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建部：因地制宜推進棚改貨幣化安置

建設中央放心人民滿意模範機關
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帶頭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65後」少壯派
履新中央軍委副參謀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內地媒體報道顯示，原任南部戰區副司令員
常丁求已上調中央軍委總部任職，履新中央
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飛行員出身的常
丁求出生於1967年，兩年前升任南部戰區
副司令員，是目前解放軍中最年輕的現役大
戰區級將領。
公開資料顯示，常丁求現年51歲，是湖
南衡陽市人，17歲時進入飛行基礎學校，
之後以過人素質成長為一名王牌飛行員，歷
任空軍航空兵某飛行團團長、空軍殲擊航空
兵第三師副師長、師長等職，並曾遠赴俄羅
斯軍事院校留學深造。
2011年底，常丁求出任空軍參謀長助
理，晉升為副軍級。2012年「八一」建軍
節前夕，常丁求晉升空軍少將軍銜。2013

年年底，他又升任原瀋陽軍區空軍參謀長，
成為當時最年輕的空軍正軍級軍官。特別值
得一提的是，2015年「9·3大閱兵」中，常
丁求擔任「殲10」梯隊領隊，帶領15架
殲-10A組成三個楔形編隊飛過天安門接受
檢閱，他是當時56位將軍領隊中最年輕的
將軍。
另據長安街知事和澎湃新聞等內地媒體

報道，今年5、6月間，多位解放軍將領走
上新崗位，其中多位為跨軍兵種調動，或由
軍區、戰區上調中央軍委。比如，原任北部
戰區空軍政治工作部主任的王征少將，已跨
軍種調任海軍黨委常委；原任海軍副政委兼
政治工作部主任的陳學斌中將，已跨軍種調
任空軍副政委；西藏軍區政委王建武中將，
調任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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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新聞聯播報道，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政治建設推

進會昨日在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中央和

國家機關推進黨的政治建設作出重要指示時強調，中央和國家機關首先是政治機關，

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堅定不移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不懈推進黨的政治建設。希

望中央和國家機關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帶頭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在深入學習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上作表率，在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各

項決策部署上作表率，建設讓黨中央放心、讓人民群眾滿意的模範機關。

習近平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要強化統一
領導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工作的政治擔當，

指導督促部委黨組（黨委）認真履行機關黨建主體
責任，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形成強大合力，推
動全面從嚴治黨各項舉措落地見效，開創中央和國
家機關黨的建設和各項事業新局面。

彰顯政治統領 堅持問題導向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書記丁薛
祥在會上傳達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並講話。
會議強調，中央和國家機關各單位要深入學習貫
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
大精神，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帶頭堅決維護習
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
中統一領導，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嚴守黨的政治紀
律和政治規矩，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不折不扣貫徹
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做好「三個表率」，建設
「模範機關」。要彰顯政治統領，堅持問題導向，
融入業務工作，健全制度機制，嚴格責任落實，把

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政治建設抓細抓實抓出成效。
會議還對做好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期間思想政治工作
等作出安排部署。

黨的基層組織 每屆任期5年
另據報道，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

黨的基層組織任期的意見》。中共十九大黨章修正
案規定：「黨的基層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支部
委員會每屆任期三年至五年。」為貫徹落實黨章規
定，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嚴格黨的組織制度，完善
黨的基層組織任期，《意見》提出：黨的基層委員
會每屆任期一般為5年，黨的總支部委員會、支部
委員會每屆任期一般為3年，其中村和社區黨的委
員會、總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每屆任期為5
年。
黨的基層組織應嚴格執行任期制度，任期屆滿按

期進行換屆選舉。如需延期或提前進行換屆選舉，
應報上級黨的委員會批准，延長或提前期限一般不
超過1年。

昨日，海南三亞往
返英國倫敦的定期洲際
直飛航線正式開通。當
日13時18分，首航航
班載214名乘客，從
三亞鳳凰國際機場起
飛，飛赴倫敦希思羅機
場。據了解，「三亞-

倫敦」航線由中國南方航空空
客A330-200型客機執飛，航
班號為CZ651/2，每周四和周
日從三亞機場起飛，飛行時間
約12.5小時。 圖/文：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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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9客機
轉場山東試飛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中國商飛公司透露，昨日14時57分，
C919大型客機102架機從上海浦東機場起
飛，歷經1小時46分的飛行，平穩降落在山
東東營勝利機場，順利完成首次空中遠距離
轉場飛行。這意味着C919大型客機項目進
入密集研發試飛新階段，正式開啟多地同步
試飛模式，未來將接受各種複雜氣象條件的
嚴酷考驗和系列高風險試飛科目的挑戰。
據悉，此次轉場東營試飛基地的102架機
主要承擔動力裝置、燃油及惰化系統（防燃
防爆）、電源系統、環控系統等地面試驗驗
證和試飛科目。根據計劃，中國商飛公司將
投入6架試飛飛機全面開展失速、動力、性
能、操穩、飛控、結冰、高溫高寒等科目試
飛，同時有兩架地面試驗飛機分別開展靜力
試驗（飛機的「體能測試」）、疲勞試驗
（材料拉壓負荷試驗）等工作。
隨着第二架試飛飛機轉場東營試飛基地，

