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办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加强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强化地方政府分级负责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要明确中央在财政事权确认和
划分上的决定权，落实地方按规定履行教育领域
财政事权的责任，充分调动地方因地制宜发展区
域内教育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合理确定政
府提供教育领域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方式，合理划
分各级各类教育领域相关公共服务的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要以义务教育、学生资助等基本公共
服务为重点，适度加强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强化地方政府分级负责机制，落实国家基础标准，
加快推进教育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方案》将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为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其他教育三个方面。一是
义务教育总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其中：
涉及学校日常运转、校舍安全、学生学习生活等经
常性事项，所需经费一般根据国家基础标准，明确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档负担比例，中央财政承担的
部分通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安排；涉及阶段性
任务和专项性工作的事项，所需经费由地方财政统
筹安排，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统筹支持。二是学
生资助作为相对独立完整的政策体系，覆盖学前教
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将其总
体确认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并按照具体事
项细化。三是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等其他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
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
制，总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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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
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中国共产党之
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
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
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牢牢把握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
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的根本任
务”，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这
次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深刻阐述了强
化理论武装的重要意义，为全党开展主

题教育指明了努力方向。牢牢把握这
一根本任务，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全党，才能使全党更加坚定自觉
地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
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党一贯重视从思想上建党，一贯重视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始终把
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这
是我们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一条基
本经验。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们
党开展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以思
想教育、理论学习打头。今天，我们党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

国执政，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肩负艰巨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
理论思维，就难以保持政治上的清醒
坚定，也难以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开
展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要把强化理论武装作为根本性任
务，聚焦解决思想根子问题，巩固全党
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
要跟进一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必
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不断加深对这一党的创新理论重大

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的理解，学深
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才能增强贯
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提高运用党的
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是执政兴国
的骨干力量，必须在学懂弄通做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下功夫、作表率，确保全党思想意志统
一、行动步调一致。认认真真学原著
悟原理是搞好这次主题教育的基础，
要将学习贯彻始终，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取得新进
步、达到新高度，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增
强党性、提高能力、改进作风、推动工
作上来。目前，一些党员干部在理论

学习上同党中央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小
差距，没有做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
往实里走。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统一，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系统
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
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强大
的物质力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引领
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
前进，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光
明的前景。（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从小立志成为火车司机的泰国青年
阿努帕·提帕拉，最近获得奖学金来中国
学习铁路技术。得益于“一带一路”建
设，他离“火车侠”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无独有偶，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
尾武彦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找到了
类似“感觉”。他日前表示，如有合适
项目，亚行乐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从普通民众到国际机构，“一带一
路”倡议的全球“圈粉”，是中国立己达
人、共谋发展的一个缩影。今日之中
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
帜，为乍暖还寒的世界经济注入一股

“暖流”，在全球范围内赢得越来越多
的支持者和同行者。

坚持开放发展互利共赢

13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21个国
际组织、8000家中外企业及机构参展
参会；成立全球服务贸易展望委员会；
会议期间累计意向签约额达1050.6
亿美元……夏日的京城，一场如火如
荼、成果斐然的“京交会”，搭建起中外
服务贸易高水平合作的纽带和桥梁，
见证着中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坚
定和执着，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无
限潜力和广阔前景。

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涌动
之时，中国正以更深入的开放举措、更
积极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更有
效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为全球经济
增添活力和动力，日益成为世界发展
的信心之源。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
家，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
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一连串令人瞩目的头衔标注着中国经
济的实力、潜力与活力、韧性，让国际
社会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分享机遇的担
当与作为。

2018年3月以来，美国政府不顾
各方反对，单方面发起中美经贸摩擦。
面对咄咄逼人的贸易霸凌，中方保持战
略定力，沉着应对，展现了中国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和国
际贸易秩序的坚定决心。同时，中国
始终按照既定方针，不为任何干扰左
右，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充分开放中国机遇与世界共享。

从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到制定外商投资法，从降低关税水平
到扩大外资市场准入，一系列扩大开
放的硬招实招，向世界展现了改革不
停顿、开放不止步的中国魄力。放眼

全球，从非洲到拉美，从欧洲到中东，
“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打破山海阻隔，
拓展发展空间，联结全球市场，把“遗
忘的土地”变成“希望的田野”，开启通
向广阔世界的大门。

“在一些国家质疑全球化、多边主
义，甚至开始采取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恰恰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促进开放合作、推进自由
贸易的好平台。”智利总统皮涅拉说。

有学者总结，当今世界经济正在
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桥梁的“双环流”体
系，联结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打
通贸易、投资、产业链，创造全新需求
与供给。中国作为“超级链接”和“共
享中枢”，把互利共赢、和合共生作为
打开未来的正确方式。

