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讓愛國奉獻精神成新時代價值追求

十九大後中央推進全面深改全過程
新華社獨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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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文首次披露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
革的一系列重要論述
「始終牢記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深改領導小

組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此前，「改革只有進
行時、沒有完成時」的論述已廣為人知，但此
次加上「始終牢記」4個字，進一步彰顯出黨
的十九大繼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堅定決心。
「要在保持經濟社會大局穩定的前提下，在

經濟體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推進基礎性關
鍵領域改革取得新突破，同時抓好已出台改革
舉措落實。」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工

作會議上的講話，對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提出
明確要求。
「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

本動力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要適應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程，牢牢把握全面
深化改革總目標，統籌推進各領域各方面改
革。」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一中全會上

的講話，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時代堅持
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動力。
「一個山頭一個山頭地攻，一個難關一個難

關地破」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深改委第三次會議

上的講話，強調要把更多精力聚焦到改革的重
點難點問題上來。
「先立後破、不立不破」、「不僅要把

『塊』切好，還要把『條』理順」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深改委第二次會議

上的講話，對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如何做好
職責配置和劃轉提出明確要求，為機構改革科
學有序、有條不紊推進指明了方向。
「站在新的起點謀劃和推進改革，關鍵還是

要真抓實幹」、「一定要有求實精神，真刀真
槍幹」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在十九屆中央深改領

導小組第一次、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彰顯出
黨中央對於狠抓改革落實工作的高度重視和明
確要求。
首次公開全面深化改革兩大關鍵數據：

「158」和「156」
「158」：黨的十九大報告共提出158項改革
舉措。《黨的十九大報告重要改革舉措實施規
劃（2018-2022年）》對158項改革舉措進行梳
理，列明牽頭單位、改革起止時間、改革目標

路徑、成果形式等要素，形成了未來5年全面
深化改革的「大施工圖」。
「156」：2018年，黨中央明確了全面深化

改革156項任務。要把藍圖變為現實，必須按
照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的「不馳於空想、不
騖於虛聲」，不斷推深做實。
首次提出黨的十九大後全面深化改革「四大

主線」：更謀長遠、更高起點、更涉險灘、更
惠民生
更謀長遠的改革大佈局
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成立國家監察委員
會……全面深化改革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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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目標不斷奮進。
更高起點的改革再出發
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賦予雄安新

區更大改革自主權，複製推廣自貿試驗區改
革試點經驗……吸吮着40年改革開放積蓄的
豐厚養分和過去5年改革積累的寶貴經驗，
全面深化改革站上更高起點。
更涉險灘的改革攻堅戰
以不斷深化、精準的改革舉措為脫貧攻堅注

入強大動力，建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
中央調劑制度，開展防範和懲治統計造假、弄
虛作假督察工作……新的歷史關口，唯有以更
大決心、更強勇氣破藩籬、涉險灘，才能開闢
黨和國家事業全新局面。
更惠民生的改革新指向
出台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規範

校外培訓機構發展，完善全科醫生培養與使用
激勵機制……一系列改革舉措精準出擊，始終
向着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標
邁進。

首次披露改革督察發現突出問題：一些地方
對改革認識不清、落實不力
黨的十九大後，中央改革辦迅速組織對山

東、黑龍江、四川、廣東等地改革任務落實情
況進行全面督察，還對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情
況、圍填海管控辦法落實情況、法官檢察官員
額制改革落實情況等進行了專項督察。
督察人員深入一線召開座談會、查看台賬，

實地查看社區、企業、農村等改革推進和落實
情況，既有效發掘了一批基層抓改革落實的有
益經驗，也如實反映了一些地方存在的改革認
識不清、落實不力等問題，既嚴肅批評工作不
足又明確提出整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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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近日對王繼才同志先進事跡作出
重要指示強調，王繼才同志守島衛國32
年，用無怨無悔的堅守和付出，在平凡
的崗位上書寫了不平凡的人生華章。我
們要大力倡導這種愛國奉獻精神，使之
成為新時代奮鬥者的價值追求。
習近平指出，對王繼才同志的家人，
有關方面要關心慰問。對像王繼才同志
那樣長期在艱苦崗位甘於奉獻的同志，
各級組織要積極主動幫助他們解決實際
困難，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給予更多
關心愛護。
王繼才生前是江蘇省灌雲縣開山島民
兵哨所所長。開山島位於中國黃海前

