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考察黑龍江重要商品糧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抵達黑龍江省開始
考察。當天下午，他首先來到黑龍江
農墾建三江管理局，了解糧食生產和
收穫情況。建三江地處三江平原腹
地，是中國重要商品糧基地，有「中
國綠色米都」之稱。
被中國糧食行業協會命名為「中國

綠色米都」的黑龍江省農墾建三江管
理局，地處烏蘇里江、松花江、黑龍
江沖積而成的三江平原腹地，與富

錦、同江、撫遠、饒河三市一縣毗
鄰。當年因開發建設者旨在把三條大
江環繞的地域建設成「塞外米糧倉」
而得名。
據黑龍江省農墾建三江管理局官方

網站顯示，管理局轄區總面積1.24萬
平方公里，現有15個大中型國有農
場，工商運建服企業72家，中小學校
19所，公辦幼稚園 18所，醫院 16
家。有耕地面積1,132萬畝，其中種
植水稻1,018萬畝。現有戶籍人口22
萬人。經過六十年的開發建設，建三

江累計為國家生產糧食1,927億斤，
提供商品糧 1,735 億斤。近十多年
來，商品率達96%以上。
據介紹，當地堅持不斷提高農業機

械化、標準化水平，大規模引進和機
械更新補、配套，全局農機總動力已
達到216萬千瓦，農業田間生產綜合
機械化率達到98.5%。在全國率先大
面積應用水稻側深施肥、超早缽育、
覆膜機插等先進技術，全國水稻栽培
首席專家凌啟鴻稱讚建三江「創寒地
稻作之最」。

中紀委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力掃作假作秀歪風 確保中央政令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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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紀委辦公廳日前

印發文件，全面啟動集中整治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工作，明

確將重點整治落實中央決策部

署、聯繫服務群眾、服務社會

經濟發展、學風會風文風等四

大方面的12類突出問題，包

括熱衷於作秀造勢；單純以會

議貫徹會議、亂決策、亂拍

板、亂作為；弄虛作假，編造

假經驗、假典型、假數據、

「新官不理舊事」、搞走秀式

調研等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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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中央重
大決策部署方面，重點整治嚴重影響

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影響中央政
令暢通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突出問
題。如對中央精神只做面上轟轟烈烈的傳
達，口號式、機械式的傳達，不加消化、
囫圇吞棗的傳達，上下一般粗的傳達；熱
衷於作秀造勢；單純以會議貫徹會議、以
文件落實文件，做表面文章、過度留痕，
缺乏實際行動和具體措施。

政務App運行「殭屍化」
在聯繫群眾、服務群眾方面，重點整治
群眾身邊特別是群眾反映強烈的形式主

義、官僚主義突出問題。如便民服務單位
和政務服務窗口態度差、辦事效率低，政
務服務熱線、政府網站、政務App運行
「殭屍化」；「新官不理舊事」，言而無
信，重招商輕落地、輕服務，影響營商環
境。

整改力戒「走過場」「做虛功」
在履職盡責、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方面，
重點整治不擔當、不作為、慢作為、亂作
為、假作為等嚴重影響改革發展高質量的
突出問題。如亂決策、亂拍板、亂作為；
弄虛作假，編造假經驗、假典型、假數
據，瞞報、謊報情況，隱藏、遮掩問題。

在學風會風文風及檢查調研方面，重點
整治頻次過多過濫、浮於表面等突出問
題。比如，開會不研究真實情況、不解決
實際問題，為開會而開會；檢查考核過多
過濫，頻次多、表格多、材料多，給基層
造成嚴重負擔；調查研究搞形式、走過
場、不深入，打造「經典調研線路」，搞
走秀式調研，搞層層陪同、超人數陪同。
中紀委要求各級紀委抓住「關鍵少

數」，發揮巡視利劍作用，暢通監督舉報
渠道，通報曝光典型案例。同時，強化糾
正整改，對「走過場」「做虛功」等以形
式主義整治形式主義的行為及時糾正，造
成不良後果的要予以問責。

