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给人民群众
带来更多获得感，是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重要原则和鲜明指向。

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机构
改革成果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各部
门要“紧紧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履好职、尽好责”，对推
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提出明
确要求，强调要把“有利于提升群众
获得感的改革放在突出位置”，充分
体现了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使
命，充分彰显了推进改革的人民立
场和价值取向。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更

好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更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
步、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三中
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
体系，完善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
解忧、保障人民权益、倾听人民心声、
接受人民监督的体制机制，为人民依
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提供更有力的保障。”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就是要落实这
些要求。

一年多来，机构改革着眼于加强
重点领域民生工作，立足建立健全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和
公共服务体系，在教育文化、市场监

管、卫生健康、医疗保障、退役军人服
务、移民管理服务、生态环保、应急管
理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领域，加大
机构调整和优化力度，强化政府公共
服务、社会管理职能，以更好保障和改
善民生、维护公共安全。浙江以群众
感受为标准深化改革，把机构改革与

“最多跑一次”改革紧密结合起来，让
群众办事更省力、更省时、更省心。贵
州突出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战略重
点，因地制宜加强和创新机构设置、职
能配置，着力构建执行有力、简约高效
的服务管理体制机制。通过机构改
革，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新
需要获得回应，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一些利益问题得以解决，
切实做到了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应当看到，这次机构改革只是完

善了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
保障人民权益、倾听人民心声、接受人
民监督的体制机制，要让改革后的机
构职能真正有效运转，我们还有大量
工作要做。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宗旨意
识，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以造福人民
为最大政绩，紧紧围绕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履好职、尽好责；要加
快内部职责和业务整合，尽快形成工
作合力，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办群众之所需，更好维护人民群众
各方面权益，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办
好办实。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
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
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用
好机构改革创造的有利条件，推动全
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必须多抓有

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的改革举措，对收入分配、教
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环境
治理、养老、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要
结合群众的现实需求，有针对性地推
出一批改革举措。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必须坚决改、马上改。
对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
关人民福祉的紧要问题，要科学统
筹、优先解决。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以百姓心
为心，锲而不舍、驰而不息、久久为功，
我们就一定能推动各项改革落实落细
落地，让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
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为团结奋斗、
同心筑梦凝聚强大正能量。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让机构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重要讲话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结合各自实际，探索方法、创新形
式，努力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做实做好做到位，推动主
题教育深入开展，取得最好成效。

全国总工会
把握主线突出特色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全国总工会紧密结合实际，采取
有力措施，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一是集中时间、集中地点、集中人
员，把读书班办起来。全国总工会用
5天时间，组织近300名党员干部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区分专题研讨
交流。全总党组、书记处同志全程参
加专题党课辅导和小组讨论。

二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把标杆典型立起来。全总邀
请“改革先锋”包起帆、“时代楷模”“改
革先锋”张黎明等作先进事迹报告，在

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三是坚守初心、滋养初心、践行初

心，让革命传统教育活起来。全总邀
请浙江大学教授讲述“红船精神”的丰
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等，邀请中国延安
干部学院教授讲解延安整风运动历史
等，引导党员干部继承革命传统，进一
步增强践行初心、勇担使命的决心。

四是走进职工、了解职工、融入职
工，把课堂延伸到基层一线。立足工会
职责使命，把密切与职工群众的血肉联
系作为着力点，全总党组、书记处同志
带队深入基层联系点，围绕职工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广泛听取工会干
部、职工群众的意见建议。针对做职工
工作能力不够强等问题，坚持边学边查
边改，努力把主题教育的成效转化为联
系服务职工群众的生动实践。

团中央直属机关
加强学习直击问题

团中央直属机关以深化理论学习

为基础，以抓实调查研究为载体，以深
入检视问题为契机，以狠抓整改落实
为驱动，坚持密切联系实际、坚持问题
导向，努力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贯通
起来，有机融合、统筹推进。

团中央成立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明确学习专题、指定学习书目，在直属
机关部署开展“每周一学”的集中学习
研讨。以“明初心”“知大局”“懂敬畏”

