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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 12 月 27 日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法工
作条例》以党内基本法规的形式，对
党领导政法工作作出规定，把党长
期以来领导政法工作的成功经验转
化为制度成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是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
机统一的重要举措。

会议指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
党政法工作条例》，要制定配套规定，
健全体制机制，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听从党中央
指挥，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确

保政法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各
级党委要加强对本地区政法工作的
领导，研究解决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党委政法委要发挥好牵头抓
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等作用。政
法机关党组（党委）要加强对本单位
政法工作的领导，履行好职责。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法治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
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才能
有序推进。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职权，是党的明确主张。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司法
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支持
政法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
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ARJ21 支线飞机安全运营超过 6000 小时，载客突
破18万人次；近3000个知名品牌在沪新品首发，“上海
购物”品牌打造渐入佳境；自主研制的5纳米等离子体刻
蚀机经验证，将用于全球首条5纳米制程生产线……

岁末年初，富于创造的上海捷报频传。在追求卓越
的进程中，在落实重大任务、推进国家战略、深化改革开
放的新征程上，上海正在以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善于创新
的智慧，勇闯“无人区”、放飞想象力、展现大手笔。

占领制高点 让科创闪耀智慧

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作为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上海制造”因品质精
良享誉海内外，“上海制造”也承载着几代人的深刻记忆。

如今，上海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高水平，继承发扬
老品牌，做大做强新品牌，努力发展高端制造，不断提升
产品品质，推动上海制造不断迈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
高端。

在医疗器械界，有一个长久难以打破的“GPS 神
话”。核磁共振、分子影像等技术高度密集设备，几乎被
通用电气、飞利浦、西门子3家跨国企业垄断，而国产高
端医疗器械却长期在低质廉价的泥淖中进退两难。
2011年，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引发关注，自主研
发、生产全线高性能医学影像及放疗设备，并提供医疗信
息化、智能化解决方案。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向市场推出
超过50款掌握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各项性能指标
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个别技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首创
和引领。该公司高级副总裁、联影学院CEO陈群表示，
只有自主研发，才能在产品性能的持续提升和成本的持
续下降上掌握主动权和自由度。

C919大飞机首飞冲天、洋山港全自动码头用上“中
国芯”、无人驾驶汽车发放测试号牌、张江科学城规划编
制出炉……上海，这座科技创新之城不断展现着国家的
核心竞争力。

“上海要聚焦智能硬件、生物医药、新能源与智能网
联汽车等领域，这些领域我们在全国、全球都是有影响
力、有基础的，要支持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
新。”上海市经信委主任陈鸣波表示，上海一方面要服务
服从国家战略，自主攻关核心技术，实现“从无到有”，主
攻关键领域，瞄准国家最高水平、世界领先水平，参与国
际竞争合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坚定追求卓越的发展取向，发展高端、
智能、绿色制造和高复杂高精密高集成制造，拉长板补“短板”，立足新时代新需
求，打造具有未来竞争力的产品，创造高品质生活。

敢闯“无人区” 自贸区当“旗手”

成立5年来，上海自贸区在“试验田”里“播撒”的包括制度创新、市场活力、
监管体制突破等诸多好“种子”，结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硕果。

上海百家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获颁“上海自贸区001号”外资备
案企业证书的公司。时隔5年，这家从零起步的企业已发展得风生水起，正加速
引入海外高质量游戏作品，把中国原创精品游戏推向国际市场。“清单未列，企业
就可以大胆去做，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可预期性。”百家合公司高级运营经理朱
颖告诉记者。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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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岁末，河南的小麦正分蘖
越冬，西南的油菜已现蕾抽薹，东北
的黑土地仍一片静谧，海南的瓜菜
却是五色斑斓。2018 年是乡村振
兴元年，这一年里，亿万农民迎来
了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处处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乡村振兴的
基础越来越夯实，农业全面唱响质
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的主
旋律。

有人说，中国虽大，但只有两个
地方，一个叫城市，一个叫乡村。财
政资金向“三农”倾斜，公共服务向

乡村覆盖，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人
才技术向乡村涌流……这一年，乡
村振兴战略落地，乡村振兴的制度
供给越来越多，亿万农民得到更多
获得感。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
长韩长赋说，今年以来，各地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有效激
发乡村发展活力，逐步打开乡村振
兴新局面。稳住农村、安定农民、
巩固农业，就做活了经济社会发展

大棋局的“眼”。

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权益

“土地是财富之母。”对部分
农民来说，村里的集体建设用地
越来越值钱了。就在几天前，土
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非农建设
用地将不再“必须国有”，扫清了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
障碍。据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
目前 33 个试点县（市、区）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已入市地块 1 万余
宗，面积 9 万余亩，总价款约 257
亿元。人们长期关注的农村土地
与国有土地不能同等入市的问题
有望得到解决。

“有了统一‘身份证’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不仅具有法人地位，
还可以开设银行账户、从事经营管
理活动。”一个多月前，安徽凤阳小
岗村第一书记李锦柱代表村集体
领到了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这
是全国首批获证的 10 个集体经济
组织之一。 （下转第二版）