中共十八大以來，
中央馳而不息正風肅
紀，反「四風」取得

重大成效。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等顯性
問題明顯減少，但同時仍需看到，形式
主義、官僚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
在，呈現出隱形變異、不時反彈的新特
點，在一些地方和單位還比較突出，影
響政令暢通，損害幹部與群眾關係，成
為中央決策部署貫徹執行、社會經濟順
利發展的「攔路虎」。

形式主義仍存 花樣不斷翻新
根據此次中紀委發佈的文件顯示，當

前存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名目繁
多，花樣不斷翻新。然而萬變不離其
宗，產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最根本
的還在於一些官員政績觀、權力觀的錯
位和扭曲，是彌散官場的「思想毒瘤」
未完全消除。習近平總書記曾一針見血
地指出，形式主義實質是主觀主義、功
利主義，根源是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
失，用轟轟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實實
的落實，用光鮮亮麗的外表掩蓋了矛盾
和問題；官僚主義實質是封建殘餘思想
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嚴重、權力觀
扭曲，做官當老爺，高高在上，脫離群
眾，脫離實際。

可見，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互為表

裡。剷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思想
毒瘤」，各級官員要身體力行，以上率
下，形成「頭雁效應」，深入正風肅
紀；同時，建立健全科學民主的決策機
制、公開公平公正的幹部選拔任用機制
和科學合理的幹部考核評價體系，選好
人、用對人，從源頭上防範形式主義、
官僚主義問題的發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剷除官場「思想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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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正
式印發《關於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的意見》（下稱《意
見》）。《意見》提出，力爭用3至5年時間基本建成全方
位、全過程、全覆蓋的預算績效管理體系，提高財政資源配
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推動政府效能提升，加快實現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財政部有關負責人（下稱負責人）昨日介紹，《意
見》從三個維度體現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的內涵：
——全方位。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

理，形成政府預算、部門和單位預算、政策和項目預算全方
位績效管理格局。
——全過程。將績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預算編制、執行
和監督各環節，實現預算和績效管理一體化。對新增重大政
策和項目實施事前績效評估，強化預算績效目標管理，做好
績效運行監控，開展績效評價，加強評價結果應用。
——全覆蓋。將績效管理覆蓋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
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並延伸至政
府投融資活動。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王澤彩表示，預算績效管理要
覆蓋「四本預算」，即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
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今後，不僅要注重財
政支出績效，也要注重財政收入績效、財政政策績效。這有
利於促進區域財力協調配置和均衡發展，助推基本公共服務
均等化；提高財政運行質量，為防範和化解財政風險提供決
策依據。

花錢必問效 無效必問責
負責人還介紹，《意見》明確了預算績效管理的責任主
體，提出權責對等原則，賦予部門和資金使用單位更多的管
理自主權，調動其履職盡責和幹事創業的積極性。同時，強
調壓實部門和資金使用單位的績效主體責任，建立績效評價
結果與預算安排和政策調整掛鈎機制，切實做到花錢必問
效、無效必問責。
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曹堂哲認為，今後，預
算績效管理貫穿編制、執行、監督全過程，構建事前、事
中、事後績效管理閉環系統，有利於補齊績效管理中存在的
短板。
負責人強調，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深
刻變革，對各級政府、各部門、各單位轉變政績觀，將納稅
人的錢花出最大效益來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國外交部
官網消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昨日主持例行記者會時表示，對於
美國軍艦在香港停靠問題，中方一
直根據主權原則和具體情況來逐案
進行審批。
有記者問，據報道，中方把海軍

中將沈金龍從訪美途中召回。同
時，一艘美國海軍軍艦被拒絕訪
港。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表示，9月22日，中國中央

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副主任召
見了美國駐華使館代理國防武官，
就美方宣佈對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
及該部負責人實施制裁提出了嚴正
交涉和抗議。交涉中，軍方有關負
責人表明了中方嚴正立場，並明確
宣佈，中方將立即召回正在美參加
第二十三屆「國際海上力量研討
會」並計劃訪美的海軍司令員沈金
龍。有關消息稿對此已經說得非常
清楚了。耿爽說，至於美國軍艦在

