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海南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方案》

2、《海南省建設國際旅遊消費中心的實施方案》

3、《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有關財稅

政策的實施方案》

4、《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綜合財力

補助資金的管理辦法》

5、《關於調整海南離島旅客免稅購物政策工作

方案》

6、《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

7、《深化政府採購制度改革方案》

8、《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

9、《關於加強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的意見》

10、《關於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

期刊的意見》

11、《關於推進基層整合審批服務執法

力量的實施意見》

12、《關於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意見》

13、《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試點方案》

14、《關於全面推行行政執法公示制度

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重大執法決定

法制審核制度的指導意見》

15、《「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北京市

推進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體制機制創

新的探索》

資料來源：央視網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文 件 一 覽

續推進新時代改革開放
主持召開中央深改委會議 強調深刻總結40年寶貴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聯

播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昨日

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

話。他強調，慶祝改革開放40

周年，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刻總結改革

開放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繼續

高舉改革開放偉大旗幟，把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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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把新時

代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

A6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謝宗興

2018年11月15日（星期四）

20182018年年1111月月1515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8年11月15日（星期四）

改革軍事政策制度
解放和發展戰鬥力

習近平在軍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會議強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
軍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會議13日至14
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軍委深化國
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出席
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軍事政
策制度調節軍事關係、規範軍事實踐、
保障軍事發展，軍事政策制度改革對實
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把人民軍隊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對實現「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意義。要認清軍
事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把
軍事政策制度改革任務完成好。
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

了新時代，國防和軍隊建設也進入了新
時代，解決軍事政策制度深層次矛盾和
問題，全面釋放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效
能，開創強軍事業新局面，掌握軍事競
爭和戰爭主動權，迫切需要適應形勢任
務發展要求，對軍事政策制度進行系
統、深入改革。

習近平指出，要創新軍事力量運用政
策制度，適應國家安全戰略需求，聚焦
能打仗、打勝仗，創新軍事戰略指導制
度，構建聯合作戰法規體系，調整完善
戰備制度，形成基於聯合、平戰一體的
軍事力量運用政策制度，全面履行新時
代我軍使命任務。

加強人力資源體系設計
習近平強調，要重塑軍事力量建設政

策制度，加強軍事人力資源制度體系設
計，建立軍官職業化制度，優化軍人待
遇保障制度，構建完善軍人榮譽體系，
統籌推進軍事訓練、裝備發展、後勤建
設、軍事科研、國防動員、軍民融合等
方面政策制度改革，形成聚焦打仗、激
勵創新、軍民融合的軍事力量建設政策
制度，更好解放和發展戰鬥力。
習近平指出，要推進軍事管理政策制

度改革，創新戰略管理制度，構建軍費
管理制度，加強軍事資源統籌安排，推
進法規制度建設集成化、軍事法規法典

化，推進軍事司法制度改革，形成精準
高效、全面規範、剛性約束的軍事管理
政策制度，提升軍事系統運行效能，推
動我軍高質量發展。

促抓好責任落實工作
習近平強調，全軍要把落實黨中央和

中央軍委關於軍事政策制度改革決策部
署作為重大政治責任，強化使命擔當，
周密組織實施，有力有序推進。要抓好
責任落實工作，按照職能和任務分工抓
好政策制度擬制和落實工作，加強改革
舉措協調對接，加強改革進程總體調
控，加強改革落實情況督查，確保改革
按照既定部署向前推進。要抓好統籌協
調工作，突出改革急需、備戰急用、官
兵急盼，抓緊出台一批政策制度。
習近平指出，推進軍事政策制度改革

是軍地雙方的共同任務，中央和國家機
關、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關心支持軍
隊改革，落實好擔負的改革任務，形成
軍地合力的良好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員會副主任王滬寧、韓正出席會議。會議

審議通過了15份事關改革的文件（見附表）。

撐海南建全島自貿試驗區
會議指出，中央着眼於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

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賦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開放新的使命，支持海南建設全島自由貿易試
驗區，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
港建設。要按照中央決策部署，對海南實施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國際旅遊消費中心、加
大財稅支持力度、加強綜合財力補助資金管
理、調整離島旅客免稅購物政策，要統籌推
進、抓好落實。
會議強調，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對推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優勝劣汰的市場機
制、激發市場主體競爭活力、推動經濟高質量
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深化政府採購制度改革要
堅持問題導向，強化採購人主體責任，建立集
中採購機構競爭機制；要把職業教育擺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鼓勵和支持社會各界特別是企業

積極支持職業教育，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提
高國家競爭力提供優質人才資源支撐。
會議指出，組建縣級融媒體中心，有利於整
合縣級媒體資源、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不
斷提高縣級媒體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要
以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為目標，科學編制重
點建設期刊目錄，做精做強一批基礎和傳統優
勢領域期刊；推進基層整合審批服務執法力
量，適應街道、鄉鎮工作特點和便民服務需
要，綜合設置基層審批服務機構，使基層各類
機構、組織在服務保障群眾需求上有更大作
為；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要堅持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
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加強
內容建設，着力構建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
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出版體制機制。

