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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大攻坚战”
“放管服”改革等重大政策措施落地生效
得积极成效。为进一步推动党中央、国
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贯彻落
实，按照李克强总理关于继续开展国务
院大督查的批示精神，国务院决定对各
地区、各部门工作开展一次大督查。
通知明确，
这次大督查重点督查六个
方面内容。一是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主要包括落实重大风险防
范化解、
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举措任务，
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情况。二是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主要包括推动新旧动
能转换，
清理废止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
旧章、有碍于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
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监
管，
各地推进双创的经验做法和打造双创

升级版的探索等情况。三是深化“放管
服”
改革，
主要包括贯彻落实全国深化
“放
管服”
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部
署，落实“五个为”和“六个一”要求，加快
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落实国务院减
税降费政策措施，推进网络提速降费，降
低企业融资、用电、物流成本等情况。四
是持续扩大内需，主要包括支持社会力
量增加医疗、养老等服务供给，推动网
购、快递健康发展，
“十三五”规划纲要确
定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落实鼓励民间
投资政策措施等情况。五是推进高水平
开放，主要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
大国际产能合作，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复制推

广自贸试验区经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等情况。六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主要包
括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去产能企业职
工安置，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扩大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强化民生
兜底保障等情况。
按照通知要求，7 月初至 8 月初，各
地区、各部门对照督查重点内容开展为
期 1 个月的全面自查。从 8 月下旬开始，
国务院将派出督查组，按照先地方后部
门的顺序，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工作重
点，对 31 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和 30 个国务院部门、单位开展实地督
查。根据督查结果，相应开展督查问责、
督查激励工作。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进一步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措施——

减 负“ 组 合 拳 ”为 科 研 人 员 松 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
步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的有关措施。7
月 6 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科技部副部长李
萌介绍了相关措施并回答记者提问。

充分尊重科研规律
“7 月 4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审议并原
则通过了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
绩效的若干措施，在科技界和社会上引
起了热烈的反响。”李萌介绍，充分相信
科研人员、充分尊重科研规律是这次制
定措施的基本出发点，
“文件在这样的出
发点上，着眼于科研管理全流程的改革
和完善，打出‘组合拳’，为科研人员松绑
和减负”
。
据悉，若干措施中为科研人员松绑
减负的
“组合拳”主要有 5 套：

一是优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简
化科研项目申报和过程管理，推行“材料
一次报送”制度，合并财务验收和技术验
收。赋予科研单位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使
用自主权，科研人员可以在研究方向不
变、不降低申报指标的前提下自主调整
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
二是完善有利于创新的评价激励制
度。切实精简人才“帽子”，开展“唯论
文、唯职称、唯学历”问题集中清理，加大
对承担国家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任务
科研人员的薪酬激励，对全时全职的团
队负责人及引进的高端人才实行年薪
制，相应增加当年绩效工资总量。
三是强化科研绩效评价。推动项目
管理向重实效、重结果转变，对基础和应
用基础、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项目实行
绩效分类评价。强化契约精神，严格依
据任务书开展综合绩效评价。
四是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强化
法人的主体责任。建立分级责任担当机
制，鼓励法人单位担当负责。
五是选择部分单位开展更大力度的

改革试点。试点措施包括提高基础研究项
目间接费用比例、
简化科研项目经费预算
编制、
实行差别化经费保障、
赋予科研人员
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等。

用硬指标抓落实
本次政策将让科研人员拥有更大的
人财物的自主支配权，
如何做好相应的监
督和管理工作？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
司长贺德方介绍，
对基础研究一类的项目
放开自主权，
3 年周期以内的减少监督，
但
是在最终验收的时候，
对这些项目还要有
一次综合验收。对重大关键技术领域的项
目，
或者是周期3年以上的项目，
必要的监
控手段还是要保留。特别是对整个项目运
行过程当中涉及经费使用和完成里程碑节
点的任务，
如果达不到预期的关键节点成
果，
要及时予以调整或取消后续支持。
进一步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的有关
措施怎么才能落到实处？李萌介绍，这
次若干措施的每一条都非常明确、具体，
操作性很强，大部分条款拿来就可以直

