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
作为，这个新气象新作为首先是全面从
严治党要开创新局面。

十九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
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党的十
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进
一步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要经验，深入分析了党面临的风
险和挑战，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
务，强调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
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
新局面。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登高望
远、居安思危，内涵丰富、切中要害，
既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宣言书，也
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动员
令。

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
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回望过去极不平凡的五
年，我们党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
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对党、对国家、对民族都产生了不
可估量的深远影响。经过党的十八大以
来的不懈努力，全面从严治党有了很好
的基础，我们要乘势而上，牢牢把握加
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
洁性建设这条主线，通过全面从严治
党、把党建设好建设强，才能统揽“四
个伟大”全局，确保党成为始终走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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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坚强保证。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全面从严治

党一刻都不能松，这是管党治党经验教
训的深刻总结。正确的大政方针要取得
成效，重在坚持、难在坚持。改革开放
以来的实践表明，管党治党只能紧不能
松，否则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
会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不正之风和腐
败就会卷土重来，气焰更加嚣张；就会
造成党内和社会上思想混乱，影响人民
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任。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同时也要
看到，这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良好
开端，全面从严治党还远未到大功告成
的时候，决不能跌入抓一抓、松一松，
出了问题再抓一抓、又松一松的循环，
必须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从严治
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
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党章规定“四个服从”，最
根本的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中
央强调“四个意识”，最根本的是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都
不是空洞的口号，不能只停留在表态
上，要落实到行动上，自觉做到党中央
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
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执行党中
央决策部署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
变通。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
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
自我革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乘势而上，开创全
面从严治党新局面，我们党就能带领人
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
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乘势而上，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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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昌1月 12日电 1
月12日7时18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

“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二
十六、二十七颗北斗导航卫星。

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
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工程第
三、四颗组网卫星。这次发射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18年首次
发射，正式拉开新年度北斗高密
度发射序幕。

卫星入轨后，经测试及入网
验证，可对外提供服务。按照计
划，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于
2018年底服务“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这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
配套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
级）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
创新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抓总研制。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62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

新年北斗高密度发射序幕开启

新华社首尔1月12日电 韩
国统一部12日说，韩国政府当
天向朝方提议15日10时（北京
时间9时）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

“和平之家”举行有关朝方代表
团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实务会谈。

韩国政府当天下午通过板门
店联络渠道向朝方通报了这一提
议，并通知朝方将派以统一部次
官千海成为首席代表的3人代表

团参加会谈。韩方同时还向朝方
递交了有关朝方代表团参加平昌
冬奥会及相关文化活动的立场材
料。

韩国和朝鲜9日晚在板门店
结束高级别会谈。双方发表共同
声明，就朝方参加平昌冬奥会、双
方举行军事部门会谈等事项达成
一致。双方强调，还将举行各领域
会谈，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韩国向朝鲜提议15日举行实务会谈

讨论朝方代表团参奥事宜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美
国旧金山国际机场半年来第三次
险酿惨剧。一架客机9日收到降
落指令后认错跑道，幸亏及时纠
正，否则可能撞上等候起飞的飞
机。

美联社11日报道，墨西哥
航空公司668航班由墨西哥城起
飞，9日上午11时45分抵达旧
金山国际机场并获得塔台确认，
准备降落28R跑道。

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言人伊
恩·格雷戈尔说，客机距离机场
1.6公里处时，空管人员发现，
它“认错跑道”、准备在28L跑
道降落。

28L跑道与28R跑道平行，
一左一右。维珍美国航空公司一
架空客A320飞机当时正在28L
跑道上等待起飞。

“墨航668复飞”，空管人员
下令。飞行员迅速确认并执行指
令，最终得以安全降落。《圣何
塞信使新闻》报道，雷达信息显
示，飞机拉起复飞前距离地面仅
76米。

格雷戈尔说，联邦航空局已
着手调查。美国航空公司资深飞

行员克里斯·曼诺说：“飞行员
似乎搞错了左右。”

