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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标志着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工作正式全面启动。

记者就深刻认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各项工作等问题采访了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中央政法委秘
书长陈一新。

记者： 请您谈谈党中央成立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重大意义。

陈一新： 党中央成立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委员会，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瞻远瞩、 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
决定， 是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战
略举措，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

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三个有利于”：
一是有利于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
中统一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社会主义法治最
根本的保证。 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
员会， 有利于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
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动依法治国、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党领导
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更
好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促进法
治中国建设迈入系统推进的新阶段。二
是有利于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

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成立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有利于协调各
方力量资源解决当前立法、执法、司法、
守法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 推动法治
领域改革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加
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迈
向良法善治的新境界， 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
一宗司法案件中都充分感受到公平正
义。 三是有利于更好发挥全面依法治国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基础性、保障
性作用。法治是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有利
于发挥党统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作用， 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到
治国理政全过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
稳定的法治保障，更好地推动实现“两个
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记者： 请您介绍一下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委员会的职责定位。

陈一新：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是党中央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负责全
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
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要管
宏观、谋全局、抓大事，既要破解当下突
出问题，又要谋划长远工作。

根据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方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主要职责是： 统筹协调全面依法治国工
作，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 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重大事
项、重大问题，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协调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建设等。

记者： 请您谈谈如何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陈一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
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重
要讲话， 深刻阐述了成立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委员会的战略意义， 系统阐明了全
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总体部署，是
指导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纲领性文
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十个
坚持”， 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
想、发展道路、工作布局、重点任务，是全
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 我们要深入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功夫， 使之成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行
动指南。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是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
构， 主要任务是开展全面依法治国重大
问题的政策研究， 协调有关方面贯彻落
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决定事项、
工作部署和任务要求等。下一步，围绕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主
要抓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认真组织各
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专题学习会、报
告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会等多种形式，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把握
核心要义，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增强做好全面依法
治国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是
认真抓好全面依法治国今年重点工作任
务的落地见效，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七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抓紧研究制定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推进科学立法，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
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和法治人才培养，推
动法治中国建设开辟新的局面。 三是切
实加强办公室自身建设， 抓好各项工作
协调、督促、检查、推动，积极推进地区之
间、部门之间协作配合，切实解决立法、
执法、司法、守法中的突出问题，抓好对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重点工作的督
办督察， 确保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
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实。

我们坚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习近平总书记
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
下，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将不断开创新
局面，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一定能
够实现。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
重大战略举措

———访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
� � � �李艮，1908年出生于陕西
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
姜仁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
1920年考入长安县府君庙小
学。1926年春考入西安省立第
三中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同年11月转入中国
共产党。

1926年底，李艮担任中共
长安县五楼区委书记，领导开
展农民运动，成立农民协会建
立农民武装。

大革命失败后， 李艮任中
共长安县委组织部部长， 领导
了三桥农民暴动。1928年1月，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以长
安为中心的暴动区，李艮任暴动总指挥。同年10月，他被捕入
狱， 在狱中坚持斗争，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未曾屈服。
1930年11月成功越狱，被派往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后任
中共渭南县委书记， 领导恢复和整顿中共在陕东的地方组
织。1931年8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西安市委书记。

1932年，李艮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主管组织工作。不
久，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政治委员。同年9月，李艮在陇东邓宝
珊部策动蒿店兵变，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队，
担任政治委员。

1933年初，李艮以省委委员的身份，前往陕南参与领
导和组建红29军的工作。同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在
西乡县正式成立，李艮任军政委，指挥中心设在马儿岩。

为将红29军建设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李艮和军长陈
浅伦整顿队伍纪律，加强军政训练，制订了“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公平买卖”“住民房要大扫除，讲究卫生”等6条纪律。
以身作则发扬民主作风。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李艮冲锋在前， 与战士们同甘共
苦，历经大小战斗23次，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李艮和陈
浅伦的带领下，红29军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多次以弱胜强，
不仅开辟了纵横面积达25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 还扩大了
400多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建立了马儿岩工农民主政府，还
建立了赤卫队、 儿童团等组织， 并在根据地内广泛实行土
改。红29军成功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兵力，对红四方面军在川
北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1933年4月1日，因叛徒出卖，红29军军部在马儿岩遭
敌军包围，李艮、陈浅伦指挥大家奋勇突围，因寡不敌众不
幸被捕。6日，李艮在磨子坪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5岁。

（据新华社西安8月25日电）

李艮：
陕南红29军创始人

� � � �李艮像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西昌8月25日电 （李国利
杨昱林）25日7时52分，我国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两
颗北斗导航卫星， 茫茫太空又新增两颗
中国“北斗星”。

清晨，雨后的大凉山浓云低垂。“点
火！”随着01指挥员鄢利清的口令发出，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托举着北斗双星
腾空而起。

飞行20多秒后， 乳白色的长征火箭钻
入云层。长征三号乙属于长征三号甲系列运
载火箭。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是我国目前现
役发射次数最多的高轨中型运载火箭。

长三甲系列火箭总指挥岑拯介绍：

“自2000年至今， 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
搭载所有的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升空，成
功率百分之百。”

经过3个多小时飞行后， 北斗双星顺
利进入预定轨道。据介绍，后续将进行测
试与试验评估，并与此前发射的10颗北斗
三号导航卫星进行组网，适时提供服务。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导航卫星

� � � � 8月25日7时52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导航卫星。 新华社发

哈尔滨酒店火灾
已造成19人死亡

据新华社哈尔滨8月25日电 （记者
强勇 闫睿）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25日下
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8·25”
松北区重大火灾事故过火面积约400平
方米，迄今已造成19人死亡、 23人受伤。
目前，有关部门正全力救治伤患，并在全
市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据通报，8月25日凌晨， 哈尔滨市消
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称松北区太
阳岛风景区平原街18号北龙温泉休闲酒
店发生火灾。7时50分火灾全部扑灭。

目前， 事发酒店法定代表人张某平
因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 侦
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浙江乐清女乘客
搭乘网约车遇害

嫌疑人被抓获
据新华社杭州8月25日电 （记者 魏

一骏） 记者25日从浙江温州乐清警方获
悉，当地警方25日破获一起强奸杀人案，
犯罪嫌疑人已落网。

据警方通报，8月24日17时35分，乐
清警方接群众报警称乐清籍女性赵某于
当日13时， 在乐清市虹桥镇乘坐滴滴顺
风车前往永嘉。14时许，赵某向朋友发送

“救命”讯息后失联。
接报后， 乐清警方立即启动重大案

事件处置预案，全警种作战，并在上级公
安机关的支持下， 于25日凌晨4时许，在
乐清市柳市镇抓获27岁四川籍男性犯罪
嫌疑人钟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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