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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党必须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4日
下午就“牢记初心使命，推进
自我革命”举行第十五次集体
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党作
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
和纯洁性、 永葆青春活力，如
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
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
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
性问题。我们党要求全党同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
提醒全党同志，党的初心和使
命是党的性质宗旨、 理想信
念、 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
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
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
命精神，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
革命推向深入，把党建设成为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
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
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

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
人到半山路更陡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
表了讲话。他首先表示，再过
几天， 就是我们党成立98周
年了，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
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安排这次中
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目的是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结合新
时代新要求，推动全党围绕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切实搞好主题教育。这也是中
央政治局带头开展主题教育
的一项重要安排。 中央政治局
的同志要作好示范， 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上为全党作表率。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是用
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
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

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
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回顾党
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
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
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
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
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
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
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
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
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
坚定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
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
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
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
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而是
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
半山路更陡， 把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
永恒课题， 作为全体党员、干
部的终身课题。

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
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
习近平强调，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关键是要有正视问
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要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
决问题。这次主题教育列出的
8个方面突出问题，都是可能
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
的问题，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
命精神加以解决。对党内的一
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
得很清楚。党员、干部初心变
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
群众来评价、 由实践来检验。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
命， 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
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6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
“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受表彰代表。
新华社 图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 不断纯洁党的队伍，
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坚持补短
板、强弱项、固根本，防源头、
治苗头、打露头，堵塞制度漏
洞，健全监督机制；勇于推进
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
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
自觉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
向人民群众学习， 加强党性锻
炼和政治历练，不断提升政治
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全
面增强执政本领，建设一支忠
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
干部队伍。
■据新华社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举行，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

卖假疫苗拟最高罚货值金额50倍
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对疫
苗更有信心，生活垃圾分类如
何从法律上加以约束，夫妻共
同债务如何界定，父母怀疑孩
子不是亲生的，诉讼是否有门
槛……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一次会议25日上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
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继续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和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继承
编草案等，首次审议社区矫正
法草案、密码法草案等。

销售假疫苗最高50倍罚款
疫苗关系千家万户，尤其
关系儿童的健康安全。备受社
会关注的疫苗管理法草案25
日第三次提请最高立法机关

审议， 除了加大对疫苗违法行
为的处罚力度多项规定细化
“
升
级”，相关条文也更有操作性。
草案三审稿明确违反本
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从
重追究刑事责任。对有严重违
法行为的责任人员，还增加规
定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同时， 草案三审稿对生
产、 销售的疫苗属于假药、劣
药等违法行为，加大对责任单
位及责任人员的罚款处罚力
度。规定生产、销售的疫苗属
于假药的， 并处违法生产、销
售疫苗货值金额15倍以上50
倍以下的罚款，与此前草案二
审稿规定的“15倍以上30倍
以下”处罚，有较大幅度提高。
生产、销售的疫苗属于劣
药的，草案三审稿规定并处违

法生产、 销售疫苗货值金额
10倍以上30倍以下的罚款，
与草案二审稿规定的“10倍
以上20倍以下” 处罚相比，也
有提高。

结婚后借债算谁的
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
明确了夫妻共 同 债务 的范
围，完善了亲子关系确认、隔
代探望权、收养人的条件等相
关规定。 结婚后借债算谁的？
草案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
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
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
■据新华社

杜家毫主持召开座谈会就主题教育检视问题、 专项整治
听取意见建议 许达哲乌兰出席

对检视出来的问题
必须立行立改、即知即改
本报6月25日讯 6月24日上午
和25日下午，围绕省委“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专项整治，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召开两场座谈会，
分别听取14个市州和部分省直部门主
要负责人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学
习教育与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贯通起来，实行清单化管理，坚持一
体化推进， 切实增强主题教育的针对
性、实效性，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做
好本职工作、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
省领导乌兰、王少峰、张剑飞、李
殿勋、叶红专、彭国甫、易鹏飞参加相
关座谈。
“这次主题教育，中央明确提出不
划阶段、不分环节，这就要求我们把学
习教育贯穿始终， 从一开始就把查找
和解决问题牢牢抓在手上。 希望大家
直奔主题， 畅所欲言地讲问题、 提建
议， 帮助我们查摆剖析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 更好地抓好相关工作的整改落
实。”座谈伊始，杜家毫开门见山地说。
各市州和部分省直部门主要负责
人立足本职岗位和各地区各部门工作
实际，围绕抓好理论学习、加强政治建
设和基层建设、打好三大攻坚战、保障
和改善民生、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
等主题先后发言， 提出具体意见和建
议。 当部分市州和单位提到一些具体
问题和困难时， 杜家毫现场叮嘱与会
的相关省直部门负责同志把问题领回
去，认真研究解决。他说，开展主题教
育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破解难题的过程。对检视出来的问

题，必须立行立改、即知即改。
杜家毫强调， 这次主题教育时间
虽短，但任务更集中、更繁重，必须高
标准、严要求，探索实行清单化管理，
坚持一体化推进， 确保把主题教育抓
实、抓好、抓出成效。要列出学习清单，
在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 色 社会 主义 思 想学 习纲
要》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的基础上， 结合本地区本
部门工作实际，带着问题学，在学习过
程中联系实践中的困惑、 工作中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思考、调研，从中坚定
理想信念，端正发展观念，明确工作思
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要列
出调研清单， 聚焦全省中心工作和群
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结合主
业主责和分管工作深入基层调研，统
筹抓好主题教育与当前中心工作，做
到两手抓、两促进。要列出问题清单，
坚持问题导向，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上强调的“四个找一找”要求和中
央有关巡视、督察、督导反馈意见，深
入检视问题，精准发现问题，全面梳理
问题， 做到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
题， 什么问题突出就抓紧解决什么问
题。要列出整治清单，落实落细这次主
题教育列出的8个方面专项整治任务，
以及“提篮子”“打牌子”、围标串标、涉
砂涉矿涉股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
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以解决。 要列
出整改清单，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
责任和时限， 推动问题逐个整改落实
到位。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