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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
深刻变革，彰显改革勇气，凝聚改革智
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高度概
括了改革取得的宝贵经验，为继续完善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广大干部群众连
日来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必胜
信心和决心，誓将改革进行到底。

■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
统领

“改革提升了党的统筹决策能力，
理顺了党和政的关系，提供了执政党引
领、组织、指挥社会其他各种力量同舟
共济的重要制度保障。”广东省社科院
研究员丁力认为，过去一年多时间，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任务总体完成，在涉及
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上，党的
意志体现得更加准确、完整、充分，在理
论、制度、实践层面都有新突破、新发
现、新成果。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近年来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突破之一。

在黑龙江，全省三级监察委员会组
建后，监察对象从 29 万人增至 105 万
人。“一年多来，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
势正逐渐转化为治理效能。”黑龙江佳
木斯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姜宏伟说，
改革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
制度保障，有利于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

“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的要求，多方面着力，进一步提升党
对机构改革的全面领导能力。”华中科
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认
为，坚持、改善和加强党对机构改革和
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
实现途径。

■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
协同高效为着力点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标就是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全面提高国家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整合了安监局、民政厅、国土资源
厅、水利厅等10个相关部门12项职责的
甘肃省应急管理厅已挂牌成立近一年。

“以前各部门自扫门前雪，现在变成所有
‘急事’都要管。”甘肃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黄泽元说，不断完善调整指挥协调机构，
迅速构建纵横联通的应急指挥体系，机
构改革正是强化职能的必由之路。

2019 年 3 月 1 日，全国企业登记身
份管理实名验证系统在河南郑州上
线。这一改革举措破解了各地多头认
证标准不一的难题，提升了企业注册登
记便利化程度。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党
组书记马林青说，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所强调的，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制定改
革方案的出发点。要进一步优化政府
职能配置，加强统一市场管理。

跨省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弃物曾
让广西深受其害。以机构改革为契机，
相关部门携手合作，不仅降低了部门单
打独斗的行政成本，还有力震慑打击了

固废跨省非法转移行为。广西壮族自
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檀庆瑞说，下一步
还要继续巩固机构改革成果，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后半篇文章”，让改革
后的机构职能发生“化学反应”。

■以提升群众获得感为指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精准对接发展

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是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的鲜明指向。

在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锦江镇政
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工作人员何
进舟正在整理市民提交的企业注册资
料。“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中肯
又接地气，鼓舞人心。”他说，江西省推
行县级管理权限下沉试点，一些以前要
到县城办理的事项如今在镇里就能完
成。作为窗口工作人员，何进舟切实感
受到了改革带来的政府服务新气象，百
姓干事创业新热潮。

全面深化改革，归根结底是为了实
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改
革的初心与使命。对照群众的新需求、
新期待，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突出改革
实效，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在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身就是
一项十分繁重和艰巨的任务。”福建师
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茂兴说，因此，
更应当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
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增
强干事创业的硬本领，锻造敢于担当的
铁肩膀，不断增强群众对改革的获得
感，让广大人民认同改革、拥护改革、支
持改革、参与改革，汇聚起新时代磅礴
力量，将改革进行到底。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 叶昊
鸣）记者 8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后
防汛抗旱工作中，地方各级政府行政首
长如因思想麻痹、工作疏忽或处置失当
而造成重大灾害后果的，将被追究领导
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处理。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近日印发
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防汛抗
旱工作职责》规定，地方各级政府行政
首长对本行政区域防汛抗旱工作负总
责。具体负责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防
汛抗旱相关法律、政策，做好宣传贯彻
工作，并根据江河流域综合规划、防灾

减灾综合规划等，动员社会力量，筹集
资金，加快防洪、抗旱、防台风工程体系
建设。

工作职责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行政
首长负责健全本行政区域防汛抗旱组
织指挥体系，明确承担工作职责的机构
和人员，保障必要工作条件和经费。组
织制定本行政区域防御洪涝、干旱、台
风灾害等方案预案，以及突发事件导致
严重水旱次生灾害的应对方案预案等。

