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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记者邹伟 杨维汉） 全国
公安工作会议7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新的历史条件下，公安机关要坚持以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
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努力使人民群
众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
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
展安全两件大事，就加强公安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全
面推进从严管党治警，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促进
了社会公平正义，增强了人民群众安全感，确保了社会
大局稳定。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公安民警表
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在实践中，我们深化对公安工作的规
律性认识，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必须总结好、运用好
成功经验，确保公安工作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改革
创新，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按照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锻造一支让党中央
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

习近平强调，要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公安机关，引
导全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教育全警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按照新时期好干部标准，选
好配强各级公安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各级公安
机关要完善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等情况的
督促检查、问效问责机制，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
项重大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习近平指出，要积极预防、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
确保社会既充满生机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要处理好
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既要解决合理合法诉求、维护群众
利益，也要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维护社会秩序。要
围绕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履行好打击犯罪、保
护人民的职责，对涉黑涉恶、涉枪涉爆、暴力恐怖和个人
极端暴力犯罪，对盗抢骗、黄赌毒、食药环等突出违法犯
罪，要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
坚持打防结合、整体防控，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把“枫桥
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习近平强调，公平正义是执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线。
要抓住关键环节，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
约体系，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
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把打击犯罪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同实现公正、执
法目的同执法形式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
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
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要加强全民普法宣传教育，推
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把新时代公安
改革向纵深推进。要推行扁平化管理，把机关做精、把
警种做优、把基层做强、把基础做实，加快构建职能科
学、事权清晰、指挥顺畅、运行高效的公安机关机构职能
体系。要树立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导向，推动重心下
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增强基层实力、激发基层活力、
提升基层战斗力。要深化同机构改革配套的相关政策
制度改革，优化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力量资源配置，加
强机构人员职能整合、业务工作融合、机制流程衔接。
要把大数据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大引擎、培育
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全面助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推出更多更高质量的服务举
措，着力解决好群众办事难、办事慢、来回跑、不方便等
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

习近平强调，从严治警一刻都不能放松。要坚持政
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着力锻造一支有铁一般的理想
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
纪律作风的公安铁军。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育警铸
魂、固本培元的战略工程常抓不懈，坚持严在平时、管在
日常，使全警真正养成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的高度自
觉。对违纪违法问题，要始终保持“零容忍”，不管是“老
虎”还是“苍蝇”，无论是黑恶势力等违法犯罪的“保护

伞”还是群众身边的“微腐败”，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
习近平指出，和平时期，公安队伍是牺牲最多、奉献最

大的一支队伍。对这支特殊的队伍，要给予特殊的关爱，
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全面落实从优待警
措施。要完善人民警察荣誉制度，加大先进典型培育和宣
传力度，增强公安民警的职业荣誉感、自豪感、归属感。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公安工作，加强
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支持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
职责，帮助解决公安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
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创造良好条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总
结讲话中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大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和公安队伍革命化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打造高素
质过硬公安铁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决捍
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省

会城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政法委、公安厅（局）主要负
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国有大型企业、
军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
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

王沪宁韩正出席

5月7日至8日，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8日应约同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
萨勒曼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
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视沙特为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
近年来，我同国王陛下成功实现互访，
引领中沙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今年 2
月穆罕默德王储访华并举行中沙高级
别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取得丰硕
成果，为两国深入推进各领域交流合
作注入了新动力。中国赞赏沙特在涉
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秉
持客观公正立场，坚定支持沙方为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所作努力，支
持 沙 方 推 进 经 济 转 型 、实 现 更 大 发
展。中方愿同沙方加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和“2030 愿景”战略对接，推
进两国能源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中方
赞赏沙特为推动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
系、中国同伊斯兰国家关系发展所作
积极努力。中方欢迎并积极支持沙特
担任 2020 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愿同
沙方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推动二十国
集团为维护多边主义、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更大
贡献。

萨勒曼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相
信将对促进国际发展合作发挥重要作
用。沙中都致力于各自国家发展和世界
和平稳定。沙方重视深化沙中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祝愿中国发展取得更大成就，
愿密切同中国各层级交往，推进两国各
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和两国人民，并
促进东亚和西亚地区合作。沙特愿继续
为促进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同中国
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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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是新时代做好公安工作的根本遵循，激励全国公安队伍
更好地肩负使命，奋勇前行，努力锻造一支有铁一般理想信
念、铁一般责任担当、铁一般过硬本领、铁一般纪律作风的
公安铁军，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创造更加安全
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我国公安队伍有着光荣作风和优良传统，正气浩然，英
杰辈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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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队伍紧紧围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总目标，持续提升自身建设，打赢了一场
场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硬仗。广大公安干警长期扎根基
层，恪尽职守、忠诚为民。有的默默奉献、甘当无名英雄；有
的秉持“螺丝钉”精神，坚守一线而不悔；有的在重大安保任
务面前不怕疲劳、连续奋战，尽心尽力。他们通过颇具成效
的工作和脚踏实地的付出，为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构筑起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赢得人民群众高度赞誉。
在生动而深刻的实践中积累的诸多宝贵经验，对新时代公
安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及时总结好、运用好，确保公安
工作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努力加强公安队伍的革命化、正规
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锻造一支让党中央放心、人民群
众满意的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 （下转第二版）

用 忠 诚 和 热 血 铸 就
新时代“四铁”公安队伍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 5月 8日
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
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陈伟庆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伊拉克共和
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张涛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伊拉克共和国特
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李华新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
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陈伟庆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王
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陈国友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赤道几
内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命亓玫（女）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赤道几内亚
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王玉林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厄瓜多尔共
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陈国友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厄瓜多尔共和
国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吴鹏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塞拉利昂共和
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胡张良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塞拉利昂共和
国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王雪峰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萨摩亚独立
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巢小良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萨摩亚独立国
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5 月 8 日，财政部发布最新财政收
支情况显示，今年 1 月至 4 月，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72651 亿元，同比增长
5.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5667 亿
元，同比增长 15.2%。前 4 个月全国财
政收支运行平稳，反映出当前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统计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4667亿元，
同比增长 4.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
收入 37984 亿元，同比增长 6.1%。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63692
亿元，同比增长 4.6%；非税收入 8959 亿
元，同比增长10.3%。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增值税、国内消
费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保持了收
入的平稳增长，与工业生产、消费、固定资
产投资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相适应。

“税收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晴雨
表，特别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反映了经
济、企业运行情况。前4个月，这两个主
体税种收入保持平稳增长，占税收总收
入比重超过六成，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
调整效果显现，产品高增值率促进增值
税增长，企业效益提升带来所得税增长，
凸显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向经济
日报记者表示。 （下转第四版）

今年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2651亿元，同比增长5.3%——

减税增支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