接用。
“ 比如技术验收和财务验收合并，
就是合并了，非常明确。另外有些需要
细化的条款，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
制定具体的操作办法。”李萌说。
比如对承担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项目
的负责人实行年薪制，将采取“一项一
策”的清单式管理，国务院要求由科技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细化
具体措施。
“因为对于每一个研究类型的
项目，对人的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
以采取‘一项一策’，一个单位一策，要与
单位沟通具体的操作。”李萌说。
再如，文件中提出要增加科研人员
申报准备的时间，什么项目给多少时间
也需要具体安排，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制定详细办法。
此外，目前已有的相关领域部门的
政策性文件或措施，如果与这次提出的
措施不一致，将进行完善和修改。
“ 比如
精简合并项目预算科目，合并技术验收、
财务验收，稳定支持科研经费提取奖励
经费，这些政策都需要对现有的管理办
法进行修订。”李萌说。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央第1督导组进驻河北
据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6 日电 （记者熊
丰）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第 1 督导
组 6 日进驻河北省，全面启动对河北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
根据督导工作方案，
中央督导组将围绕
政治站位，
重点督导各地党委、
政府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决策部署情
况；
围绕依法严惩，
重点督导各地推动在法治
轨道上有力有效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情
况；
围绕深挖彻查，
重点督导扫黑除恶与反腐
败斗争和基层
“拍蝇”
结合深挖黑恶势力背后
的
“保护伞”
情况；
围绕综合治理，
重点督导各
地推动各部门加强对重点地区、
行业、
领域日
常监管、
齐抓共管情况；
围绕基层组织，
重点
督导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情况；
围绕组
织领导，
重点督导各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发挥职能作用情况。
中央第 1 督导组进驻时间为 7 月 6 日
至 8 月 5 日 ，督 导 期 间 设 立 举 报 电 话 ：
0311—66801186、66801187、66801188，
举报信箱：石家庄市邮政 686 信箱。对于
河北省涉黑涉恶方面的来电、来信举报，中
央督导组将认真受理，及时反馈。

莫那·鲁道：台湾少数民族抗日英雄

7 月 5 日，山西省原平市新原乡平地泉村民正在机收小麦，当地的小麦目前陆续开镰收割。原平市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积极发
展两茬田，
同时大力推广富硒小麦、
强筋小麦等优质品种，
实现了小麦种植面积和质量双提升。
吉建平摄

