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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
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集中统一领
导，充分发挥督察工作对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的督促
推动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和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以下简
称督察工作）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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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两个维
护”，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坚持问题导
向、真督实察、逐层传导、强化问责，努力形成从党政主要
负责人到其他领导干部直至全体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闭
环责任体系，保证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不断把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对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县级
以上政府部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情况的督察
工作。

第四条 督察工作坚持以下原则：
（一）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根据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

重点工作部署督察工作，使法治政府建设始终在大局下推
进、处处为大局服务。

（二）依法依规、实事求是。严格遵循有关规定开展督
察，深入一线、聚焦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督察什么问题，
不做表面文章，对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督察因地制宜，不
搞上下一般粗。

（三）以督促干、注重实效。综合运用多种督察方式，
既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也察认识、察责任、察作风，把
法治政府建设的任务落实、责任压实、效果抓实。

（四）控制总量、计划管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
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要求，增强督察工作的权威性、
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不搞层层加码、不增加基层不必
要的工作负担。

第五条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展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
务院各部门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情况的督察工作。

地方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组织开展对本地区法治政府建设
与责任落实情况的督察工作。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地方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
构在本规定中统称“督察单位”。

第二章 督察对象和内容

第六条 地方各级党委履行推进本地区法治建设领导职责。地方各级政府和县级
以上政府部门履行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法治政府建设主体职责。地方各级政府以及政
府部门的党组织领导和监督本单位做好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6日就俄罗斯一架客机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紧急迫降时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俄罗斯总
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一架客机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紧急迫降时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受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从自家的小库房里推出一辆旧自行
车，车把上挂一个小筐和马扎，把铁锹和
耙子绑在车梁上，套上一件红马甲，戴上
志愿者红袖章，83 岁的李洪启又骑上自
行车出发了。

一路上，人们纷纷跟他打招呼：“‘树
爷爷’，又去看林子啊？”大家都知道，多亏
了这个闲不住的老头儿，否则小区楼前楼
后不会栽这么多树。“有一次，一个小娃娃
不知道我的名字，因为老看见我在种树，
就叫了一声‘树爷爷’，后来大家就叫开
了。”李洪启告诉记者。

“我刚来金川公司时，四周都是戈壁
滩，别说树了，连草都没几棵。”1958年，
甘肃省永昌县境内发现大型镍矿。随后
国家成立金川公司开发永昌镍矿，来自五
湖四海的建设者们聚集到这片戈壁滩上，
家在山东沂蒙山区的李洪启也成为这支
大军中的一员。

几十年过去了，金川的创业者们在戈
壁滩上艰苦奋斗，建起一座新兴工业城市
——金昌市。1996 年，李洪启退休了。

“忙碌了一辈子，突然闲下来有些不习
惯。”李洪启在街上转悠着，看着这座建在
戈壁滩上的城市，心里琢磨着，“就是绿色
太少”。

戈壁滩上种棵树比养个孩子都难，挖
开树窝后，先要把砂砾石过筛，留下细土，
再铺上一层熟土才能种树。李洪启在自
家楼下平整了一块地，挖开地皮，用手推
架子车运走了84车砂石，自己又掏钱买
来3大车熟土，栽上了7株柳树苗。

试验成功，但李洪启觉得仅靠自己还

不行。到小区院子里一吆喝，退休的老年
人都来了，大家一起干，把楼前楼后都种
上了树。随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李洪启带
着大家伙儿把周边几十栋楼附近都绿
化了。

闲不住的李洪启又瞄上了离他们住
宅区不远的废矿石堆。每年春天，他都带
着退休职工们去种树。“刚开始只有我们
几十个人，后来年轻人也参与进来，学生
们有空也来种，慢慢形成了一个志愿者队
伍。”又用了4年时间，李洪启他们挖石筛
土，引水修渠，种了近万棵刺槐、沙枣、杨
树，形成了一条8公里的防护林带。

退休职工们的自发绿化行动，引起了
金川集团管理层的注意。2008 年，金川
集团在废矿石堆上筹建矿山公园。2009
年以来，金川集团加大投入，组织职工在
矿山公园完成了约187 万平方米的绿化
工作，种植沟总长度近320公里。

站在金川国家矿山公园山顶举目远
望，当年寸草不生的废矿石堆已经披上一
层绿装，沿山环绕的绿化带生机盎然。矿
山公园的成功鼓舞了大家打造绿色家园
的信心，近10年来，金川集团在园林养护
和绿化工程项目上累计投入超过 3.2 亿
元，楼前楼后、道路两旁、厂区空地上都填
满了绿色，昔日管道纵横、厂房林立的冶
金化工厂区，如今绿树成荫。

2014年，金昌市被命名为“国家园林
城市”。截至2018年底，金昌市城市建成
区绿地面积1464.99公顷，绿地率和绿化
覆盖率分别达到 33.3%和 37.62%，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到27.71平方米。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公安部党委始终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积极适应当前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勇于担当、奋发有为，团结
带领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在打击敌人、保
护人民、惩治犯罪、服务群众等方面取得了卓
有成效的业绩。

