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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童政 周骁骏报
道：随着主题教育深入推进，广西壮
族自治区各单位在抓好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
重点措施的同时，注意在建章立制、
完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把在主题
教育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用制
度形式运用好、坚持好，巩固主题教
育成果。

总结经验、巩固成果，持续推动
建章立制。各单位认真总结主题教
育中形成的经验，把好的做法和经
验通过制度机制固定下来。自治区
大数据发展局将主题教育检视问题
的成功做法融入制度建设中，建立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党

组会议制度，加强党内监督。自治
区监狱管理局梳理专项整治中对涉
黑涉恶的整治措施，围绕涉黑涉恶
罪犯管理、涉黑涉恶线索深挖彻查、
涉黑涉恶线索管理等方面，把具体
举措制度化，有效推动监狱扫黑除
恶工作开展。广西广播电视台制定
完善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实施细
则等21项规章制度，在提高干部职
工思想认识、坚定理想信念、转变工
作作风、推动工作落实等方面取得
明显成效。

紧盯问题、持续发力，确保制度
管常管长。各单位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通过制度建设破解难题，用制度
管经常、管长久。自治区教育厅在主

题教育中带着问题学、结合实际做，
着手起草制定《基础能力建设暨办学
条件达标建设的指导意见》等覆盖各
学段多领域的10多项制度文件，通
过建章立制固化学习教育成效，有效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治区林业局
针对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制定
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
层减负的八项措施》，建立了整治形
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切
实推动“基层减负年”落地见效，为基
层干部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
作为。自治区档案馆深入查摆工作不
够标准规范的问题，制定《实物礼品
档案展厅管理工作制度》等，在全馆
推行标准化管理。

广西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建章立制确保“管常管长”

本报讯 记者郁进东报道：“按
照政策要求，小区配套幼儿园应由
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园或委
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但我市部分
小区配套幼儿园未按要求落实”“乡
镇（街道）干部总是忙开会、忙材料、
忙迎检、忙创建、忙留痕（档案资
料）、忙填表，工作繁而杂”……

每一周，浙江省宁波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
公室都会对105家单位的整改情况
进行跟踪梳理，从整改问题内容、主
要整改举措到完成进度情况、牵头
负责领导，每一个问题都有自己的

“专项档案”，以项目化跟踪的形式
推进问题整改落实到底。

“问题查得深不深、改得到不到
位是主题教育能否取得实效的关
键。对此，宁波将‘改’字贯穿主题
教育的始终，做到即知即改、立查立
改，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宁波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奔着问题去，带着问题改。在宁
波，无论是市直机关还是市属企业，
均认真查找自己身上的短板，把职
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检视
自身存在的思想、政治、作风、能力、

廉政等方面的问题，一个一个予以
落实。宁波市税务局把落实减税降
费作为第一关键词写入主题教育工
作方案，结合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
抓落实”活动，聚焦落实政策、优化
服务、完善监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实打实、硬碰硬地把情况摸清楚，把
症结分析透，把问题解决好，以落实
减税降费工作的成效来检验开展主
题教育的实效。宁波市教育局也由
主要领导领班，对全市小区配套幼
儿园进行摸排，对问题幼儿园建立
分类清单，明确了整治时间表和路
线图，做到即知即改、立查立改。

宁波切实把“改”字贯穿始终——

“项目化跟踪”推进整改落实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8 月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黄坤明出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
并讲话，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强化
使命担当，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
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潜心治学、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努力开创新时
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贯通学
史、治史、用史的方方面面，涵盖

党史国史、中华民族史、世界史各
个领域，体现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深刻把握，彰
显着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意识、
宽广的历史视野和大历史观、强烈
的文化自信和历史担当，是新时代
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指针和基本
遵循。

黄坤明强调，新中国成立70年
来，我国史学发展成果斐然、人才辈
出。站在新的起点上，要毫不动摇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精心实施重大史学
工程，培养一批史观正、素质高、有
影响的史学人才。要把历史研究与
历史教育结合起来，扎实做好正本
清源、追根溯源的工作，旗帜鲜明反
对历史虚无主义，引导人们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
化观。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历史研究院
主办，全国史学界 150 多名专家学
者参加。

