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

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

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

案件检查工作条例》 的有关规定，

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

立案审查。中央的这一决定，体现

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政

治勇气，彰显了我们党“治国必先

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坚定决心。

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党内没有

特殊党员。 对周永康的立案审查，

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在社会主义中

国， 不存在制度笼子之外的权力，

也决不允许有党纪国法之外的党

员。任何人违犯法纪，都要依法依

规处理。党员领导干部，不论职务

高低、党龄长短，都要受到党纪国

法的约束，都必须接受党组织的教

育和监督。如果私欲膨胀、滥用权

力、谋取私利，迟早都会摔跟头，甚

至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对于这一

点，谁都不要心存侥幸，计算“不出

事”的概率；谁都不能藐视法纪，存

有进了“保险箱”的幻觉。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建设坚强有力的党， 务必从严。对

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8600

多万党员、

在一个

13

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

党， 管党治党一刻都不能松懈。新

形势下，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

件、党员队伍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

化。尽管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

是好的，但消极腐败现象、违纪违

法案件依然时有发生，考验和危险

尖锐地摆在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

任务越艰巨， 就越要加强纪律建

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

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

致前进。”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

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经

受“四大考验”、防止“四大危险”，

全党同志务必警醒起来，始终保持

居安思危的忧患，始终绷紧党纪国

法这根弦，切实把从严治党的要求

落到实处。

“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信仰

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清正廉

洁的政党，在任何时候都能立于不

败之地。这是我们党

90

多年奋斗历

程的深刻总结，也是我们党始终保

持纯洁性先进性的根本要求。面对

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

期待，全党同志都要自觉把思想统

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加强党性修

养，坚定理想信念，严格遵纪守法；

要严肃纪律、疾恶如仇，对一切不

正之风敢于亮剑，使我们党越来越

成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

力。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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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今日市区 多云转大到暴雨 24~31℃ 阵风3~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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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10月召开

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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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

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中共中央决定

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去年

5

月

28

日， 成都二环高

架快速路正式通车试运行 ；

3

天

后， 成都二环路快速公交开始试

运行。 尽管成都并非全国第一个

打造快速公交系统的城市， 但在

快速路系统与快速公交同步建

设、 同步使用方面， 走在了全国

前列。 日均

28

万人次的客流量，

是市民给快速公交点下的一个大

大的赞。

“公交优先就是百姓优先 ，

发展公交就是发展民生 。” 在这

一理念的引领下 ，成都公交作为

民生政府对接城市公众最密切

的服务“管道”，近年来驶上了发

展的快车道。

如今， 成都已开通公交专用

道

87

条，双向总长度

763

公里，较

2012

年初增长

81%

， 公交车平均

运营速度达到

16.9

公里

/

小时 ，

较

2012

年初提高

17%

。一套“多形

态、大容量、无缝化”的立体公交

系统正在成都逐步构建。

更重要的是，

2012

年来，新的

公交惠民政策不断推出，多次开创

全国先河：

2

小时内免费换乘、老年

卡免费乘车次数增加、开行免费公

交线路、推出社区巴士……

本报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

道，从便捷公交、舒适公交 、智能

公交、绿色公交、平安公交几个方

面， 为您全面展现成都公交的现

在与未来，敬请关注。

■ 开 / 栏 / 语

把参与改革的人搞得多多的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桥上快速公交 桥下社区巴士

便捷公交 每天513万人次首选

目前中心城区已开通68条免费

社区巴士线路，9月底前再开通16条，

年底前达到100条

95.9%的地方能在500米之内找

到公交站点，80.1%的地方300米之

内就有公交站点

就近

出行

公交车今年突破10000台， 截至

今年5月， 公交集团实际运行公交线

路370条

市民出发到中心城区任一目的

地，96%以上的出行最多需要一次换

乘就能到达

就便

出行

二环快速公交平均运营速度已达

到31公里/小时，较原二环公交环线提

高106%

� � � � 日均客流由开行初期的16万人

次增加到28万人次，增长75%

就快

出行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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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

治局7月29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

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

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

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研究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会议分析研究了上半

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

障， 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

事关人民幸福安康、 事关党和国家长治

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必须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

会议强调，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

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

势复杂多变， 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 矛盾风险挑战之

多前所未有， 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

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我们党要更好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更好维护和运用我

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更好统筹社

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行为， 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

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实现经济发

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

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

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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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7月29日上午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

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

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

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

和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俞

正声、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座谈会。李

克强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

况，介绍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

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 民建中央主席

陈昌智、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农工党

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 台盟中央

主席林文漪、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

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先后发言。他

们赞同中共中央、 国务院对当前我国

经济形势的分析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

考虑，并就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支

持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资本市场、规范

和发展互联网金融、 防范和化解金融

风险、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大医保体

制改革力度、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提

高公共投资效益、 重视引进外国高端

人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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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加快成都电网建设

葛红林调研成都电网建设及迎峰度夏电力保障工作

千名专业保安 随身配电警棍

公交防暴恐大队昨成立

每天7点到22点，将在公交车辆、公交车站、公交场站上进行流动巡查，严格巡查乘客携带

的可疑物品，及时阻止车内不文明现象

08

上半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050.8亿元，同比增长13%

网购给力 汽车大卖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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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叶小文做客金沙讲坛

讲述音乐情缘

演奏八支名曲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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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支书带领村民住上“别墅”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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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从严治党 坚定不移

桥上快速公交，桥下社区巴士，换乘方便快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