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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专题研讨班13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
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贯彻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对顺利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党中央决定举办这期研讨班，
目的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这个层面
把全会精神理解深、理解透，把《准则》、

《条例》各项规定把握精、把握准，以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思想到位、行动对标带
动全党贯彻落实，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
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开班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
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俞

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出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新
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要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
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
斗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
治性，就是党内政治生活要把
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
党员、干部自觉维护党中央权
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
一。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
性，就是党内政治生活要紧跟
时代步伐、聆听时代声音、回答
时代课题，及时发现和解决党
内出现的新问题，使党内政治
生活始终充满活力。增强党内
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就是党内

政治生活要坚持党的思想原则、
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工作原则，
按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按原
则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增强党
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就是党内
政治生活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使每个党组织都成为激浊
扬清的战斗堡垒，使每个党员都
成为扶正祛邪的战斗员。

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严格
自律，要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
特权现象作斗争，从自己做起，从
身边人管起，从最近身的地方构
筑起预防和抵制特权的防护网。
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在选
人用人上把好方向、守住原则，坚
持党管干部原则，带头执行党的

干部政策，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
风。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防
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
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
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领导干部
严格自律，要注重自觉主动接受监
督，对党忠诚老实，党员、干部决不
能以任何借口而拒绝监督，党组织
也决不能以任何理由而放松监督。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准则》、《条例》，针对党
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指出
了病症，也开出了药方，既有治标举
措，也有治本方略。学习领会《准
则》、《条例》，必须紧密结合新形势
下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来进行。《准
则》、《条例》每句话都有深刻内涵和
明确指向，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大

家要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反复对
照，不能大而化之、囫囵吞枣。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领
导干部要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
责任，使贯彻《准则》、《条例》成为
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的自
觉行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
要亲自抓、亲自管，确保贯彻落实
不走偏、不走样。各级党组织要
加强检查和考核，及时发现和解
决问题，严格落实执纪问责，完善
抓落实的长效机制。高级干部要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凡是要求党
员、干部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
到，凡是要求党员、干部不做的自
己必须首先不做。希望在座各位
带个好头，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作
出新业绩、树立好形象。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
反馈情况 13 日开始在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站向社会公布。当
天公布了本轮巡视对北京、重
庆、广西、甘肃 4 省份进行“回
头看”的反馈情况。

——北京：存在领导干部
以权谋房等问题

对北京的巡视“回头看”
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
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党的领导弱化，贯彻“看北
京首先从政治上看”的要求不
到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2 月 26 日视察北京发表的
重要讲话精神不扎实。政治站
位不高，担当意识不够强。吕
锡文案件后续处理工作不及
时，开展警示教育不够。党管
干部不严实，一些干部“带病提
拔”。党建工作薄弱，党内政治
生活不够严肃，“两新”组织、农
村、国企等基层党建工作抓而
不实。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两
个责任”落实不到位，研究具有

北京特点的反腐倡廉工作不
深，存在领导干部以权谋房等
问题。上轮巡视提出的“小官
巨腐”、干部选拔任用不规范、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
仍有发生。

——重庆：清除“薄、王”思
想遗毒不彻底

对重庆的巡视“回头看”
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
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党的领导弱化，担当意识
不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差距，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有
偏差，选人用人把关不严，一些
干部“带病提拔”。党的建设缺
失，市委以上率下抓得不够

“严”，党口部门和区县党委抓
得不够“专”，基层党组织抓得
不够“实”。全面从严治党不
力，“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一
些重点领域腐败问题突出，一
些领导干部十八大后不收敛不
收手。上轮巡视发现的一些重

点问题整改不到位，清除“薄、
王”思想遗毒不彻底，国企腐败
形势依然严峻，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没有得到有效遏
制。

——广西：国土、交通、林
业、国企等领域廉洁风险突出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巡视
“回头看”中，巡视组发现和干
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
是：