黄坤明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
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上强调

坚 持 正 确 方 向 强 化 使 命 担 当
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

据新华社香港8月26日电 25日
下午到晚间，香港激进示威者将暴
力升级，在荃湾街头向警务人员投
掷砖头和汽油弹，聚众围攻并追打
警员，大肆破坏道路设施，打砸沿途
多间店铺。香港主流舆论和社会各
界均表示，严厉谴责这种严重损害
香港社会和谐安定的暴力行为。

《大公报》 26 日发表社评表
示，蒙面暴徒肆虐香江，残忍行径
令人发指，完全暴露“颜色革命”
特征，开始出现恐怖主义苗头，严
重破坏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
威胁市民旅客生命财产安全，严重
毒害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严重挑战

“一国两制”原则底线。香港，正

面临回归以来最为严峻的险恶局
面，到了悬崖深渊就在身后的紧要
关头。

社评表示，面对乱局，特区政府
要敢于和善于运用各种法律手段，
果断拘捕违法暴力分子，严格依法
惩治罪犯，对暴力行为露头就打，尽
快恢复社会秩序。

《文汇报》 社评表示，暴力冲
击再升级，暴徒故意把暴力冲击引
到居民区、商业区，增加警方执法
困难，刻意激化警民矛盾。暴力冲
击升级的更大企图，是破坏当前转
趋平静的局面，令特区政府难以通
过对话修补撕裂、解决纷争，让香
港无休止地乱下去。要阻止暴力持

续和升级，民意是最关键的因素之
一。广大市民必须认清纵暴派升
级、延续暴力冲击的险恶居心，更
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和警方止暴制
乱 ， 阻 止 香 港 滑 向 玉 石 俱 焚 的
深渊。

香港最大政团民主建港协进联
盟 （民建联） 强烈谴责部分激进示
威者在过去两日的集会游行后破坏
社区安宁及把暴力升级的行为。民
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示威者堵塞
道路、破坏公共设施，并朝警员投
掷汽油弹和砖头，堪称无法无天。
她重申支持警方执法，恢复社会秩
序，呼吁公众要向激进暴力及违法
行为说“不”。

香港舆论和社会各界谴责激进示威者的暴力升级行为

国务院新闻办26日举行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省（区、市）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介
绍，新中国成立70年来，河南生产总
值从1949年的21亿元增加到2018
年的4.8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从50
元增加到5万元，城镇化率从6.3%提
高到51.7%，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即
将全面小康的巨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河南改革
开放进程中绽放出彩风貌的重要时
期。王国生表示，河南找准支撑点、
突破点、发力点，扎扎实实向更加出
彩的目标迈进。

首先，稳固“三农”基本盘，推动
农业大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夯实更
加出彩的根基。2018年，河南粮食
产量达到1330亿斤，用全国十六分
之一的耕地生产了全国十分之一的
粮食。如今的河南，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加快构建，已成为全国第一粮食加
工大省、第一肉制品大省。涌现出一
大批龙头企业，国内外著名企业纷纷
进驻，农产品出口到137个国家和地
区，正从“国人粮仓”迈向“国人厨
房”，丰富着“世人餐桌”。

王国生表示，河南用创新的理

念、改革的办法来破解“三农”的一
些难题，推动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协
调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持续提
升粮食生产能力。坚持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建
成高标准农田6163万亩；坚持农业
科技贡献率居全国第一方阵，主要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7%以上，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2%。持续延
伸 产 业 链 、提 升 价 值 链 、打 造 供
应链。

其次，持续打好“四张牌”，推动
经济大省迈向高质量发展，挺起更
加出彩的脊梁。王国生表示，河南
省打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牌，坚持
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壮大现代服务业
并举、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并行。打好创新驱动
发展牌，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为龙头，加强创新能力开
放合作。打好基础能力建设牌，率
先实现米字形高铁网实质性落地，
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信枢
纽、能源基地地位不断巩固。打好
新型城镇化牌，中原城市群成为国
家重点发展的城市群，郑州跻身国
家中心城市行列。