香港的停靠問題，對於這樣的請
求，中方一直根據主權原則和具體
情況來逐案進行審批。
路透社此前引述外交消息人士報

道，美國海軍兩棲攻擊艦「黃蜂號」
（USS Wasp）原定10月停靠香港。
美駐港澳總領事館發言人稱：「美
國提出讓『黃蜂號』訪問香港的請
求，並未獲得中國政府准許。」
據了解，美國海軍「黃蜂遠征打

擊群」（Wasp Expeditionary Strike

Group）目前在東海。「黃蜂號」最
多能載運1,600名陸戰隊員和水手，
自8月起就未靠港，母港則在日本長
崎縣佐世保市。
中國曾在2016年4月拒絕美國軍
艦訪問香港，以表達不滿。當時，
美國海軍不顧中國警告，在南海進
行所謂「自由巡航」引發情勢緊
張，美國航空母艦史丹尼斯號
（USS John C. Stennis）因此被拒
靠港。

傳中國拒批美艦訪港 外交部：按主權原則審批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電報道，瑞
典電視台昨日就一個節目涉嫌
「辱華」 道歉。 瑞典電視台表
示，節目《瑞典新聞》旨在以諷刺
和幽默的方式評論時事，若中國感
到受冒犯，電視台表示抱歉。被指
「辱華」 的情節涉及中國遊客被
瑞典警察抬離酒店事件，並影射
中國人隨處便溺。中國外交部和

駐瑞典大使館指內容有「辱華」
成分，要求電視台道歉，節目製作
人起初拒絕，並指中國人不懂幽
默。
針對瑞典電視台節目，中國外交
部、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在連日來相
繼要求瑞典電視台為這些「辱華」
言論道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24日晚間以答記者問的方式表示，

瑞典電視台播出「辱華」節目，惡
意侮辱攻擊中國和中國人。主持人
的言論充滿對中國和其他族裔的歧
視、偏見和挑釁，完全背離了媒體
職業道德。
當地時間24日，中國駐瑞典大使
館發言亦再次敦促瑞典電視台有關
節目深刻反省，立即作出真誠道
歉。發言人當天發表談話指出，我

們注意到瑞典電視台娛樂頻道節目
負責人赫爾24日關於瑞典電視台播
出「辱華」節目的聲明及此前有關
言論。正如我們嚴正指出的那樣，
有關節目惡意侮辱中國和中國人，
而赫爾的有關言論故意迴避節目中
的種族歧視言行，完全是狡辯和避
重就輕。這樣的「道歉」我們決不
接受。

瑞典電視台就節目「辱華」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
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昨日在
江蘇蘇州市同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
長谷內正太郎共同主持中日第五次
高級別政治對話。雙方同意加強戰
略溝通，推動中日關係沿着正常軌
道持續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楊潔篪表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
好條約締結40周年。習近平主席不
久前在東方經濟論壇期間同安倍首
相會晤，就改善發展中日關係達成
新的重要共識。李克強總理5月應
邀成功訪日。雙方要倍加珍惜並維
護兩國關係積極向好發展勢頭，共
同規劃運籌好下階段高層交往等各

方面工作，切實遵循中日四個政治
文件確立的各項原則和精神，確保
中日關係沿着正常發展軌道行穩致
遠。他說，雙方要牢牢把握兩國和
平友好合作大方向，進一步樹立正
確的相互認知和戰略互信，明確兩
國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
基本定位，充分挖掘互補優勢和潛

力空間，推動經貿合作提質升級。
谷內表示，當前，日中關係持續

改善並穩定發展。日方願同中方在
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把握來之不
易的機遇，加強高層交往，鞏固政
治互信，深化各領域合作，共同維
護現有國際秩序，攜手應對地區及
全球性挑戰。

楊潔篪晤日安保局長 規劃下階段高層交往

■中紀委辦公廳日前印發文件，全面啟動集中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工作。圖為福建省福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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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義的根源是政績觀錯位、責任
心缺失，部分官員做官當老爺，高高在
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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