坐 着 火 车 游 新 疆
——“龙泰号”
援疆旅游专列启示录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如黛远山，湖水幽蓝；星河灿美，花
海绵延。走进新疆阿勒泰，仿佛在画中
游。置身“千里画廊”，乘坐今年首趟“龙
泰号”援疆旅游专列的 500 多名游客，深
深陶醉在祖国“西北角”的壮丽风光中。
7 月 4 日晚，歌舞声中，游客结束在阿勒
泰的 3 天行程，
乘专列奔赴乌鲁木齐。
从东北到西北，发自黑龙江哈尔滨
的“龙泰号”驰骋万里，在辽阔的祖国北
疆大地，也为新疆旅游发展画出一道美
妙的“微笑曲线”。汽笛声远去，意味着
“龙泰号”乘客的阿勒泰之旅圆满结束，
同时也引发思索，给人以启示。
启示一：旅游专列成为援疆有效载
体。开行旅游专列，既是援疆项目，也是
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
措。新疆旅游存在两个“远”：一是新疆
与内地相距遥远，旅游成本偏高；另一个
是疆内各主要景点间距离较远，旅途时
间较长。
“ 坐着火车游新疆”则一定程度
上破解了上述瓶颈。
“ 价格合理，节省体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 7 月 6 日电 为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政府工作报
告》要求，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目标任务，国务院近日发出通知，部署
开展 2018 年国务院大督查。
通知指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内外形势，
各地区、
各部门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取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我们党已
发展有 22.8 万个基层党委、29.1 万
个总支部、405.2 万个支部，这 457.2
万个基层党组织正是我们党领导 13
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不断向前的
执政之基、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力量之源。
“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全部工作
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
“要
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
能，健全基层组织，优化组织设置，
理顺隶属关系，创新活动方式，扩
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
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实现党的历
史使命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明确了
党的组织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出了
新时代更好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的关键抓手。对此，全党都要
深刻认识到加强党的组织特别是基
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稳
扎稳打、
固本强基，使党的基层组织
成为宣传党的主张、
贯彻党的决定、
领导基层治理、
团结动员群众、
推动
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党
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
力的基础，无论处于哪个历史阶段、
面对何种风险挑战，抓基层、
强基础
都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长远之
计和固本之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等接续开展，
这些举措无一不立足于基层、
着眼于
基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明确提出
“贯彻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方针，
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
打基
础的工作，
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要重点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
力”
……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形势下我们党如何抓基层、
强
基础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8956 多万名党员和
457.2 万个基层党组织都要头脑清醒、
目标清晰、
明确路径、
细化任务、
认真落实，
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
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既要用好已经取得
的经验，又要适应新环境、解决新问题、取得新突破。要旗
帜鲜明地突出政治功能、提高政治站位、凸显政治属性、强
化政治引领，充分发挥领导核心、政治核心作用，确保各项
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有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
落地生根；要担负起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的
职责，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工
作，
真正发挥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的群众工作优势；要
紧紧揪住薄弱环节不放，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
就越要强健党的组织，
在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的同时，
着
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要加大各
类资源配置向基层和基础工作领域倾斜的力度，确保基层
党组织和广大干部有资源、有能力做好党的工作。让党的
基层组织强起来，党员队伍强起来，党的工作强起来，我们
党就能带领全国人民凝聚起筑梦前行的蓬勃伟力！

三论贯彻落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

2018 年国务院大督查全面启动

组织建设重在固本强基

4 综

力。”游客丁朝霞这样总结旅游专列的特
点。去年，在黑龙江省对口支援新疆前
方指挥部支持推动下，铁路部门开行了 4
趟“龙泰号”旅游专列，其他援疆省市也
纷纷开展这项工作，对新疆旅游的促进
作用非常明显。
“旅游专列挖掘了客源地
潜力，为阿勒泰旅游注入了新动能。”阿
勒泰地委副书记、黑龙江省对口支援新
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李兵表示，旅游专
列已成为援疆有效载体，今年“龙泰号”
将开行 10 列、输送旅客达万人次，将进
一步繁荣受援地旅游市场。
启示二：
旅游专列挖掘
“银发经济”
富
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乘坐
“龙泰号”
旅
游专列的大多为退休人员，
许多游客相约

同行，结伴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目前，我
国
“银发经济”
潜力巨大，
老年人的消费需
求尚待充分挖掘。与年轻人相比，
老年游
客更青睐慢节奏的旅行方式。旅游专列
作为“流动的家”，非常适合年纪大的“有
闲人”长途旅游，满足了庞大的退休群体
的旅游需求。据记者了解，
针对老年游客
居多的特点，今年“龙泰号”全面升级，加
挂了附设卫生间的双人软卧包厢，
配有保
健医生随行。
“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坐
火车是最好的选择。”
“龙泰号”游客刘凤
杰与老伴同行，
她对旅游专列
“一票到底、
一程多站、
夜间行进、
白天观览”
的优势非
常认可。
“乘专列中途不换火车，
在睡觉时
赶路，不会觉得特别累，而且一路上还能