据王国生介绍，河南省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推动内陆大省走向开放
前沿，培育更加出彩的势能。“我们打
造了空中、陆上、海上和网上‘四条丝

绸之路’，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目标
迈进。”王国生说，全球跨境电子商务
大会永久落户郑州，首创“1210”监
管服务模式，河南E贸易辐射190多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网购商品集
疏分拨中心，目前已有 129 家世界
500强企业落户河南。

如今的河南，开放的大门越开
越大，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链”
接全球，实现由主要输出劳务、粮食
到贡献河南制造、河南创造，正由对
外开放的跟随者变成内陆开放高地
建设的先行者。

民生方面，河南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推动民生持续改善。2014
年以来，河南共有39个贫困县脱贫
摘帽，8315 个贫困村退出，582.4 万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下
降到1.21%。

王国生表示，站在新的起点，河
南将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让更加
开放、更加自信、更加出彩的现代化
新河南展现在世人面前。

打好“四张牌”河南更“出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君壁

新华社香港8月26日电 （记
者苏万明 陈昊佺） “强烈谴责美
国粗暴干预中国内政”“中国香港，与
美无关”……26日14时30分许，在
香港地铁中环站附近遮打花园，百余
名香港市民撑举横幅，齐声呐喊。

齐声高唱《歌唱祖国》之后，人
群整队，开始游行，朝花园道美国驻
港总领事馆进发。

“我们在建设香港，可暴徒们却
在破坏它。暴徒们身后‘鬼影重
重’、无鬼不成事，最近又武力升级，
造成警察和市民受伤。美方插手香
港事务，我们强烈谴责。”活动发起
人曹达明说，此次活动共有“爱港联
盟”“维港之声”“香港广西社团总
会”等组织的100多名人士参与。

香港邦加侨友会理事长周鸿生
说，根据公开资料，我们有理由相信
是美方在背后支持暴徒们作乱，我
们强烈谴责美方干预中国内政。

香港市民郭兴城通过网络了解
到游行信息。“香港局势混乱至今。
我们自发前来游行，就是为了抗议
美国插手香港事务。”郭兴城说。

游行队伍一路高喊口号，慢慢
行进至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香港暴
徒，美国制造”“美国黑手，立即收
手”“香港是我家，谁来保护她”……

整齐的呐喊声再次响起。
天降大雨。许多市民掏出雨

伞，并主动为正在周围维持秩序的
警察撑伞遮雨。还有的女士掏出纸
巾，帮助警察擦拭制服上的雨水。

“如果没有你们的维护，孩子们
上学可能都要受到影响。你们为了
保护我们，都有人受伤了，好危险，

好辛苦！我们撑你们！”一位参加游
行的女士对同一伞下的警察说。

香港市民揭玉群目前主营私家
养生护理。她说，两个多月来，香港
的交通、旅游和市民生活都受到了
很大影响，“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
有纷争应该通过商议的方式，文明
和平解决，而不是使用暴力。”

8月26日，香港警方紧急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25日的暴力活动中
有15名警员被袭击致伤，甚至有警
员被暴徒尾随刺伤。警队展示的伤
情图片触目惊心，暴力行径令人发
指。锋利的刀锋刺伤了警员，也深
深刺入人们的内心。

新闻一经发布，社会各界无不
对袭警事件义愤填膺。大家都有一
个疑问：暴徒疯狂袭警，放在全世界
都是重罪，当事警员可以迅速采取
果断措施，但为何香港警员却只是
对天鸣枪示警？反观刺伤警员的暴
徒，不但全身而退，还丧心病狂地在
社交网络展示作案工具！种种怪
事，原因何在？

两个月来，乱港分子无所不用

其极地抹黑警察，煽动仇警情绪。
辱骂、恐吓、起底、诅咒、欺凌警方家
人已是家常便饭。一些无良媒体将
镜头对准警队，断章取义、颠倒黑白
指责警方暴力执法。甚至一些乱港
势力要求成立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
调查警方“滥暴”……种种恶行无非
是想达到搞垮警队、进行颜色革命
的目的。但这些无理诉求竟然得到
不少附和！香港警队一边要在前线
血战，一边还要防着背后射来的“子
弹”，世间荒唐，莫过于此！