许多飞行员吐槽旧金山国际
机场降落难，跑道之间距离近。
在大型机场，飞机起飞和降落一
般不共用跑道，但这种情况在旧
金山机场依然常见。

美国航空业咨询师、飞行员
道格·莫斯说，“六个月内第三次
（险酿惨剧），着实令人吃惊”，三
起事件成因不同，但总体而言，

“旧金山国际机场多少有问题”。
去年10月，加拿大航空公

司一家客机降落旧金山机场时，
因跑道上有飞机尚未离开，空管
人员多次发出放弃降落警告。但
前者不予理会、照常降落，所幸
未出事。

去年7月，一架载有140人
的加航班机误将滑行道当成跑
道，差点撞上4架正在等待起飞
的飞机。这一事件促使联邦航空
局颁布针对夜间降落和塔台人员
的新规定。

莫斯说，旧金山国际机场进
出港航班多，但跑道太少。当地
官员多年来一直希望扩建，遭民
众强烈反对。

美国旧金山机场险撞机
半年来第三次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方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
资兴业，同时在华经营的外国
企业也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

有记者问，近日，万豪酒
店集团在其会员邮件和手机应
用软件注册页面将港澳台和西
藏列为“国家”。目前中国多
个部门已对万豪酒店采取措施
并立案调查。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陆慷说：“中方有关部门

已经对此作出了处理，你所提
到的这家企业负责人也已公开
致歉。我想强调，香港、澳
门、台湾、西藏都是中国的一

部分，这是客观事实，也是国
际社会的共识。”

他表示，中方欢迎外国企
业来华投资兴业，同时在华经
营的外国企业也应当尊重中国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

法律，尊重中国人民民族感情。
这也是任何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
兴业、开展合作最起码的遵循。

外交部：

在华经营外国企业
应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上接01版）规定了社会主义法
治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
和保障人权原则，等等，反映了
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
益。我国宪法确立的一系列制
度、原则和规则，确定的一系列
大政方针，具有显著优势、坚实
基础、强大生命力，必须长期坚
持、全面贯彻。

会议指出，宪法修改是国家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
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
重大决策，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为更好发
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需
要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
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
升为宪法规定。党中央决定用一
次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
充分表明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
的高度重视。

会议认为，这次宪法修改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
要求，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
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必须贯
彻以下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严格依法按
照程序进行；充分发扬民主、广
泛凝聚共识，确保反映人民意
志、得到人民拥护；坚持对宪法
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做
到既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
求，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保
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十九届二中全会1月18日至19日召开

一架客机从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起飞。（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1月 12日电
记者12日获悉，因出现违法
违规内容，又有两家国际品牌
的网站被上海市网信办责令更
正、全面自查整改并致歉。

据媒体报道和网民举报，
经上海市网信办核实，zara
网 站 （zara.cn） “JION
LIFE”栏目下的“收取衣
服”选项介绍中，将台湾称为

“ 国 家 ”； 美 敦 力 网 站
（medtronic.com）“国家”选
项中，有“中华民国（TAI-

WAN）”字样，并与其他国
家并列。

上海市网信办1月 12日
向zara.cn运营主体爱特思电
子商务 （上海） 有限公司、
medtronic.com 运营主体美
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发
出《互联网站整改通知书》，
责令两家网站立即更改违法
违规内容，并于 12 日 18 时
前在官方网站刊发致歉声
明。同时要求两家网站全面
自查，进一步加强官方网站

及APP信息内容合法性审查和
管理，按时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上海市网信办将视整改情况作进
一步处理。

上海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严
肃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
地，跨国企业应遵守中国互联网
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合法合规运
营。上海市网信办将加大对互联
网违法违规信息的整治力度，同
时欢迎社会各界、广大网民据实
举报，共同维护良好网络舆论生
态。

