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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落實重大改革舉措
把穩方向 突出實效 全力攻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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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昨日下午主持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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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當
前，很多重大改革已經進入推進落實的關鍵時期，改革任務越是繁
重，越要把穩方向、突出實效、全力攻堅，通過改革有效解決困擾
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繼續把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放到突出位置來抓，堅定不移推動落實重大改革舉措。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李克強、王滬

寧、韓正出席會議。

西部大開發堅持生態優先
會議指出，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
局，要圍繞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
更加注重抓好大保護，從中華民族長遠
利益考慮，把生態環境保護放到重要位
置，堅持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新路
子。要更加注重抓好大開放，發揮共建
「一帶一路」的引領帶動作用，加快建
設內外通道和區域性樞紐，完善基礎設
施網絡，提高對外開放和外向型經濟發
展水平。要更加注重推動高質量發展，
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深化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與
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給予高校科研更多自主權
會議強調，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實施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
要力量。要完善相關制度體系，加快轉
變政府職能，強化成果導向，精簡科研
項目管理流程，改革重大科技項目立項
和組織實施機制，給予高校和科研院所
更多自主權。要堅持國家目標導向，自
覺服從服務於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分類
改革，精準施策，加強監管。

促進 AI 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會議指出，促進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
深度融合，要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
的特點，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產
業應用為目標，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制
度環境，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和內生動
力，結合不同行業、不同區域特點，探
索創新成果應用轉化的路徑和方法，構
建數據驅動、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
創分享的智能經濟形態。

整頓軟弱渙散的村黨組織
會議強調，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要
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
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
會治理體制，抓實建強基層黨組織，整頓
軟弱渙散的村黨組織，選好配強農村黨組
織帶頭人，深化村民自治實踐，發揮農
民在鄉村治理中的主體作用，傳承發展
農村優秀傳統文化。
會議指出，深化公共資源交易平台整
合共享，要堅持應進必進、統一規範、
公開透明、服務高效原則，加快推進平
台交易全覆蓋，完善分類統一的交易制
度規則、技術標準、數據規範，創新交
易監管體制，推動公共資源陽光交易，
着力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建投資主體多元化油氣管網公司
會議強調，推動石油天然氣管網運營機
制改革，要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
水平開放，組建國有資本控股、投資主體
多元化的石油天然氣管網公司，推動形成
上游油氣資源多主體多渠道供應、中間統
一管網高效集輸、下游銷售市場充分競爭
的油氣市場體系，提高油氣資源配置效
率，保障油氣安全穩定供應。
會議指出，要圍繞更好滿足人民群眾
日益增長的法律服務需求，健全公共法
律服務網絡，拓展服務領域，創新服務
方式方法，完善服務體制機制，提高服務
質量，加快建設覆蓋城鄉、高效便捷、均
等普惠的現代公共法律服務體系。
會議強調，深化消防執法改革，要創
新監管方式，強化源頭治理，深化簡政
放權，堅決破除各種不合理的門檻和限
制，加強事中事後監管，規範執法行
為，推行消防執法事項全部向社會公
開，構建消防監督管理體系，確保消防
安全形勢持續穩定向好。

會議審議通過文件
■《關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
新格局的指導意見》

■《關於深化公共資源交易平台整合
共享的指導意見》

■《關於擴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
關自主權的若干意見》

■《石油天然氣管網運營機制改革實
施意見》

■《關於促進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
度融合的指導意見》

■《關於加快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
建設的意見》

■《關於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

■《關於深化消防執法改革的意見》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中國法學會大會開幕 習近平等到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法
學會第八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昨日上午在
人民大會堂開幕。習近平、李克強、栗戰
書、王滬寧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會祝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
郭聲琨受黨中央委託，發表了題為《在全
面依法治國新征程中實現新擔當新作為》
的致詞。郭聲琨首先向大會的召開表示熱
烈祝賀，向全國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致以
誠摯問候。

以習近平新時代思想為指導
郭聲琨在致詞中說，黨的十八大以來，
黨中央將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

央視
快評

走廊已建成項目的可持續運營，對巴經
濟騰飛形成有力支撐；規劃和實施好產
業園區、社會民生領域新項目，為巴可
持續發展打造新引擎。雙方將採取有力
舉措，維護好走廊建設的安全環境。

■王毅在北京同巴基斯坦外長庫雷希舉行首次中巴外
長戰略對話並共同會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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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法治人才的培養者，在波瀾壯闊的時代
進程中書寫華章。
丁薛祥、王晨、陳希、趙克志、周強、
張軍、汪永清出席開幕式。
第七屆中國法學會會長王樂泉主持會
議，並代表第七屆理事會作工作報告。
這次大會的主要任務是，堅持以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
大精神為指導，總結中國法學會過去五年
工作，研究部署今後五年工作，選舉產生
中國法學會新一屆理事會和領導機構。
中央政法委委員，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
門負責同志，中國法學會第八次全國會員代
表大會全體代表、特邀代表參加了開幕式。

