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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央和国家机关必须走在前、
作表率
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
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
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的建设的意见》全文如下（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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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动党中央治国
理政、管党治党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领导
机关。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关系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系党中央决
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的实现。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中央和国家机关必须走在前、作
表率。
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
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
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设，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围绕中心、建设
导，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
队伍、
服务群众，
推动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
头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坚持以上率下、以机
领，着力深化理论武装，着力夯实基层基
关带系统，充分发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础，着力推进正风肃纪，着力解决和防止
示范引领作用；
坚持问题导向，
加强分类指
“灯下黑”问题，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
导，注重精准施策；坚持求真务实、改革创
党的建设质量，
切实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
把握特点规律，
切实增强机关党建工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 的针对性、
实效性。
在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
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
设，
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带头做到
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党中 “两个维护”，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为推
矩，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培育积极健康的党
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
内政治文化，
提高党员、
干部政治能力。要
保证。
带头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表率，坚持不懈推进理
论武装，深化理想信念教育，严格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
工作。要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建强抓实党
支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要持之以
恒强化正风肃纪，持续整治“四风”问题，
密切联系群众，严明党的各项纪律，深入
推进反腐败斗争。要不断提高党的群团
工作水平，充分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
用，教育引领机关青年成长成才。要加强
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领导，健全
领导体制机制，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
制，完善督促推动机关党建工作落实的机
制，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建工
作保障。

李克强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持续扩大金融业等领域对外开放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8 日上
午在海南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
年会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携手应对挑战实
现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来自 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2000 多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
李克强表示，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在
亚洲乃至世界有影响的高层次对话平台。
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论坛年会发
表主旨演讲。今年年会主题是“共同命运、
共同行动、共同发展”
。期待会议为亚洲和
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李克强表示，
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复杂

深刻变化。面对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等共同
挑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各方应
共同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寻求互利合作的
双赢、多赢之道；
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携手实现共同发展；
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
推动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李克强指出，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亚
洲各国要同舟共济，携手实现共同发展。
各方要协力维护和平发展大环境，提升区
域一体化水平，
构建创新发展新格局。
李克强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

国策。外商投资法是中国打造法治化、国
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我们
将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法规，
明年 1 月 1 日与
外商投资法同时实施。我们将进一步放宽
外资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我们将持续扩大金
融业等领域对外开放。我们平等对待内外
资企业，切实维护外商合法权益。我们将
保持港澳台投资政策连续性，一如既往支
持港澳台资企业发展。我们还将加快提升
贸易便利化水平，今年要明显降低通关成
本，
提高通关效率。

李克强简要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指
出，
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出现一些
积极变化，
市场预期得到明显改善，
同时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将保持战略定
力，
不会实施“大水漫灌”
式强刺激政策，
不
会走铺摊子、
粗放增长的老路，
将强化政策
落实，
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创新，
兑现大
规模减税降费等措施。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致欢迎
辞。老挝总理通伦、
韩国总理李洛渊、
卢森
堡首相贝泰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热
苏斯以及工商界代表先后致辞。

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海军成立 70 周年将举行国际舰队检阅等活动
新华社电 国防部 28 日在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海军成立 70 周年等问题回答了记
者提问。
已 有 60 余 个 国 家 表 示 将 派 海 军
代表团参加
吴谦说，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将
于 4 月下旬在青岛举行。届时，将举行高
层研讨会、国际舰队检阅、联合军乐展示、
文体交流等多项活动。截至目前，已有
60 余个国家表示将派海军代表团参加多
国海军活动，多个国家将派舰艇参加国际
舰队检阅。
陆军首次组织军职指挥员军事训练
等级考评
针对记者关于陆军首次组织军职指
挥员军事训练等级考评的问题，吴谦介
绍，这次考核的对象是陆军所属的正军
职、副军职指挥员，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指
挥能力、基本技能、基础理论和体能等。
陆军组织军职指挥员军事训练等级考评，
是贯彻落实习主席练兵备战重要指示的

实际举措，立起了“练兵先练将、强军先强
官”的鲜明导向，掀起了聚力推进备战打
仗群众性练兵新热潮，牵引带动军事斗争
准备落地落实。
期待大家更多地关注卫国戍边的“真
心英雄”
本月，
曾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播出
的《家国与边关》视频短片走进全国电影院
线。吴谦介绍，一个国家不能总是轻歌曼
舞，一支军队更要倡导家国情怀。当我们
享受和平与安宁的时候，是边关的将士在
奉献他们的青春与汗水。他们的名字可能
无人知晓，
他们的业绩必将彪炳千秋。
关于视频进影院的考虑，吴谦认为，
国防部新闻发布事业的阵地不应该只在
发布大厅，还应该在影院、在手机、在一
切人民所在的地方。
“期待大家更多地关
注国防、更多地关注卫国戍边的‘真心英
雄’。
”他说。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
来干涉
针对记者提出的美国最近在台湾问
题上的一系列动作问题，吴谦表示，美方
最近在台湾问题上搞了一系列动作，无论
是售台武器，还是军事联系，我们都坚决
反对。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关中国
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
外来干涉。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
关系准则，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任
何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论和行为，都无
异于在动摇中美关系的根基，都不符合中
美两国的根本利益，
也是非常危险的。
吴 谦 说 ，祖 国 必 须 统 一 ，也 必 然 统
一。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
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针对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分子活动，我们将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
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美国官员再次抹黑中国
外交部：停止造谣诽谤
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官员再次
炒作所谓“债务陷阱”等话题，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 28 日表示，美方某些
政客到处抹黑中国，这种做法极不
道德、也很不公正，他敦促相关人员
端正心态，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客观
正确地看待中国，停止对中国的造
谣诽谤。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
日声称，当中方埋下“债务陷阱”、通
过企业从事间谍活动或其科技公司
构成威胁时，美方希望有关国家了
解风险并自主作出决定。
耿爽说：
“我们敦促这些人端正
心态，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客观正确
地看待中国，停止对中国的造谣诽
谤，多做些有利于中美合作的事情，
而不是相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