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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機構改革需不斷調整
適應經濟基礎要求 五方面深化部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2月6

日和28日分別舉行黨外人士座談會和民主協商

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

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

重要支撐。黨和國家機構屬於上層建築，必須適

應經濟基礎的要求。經濟不斷發展，社會不斷進

步，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上層建築就要適應新的

要求不斷進行改革。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條普

遍規律。機構改革是一個過程，不會一蹴而就，

也不會一勞永逸，需要不斷進行調整。

會議就《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
定》、《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共中央

擬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人
選建議名單和擬向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推薦的全國政
協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向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
聯和無黨派人士代表通報情況，聽取意見。
李克強、俞正聲、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
正出席會議。

強化黨組織領導地位
習近平強調，這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從5個大的

方面進行了部署。一是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
制，強化黨的組織在同級組織中的領導地位，更好發揮黨
的職能部門作用，統籌設置黨政機構，推進黨的紀律檢查
體制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二是合理配置宏觀管理部門職
能，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完善市場監管和執法體制，改革
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管理體制，強化事中事後監管，完善
公共服務管理體制，提高行政效率。三是完善黨政機構佈
局，深化人大政協司法機構改革，深化群團組織改革，推
進社會組織改革，加快推進事業單位改革，深化跨軍地改
革。四是賦予省級及以下機構更多自主權，構建簡約高效
的基層管理體制，規範垂直管理體制和地方分級管理體
制。五是依法管理各類組織機構，強化機構編制管理剛性
約束，嚴格機構編制管理許可權和程序。深化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是貫徹落實中共十九大精神的重要內容，是堅持
和完善黨的領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
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任務，關係改革
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關係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對深化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對改革方案的研究謀劃，
都要放到時代背景下、站在更高層次上來把握。
習近平指出，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即
將召開，這是繼中共十九大勝利召開之後我國各族人民政
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選舉產生新一屆國家機構和全國
政協領導人員，分別是這兩個會議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
關係全局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對做好新一屆國家機構和
全國政協換屆人事安排工作十分重視，進行了研究部署，
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了醞釀、聽取意見。在醞釀過程中，大
家認為，新一屆國家機構和全國政協領導人員人選的產
生，要着眼於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着眼於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着眼於
加強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工作，團結凝聚各方面力量；
要堅持黨管幹部原則，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
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事業為上、公道正派，嚴把人選
政治關、廉潔關、形象關；要積極穩妥推進國家高層領導
的新老交替。經過反覆比選、統籌考慮，兼顧方方面面，
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提
出了新一屆國家機構和全國政協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
並提請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

盼形成合力積極改革
習近平希望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把思想和
行動統一到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決策部署上
來，大力支持改革，積極投身改革，為破解難題、深化改
革廣建良言、廣獻良策，做好溝通思想、協調關係、理順
情緒、化解矛盾的工作，凝聚廣泛共識，為改革營造良好
的社會環境、形成強大合力。希望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
無黨派人士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參加全國兩會，引導本黨
派、本界別的代表和委員認真履行職責，傳遞正能量、發
出好聲音、展示新形象，確保大會各項任務順利完成，把
兩會開成團結民主、風清氣正的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近日給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鎮
橫坎頭村全體黨員回信，勉勵他們傳
承好紅色基因，發揮好黨組織戰鬥堡
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範作用，同鄉親
們一道，再接再厲、苦幹實幹，努力
建設富裕、文明、宜居的美麗鄉村。
習近平在回信中說，很高興收到你

們的來信。15年前到你們村的情景我
都記得，我一直惦記着鄉親們。這些
年，村黨組織團結帶領鄉親們艱苦奮
鬥，發展紅色旅遊，利用綠色資源，
壯大特色農業，把村子建設成了遠近
聞名的小康村、文明村，鄉親們生活
不斷得到改善，我感到十分欣慰。
習近平指出，辦好農村的事情，實
現鄉村振興，基層黨組織必須堅強，
黨員隊伍必須過硬。希望你們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傳承好紅色基因，發
揮好黨組織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
模範作用，同鄉親們一道，再接再
厲、苦幹實幹，結合自身實際，發揮
自身優勢，努力建設富裕、文明、宜
居的美麗鄉村，讓鄉親們的生活越來
越紅火。
梁弄鎮位於余姚四明山革命老區，

該鎮橫坎頭村是浙東抗日根據地的中
心所在地。本世紀初，橫坎頭還是一
個交通閉塞、房屋破舊、村民收入比
較低的經濟薄弱村。2003年春節前
夕，剛剛擔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
專程到梁弄鎮和橫坎頭村考察調研，
提出了建設「全國革命老區全面奔小
康樣板鎮」的殷切期望。春節過後不
久，習近平又給村裡的黨員群眾回
信，鼓勵他們加快老區開發建設，盡
快脫貧致富奔小康。15年來，遵照習
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橫坎頭村調整
產業結構，發揮資源優勢，走上了全
面小康道路，相繼被評為浙江省全面
小康示範村、全國文明村。近日，橫
坎頭村全體黨員給習近平總書記寫
信，匯報該村的發展變化情況，表達
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帶領群眾建設美
麗鄉村的決心。

