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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瑞典大使促瑞將喬建軍引渡回中國

若華為領導物聯網美國又要下手? 任正非：讓他們打

繼續完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
出席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總結會 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深化黨和國家機構
改革，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決策部署

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重
大動作，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
代化的一次集中行動。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
閉幕後，各地區各部門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
部署，加大統的力度、明確改的章法、做好
人的工作、執行嚴的紀律，短短一年多時
間，十九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革任務總體完
成，取得一系列重要理論成果、制度成果、
實踐成果。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得到有效落
實，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機構職能體系
更加健全；黨和國家機構履職更加順暢高
效，各類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更加適應統籌
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
個全面」戰略佈局需要；省市縣主要機構設
置和職能配置同中央保持基本對應，構建起
從中央到地方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
系；跨軍地改革順利推進；同步推進相關各
類機構改革，改革整體效應進一步增強。

堅持黨對機構改革全面領導

習近平指出，在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中，我們探索和積累了寶貴經驗，就是堅持
黨對機構改革的全面領導，堅持不立不破、
先立後破，堅持推動機構職能優化協同高
效，堅持中央和地方一盤棋，堅持改革和法
治相統一相協調，堅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
改革全過程。實踐證明，黨中央關於深化黨
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改革的組織實施是堅強有力的，充分體現出
全黨高度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行動自
覺，充分反映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
黨產生的良好政治效應，充分彰顯黨的集中
統一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

習近平強調，完成組織架構重建、實現機
構職能調整，只是解決了「面」上的問題，
真正要發生「化學反應」，還有大量工作要
做。要以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為統領，
以推進黨和國家機構職能優化協同高效為着
力點，把機構職責調整優化同健全完善制度
機制有機統一起來、把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
力建設同提高國家治理水平有機統一起來，
繼續鞏固機構改革成果。要健全黨對重大工
作的領導體制，決策議事協調機構重點是謀
大事、議大事、抓大事，黨的工作機關要帶
頭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更好發揮職能
作用，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要加強黨
政機構職能統籌，發揮好黨的職能部門統一
歸口協調管理職能，統籌本領域重大工作。
要提高機構履職盡責能力和水平，各部門要
嚴格依照「三定」規定履職盡責，聚焦主責
主業，突出重點關鍵，自覺在大局下思考、
在大局下行動，緊緊圍繞人民日益增長的美
好生活需要履好職、盡好責。

發揮好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

要發揮好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確保黨
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國家制度統一、政令統
一，中央和國家機關要做好對本行業本系统
的指導和監督，地方在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
部署的同時，要發揮主觀能動性，結合地方
實際創造性開展工作。要推進相關配套改
革，按照加快推進政事分開、事企分開、管
辦分離的原則，深化事業單位改革，着力加
強綜合行政執法隊伍建設，強化基層社會管
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完善機構改革配套政
策。要推進機構編制法定化，依法管理各類
組織機構，繼續從嚴從緊控制機構編制。要
增強幹事創業敢擔當的本領，準確把握新機

構新職能提出的新要求，結合正在開展的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教育引
導廣大黨員、幹部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
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守人民立場，
錘煉忠誠乾淨擔當的政治品格，保持只爭朝
夕、奮發有為的奮鬥姿態和越是艱險越向前
的鬥爭精神，以釘釘子精神抓好工作落實。

提升群眾獲得感改革優先

習近平指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放
在全面深化改革大盤子裡謀劃推進的，是我
們打的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性戰役。要
用好機構改革創造的有利條件，推動全面深
化改革向縱深發展，以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新成效，推動開創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全面完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革舉
措，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硬任務。現在距離
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決定
性成果僅有一年多時間。我們要乘勢而上、
盡銳出戰，繼續打硬仗、啃硬骨頭，集中力
量突破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
習近平強調，要結合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健全黨領導改革工作的體制機制，完善
改革領導決策、推動落實機制，加強中央和
地方、牽頭部門和參與部門、主體改革和配
套方案、改革舉措和法治保障、試點探索和
總結推廣、改革任務推進和機構職能調整的
配套聯動，打好改革組合拳。要保持改革戰
略定力，推動改革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
局。在謀劃改革發展思路、解決突出矛盾問
題、防範風險挑戰、激發創新活力上下功
夫，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係，堅持黨的
領導和尊重人民首創精神相結合，注重改革
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統籌各領域改
革進展，形成整體效應。要推動改革往實裡

走，確保改革方案成色和實施成效。
形勢在變、任務在變、工作要求也在變，
必須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把解
決實際問題作為制定改革方案的出發點，把
關係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改革、涉及重大制
度創新的改革、有利於提升群眾獲得感的改
革放在突出位置，優先抓好落實。要推進改
革成果系統集成，做好成果梳理對接，從整
體上推動各項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王滬寧主持會議並講話

王滬寧在主持會議時表示，習近平總書記
的重要講話，充分肯定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
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和寶貴經驗，對鞏固機
構改革成果、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
署，具有很強的思想性、指導性、針對性。
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增強「四個意識」、堅定
「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緊密結
合正在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
教育，利用好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創造的
有利條件，推動各項改革落實落細落地，不
斷開創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會上，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協調小組辦