乱港事件中，警方的表现赢得
各方肯定。危急时刻，需要警队无
惧无畏、严格执法，让社会早日恢复
秩序。但同时，警方需要更多力量
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不是口头的、名
义上的支持，而是各方各界、实实在
在、全心全意的支持。

首先是全体香港市民应形成共
识、全力撑警。香港警察的工作是依
照法律尽力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

香港社会作为整体必须致力于恢复
警察的权威，取消对警察执法的干
预、骚扰和限制。香港市民应该形成
共识，如果警察维持不了香港的治
安，对香港没有任何好处。支持警
队，就是支持香港，支持自己。

其次，要为香港警队营造坚强
后盾。香港警队的优秀表现，取得
国际警察协会等组织的关注，引发
各国警察共鸣，在业内赢得国际社
会支持。此外，凝聚14亿人民的强
大民意，树立“撑警”的坚强后盾。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世警会
中国香港队入场时全场响起“雄起”
的呐喊声，还是内地警察声援香港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公开信，都
在香港和内地同胞中产生了强烈的
共鸣，形成了全国“撑警”的强大
民意。

让更多力量汇集，让更多民意
释放，会有效提升香港警队士气，万
夫一力，天下无敌！

动员和汇集更多的“撑警”力量
朱 磊

香港市民游行谴责美方插手香港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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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参加游行的市民向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行进。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新华社香港8月26日电 香港
特区政府多个部门26日举行跨部门
记者会表示，此前两日激进示威者
的暴力行径不断升级，无法无天。
这些破坏香港社会安宁的攻击行
为，令人发指，特区政府予以最严厉
谴责。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衷心感
谢警队在这样困难环境下的执法工
作，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果断执法，维
护法治，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
示，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衷心感谢
警队在这样困难环境下的执法工
作，警方一直以容忍的态度处理暴
力示威事件。警队是香港治安最坚
实和最重要的防线，特区政府全力
支持警队严正果断执法，维护法治，
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他强调，特区政府绝对有管治决
心、有管治意志制止和依法追究所有
暴力行径，尽快恢复香港社会秩序。
特区政府已释出最大善意及诚意，提

出构建对话平台，听取市民心声，寻
找出路，让香港可以重新出发。

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
示，暴力人士除了肆意袭击不同意
见的人，破坏车辆之外，更将暴力升
级，刻意针对警务人员，疯狂袭击，
投掷大量石头、砖头、燃烧弹，射弹
珠，甚至利用铁枝、长铁管等利器攻
击警务人员。这些激进示威者的违
法及暴力行为已经升级到极度危险
的情况，带有恐怖性。这不是普通
的示威者，是有极度暴力倾向、任意
妄为的暴徒。任何人合理化或默许
这些严重暴力行为，会变成认同暴
力、鼓励暴力，只会令暴力不断升
级，将香港推向一个危险的边缘。

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
帆表示，过去两天有部分人士作出
非常激烈的行为，危及公众安全。
港铁公司事前已采取必要措施，保
障乘客、员工及铁路安全。以后港
铁公司会竭尽全力，确保整个铁路

网能持续为市民提供妥善、安全及
有效率的服务。

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
伟雄表示，有人罔顾事实，以阴谋论
硬说智能灯柱侵犯个人隐私，公然大
肆破坏20支智能灯柱。智能灯柱项
目经过立法会信息科技及广播事务
委员会讨论，在安装前也咨询过区议
会，包括灯柱位置、设备、功能等。特
区政府还成立技术咨询专责委员会，
进行第三方独立检视，高度透明。科
学讲求证据，示威者不要以无理发泄
破坏，阻碍香港的创科发展。

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
华表示，现在一些地区的暴力事件让
市民非常担心。很多居民的日常生
活遭到不同程度滋扰，上班、回家、约
朋友全被打乱。很多商户叫苦连天，
生意一落千丈，希望暴力事件尽快结
束。家长担心开学的时候有人鼓吹
罢课，不希望政治事件被带入社区，
更不希望在学校散播仇恨的种子。

香港特区政府多部门：

暴力行径无法无天 支持警队严正果断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