哨，面積只有兩個足球場大，戰略位置
十分重要。1985年部隊撤編後，設立
民兵哨所，但因條件艱苦，先後上島的
10 多位民兵都不願長期值守。1986
年，26歲的王繼才接受了守島任務，從
此與妻子以海島為家，與孤獨相伴，在
沒水沒電、植物都難以存活的孤島上默
默堅守，把青春年華全部獻給了祖國的
海防事業。2014年，王繼才夫婦被評
為全國「時代楷模」。今年7月27日，
王繼才在執勤時突發疾病，經搶救無效
去世，年僅58歲。

遺孀申請繼續守島
另據澎湃新聞報道，除了王繼才，妻

子王仕花是唯一的哨員。如今，王繼才

走了，但守島還會繼續。遺孀王仕花表
示，她已於昨日上午向組織遞交了守島
申請。
她想把丈夫的願望繼承下去。「老王

跟我說過，就算他哪天走了，也要在島
上走，在崗位上走」，王仕花說，這是
王繼才曾經許下的諾言，如今也是她的
諾言。
王仕花透露，王繼才生前經常心口

疼，身上也有很多濕疹，老是說腰痛，
要她幫忙捶。王仕花的身體也不是很
好。王繼才突發疾病去世時，王仕花並
不在島上，而是回到縣城治療自己的股
骨頭前期壞死症狀。
「我曾經跟他說過，要不我們下島
吧」，王仕花說，王繼才只是對妻子

說，守了這麼多年，祖國也給了他們這
份榮譽和任務，一定要把島守好。
「他的諾言也就是我的諾言，他走

了，我要繼續」，王仕花說，作出這樣
的決定並不難，這些年來深受王繼才的

感染，而且自己也是一名共產黨員。
由於當年是自願跟隨王繼才上島，並

非由人武部正式委派，因此，要正式接
過王繼才的接力棒，王仕花還要走申請
程序。

■ 王 繼 才
（右）生前
與妻子王仕
花在海島上
舉行升旗儀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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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剛履新江西省委副書記的易煉紅昨
日在江西省人大會議上被任命為江西省
副省長、代省長。這是這位十九屆中央
候補委員一年內第二次跨省交流任職，
並有望接班江西省省長職務。此外，多
個中央部門出現高層人事調整，包括山
西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黃曉薇，回
京出任全國婦聯黨組書記，其前任宋秀
岩另有任用；科技部黨組成員周長奎轉
任中國殘聯黨組書記；新任公安部黨委
委員杜航偉升任公安部副部長；民政部
社會組織管理局局長、民間組織服務中
心主任詹成付升任民政部副部長。
易煉紅現年58歲，湖南漣源人，早年

一直在湖南省工作，歷任湖南省委黨校
常務副校長、湖南行政學院常務副院
長、岳陽市委書記、湖南省委常委、省
委秘書長、長沙市委書記等職務。2017
年7月，易煉紅跨省北上交流，接班轉
任住建部部長的王蒙徽，出任遼寧省委
常委、瀋陽市委書記，今年5月，已當
選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的易煉紅二度補
缺王蒙徽，出任空缺一年的遼寧省委副
書記，並繼續兼任瀋陽市委書記。兩個
月後，易煉紅再次跨省交流任職，南下
轉任江西省委副書記，現又被任命為江
西省副省長、代省長。
中央部門的高層人事調整也很頻繁。

8月1日，中央任命黃曉薇任全國婦聯

黨組書記，提名全國婦聯副主席候選
人、書記處第一書記人選，黃曉薇此前
任職山西。2014年，山西發生塌方式腐
敗，當年9月，黃曉薇由監察部副部長
「空降」山西，擔任省委常委、省紀委
書記。兩年後，黃曉薇轉任山西省委副
書記。今年1月，在山西省政協換屆
中，黃曉薇當選為省政協主席，晉升正
部級。
此外，科技部黨組成員周長奎轉任中