与其他游客交流，
非常适合老年人。
”
刘凤
杰说。
启示三：旅游专列激发铁路交通潜
力。
“辽阔疆域，无限风光，新疆是个好地
方”，新疆旅游资源丰富，如何发挥铁路
交通优势，助推旅游产业发展；怎样借势
旅游产业，激发自身发展潜力，成为中国
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积极解答的课
题。在今年旅游旺季，
“龙泰号”
等始发自
援疆省市的旅游专列开行的同时，
新疆铁
路规模化开行了“环游北疆”
“畅览南疆”
“奇幻火洲”
“相约敦煌”
等系列旅游列车，
丰富产品供给，
打造
“坐着火车游新疆”
运
输品牌。此外，
还定制化开行
“走进中亚”
“新东方快车”等高端旅游专列。乌鲁木
齐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范卫斌告诉记者，
为满足市场需求，
集团公司升级了车体软
硬件，
在部分旅游列车上配置了娱乐设施
和淋浴车，开设了无线网络。他表示，旅
游专列激发了铁路交通潜力，
公司计划今
年开行旅游列车 1650 列以上。

在台湾南投县仁爱乡
的雾社事件纪念公园里，
静静矗立着一尊高大魁梧
的人物石雕，为的是纪念
台湾少数民族抗日英雄莫
那·鲁道。
莫那·鲁道，
1882年生
于台湾南投大山里的雾社
部落。这里位于台湾岛中
心位置，
到处是深峻的溪谷
和起伏的山峦，
森林茂密，
物产丰富，
莫那·鲁道和族
人世居于此。他强健魁梧、
胆识过人、公道正派，
是受
到敬重的部落首领。
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
莫那·鲁道雕像（资料照片）。
数民族同胞采取
“理番”政
新华社发
策，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
屠杀征讨，将他们驱赶圈禁，与汉族同胞隔绝，派驻日本警
察对他们施行监管统治，
收缴武器，
掠夺资源，
剥削劳动。
1929 年前后，日本殖民当局在雾社等地大肆掠夺森林
和矿藏等资源，强迫少数民族同胞从事非人的劳动。由于
不堪压榨和凌辱，
莫那·鲁道带领雾社族人，
联合马赫坡、波
瓦仑、斯固等多个部落，于 1930 年 10 月 27 日，利用殖民当
局搞“神社祭日”、举办运动会的时机发动起义。他们袭击
日本警察派出所 13 处，杀死日本人 134 名，伤 26 名，夺取枪
支 180 支、弹药 23000 发，破坏电线和通信设施，引起巨大
震动，
史称
“雾社起义”
。
起义爆发后，
日本殖民当局出动军警 1400 多人，
动用飞
机大炮，
甚至使用化学毒气残酷镇压。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
莫那·鲁道率起义同胞凭借山林险隘顽强抵抗36天。最后一
批起义者烧毁自己的家园后，在马赫坡社后山岩窟集体自
杀。莫那·鲁道英勇不屈，
在山洞内饮弹自尽。据统计，
起义
者共有343人战死，
包括莫那·鲁道本人在内有296人自杀身
亡。1934 年莫那·鲁道的遗骸被发现后，
日本殖民当局残忍
地将其曝晒，
后运到当时的
“台北帝国大学”
当作研究标本。
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说，
1895年日本侵略者
占领台湾后，
对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发动了138次
“剿番战役”
，
并以
“番童特别教育”
对台湾少数民族下一代实施洗脑驯化。
“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起义证明，反殖民斗争绝不因
殖民者的强制驯化而停止消失。”高金素梅说。
雾社起义给日本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有力鼓舞了两
岸同胞的抗日斗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力量通过组
织集会、发表文告等方式，
对起义进行了声援。
“七·七”事变
后，怀着国耻家仇，不少台湾同胞横渡海峡，回到大陆投入
全民族抗日的伟大斗争。
文/新华社记者 查文晔 陈 君
（据新华社台北 7 月 6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