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
到位，领会贯彻新发展理念不
全面，扶贫脱困存在数据失真、
项目不准等问题；执行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不严格，部分市
县政治生态堪忧，落实意识形
态责任制不扎实；党内政治生
活不够规范，双重组织生活坚
持不经常，党建工作虚化空转，
部分基层党组织“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走过场。上轮巡视指出
的“两个责任”落实压力层层递
减，国土、交通、林业、国企等领
域廉洁风险突出，群众身边腐

败多发，选人用人不严格，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仍有发
生。

——甘肃：扶贫资金使用管
理等问题整改不到位

在对甘肃的巡视“回头看”
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
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
力，“四个意识”不够强，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甘肃提出的“八个着
力”要求有差距；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意识不强，一些领导干部执
行外出报备制度不严格，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担当不够，交通、民
航、土地、文化等领域廉洁风险较
高；存在“带病提拔”、“带病上
岗”、搞团团伙伙、超职数配备干
部等问题；省直部门党建“灯下
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上轮
巡视指出的落实“两个责任”、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扶贫资金
使用管理等问题整改不到位。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

京渝等四省“回头看”，发现了啥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记者陈聪 毛伟豪） 备受
老百姓关注的网络订餐安全问题将迎来更加完善的监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了《网络餐饮服务监
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
提出，利用互联网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当具有实体店铺并依
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
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

意见稿明确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应履行的责
任。意见稿明确，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餐饮服务提供
者的经营行为和服务进行抽查和监测。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发现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
即报告其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
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对于自办网站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意见稿提出，应
当在其网站首页醒目位置公示其食品经营许可证。网上公
示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店名和地址应当与实际店名和地
址一致，公示的门面、大堂、厨房等图片应当与实体店一致；
公示的菜品信息、主辅料等应当与实际菜品和所用主辅料
一致；公示的图片应当与实际菜品基本一致。

网络餐饮新规征求意见：

网店商家应有实体店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13 日电（记者刘懿德）13 日上
午，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
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原审被告人王力军非法经营
案。庭审在当日结束，法院将择期公开宣判。

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一致认为，王力军的行为虽然
违反当时的行政法规，具有行政违法性，但不具备与刑法第
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
事处罚必要性。检察机关认为，王立军的行为不构成非法
经营罪，建议法院依法改判。辩护人认为应当宣告王力军
无罪。

王力军系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包镇永胜村农民，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 月间，王力军从周边农户手中收
购玉米。原审法院以被告人王力军没有办理粮食经营许可
证和工商营业执照而进行粮食收购活动，违反《粮食流通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为由，依据刑法第 225 条第四项规定，以
非法经营罪判处王力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2万元。宣判后，被告人王力军未上诉，检察机关未
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1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指令
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巴彦淖尔市人
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

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获刑案再审

律师做无罪辩护

综合新华社消息 德国前外长弗兰
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 12 日在总统选
举投票中获胜，当选第12任德国总统。

施泰因迈尔曾在多项民调中被誉为
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
举期间，施泰因迈尔曾批评当时的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鼓吹仇恨”。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施泰因迈尔抱怨
特朗普阵营未能展示“清晰、连贯的”外交
政策立场，并预测德美两国关系将“变得
更艰难”。

施泰因迈尔 1956 年 1 月 5 日生于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代特莫尔德市，已
婚，育有一女。他曾就读于吉森大学的
法学和政治学专业，1991年获得博士学
位。

1991 年，施泰因迈尔在下萨克森州
政府担任法律顾问，1999年担任德国前
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总理府部长。

2005年，施泰因迈尔出任由德国史
上首位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德
国大联合政府外交部长。2007年，他被
任命为副总理。

2009年，施泰因迈尔作为社会民主
党总理候选人与默克尔角逐德国总理宝
座，失败后在联邦议会中任在野党社民
党党团领袖。

2013年，由默克尔领导的新一届联
合政府成立，施泰因迈尔再次出任外交
部长。

德国总统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由联
邦议员以及德国16个联邦州代表组成的
联邦大会投票选出国家元首。施泰因迈
尔此次当选属于意料之中，德国主要大党
先前均表态支持他竞选总统。施泰因迈
尔将于3月19日正式履职。