國殘聯黨組書記；新任公安部黨委委員
杜航偉升任公安部副部長，年逾61歲的
李偉不再擔任公安部副部長；民政部社
會組織管理局局長、民間組織服務中心
主任詹成付升任民政部副部長。

香港文匯報訊 就在特朗普政府挑起
的貿易戰背景下，德國汽車成為特朗普
關稅政策祭出的第一個犧牲品：明面是
在美國設廠的德國汽車公司，實際則是
美國汽車工人的就業崗位。
7月30日，德國寶馬汽車公司將其旗
下在美國生產並出口到中國的兩款運動
型實用汽車（SUV）在中國銷售價格分
別提高4%和7%，原因是成本增加。自
特朗普政府對多國多線發動加徵關稅的
貿易攻勢後，美國產寶馬車的全球採購
零部件價格上漲了。同時，中國從7月
6日起對產自美國的進口汽車在新實施
15%關稅基礎上再加徵25%，即徵40%
的稅。這意味着，今後以美國為原產地

的各國品牌汽車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將因
價格因素而減少。
中央廣電總台國際在線發表評論員文

章指出，此輪貿易戰對汽車產業鏈上任
何一個細小環節的影響，都會攪亂整條
產業鏈，這就是所謂「城門失火，殃及
池魚」。美國對產自其他國家的鋼鋁產
品加徵關稅，隨後不少國家進行反制，
就殃及包括美國通用、福特在內，也包
括德國寶馬在內的各大汽車企業。
文章續指出，一起被特朗普摧毀的，
可能還有他天天掛在嘴邊要保護的美國
汽車工人即藍領選民的就業崗位。德企
戴姆勒公司表示，今年第二季度由於中
美貿易摩擦，它的淨利潤已下降27%，

如果繼續加徵關稅，它將重新考慮生產
佈局，包括在中國建立新廠的可能性。
作為連續9年穩坐世界第一大汽車消費

市場的中國，一直都是各國各大車企青睞
並不願輕易放棄的市場。奔馳、寶馬兩
家德企的潛台詞已經很明確，那就是：
貿易戰如果繼續下去，在美國減產裁員
不可避免。
文章最後引述《金融時報》曾引用一位
專業人士的話，將貿易戰給全球汽車產業
帶來的影響形容為一場「完美風暴」，即
對全球汽車行業會帶來致命性的打擊。還
是那句話，阻止風暴的球在白宮手裡，怎
樣拯救風暴中的同胞，就看它願不願意踢
出這一腳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中國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與第73屆聯合
國大會主席埃斯皮諾薩舉行會談。
王毅表示，當今國際格局正經歷大變化大調

整，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增
加了國際形勢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國際
社會應強化對多邊主義的共識，推動經濟全球
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
方向發展。各方應堅決反對單邊貿易保護主
義，捍衛國際規則和法治，維護世界人民的共
同利益。
王毅表示，中國是多邊主義的堅定支持者、維

護者和踐行者。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這既是對聯合國憲章精神的繼承和發展，
也是對多邊主義的最好詮釋。「一帶一路」倡議
是中方迄今向世界提供的最大公共產品，是踐行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行動，也是弘揚
多邊主義的重要舉措。中國將全力支持聯大主席
工作，提高應對全球挑戰的效率和能力，使聯大

在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保障人權這三大聯合國
支柱工作中發揮更大作用。
埃斯皮諾薩表示，我當選第73屆聯大主席後

首先出訪中國，體現了我對中國的高度重視。
我完全同意你對當前國際形勢面臨挑戰和風險
的分析，國際社會必須加強合作，堅持推進多
邊主義進程，維護國際規則和秩序。感謝中國
一貫堅定致力於支持多邊主義和聯合國作用並
為此發揮了重要建設性作用。「一帶一路」倡
議將為促進全球發展作出積極貢獻，我將繼續
予以支持。希望中方繼續支持聯大各方面工
作，期待與中方進一步加強合作。

央廣電：貿易戰祭出第一個全球化犧牲品

王毅晤聯大主席王毅晤聯大主席
共推多邊主義進程共推多邊主義進程

■昨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北
京與第73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埃斯皮諾薩舉行
會談。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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