此外，地方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还要
提前安排部署防汛抗旱工作，组织开展
检查，督促落实责任和措施，加强水情

旱情监测预警能力和防汛抗旱应急能
力建设。根据灾情发展和预测，组织指
挥当地相关部门、单位、团体、干部等参
加工程巡查防守、抢险救援、后勤保障
等抗洪抢险行动，组织指挥当地引水、
输水、调水、运水、打井、人工增雨等抗
旱减灾行动，并组织指挥当地做好船只
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上岸、危险区
人员转移避险等防风减灾及次生灾害
防范工作。灾害发生后，立即开展救
灾，做好卫生防疫，尽快恢复生产，同时
组织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及时回应社会
关切。

把握宝贵经验 将改革进行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鼓舞斗志、引领航向

新华社北京7月8日（记者 高敬）生态环
境部8日发布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状况。今年
1至6月，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80.1%，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142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同比增加20个。

主要监测指标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
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PM2.5浓度为40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4%；PM10 浓度为 6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2%；臭氧浓度为
143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

从蓝天保卫战三大主战场看，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2+26”城市空气质量有所反弹。
1 至 6 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47.5%，同比
下降 2.3 个百分点；PM2.5 浓度同比上升
4.8%。其中，北京市上半年优良天数比例为
62.4%，同比上升 2.7 个百分点；PM2.5 浓度
为 4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3.2%。

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上半年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 73.6%，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
PM2.5浓度同比下降4.1%。

汾渭平原11个城市1至6月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 54.4%，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
PM2.5浓度同比上升4.8%。

从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看，上半年
168 个重点城市中，临汾、邢台、石家庄市等
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海口、拉萨、深
圳市等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从空气质量同比改善程度看，168 个城
市中，南宁、宿州、肇庆市等20个城市空气质
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好；泰安、大连、临沂市等
20个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差。

新华社武汉7月8日（记者 梁建强）退休
近 5年之后，湖北一名曾担任反贪局副局长
的厅官被采取留置措施。

来自湖北省纪委监委 8日的通报显示，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原副巡视员张青因涉嫌
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目前，正在接受湖北
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
留置措施。

公开信息显示，张青1969年11月参加工
作，1997年12月至2001年11月任湖北省检察
院反贪局副局长，2001年11月至2004年12月
任湖北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检察委员会委
员。2004年12月至2005年3月，张青任湖北
省检察院副巡视员、反贪局副局长，2005年3月
任湖北省检察院副巡视员。2014年8月退休。

新华社北京7月 8日电（记者 高
敬）生态环境部 8 日消息，第二轮第一
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近日将全面
启动，已组建 8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将对上海、福建、海南、重庆、甘
肃、青海等 6个省（市）和中国五矿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家
中央企业开展督察进驻工作。这两家
公司也成为首批被督察的央企。

据悉，督察组进驻时间约为 1 个
月。针对地方，督察将重点核实中央领
导同志有关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指示批
示件的贯彻落实情况；重点了解生态环

境保护思想认识、责任落实，以及落实
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重
点检查生态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政
策措施、规划标准的具体执行情况；重
点督察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第一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问题整改落实
情况；重点督办对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
生态环境问题立行立改情况。同时，针
对污染防治攻坚战 7 大标志性战役和
其他重点领域，结合被督察省份具体情
况，每个省份同步统筹安排 1个生态环
境保护专项督察。

针对央企，将重点督察中央领导同

志重要指示批示件的贯彻落实情况；污
染防治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推动落实污
染防治攻坚战情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以及其他重要督查检查发现问题
和中央媒体曝光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企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现状和遵守环
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情况；历史遗留生
态环境问题处理解决情况；生态环境风
险防控及处置情况，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长效机制建设运行情况等。

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将分别设立联
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近日将启动

地方各级行政首长防汛抗旱中造成重大灾害将被追责

湖北一厅官

退休近5年之后被留置

蓝天保卫战半年“战绩”：

达标城市同比增加20个

7月8日，世界载箱量最大的集装箱船舶
“地中海古尔松”轮在天津港正式开启首航
之旅。 新华社记者张宇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