农业提质量 乡村增活力
——写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元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12 月 27 日拍摄的香溪
长 江 大 桥 主 桥 合 龙 施 工
现场。

当日，随着最后一跨钢
主梁成功吊装就位，位于湖
北宜昌的香溪长江公路大桥
主桥顺利合龙，标志着这座
世界最大跨度钢箱桁架推力
式拱桥开始进入桥面铺装施
工阶段。

郑家裕摄
（新华社发）

香溪长江大桥

主桥顺利合龙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
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
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
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
升、畅通”8个字上下功夫。这是中
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新定
调，指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方法论，并对明年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方向和重点作出了部署。我
们要在工作中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
中央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最新论断，特别是“八字方针”的深
刻内涵和内在逻辑。

一、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钢铁、煤炭去产能进展顺利，截
至 9 月，钢铁去产能超过 1.4 亿吨，
基本完成“十三五”确定的目标，煤
炭去产能 5.5 亿吨，完成目标任务
70%，钢铁、煤炭产能利用率分别从
2016年的72.3%和59.5%提升至目
前的 78.7%和 71.4%。房地产去库
存成效显著，商品房在建未销售面
积库存由2015年的37亿立方米下
降到今年 9 月末的 32.4 亿立方米，
下降了 12.5%。去杠杆稳步推进，
全社会总体杠杆率稳中略降。降成
本举措不断落地，两年多来累计为
企业减负2万亿元以上。补短板持
续发力，广大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

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经济运行

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仍然没
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目标远没有
实现。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是通
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侧
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向全
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可见，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是因和果的关系、手段和目标
的关系。因此，必须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二、更多采取改革的
办法和市场化法治化手段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虽然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

得显著成效，但在工作思路和具体
做法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弊
端，突出表现为政策措施行政化色
彩比较浓。如在钢铁、煤炭去产能
方面，为了尽快取得立竿见影的效
果，一些地方采取了向企业摊派任
务“一刀切”的行政手段，不仅引起
了一些企业抵触情绪和社会质疑，
难以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还因为
将企业亏损或倒闭破产的责任引向
政府，使职工、企业、债权人等主体
之间的市场纠纷转化为个体与政府
之间的矛盾，人为增加了政府负担
和执政风险。又如，在房地产去库
存方面，为了遏制住房价格快速增
长，很多地方在落实中央“房住不
炒”要求过程中，主要依靠限购、限
贷、限售等行政性手段管控房价，导
致市场正常交易受到影响。

（下转第四版）

“八字方针”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向指航
黄汉权

今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整顿
作风优化营商环境视频大会上，来自
市县乡三级党政主要领导 2000 余
人，收看3个暗访纪实片，15个涉事单
位一把手全部上台检讨发言，发言内
容在会后公开见报。

据统计，今年哈尔滨市依法处理并
公开曝光18批次、79起作风问题典型
案例，涉及公职人员340余人。

12月7日，哈尔滨发起深化机关
作风整顿优化营商环境行动，通报剖
析反面典型案例，进一步加大力度改
善营商环境。

在哈尔滨市整顿优化营商环境警
示大会上，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
委书记王兆力严肃指出，现在入驻市
行政服务中心的10个部门81个备案
事项中，仍有75项名为备案，实际上还
是在履行审批程序，搞假备案真审批。

王兆力举例说，某医药公司要开设
零售连锁药店，市食药监局已将这项审
批权下放区里，停止受理药品经营许
可。这家企业到南岗区行政服务中心
咨询办理，但这件事区里从来没办过，
答复“无法为其办理”。该公司通过市
政府企业诉求受理中心协调督办后，企
业自行设计了审批样本，“指导”区里给
自己办理证照需要的手续。

哈尔滨梳理作风和环境问题主要
集中在：“放管服”改革不到位，办事流

程不优，要件、证明多，速度慢，“不见
面”审批、“最多跑一次”承诺附加条件
多，落实不到位，网上办事不便；部分
垄断行业问题突出，涉及供电、供热、
供水和部分中省直部门；部分中介机
构与审批部门相互利益输送；部分干
部不担当不作为，遇到问题绕着走，工
作推诿扯皮；政府部门不讲诚信、新官
不理旧账的问题还大量存在；执法不
公、司法不严、选择性执法司法问题在
某些领域还比较严重。

记者了解到，在哈尔滨市即使是
用时最短的工业仓储类项目，从立项
到取得建筑施工许可证，平均约需
115 个工作日（不包括供地环节），盖
40多个章（政府部门25个左右，技术
服务机构 17 个左右），该项目按照政
府承诺并联审批流程只需要 16 个工
作日，其余时间都花在各种评审评估
上。这些评估评审中介机构，有的公
开戴着政府部门的帽子，有的中介机
构全市只此一家，形成事实上的垄断。

着力去除顽瘴痼疾，哈尔滨市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的实施意见》《市权责清单动态管
理实施细则（试行）》，制定了《全市整
顿作风优化营商环境综合评议办法》

《深化“一把手走流程”实施办法》等，
建立了转办、催办、督办、提级办理等
工作机制。 （下转第四版）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深化作风整顿 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倪伟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