勇担大国责任增益世界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大
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国际形势，中国
坚守道义，担当使命，为世界和平发展
持续贡献正能量。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等全球行
动，努力维护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权
威……中国在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
易体制上的努力，国际社会有目共
睹。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说，中国
支持多边主义，在国际上重信守诺，这
体现了古老中华文明的智慧和中国作
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在当今世界诸多冲突动荡地区，
中国越来越成为守护和平的信心和力
量之源。从积极参与推进半岛问题的
政治解决进程，到推动伊核、叙利亚、
阿富汗、也门等热点问题磋商，中国一
贯主张以和平对话替代冲突对抗，并
提出照顾各方关切的中国方案，赢得
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多“点赞”。

从应对气候变化到促进全球可持
续发展，从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发
展到促进国际反恐合作……在诸多需
要担当责任的国际领域，中国怀着“天
下一家”的情怀，尽己之力，贡献世界。

而与此相反，一段时间以来，作为
世界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其种种行
动却在跟世界发展大潮逆流而行，跟
国际社会人心背道而驰。“从6月10
日起对墨西哥所有输美商品征收5%
关税，直到非法移民停止经由墨西哥
进入我们国家”——美国挥舞“关税大
棒”，砸向近邻墨西哥。

面对有人开历史倒车搞“丛林法
则”霸凌世界，中国始终坚持国际道义，
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谁在与世
界共生，谁在与世界为敌？不言自明。

力推文明交流美美与共

初夏的北京，一场具有开创性意
义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如约登场。除
了亚洲47个国家代表与会，大会还邀
请拉美、欧洲等其他地区代表，就文明

交流展开广泛探讨。这场“文明之
约”，发出支持文明交流互鉴的有力声
音，释放出坚持相互尊重、力促文明交
融的正能量，在全球引发积极回响和
持久“共振”。

一段时间以来，“文明冲突论”“文明
优越论”等错误论调甚嚣尘上，与民粹主
义、种族主义相互呼应，引发广泛担忧。

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姹
紫嫣红之别。站在人类文明和谐发展
的视角，中国旗帜鲜明反对所谓“文明
冲突”论调，致力于推动文明对话，为
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实现持久和平贡
献智慧和力量。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里莫夫
认为，这场文明对话有助加强合作，实
现亚洲和平与共同繁荣，也有助于解
决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贩毒、气
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难题。

一直以来，推动人文交流和文明
对话都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支点和
一道靓丽风景。中国致力于把“一带
一路”建设成“文明之路”，实现沿线各
国各民族的文化大交流、文明大融
合。在中国倡议下，共筑“文明之路”
日益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思想
共识和共同行动。

在金砖合作机制中，人文交流与
经济、政治安全一起，形成该机制的

“三轮驱动”；在上合组织中，人文合作
与安全、经济齐头并进，为促进上合组
织持续有力发展贡献不竭活力。作为

金砖合作和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中
国对人文交流和文明融合的重视，为
机制和组织“人文气质”的塑造和培育
打下深深烙印。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中国文明
观，同样蕴含在多边与双边交往的诸多
细节中。从雁栖湖畔到西子湖畔，再到
长城脚下的世园会，重大多边、主场外
交场合，丰富多彩、独具匠心的文化活
动融汇东西元素，激发精神共鸣；从非
洲到拉美，中国推动的诸多人文交流举
措引发广泛好评；在高层引领下，中外
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日益丰富，多元互
动的人文交流格局正在形成。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
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
明优越，这是中国的宣言，也是中国的行
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查尔
斯·阿姆斯特朗认为，中国凭借倡导多元
文化以及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间
的和平共存，已成为整个欧亚及更广地
区内互联互通和交流往来的催化剂。

文明的力量，把涓涓细流汇成江
河湖海，让命运与共成为一种发自内
心的情感认同。

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谋大
同。今日之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
态拥抱世界、以精彩纷呈的文明成就
贡献世界，携手各国迈向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记者韩
梁 郑汉根）

立己达人谋大同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九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
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日前，中央纪委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

辽宁省城乡建设集团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志虹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科教文卫体委
员会主任马清贵违规公款吃喝问题

安徽省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副调研员
刘朝中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等问题

湖北省水利厅漳河工程管理局原党
委书记、局长易远洪违规批准下属企业
购买超标准公务用车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屯昌县支行原
党组书记、行长杜传师违规组织公款吃
喝等问题

青海省化隆县教育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冯忠豪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并收受
礼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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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
用劳动时所表现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
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现代经济
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对