完善藥價機制降群眾負擔
會議指出，探索完善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

機制和以市場為主導的藥價形成機制，降低群
眾藥費負擔，規範藥品流通秩序，提高群眾用

藥安全；要着力推進行政執法透明、規範、合
法、公正，推動形成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行
政執法體系，切實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推
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把基層黨組織建
設成為領導基層治理的堅強戰鬥堡壘，走好新
時代群眾路線，樹立到基層一線解決問題的導
向，解決好群眾身邊的問題。

找準問題改革 切忌形式主義
會議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扎實做好慶祝改革

開放40周年工作，把回顧總結40年改革開放同
新時代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結合起來，把吸取改革
開放歷史經驗同解決現實矛盾問題結合起來，把
充分展示改革開放偉大成就同提升人民群眾獲得
感結合起來，把深化改革開放同推動實現「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結合起來，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更大力
度把改革開放推向深入。要注意從歷史、全局、
戰略的高度總結40年改革開放成就和經驗，突出
時代性、思想性、實踐性。要堅持問題導向，對
一些帶有共性、規律性的問題，要注意總結和反

思，以利於更好前進。
會議指出，十八大以來，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
點上部署推動全面深化改革，既取得很多重大歷
史性成就，也創造和積累了很多改革的新鮮經
驗。要把這個階段改革工作總結好，把新時代改
革開放精神風貌展現好；要拿出實實在在的行
動，在抓改革落實上下更大氣力，關鍵是找準問
題、抓住問題、解決問題；地方抓落實要從全局
高度把握黨中央戰略意圖，使地方改革更好融入
國家改革發展大局，把黨中央要求搞準，把存在
突出問題搞準，做實改革舉措，提高改革效能，
切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會議指出，40年實踐證明，越是環境複雜，

越要保持戰略定力，把得住大局，看得清方
向，站得穩腳跟，擔得起風險。我們要加強戰
略研判，既謀劃戰略性改革，也推動戰役性改
革，通過改革來釋放內需潛力、激發經濟活
力、培育增長動力。要營造好改革開放社會氛
圍，加強正面宣傳和輿論引導，及時回答幹部
群眾關心的重大思想認識問題，善於聽取正確
意見，堅定全社會改革信心。

習
近
平

習
近
平

李
克
強
：
爭
取
三
年
完
成
南
海
準
則
磋
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當地時間14日上午在新
加坡會展中心出席第21次中國－東盟
（10+1）領導人會議暨慶祝中國－東盟
建立戰略夥伴關係15周年紀念峰會。東
盟十國領導人與會。李克強與新加坡總理
李顯龍共同主持會議。

明年完成準則草案首輪審讀
李克強表示，過去15年，國際和地區

形勢發生深刻複雜變化，亞洲國家保持
了總體和平穩定的良好局面，呈現出快
速發展的上升勢頭。15年來，中國－東
盟關係也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開展了
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合作，戰略內
涵不斷豐富，開創了互利共贏的新格
局，促進了地區發展繁榮。我們建成並
升級了發展中國家間最大的自貿區，貿
易投資水平不斷得到提升。我們樹立了
妥處分歧的典範，全面有效落實《南海
各方行為宣言》，保持了南海局勢的穩
定。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取得重要進展，
各方共同形成了單一磋商文本草案，並
一致同意在2019年內完成第一輪審讀。
中方願同東盟國家共同努力，在協商一
致基礎上，爭取未來3年完成「準則」
磋商。希望域外國家尊重域內國家的意
願。相信域內國家有智慧，共同維護南
海的和平穩定。
李克強強調，中國同東盟始終堅持相
互尊重、求同存異，始終堅持開放合作、
共同發展，始終堅持相互包容、互學互
鑒。中方堅定支持東盟共同體建設，堅定
支持東盟在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當前
形勢下，中國和東盟應深化全面合作，攜

手打造更高水平的戰略夥伴關係，建設更
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推動戰略對接 關係提質升級
第一，加強戰略規劃。在《中國－東

盟戰略夥伴關係2030年願景》指導下，
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東盟願景
2025》深入對接，加強政治安全、經
貿、人文交流三大支柱建設，推動中
國－東盟關係進一步提質升級。
第二，深化經貿合作。期待與相關國

家一道盡早實質性結束「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談判，拓展合作領域，打破
貿易壁壘，不斷推動貿易投資取得更大發
展。
第三，培育創新亮點。今年是中國－

東盟創新年，雙方將探討建立科技創新合
作新機制，深化落實中國－東盟科技夥
伴計劃，研究商簽中國－東盟智慧城市
合作文件，支持構建東盟旅遊數字平台。

夯實人文支柱 拓展安全合作
第四，夯實人文支柱。中方將設立中

國－東盟菁英獎學金，開展「未來之
橋」中國－東盟青年領導人千人研修計
劃，未來5年邀請1,000名東盟優秀青年
來華培訓。
第五，拓展安全合作。中方願與東盟

使海上聯合演習機制化，盡快開通防務部
門直通熱線，開展防務智庫、中青年軍官
友好交流，深化防災減災、人道救援、反
恐等領域的合作。
會議通過《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
2030年願景》，發表科技創新合作聯合
聲明，宣佈2019年為媒體交流年。

■李克強在新加坡會展中心出席第21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並和與
會元首合影。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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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出席中央軍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會議並發
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中央軍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會議11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召開。
新華社

■■ 習近平昨日主持召習近平昨日主持召
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並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並
發表重要講話發表重要講話。。圖為圖為
習近平去年習近平去年77月出席月出席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全國金融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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