“识重点”“抓落实”五个专题作为理论
学习的主线，分专题明确学习书目20
余本（篇），在党员自学相应篇目的基
础上，团中央书记处理论学习中心组、
各直属单位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直
属机关所有党支部对照相应学习专
题，每周至少组织开展1次理论学习
活动。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分别确定
2至3个重点调研课题，通过调研加强
研究、破解难题、收集意见、整改落实。

立足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解决直
属机关面临的实际问题，团中央梳理形

成“检视问题对照清单”，要求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
刃向内的勇气，“先改起来、改实一点”，
真刀真枪地检视问题、解决问题。

全国妇联
探索方法务求实效

全国妇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
题学习会，重点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等主题进行深入学习探讨。全国妇联
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党组织以处级以
上党员干部为重点，组织集中学习研
讨。下一步，全国妇联还将每周集中
一天时间，围绕不同主题进行集中学
习研讨。

全国妇联明确提出“四查摆四反
思”，要求党员干部查摆自身不足、查
找工作短板，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
改，在解决问题中深化学习、检验效
果。集体学习研讨时，党组、书记处同

志带头把工作、把职责、把自己摆进
去，不空谈感受，针对问题谈思考，围
绕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加强党支部建
设、密切联系妇女群众、改进干部考察
工作等提出措施和努力方向。目前，
党组、书记处同志正通过深入基层调
研，与党员面对面谈心、了解妇女群众
关心关切，结合实际列出需专项整改
的突出问题清单。

同时，全国妇联用好妇联红色资
源，在长征沿线部分省份接力开展“时
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家国
情怀故事汇活动，讲述普通家庭爱党
爱国爱家的感人故事；在中国妇女报
开设“寻访妇联初心”大型融媒体进行
式报道专栏等，激励妇联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奋力建功新时代。全国
妇联还积极发挥先进典型的正向激励
作用，通过举办“好家庭好家风巡讲”
活动等，增强主题教育的感染力、针对
性和实效性。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记者黄
小希 樊曦 王鹏)

深学细悟 真改实改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新华社北京 7月 9日电 （记者
胡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
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唐小平 9 日表
示，目前全国共有10处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涉及青海、吉林、黑龙江、四
川、陕西、甘肃、湖北、福建、浙江、湖
南、云南、海南等12个省，总面积约
22万平方公里。

唐小平是在国家林草局9日召开
的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的。

他说，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我国相
继启动了若干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初
步探索管理体制改革。依托国家林
草局驻地专员办，成立了东北虎豹、
祁连山、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实
现了跨省区的统一管理，同时与有关
省分别成立了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共
同推进试点工作。青海省、海南省均
成立了省级直属的国家公园管理局，

统一行使其国家公园范围内的管理
事权，明确了主体责任。其它各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区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
管理机构。

在试点的过程中也持续加大生
态保护力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将
珲春、汪清、老爷岭等多个自然保护
区连成一个大区域，自然保护地破碎
化问题得到较好解决，自然生态系统
原真性和完整性进一步提升，野生动
物数量稳步增长。试点区分别启动
了林（参）地清收还林、生态廊道建
设、外来物种清除、裸露山体生态治
理等工作。

下一步，唐小平说，将加快国家
公园立法进程，明确国家公园设立标
准和程序要求，构建并完善国家公园
标准规范体系，推动各类自然保护地
整合，符合条件的区域优先设立国家
公园。

我国已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涉及海南等12个省，总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

⬅ 我国首个国家公园生态体制改革试点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境内的尕朵
觉悟神山。 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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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

坚决反对美对台军售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赵博）针对美

国国务院日前批准向台湾出售总价值约22亿美
元的武器装备，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9日应询表
示，外交部已就此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美方此
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我
们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
划，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马晓光还表示，再次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挟
洋自重、升高对立的行径必将引火烧身，自食恶果。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2周年仪式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罗沙）纪念
全民族抗战爆发82周年仪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纪念仪式。

卢沟桥畔，气氛庄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巍然矗立。上午10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
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卢
沟桥战歌》《为祖国而歌》两首抗战诗歌，首都大学
生合唱团演唱了《毕业歌》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表达年轻一代爱国情感、坚定信念和奋
斗精神，抒发当代青年以史为鉴、奋发进取、追梦
圆梦的志向。