“分工”的定义，奠定了自工业革命以来
世界经济学的基石。如同一些美国知名
学者所言，如果说美国的发展是一个奇
迹，那么奇迹的源泉之一就是这部著作。

对自由市场的追求，让美国在形成
全球大市场、国际大分工的历史进程中
脱颖而出；对公平竞争的坚持，向来是美
国引以为傲的价值坐标。但时至今日，
美国的一些政客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的
来路，或者明明知道何为世界经济发展
的正途，却为一己之私利不顾一切要挡
住别人的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正在被华盛顿那双“霸道的手”束缚。

亚当·斯密用制钉工人论证分工的
意义，但在美国的一些政客那里，手握
着锤子就看着什么都是钉子。美方情
报官员频频炒作一些莫须有的在华经
营风险，美国政府部门以“国家安全”名
义对中国企业围追堵截，甚至四处对盟
友施压企图限制中国企业……开放自
由理念不再，公平竞争价值不存，美方
一些政客的种种异动，彻头彻尾毁掉了
自诩的“公平竞争捍卫者”形象。甚至
连一些美国媒体都看不下去了。针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只要把信息交给中
国共产党就构成了风险”的荒谬言论，
美国媒体犀利指出：美国政府拿不出任
何证据证明其针对中国企业所谓“窃取
美国公司技术、涉嫌间谍活动”的指
控。相反，“棱镜门”丑闻却早已坐实了

美国政府对公民的大规模窃听行为。
华盛顿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定点

清除”式打压，也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
一些美国政客的伪善：所谓的贸易自由
主义就是对自己行自由，让他人无路可
走；所谓的公平竞争就是一切唯我独
尊。单边主义盛行，高举保护主义大
棒，践踏的正是自由与开放的信条。

立于全球产业链最高端，得益于
国际分工最大受益者、世界贸易规则
主要制定者、众多跨国巨头拥有者的
优势身份，美国早就在经济全球化大
潮中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自由市场
公平竞争原则于一些美国政客而言，
依旧是“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摆设。
20世纪80年代让日本打掉牙往肚里
咽的“广场协议”，以司法为武器围猎

法国能源公司阿尔斯通的“美国陷
阱”……正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
烈”。只是，习惯了“零和博弈”的那些
政客们有没有想过：没有了公平竞争，
美国也会失去健康发展的未来。

如果美国先辈有知，看到今天的局
势定会失望：当一个国家的政策被零和
对抗思维驱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基
础就荡然无存了，它不再是全球秩序的
维护者，而是麻烦制造者、风险酝酿者。
指责“中国长期从事不公平贸易”、要求
所谓“公平、对等”贸易，是对基本经贸常
识的假装无知；摆出一副“美国吃亏”状，
高呼“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只会对全球
产业链作出一厢情愿的扭曲。在一个嵌
入式发展的世界，企图搞“脱钩”，是违背
经济规律的政治任性，美国农民不会因

此受益只会陷入困境，美国经济不会“再
次伟大”只会掉头向下，美国资本市场不
会蓬勃向上只会成为风险样本……

贸易本该是互惠互利下的双赢。
我们不指望一些美国政客可以达到亚
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所言的“正义、
仁慈、良心”，但成为《国富论》所讲的

“理性经济人”，应是不难的选择。人
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公平竞争、互利共
赢的市场秩序愈发突显其价值，最大
的理性就是认识到公平竞争、合作共
赢的意义与价值。美国经济学家杰弗
里·萨克斯最近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人
清醒起来，承认“中国并不是（美国）经
济问题的源头”。不知这样的声音，能
不能让那些执迷不悟的政客们有所醒
悟？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亚当·斯密在悄悄流泪
——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真面目

■ 钟声

这是用无人机拍摄的建设中的乌东德水电站
全景（5月30日摄）。

乌东德水电站位于四川省会东县和云南省禄
劝县交界处金沙江河道上，水电站坝顶高程988
米，最大坝高270米，总库容74.08亿立方米。
电站安装12台单机容量8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
组，装机总容量1020万千瓦，年发电量389.1亿
千瓦时。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共承担了乌东德工程
13个标段施工任务，约占乌东德水电站主体施工
任务的75%。目前，大坝工程、左岸地下电站、泄
洪洞三大标段正处于紧张的施工高峰期。

电站计划于2020年7月下闸蓄水、8月首台
机组发电，2021年12月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如火如荼

上述6起问题中，有的违规组织公款吃
喝，有的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有的违规接受宴
请，有的超标准购买公务用车，有的大操大
办、收钱敛财，有的纪检监察干部不履行监督
职责，甚至执纪违纪等，而且大部分违纪行为
发生在党的十九大之后，是典型的不收敛不
收手行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引以为
戒，自警、自醒、自重。

“端午”假期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强化教育提醒，强化督促
检查，强化通报曝光，对发现的节日期间“四
风”问题快查严处，不断净化节日风气。

（据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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