政治建警筑牢忠诚警魂

忠诚，是公安队伍代代相传的政治基因，
是融入血脉的人民警察之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批公安干警履行人
民警察的神圣职责，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
的使命与任务：蔡松松，为抢救两名落水儿童
英勇牺牲；买买提江·托乎尼牙孜，为了将暴恐
分子一网打尽，深入虎穴，不幸壮烈牺牲；汪
勇，固守清贫，自掏腰包为群众解难……公安
机关 200 万人民警察，用“负重前行”换来 13

亿多人民的安定幸福。
忠诚，就是要忠实履行新时代党和人民赋

予的重大职责使命。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为全国两

会、博鳌亚洲论坛、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要
会议和大型活动的顺利举办创造了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一年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恶势
力犯罪集团 5593 个，迅速形成对黑恶势力犯
罪的压倒性态势；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集中组织开展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
罪、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净网”等专项行
动，始终保持对涉枪涉爆犯罪的严打严管态
势。2018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7.7%，8
类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13.8%，人民群众安
全感、满意度持续增强。

忠诚，务必要打造纪律严明的过硬公安
队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整治

乱收滥罚、不作为乱作为、办关系案人情案等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办案领域突出问题；紧
盯取保候审、行政审批、裁量处罚等执法办案重
点环节，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决遏制公
安队伍内部的腐败问题。公安机关坚持用制度
绷紧从严治警这根弦，加大集中整治和督查督
办力度，拔“烂树”、治“病树”、护“森林”，让守底
线、知敬畏、存戒惧成为常态。

让改革“大思路”对接群众“小日子”

让宏大的改革于细微之处呈现，让“大思
路”对接上群众的“小日子”。党的十九大以来，
持续深化的公安“放管服”改革，结合服务型公
安机关建设，将改革指向进一步聚焦到激发社
会创新创造活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上来。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办理护照等出入境
证 件“ 只 跑 一 次 ”制 度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推
开；2018 年 6 月 18 日起，全国陆海空口岸实
现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 30 分
钟；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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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戈壁披上绿装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就俄罗斯一架客机紧急迫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汇聚建设平安中国的磅礴力量

□ 本报记者 姜天骄

“总的来看，2018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推
进，成效明显，重大任务全面发力，重点工程
纵深推进，优先行动落地见效，顺利完成国家
信息化发展年度目标任务。”5月6日上午，第
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开
幕，国家网信办在主论坛上发布了《数字中国
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以下简称报告），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杨小伟在解读报
告时这样说。

“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1.3
万亿元，占 GDP34.8%。我国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推进，截至去年年底，网民规模
8.29 亿，互联网普及率 59.6%，较去年提升
3.8%；网信产业保持良好增长势头，电子信

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通信业、
大数据产业等保持较快增长；信息技术研发
创新活跃，2018年国内信息技术发明专利授
权数达 18.5 万件，同比增长 10.8%。”杨小伟
表示，从成就上看，我国信息化发展能力和
整体水平持续提升，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
践行新发展理念迈出坚实步伐，信息化不但
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有力支撑了重
大改革实施。

另一方面，数字中国建设重大任务也在
深入推进。从国家信息化发展的主要指标完
成情况来看，包括国内信息技术发明专利授
权数、光纤用户占总宽带用户比例、固定宽带
家庭普及率、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贫困村宽

带网络覆盖率等重点数据已提前完成“十三
五”末目标。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加快建设，信息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增强、数据
资源体系建设成效明显，数字经济培育壮大
发展新动能，电子政务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水平明显提升，网络扶贫与数字乡村建设接
续推进。如在数据资源体系建设上，包括国
家人口、企业法人、自然资源等基础数据库先
后建成，国家 71 个部门、32 个地方全面接入
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和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重点领域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力度也在不
断加大，201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发布库总数
据达到1105.5万笔，累计访问量2.58亿次。

此外，报告还给出了各地区信息化发展
评价指数的“大排名”，北京、广东、江苏、上
海、浙江、福建、天津、重庆、湖北、山东排名前
十。杨小伟介绍说，这一排名由包括信息服
务应用、信息技术产业、产业数字化、信息基
础设施、网络安全和发展环境等多项权重要
素共同决定，在各个分项上，地区排名并不相
同。比如在产业数字化上，排名前五的地区
变成了浙江、上海、北京、广东和江苏，而在信
息基础设施方面，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和北
京排名前五。

尽管“成绩单”颇为亮眼，但2019年数字
中国建设仍要全力推进。杨小伟坦言：“创
新能力还不够强，产业生态尚不完善；数字
动力释放尚不充分；区域发展不平衡，数字
鸿沟依然较大；发展环境尚需进一步完善。
这些都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他表示，今
年将开展“十四五”信息化规划预研，并在优
化创新生态、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动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着力缩小数字鸿沟、推
动电子政务发展与信息惠民、加强网络安全
保障能力建设和深化开放合作等方面开展
工作。

数字中国建设交出亮眼“成绩单”
本报记者 陈 静

观众在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进行互动体验。 本报记者 熊 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