随后，各界代表缓步拾阶而上，依次来到抗战
馆序厅，手捧由红色石竹、黄色菊花、绿色小菊组
成的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
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为抗战吹响号角——中
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专题展览。

7月9日，嘉宾在2019中国互联网大会开幕
论坛上的“纪念互联网诞生50周年和中国接入互
联网25周年”环节进行讨论。

当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19中国
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大会
以“创新求变再出发，优质发展谱新篇”为主题。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2019中国互联网大会
在京开幕

7月9日，一列开往上海虹桥的复兴号动车
组列车驶出北京南站。

据悉，7月1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
的列车运行图暨暑期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
安排图定旅客列车4477对，其中直通列车1669
对，动车组列车3310对，另安排动车组高峰线列
车460.5对，根据客流需要启动。同时，一批新造
复兴号动车组将投入使用，更多旅客将享受到复
兴号的优质服务。 新华社发（杨宝森摄）

全国铁路7月10日起
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辽宁致6死20伤的撞小学生事件追踪

肇事者韩继华被判死刑
据新华社沈阳7月9日电 9日下午，葫芦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辽宁省建昌县致6
死20伤的撞小学生事件肇事者韩继华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一案，认定韩继华犯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一审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韩继华因人际交往、经济
压力、夫妻矛盾等生活琐事产生狭隘心理，并因此
预谋驾车撞人。2018年 11月 22日 11时 30分
许，韩继华驾驶其父亲所有的牌照为辽CSF060
号黑色奥迪牌A6型轿车，在建昌县城区的街道
上行驶，伺机作案。驾车由南向北逆向加速行驶
冲撞人群，在将多人撞倒、碾压后驶离现场。

法院认为，被告人韩继华因生活中的不顺产生
狭隘心理，为宣泄情绪、报复社会，驾车故意冲撞人
群，在将多人撞倒、碾压之后，逃离现场，导致6人死
亡，20人受伤，其中死亡6人全部为儿童，受伤20人
中有18名儿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依法惩处。

法院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
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党和国家治理
体系中处于特殊重要位置，离党中央最
近，服务党中央最直接，对机关党建乃
至其他领域党建具有重要风向标作用。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必须
走在前、作表率，这是由中央和国家机
关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深化全面
从严治党、进行自我革命，必须从中央
和国家机关严起、从机关党建抓起。”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论述了加强和
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重大
意义，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设的使命任务、重点工

作、关键举措，对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为在
新时代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由党中央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
一次。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设。1922年党的二大通
过的党章就规定，“机关及附近，凡有党
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我们党
成立98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
史时期，我们党都始终把中央和国家机
关党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党的历史
特别是党的执政史的发展表明，我们党
能够长期稳固地执掌政权、完成不同历
史时期的执政使命，是同不断加强和改

进机关党的建设密不可分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总结实践，
主要有6条重要经验。一是只有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
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才能永葆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政治机
关的鲜明本色。二是只有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高举思想旗帜、强化理论武装，机关
党建工作才能始终确保正确方向。三
是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
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机关党建工
作才能找准定位。四是只有持之以恒
抓基层、打基础，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机关党

建工作才能落地生根。五是只有与时
俱进、改革创新，勇于探索实践、善于总
结经验，机关党建工作才能不断提高质
量、充满活力。六是只有全面落实党建
责任制，坚持党组（党委）班子带头、以
上率下、以机关带系统，机关党建工作
才能形成强大合力。这些重要经验，一
定要坚持好、发展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关键
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开创新局
面。新形势下，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带头做到“两个维护”，着力推
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深

化理论武装，提高学习教育针对性和
实效性；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锻造坚
强有力的机关基层党组织；持之以恒
正风肃纪，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
把握特点规律，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
机关党的建设质量；落实主体责任，加
强党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

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
只有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中走在前、作表率，才能建设让党
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
关。我们要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着力推动中
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实
落地，不断开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
设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在加强党的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