图为 2016 年 1 月 14 日，在奥地利
维也纳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总部，
时 任 德 国 外 长 施 泰 因 迈 尔 出 席 新 闻
发布会。 新华社发

新闻人物

德国新当选总统：
施泰因迈尔

（上接 A1 版）紧盯重点追踪监
督，推动了相关工作改进和政策
出台，政府的民生实事工程让广
大群众更有获得感。同时，市政
协还选派委员担任市委督查专
员和专家库成员，会同市委、市
政府督查室就重点提案落实情
况开展督查，参与市委、市政府
组织开展的专项督查活动，促进
了政协民主监督与其他监督形

式优势互补、相互融合，提升了
政协工作实效。

让“名人”激励后来人

常 州 历 史 悠 久 ，人 才 辈
出 ，数 不 胜 数 的 历 史 文 化“ 名
人 ”正 是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之 魂 。
十 三 届 市 政 协 充 分 发 挥 文 史
工作的职能优势，在全省地级
市中率先设立政协文史馆，让

文史资料和研究工作走出政协、
服务社会。

季子故里，诚信之地。十三届
市政协与有关部门一起举办了全
国性季子研究学术研讨会、季子逝
世 2500 周年纪念活动，编辑出版
了《延陵季子研究文集》《延陵季子
史料集》《季札评传》《季札的故事》
等季子文化研究丛书，有关著作入
选常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软件工

程，填补了国内季子研究传记方面
的空白，得到了中国社科院专家的
赞誉。

十三届市政协组织委员和专
家，持续开展唐荆川、盛宣怀、刘国
钧、“常州三杰”和齐梁文化等方面
的研究，为中山纪念堂、张太雷故
居、恽代英纪念馆、史良故居、周有
光图书馆等建设修缮工作献计出
力，同时加强“三亲”史料收集工作，

编辑出版《常州文史资料》等 31 本
地方文史著作。建立了市政协文史
研究中心，组建政协文史专家库、唐
荆川研究专家库。发起成立常州名
人研究院，开设名人文化展示厅，全
面呈现我市 58 位具有代表性的历
史名人及其遗物著作、研究成果，使
之 成 为 社 会 各 界 共 同 的 精 神 财
富。

黄珏 刘啸 孙蕾蕾

近日，大批海鸥飞临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平水桥
附近的海边，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

新华社发

近日，广西南宁市石门森林公园里的樱花陆续绽放，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按照国
务院工作部署，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就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派出督查组，赴部分省区开展实地专项督查。

此次专项督查，重点围绕五个方面：一是督查工程建设
领域尤其是涉及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治理情况。
重点督查工程建设领域督促企业依法按月足额支付工资、
全面推行工资专户管理和银行代发等制度情况。二是督查
严肃查处欠薪违法行为特别是恶意欠薪涉嫌犯罪行为情
况。重点督查健全农民工欠薪投诉机制，畅通窗口、门户网
站、“12333”热线、投诉举报电话等欠薪投诉举报渠道以及
通过媒体或在工地设告示牌等方式广而告之的情况。三是
督查因拖欠农民工工资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置情况。重
点督查健全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置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
发的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情况。四是督查全面治理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五是督查加强组织领导
情况。

重点督查政府项目拖欠工资治理情况

就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国办派出督查组

据新华社台北 2 月 13 日电（记者吴济海 刘欢） 据台
湾消防署 13 日晚 23 时 10 分许通报，当晚 9 时发生的游览
车翻覆事故已造成28人死亡，16人受伤。

消防署接台北市消防局通报，13 日 21 时 6 分许，在台
湾公路主干道 5 号南港系统交流道接台湾公路主干道 3 号
南下路段，一辆蝶恋花公司的游览车翻覆于引道边坡，其中
28名乘客无生命迹象未送医，16人受伤送医。据现场参与
救援的交通警察表示，初步调查，该游览车为武陵农场赏樱
团返回台北途中，疑因车速过快，直接冲出护栏，翻落边
坡。游览车人员中初步排除陆客。

16人受伤

台湾一游览车发生翻车事故

至少28人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