中國商飛公司正式開啟C919大型客機「1+
M+N」多機場、多區域協同試飛模式。
「1」是指上海試飛主基地；「M」是指陝
西西安閻良機場、山東東營勝利機場和即將
投入使用的江西南昌瑤湖機場等輔助試飛基
地；「N」是指適合特殊氣象條件驗證試飛
的各種機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
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宣佈：應阿拉伯
聯合酋長國總統哈利法、塞內加爾共
和國總統薩勒、盧旺達共和國總統卡
加梅、南非共和國總統拉馬福薩邀

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7月19日至
24日對上述四國進行國事訪問。
應南非共和國總統拉馬福薩邀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7月25日至
27日出席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金

磚國家領導人第十次會晤。
在結束對上述四國國事訪問並出席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次會晤回國途
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將過境毛里求斯
並進行友好訪問。

習近平將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

■習近平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建設讓黨中央放心、讓人民群眾滿意的模範機關。圖為紀檢監察工作人員在河北省隆堯縣官
莊村向群眾了解情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昨日
從中國空軍參加「國際軍事比賽-2018」媒
體吹風會上獲悉，空軍將派出轟-6K轟炸
機、殲-10Ａ殲擊機、殲轟-7A殲擊轟炸機和
伊爾-76、運-9運輸機等五型戰機和一支空
降兵分隊，赴俄羅斯參加即將開幕的「國際
軍事比賽-2018」。其中，轟-6K轟炸機和
運-9運輸機均是首次出國參賽。
「國際軍事比賽-2018」是俄羅斯國防部

發起的一項國際性軍事賽事，由中國與俄羅
斯、白俄羅斯、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亞
美尼亞、伊朗等7國軍隊共同承辦，將於7
月28日開幕。中國空軍將赴俄羅斯參加在
其境內梁讚州舉行的「航空飛鏢」項目和在
車里雅賓斯克州舉行的「空降排」項目比
賽。

轟-6K等五型戰機
月底赴俄參加軍事比賽

■ C919大型客機102架機轉場山東東營試
飛基地。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住房和
城鄉建設部有關司局負責人昨日表示，要
因地制宜推進棚改貨幣化安置。商品住房
庫存不足、房價上漲壓力較大的地方，應
有針對性地及時調整棚改安置政策，採取
新建棚改安置房的方式；商品住房庫存量

較大的地方，可以繼續推進棚改貨幣化安
置。
該負責人強調，進一步合理界定和把握

棚改的範圍和標準。各地要堅持既盡力而
為、又量力而行的原則，切實評估論證財
政承受能力，不搞一刀切、不層層下指

標、不盲目舉債鋪攤子，進一步合理界定
和把握棚改的標準和範圍，重點攻堅改造
老城區內髒亂差的棚戶區和國有工礦、林
區、墾區棚戶區。

上半年開工量逾六成
據介紹，2008年至2017年，全國棚改
累計開工3,896萬套，幫助約1億人「出棚
進樓」。其中，2013年到2017年，全國棚
戶區改造累計開工2,645萬套，全國棚改
完成投資約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6,000多萬居民「出棚進樓」，共享改革發
展成果，促進了社會公平，維護了社會和
諧穩定。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啟動新

的三年棚改攻堅計劃，今年開工580萬
套。據該負責人介紹，今年上半年，全國
棚戶區改造已開工363萬套，佔目標任務

的62.5%。

配套設施建設須同步
該負責人介紹，近年來，各地對棚戶區

範圍和標準的執行總體上是好的，但一些
地方還存在一些問題。如有的地方將棚改
政策覆蓋範圍擴大到一般建制鎮，有的將
道路拓展、歷史街區保護、文物修繕等帶
來的房屋拆遷改造項目納入棚改範圍，也
有的把房齡不長、結構比較安全的居民樓
納入棚改範圍。
該負責人說，下一步，各地應當及早開

工新建項目，加快建設續建項目，加大棚
改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努力做到配套
基礎設施建設與棚改安置住房同步規劃、
同步報批、同步建設、同步交付使用，嚴
格工程質量監督管理，讓更多困難群眾早
日「出棚進樓」，住得放心、舒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昨日在國
新辦發佈會上表示，6月中央企業單
月利潤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創歷史記錄，同時上半年央企
累計收入和利潤水平均創歷史同期最
好水平。
對於中美貿易戰，彭華崗指央企正

在就局勢作分析及應對，一方面要做
好風險防範，另一方面，還是要堅定
不移擴大開放合作，「不管是風吹雨
打，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根本」。
國資委數據顯示，央企上半年累計

實現營收 13.7 萬億元，同比增長
10.1%，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4個百分
點；6月份當月實現營收2.7萬億元，
同比增長10.7%。有17家企業收入增
幅超過20%，43家企業收入增幅超過

10%。石油石化、煤炭、電力、機
械、鋼鐵等行業收入增速超過10%，
建築、交通運輸、通信等行業收入增
長平穩。
同時，央企上半年累計實現利潤總

額8,877.9億元，同比增長23%，增速
比一季度加快2.1個百分點；6月份當
月實現利潤2,018.8億元，同比增長
26.4%，創歷史單月最高水平。有37
家企業效益增幅超過20%，58家企業
效益增幅超過10%。石油石化、冶
金、火電等行業效益增速超過30%。
彭華崗指出，下一步將推進央企整

合，一方面是圍繞國家戰略，推動集
團層面重組，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和產業轉型升級，另一方面是為提升
央企整體效率，推動專業化整合，將
分散的業務向有主業的企業集中。

國資委：
上半年央企利潤創同期最好水平

習
近
平

：

■■住建部要求因地制宜推進住建部要求因地制宜推進
棚改貨幣化安置棚改貨幣化安置。。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