香港文匯
報訊 《人
民日報》昨

日發表題為《保證黨和國家長治
久安的重大制度安排》的文章指
出，這次憲法修改《建議》在國
家主席任職規定上作出修改，是
着眼於健全黨和國家領導體制，
在憲法上作出制度安排。這一修
改，不意味着改變黨和國家領導
幹部退休制，也不意味着領導幹
部職務終身制。
文章稱，在國家主席任職規定

上作出調整，是健全黨和國家領
導體制的制度性安排。
文章指出，中國共產黨、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領導人
「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是我們
黨在長期執政實踐中逐步探索出的
治國理政的成功經驗。國家主席制
度是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重要組成
部分。從黨章和憲法相關規定來
看，1982年黨的十二大通過的

《中國共產黨章程》和後來歷次修
正後的黨章，對黨的中央委員會規
定每屆任期五年，對黨的中央委員
會總書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沒
有規定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1982年憲法即現行憲法第九十三
條第四款，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軍事委員會規定每屆任期同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沒有規
定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在國家
主席任職規定上作出修改，有利於
保持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人民解放軍領導體制的一
致性，使「三位一體」領導體制在
憲法上得以貫徹和體現。
文章續指出，在國家主席任職

規定上作出修改，是着眼於健全
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在憲法上作
出制度安排。這一修改，不意味
着改變黨和國家領導幹部退休
制，也不意味着領導幹部職務終
身制。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中
國幹部退休制度已經建立並在實

踐中不斷完善。1982年十二大黨
章至2017年十九大黨章都有一
條明確規定：「黨的各級領導幹
部，無論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
或是由領導機關任命的，他們的
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
或解除。」、「年齡和健康狀況
不適宜於繼續擔任工作的幹
部，應當按照國家的規定退、
離休。」黨的總書記、黨的中
央軍委主席、國家中央軍委主
席、國家主席的任職規定保持
一致，是符合中國國情、保證
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設
計，是保證中國共產黨、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
領導人「三位一體」的制度安
排，有利於堅持和加強黨的全
面領導，有利於完善黨和國家
領導制度，有利於堅持和維護
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優勢
和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共中央昨日上午在人民
大會堂舉行座談會，紀念周恩
來同志誕辰120周年。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強
調，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航線已經明確，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巨輪正在乘風破浪前
行。周恩來同志青年時代曾經
寫下這樣的寄語：「願相會於
中華騰飛世界時。」今天，我
們可以告慰周恩來同志等老一
輩革命家的是：近代以來久經
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
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
躍。周恩來同志生前念茲在茲
的中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一
定能夠在不遠的將來完全實
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主

持座談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
際、韓正出席座談會。

勿忘共產黨人理想信念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周恩

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

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
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習近平
強調，周恩來同志是不忘初心、
堅守信仰的傑出楷模。理想信念
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中
國共產黨能夠歷經挫折而不斷奮
起，歷盡苦難而淬火成鋼，歸根
到底在於千千萬萬中國共產黨人
心中的遠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終
堅定執着，始終閃耀着火熱的光
芒。我們要向周恩來同志學習，
不要忘記我們是共產黨人，不要
忘記我們是革命者，任何時候都
不要喪失理想信念，用自己的實
際行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
而努力奮鬥。
習近平強調，周恩來同志是熱

愛人民、勤政為民的傑出楷模。
「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人
民愛」，人民群眾用樸素的語言
表達了對周恩來同志最真摯的感
情。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
民、服務人民，一旦脫離群眾，
就會失去生命力。我們要向周恩
來同志學習，堅持立黨為公、執
政為民，自覺踐行全心全意為人
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

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
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
為奮鬥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
偉業。

紀念周恩來誕辰120周年
習近平：以中華復興相告慰

人民日報：國家主席任期修改不意味終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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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強調習近平強調，，這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這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其中之一是其中之一是
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強化黨的組織在同級強化黨的組織在同級
組織中的領導地位組織中的領導地位，，更好發揮黨的職能部門作用更好發揮黨的職能部門作用，，統籌設統籌設
置黨政機構置黨政機構，，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和國家監察體制改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和國家監察體制改
革革。。圖為圖為20162016年浙江省建德市監察委員會掛牌年浙江省建德市監察委員會掛牌。。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共中央2月6日和28日分別舉行黨外人士座談會和民
主協商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指出，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的重要支撐。 新華社

■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周恩來
同志是熱愛人民、勤政為民的傑
出楷模。圖為位於江蘇南京梅園
新村紀念館的周恩來銅像。

資料圖片

■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給浙江省革命老區黨員
回信，勉勵他們建設富裕、文明、宜居的美麗
鄉村。圖為浙江余姚市農戶在插秧。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