮）2019年中国中学生

足球协会杯（高中男子甲级）今天在长沙展开8强赛的争夺，
雅礼中学、麓山国际实验学校两支本土球队发挥出色，分别
战胜陕西师大附中和重庆七中，携手晋级4强。

本次中学生足球协会杯比赛（高中男子甲级）有20支
球队参赛，设4个小组。21日的半决赛，雅礼中学将对阵卫
冕冠军河南实验中学，麓山国际的对手是厦门二中。

下期奖池：7344326745.47（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44 1 0 5
排列 5 19044 1 0 5 7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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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中国-东盟媒体
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2019年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

开幕式20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开幕式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友

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双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建“一带一
路”，深化人文交流，妥善处理分歧，维护地区稳定。中国-
东盟关系已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习近平强调， 举办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是深化双方
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媒体作为开展交流合作、促进民
心相通的桥梁，可以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希望双方媒体做友好交往的传播者、务实合作的推动者、和
谐共处的守望者，讲好共促和平、共谋发展的故事，为共建
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 �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0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9国新任
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二月的北京，冰雪消融，春回地暖。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 礼兵分列红地毯两
侧。号手吹响迎宾号角，使节们陆续抵达，
拾级而上，进入北京厅，依次向习近平递
交国书。 习近平同他们亲切握手并一一
合影留念。这9位新任驻华大使是：萨尔

瓦多驻华大使杜兰、 印度驻华大使唐勇
胜、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杜尔德耶夫、克
罗地亚驻华大使米海林、 吉尔吉斯斯坦
驻华大使巴克特古洛娃、 埃塞俄比亚驻
华大使特肖梅、 格林纳达驻华大使戴艾
美、肯尼亚驻华大使塞雷姆、毛里塔尼亚
驻华大使维拉利。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请
他们转达对各自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诚

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积极评价中
国同各国的良好关系， 强调中国高度重
视发展同各国关系，愿深化政治互信，拓
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中国政
府将为各国使节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
希望大家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使节们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对
习近平的亲切问候， 向中国人民致以新

春祝福。使节们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各国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他们对出
使中国深感荣幸， 愿积极致力于增进相
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互利合作。

同日， 习近平还会见了上海合作组
织新任秘书长诺罗夫， 希望他为推动上
海合作组织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接受九国新任大使递交国书
并会见上海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

李克强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20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制定涉企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必须听取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 使政府决
策更符合实际和民意； 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
项、 在全国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部署推
动家政服务增加供给、 提高质量的措施， 促进扩内需、 惠
民生。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制定实施与企业生产经营密
切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要把听取企业
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贯穿全程，这是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建
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
部署，立足更多向市场放权、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
责任，会议决定，一是再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一些产品
注册初审等25项行政许可事项，将一些职业的执业注册等6
项许可权限下放至省级或以下政府部门。 二是在试点基础
上向全国推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会议指出， 促进家政服务扩容提质， 事关千家万户福
祉， 是适应老龄化快速发展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需求的重
要举措， 有利于扩消费、 增就业。 一要促进家政服务企业
进社区， 鼓励连锁发展， 提供就近便捷的家政服务。 大力
发展家政电商、 互联网中介等家政服务新业态。 二要加强
家政服务技能培训， 推动质量提升。 在有条件的高校、 职
业院校开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 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服务
龙头企业创办家政服务类职业院校。 三要推进家政服务标
准化， 推广示范合同。 建立诚信体系， 实施规范监管。 四
要加大政策扶持。 按规定对小微家政服务企业给予税费减
免。 鼓励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为化解行业过剩产能
企业转岗人员、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免费提供家政服务培
训。 支持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配建职工集体宿舍。

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
努力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20日， 新华社受权发布了十九届中
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 报告全面回
顾了2018年纪检监察工作， 总结改革开
放40年来纪检监察工作经验， 同时对
2019年工作进行部署， 从中可以看出全
面从严治党的新动向。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报告部署的2019年主要任务， 第一
条就是： 持之以恒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我们党的党内思想教育活动始终
是常态化进行的， 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
的切入角度。”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
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 有利于全党进一步深入运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更加自觉地为实现
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从政治建设高度
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报告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紧盯对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敬畏、不在乎、喊口
号、装样子的错误表现，严肃查处空泛表
态、应景造势、敷衍塞责、出工不出力等
突出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毛昭晖表示，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不是简单的作风问题， 而是严肃的
政治问题。 比如干部不担当不作为慢作
为，影响的是党的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最终侵蚀的是党的执政基础。

他认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一方面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从讲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 同时
要追根溯源，深刻剖析成因，推动综合施
治，健全相关制度。

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报告透露，《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将迎来修订。
作为党内首部聚焦问责工作的基础

性法规，问责条例于2016年7月印发施行，
对规范党内问责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报告显示，2018年， 全国共有1.3万
个单位党委（党组）、党总支、党支部，237
个纪委（纪检组），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
被问责。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庄德水表示，随着实践不断发展，一些地
方也出现了问责泛化、滥用等问题。有必
要通过修订条例， 进一步细化完善相关
规定，避免不敢问责、滥用问责、一问了
之等倾向，让问责更加精准。

做实做细纪委监委“监督”职责
报告指出， 做实做细监督职责，着

力在日常监督、 长期监督上探索创新、
实现突破。同时强调，特别是把日常监
督实实在在地做起来、做到位，敢于监
督、善于监督、规范监督，抓早抓小、防

微杜渐，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贯通运用
“四种形态”，使监督更加聚焦、更加精
准、更加有力。

据了解，这是“日常监督、长期监督”
首次成为中央纪委全会单列的一项工作
任务。

“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责、
第一职责，强调做实做细监督，体现了全
面从严治党认识的不断深化。” 毛昭晖
说，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是先后关
系，而是一体推进的关系。监督是事前事
中的，突出的是治本功能。把监督挺在前
面，要不断探索创新监督方式方法，把监
督的制度不断细化。

一体推进“三项改革”
报告指出，“一体推进党的纪律检查

体制改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
察机构改革”， 强调要深化派驻机构改
革，分类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制定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工作规则和考
核办法； 强化对中管企业、 中管金融企
业、 党委书记和校长列入中央管理的高
校纪检监察机构的领导和管理。

报告还透露，将推进政务处分法、监
察官法立法工作， 研究制定监察机关监
督执法工作规定。

辛鸣表示，应对形势和任务的变化，
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需要发
扬改革创新的精神。“从反腐败到防反
腐，要不断创新纪检监察体制机制，健全
和完善监督体系， 真正把权力置于严密
监督之下。”

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上明确强调，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对存
在腐败问题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报告明确指出，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
度，依法查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坚决
清除甘于被“围猎”的腐败分子，坚决防范
各种利益集团拉拢腐蚀领导干部。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管金融企业内设
纪委已改设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检
监察组，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

“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加大金融
领域反腐力度， 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
必然要求。”庄德水说，要通过重拳惩治
和深化改革，坚决斩断“金融大鳄”和“金
融内鬼”关系纽带和利益链条。

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
报告强调， 要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开展民生领域
专项整治，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解决
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方
面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深挖涉黑腐败和
黑恶势力“保护伞”；严肃查处“村霸”、宗
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宏观的，更是
具体的。”辛鸣强调，报告中的这些部署都
在释放一种信号， 就是要把全面从严治党
的成果进一步传递到群众身边， 让人民群
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2019年，全面从严治党有哪些新动向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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