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鑄魂育人

香港文匯報訊 「思政課作用不可替
代，思政課教師隊伍責任重大」…… 18
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學校思想政治
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央
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總書記深刻闡
述了開設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大意義、
目標任務和職責使命，對辦好思政課作
出重要部署，提出明確要求。總書記的
重要講話，為新時代推進思政課建設指
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堅定
了廣大思政課教師把思政課辦得越來越
好的信心和決心。
文章指出，開好思政課，是時代賦予
教育工作者的光榮責任。「培養什麼
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
人」，這是思政課的方向所在、根本所

中巴力護經濟走廊建設安全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巴基斯
坦外長庫雷希舉行首次中巴外長戰略對
話並共同會見記者。雙方一致同意，要
積極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共同確保

戰略佈局，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集中
統一領導，統籌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中國建設
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社會主義法治穩步邁
向良法善治新境界。各級法學會團結帶領
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建功立業，為社會主
義法治國家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郭聲琨表示，希望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
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
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自覺做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踐行者、社會
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者、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法治理論的發展者、德才兼備的社會主

中方籲巴印保持克制
雙方一致同意，要加強反恐安全合
作。中方讚賞巴近期在國內採取的強有
力反恐措施，全力支持巴方將國家反恐
行動進行到底。國際社會應該公正看待
巴長期以來為打擊恐怖主義所作的承諾
和努力。
雙方一致認為，南亞和平穩定符合地
區國家共同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
期待。中方讚賞巴方為緩和局勢所作的
建設性努力，呼籲巴印雙方保持克制，
通過對話及和平手段解決分歧。《聯合
國憲章》和國際法準則應切實得到遵
守。
庫雷希表示，巴中是全天候戰略合作
夥伴，巴全國人民致力於推進巴中經濟
走廊建設，拓展兩國各領域合作。伊姆
蘭．汗總理期待赴華出席第二屆「一帶
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推動巴中關
係取得更多積極成果。

在。青少年階段是人生的「拔節孕穗
期」，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培。這就要求
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鑄
魂育人，引導學生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厚植愛國主義情懷，把愛國情、強國
志、報國行自覺融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鬥之中。

把思政課辦成明星課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立志於中
華民族千秋偉業，必須培養一代又一代
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
度、立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奮鬥
終身的有用人才。如何讓億萬青少年學

生真正愛上思政課？習近平總書記提出
的「八個堅持」，為思政課改革創新指
明方向與路徑：堅持政治性和學理性相
統一；堅持價值性和知識性相統一；堅
持建設性和批判性相統一；堅持理論性
和實踐性相統一；堅持統一性和多樣性
相統一；堅持主導性和主體性相統一；
堅持灌輸性和啟發性相統一；堅持顯性
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統一。
文章強調，「八個堅持」是相輔相成
的有機整體，既有理論性概括，又有方
法路徑。我們要把握其內在邏輯，領會
其精神實質，明確其實踐要求，把思政
課辦成明星課程，讓青少年學生
自覺自願地愛上思政課。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華為去年專利申請量冠全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世界知識產
權組織19日發佈的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提
交的國際專利申請超過 25 萬件，比 2017 年
增長3.9%，再創紀錄。2018年在通過該組織
提交的國際專利申請中，半數以上來自亞
洲。其中，中國華為公司的專利申請量在企
業中位居全球第一。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高銳在新聞發佈
會上說：「亞洲在通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提
交的國際專利申請中首次超過半數，對於亞
洲這一充滿經濟活力的地區而言，這是一個
重要的里程碑，凸顯了創新活動從西向東的
歷史性地理轉移。」

創有史以來最高紀錄
數據顯示，2018 年，美國仍是提交國際專
利申請最多的國家，達 5.61 多萬件，緊隨其
後的是中國，申請量為 5.33 多萬件。日本排
名第三，為 4.97 多萬件。德國和韓國分列第
四和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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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顯示，中國華為
公司在 2018 年提交了 5,405 件國際專利申
請。高銳說：「這是有史以來，一家公司創
下的最高紀錄。」曾於 2016 年奪得申請數量
之冠的中國中興通訊公司在 2018 年以 2,080
件國際專利申請排名第五。在提交專利申請
數量前 10 位的企業中，有 6 家來自亞洲，2
家來自歐洲，2家來自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