出现类似万豪国际集团违法违规内容

上海网信办责令两网站更正

相关报道 04a

据中国民航局网站 针对
达美航空官网将西藏、台湾列
为“国家”事件，民航局高度
关注，第一时间约谈达美航空
公司相关负责人，责令其查明

事实，立即整改，并将调查结
果和整改情况及时向社会公
开。同时，民航局要求达美航
空立即公开进行道歉。

民航局将要求运营至我国

航线的所有外国航空公司立即
对企业网站及APP等客户端信
息进行全面排查，严格遵守我
国法律法规，杜绝同类事件发
生。

民航局约谈达美航空相关负责人
要求其立即整改、公开道歉

新华社北京1月 12日电
记者12日从工信部获悉，针
对近期媒体报道相关手机应
用软件存在侵犯用户个人隐
私的问题，工信部信息通信
管理局约谈了北京百度网讯
科技有限公司、蚂蚁金服集
团公司（支付宝）、北京字节
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今日头
条），要求三家企业立即进行
整改。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指出，三家企业均存

在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
则、使用目的告知不充分的情
况。

工信部已组织技术部门对
相关手机应用软件是否存在侵
犯用户个人隐私行为进行持续
监测，并将加强对互联网服务
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告知、账号
注销等环节的监督检查。一经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查
处并向社会曝光。

工信部要求各互联网企业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不得收集服务所必
需以外的用户个人信息，不得将
信息用于提供服务之外的目
的，不得非法向他人出售或提
供个人信息，同时进一步优化
服务协议、用户隐私政策和手
机权限调用说明，维护用户合法
权益。

三家企业表示将按照监管部
门要求对相关服务进行全面排
查，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产品设
计，认真整改。

手机APP疑侵犯隐私

工信部约谈百度、支付宝和今日头条

相关新闻

新闻链接

据新华社 记者12日从上海市旅游局获悉，针对
“万豪会员邮件事件”，市旅游局于11日晚紧急约谈万豪
国际集团上海公司相关负责人，责成万豪酒店管理层立
即查明事实，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并配合相关部门依
法进行调查处理。

所有在华酒店
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近日，万豪酒店集团在发给其中国会员的活动邮件
中，把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都列为“国家”。

上海市旅游局严正强调，所有在华酒店必须遵守中
国法律，尊重中国人民感情。责成万豪酒店管理层立即
查明事实，说明情况，并向公众真诚道歉；立即落实整
改，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
进行调查处理。

据悉，万豪相关负责人表示已深刻认识问题严重
性，将认真配合相关调查，落实整改要求，回应社会关
切。

国家旅游局11日公告称，责成上海市旅游局尽快查
明事实，配合相关部门作出处理。国家旅游局重申，旅
游住宿企业要立即对企业网站和APP上的信息进行全面
排查，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坚决杜绝出现类似事件。

万豪酒店首席执行官
为公司涉华不当行为道歉

美国连锁酒店万豪首席执行官11日发表声明，为公
司近日两起涉华不当行为道歉，称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
完整，将采取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我们不支持任何企图分裂中国领土主权的人，我们
也不以任何方式鼓励或煽动这类个人及团体。我们意识
到了事件的严重性，表示真诚的道歉。”万豪集团首席执
行官阿恩·索伦森在一份给新华社记者的声明中说。

声明称，万豪已修改了相关表态，纠正了不当行
为，并对万豪所有网站和手机应用上的相关内容进行核
查。索伦森表示将积极配合中国有关部门的调查，并在
得出调查结果后对相关负责人员采取必要的处罚措施。

9日，有网民曝光万豪在一份致中国会员的问卷
中，将中国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列入“国
家”一栏。此后还有媒体曝出万豪酒店在美国社交网站
推特上为一个“藏独”团体账号“点赞”。记者11日发
现此次“点赞”已被撤回。

上海黄浦区网信办及市场监管局日前已约谈万豪酒
店管理公司上海负责人及万豪国际集团大中华区负责
人，要求整改。此外，由于万豪酒店的行为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相关规定，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已经对其立案调查。

上海旅游局约谈万豪
责令其查明事实、严肃处

理相关责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