公室、中央組織部、中央編辦、公安部、生
態環境部、退役軍人事務部、應急管理部、
中央廣電總台、浙江省、貴州省主要負責同
志作了匯報發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領導同志，國務委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
長，全國政協有關領導同志出席會議。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協調小組成員，各省

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央和國家機關有
關部門，軍隊有關單位負責同志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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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強調，把有利於提升群眾獲得感的改革放在突出位置。圖為江西吉安吉州區行
政審批實現全科服務、全程聯審、全網通辦。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網站昨日發佈
消息稱，日前，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
友在觀摩瑞典哥特蘭政治周期間，約
見瑞典外交部國務秘書薛德。桂從友
希望瑞方盡早同意將被國際刑警組織
通緝的、中國「百名紅通人員」第3
號喬建軍引渡回中國。桂從友強調，
喬建軍是中國人民最為痛恨的大貪污
犯，是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犯，
瑞典不應該成為貪污腐敗分子的庇護

者和避罪天堂。

涉嫌貪污逾2億人民幣
桂從友說，前幾天，瑞典發生了一

件令世人瞠目結舌的怪事。喬建軍是
一個全中國人民都痛恨的大貪污犯，
涉嫌貪污2億多元人民幣。這都是中
國農民的辛苦錢、賣糧食的血汗錢。
他出逃後，在美國、新加坡、列支敦
士登等多國洗錢，後來逃到了瑞典。
中方向有關國家職能部門提供了喬建

軍犯罪的詳實證據材料，這些國家職
能部門均調查核實了。喬建軍被國際
刑警組織通緝，是中國「百名紅通人
員」第3號。但日前瑞典最高法院在
舉行將喬建軍引渡回中國的聽證會
時，聽信極個別反華分子的謠言，居
然把這個大貪污犯放了。
桂從友說，5年來，已有近6,000名

疑犯從美歐等120多國被引渡、遣返
回中國，或主動回國投案自首，中國
職能部門都對這些人依法公正處理，

沒有一人受到所謂的酷刑或死刑。我
們希望瑞典最高法院主持正義公道，
對喬建軍案進行公正裁決，盡早決定
將他引渡回中國，讓他接受應有的制
裁。
觀察者網引述公開資料指，喬建軍曾

任中儲糧河南周口直屬倉庫主任。喬建
軍在任期間，利用周口直屬庫一些基建
項目承包、大件物品採購等時機，大肆
侵吞公款，並在得知上級部門決定別人
接替其主任職務之際，潛逃至國外。

香港文匯報訊 據觀察者網引述
英國《金融時報》4日報道，華為
創始人任正非預測，美國打擊華為
的下一個領域，將是物聯網
（IoT，Internet of Things）和智
能工廠。
「讓他們打。」任正非對此並不
以為意。
在物聯網標準制定方面，任正非
還將華為與美國公司進行了比較，
「如果要讓大家投票表決物聯網標
準，他們會投給華為，因為高通在
物聯網領域還沒做多少工作，而我

們已經進行了大量研究。」
報道指出，華為一直在迅速開發

芯片和軟件，以便企業能夠將工廠
車間與互聯網相連，使用傳感器實
現生產線的自動化和監控。
中國的製造業實力為華為提供

了一個巨大的潛在技術市場，也
讓華為有機會制定最終在全球被
採用的標準。根據中國工業和信
息化部此前的數據，中國工業物
聯網市場去年的規模達到近3,000
億元人民幣，並且正以每年約
25%的速度增長。

任正非預測，一旦華為成為物聯網
行業的領導者，特朗普政府將就會把
注意力轉向這個領域。他直言，「接
下來，他們（美國）會在物聯網領域
打擊我們，那就讓他們打。」
《金融時報》認為，華為的目標

是通過制定行業標準，在全球物聯
網市場中佔據主導地位，這種模式
也越來越多地為中國企業所採用。
報道稱，儘管在新興的工業物聯網
硬件和平台市場上，目前還沒有明
確的行業領導者，但有分析師表
示，華為提供的產品種類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國
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昨日在北京出席外交部
福建全球推介活動並致辭時強調，中國與世界
大多數國家站在一起，堅定地維護國際法、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堅決捍衛多邊主義和自由貿
易，堅定地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
共同體。他說，中國正在日益成為當今世界和
平與發展的重要的穩定性力量。
王毅表示，不久前，G20大阪峰會期間，習
近平主席又宣佈了一系列對外開放的新舉措。
中國加快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努力推進高質
量發展，必將為世界提供更多的機遇，釋放更
大的紅利。
此次外交部福建全球推介活動主題為「新時

代的中國：生態福建 絲路揚帆」。印尼駐華
大使周浩黎在活動上致辭表示，中國和印尼
「一帶一路」合作大有可為，中國的「一帶一
路」倡議與印尼的「全球海洋支點」戰略可相
互對接，而福建將進一步引領中國與印尼間的
合作。日本駐華大使橫井裕相信，福建今後將
承擔起越來越重要作用，日方將進一步保持與
福建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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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金融時報》》刊登任正非專訪網頁截刊登任正非專訪網頁截
圖圖。。

■■昨日昨日，，習近平在北京出席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總結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在北京出席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總結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深化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總結會議昨日在北

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

表重要講話。他強調，深

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對

黨和國家組織結構和管理

體制的一次系統性、整體

性重構。我們整體性推進

中央和地方各級各類機構

改革，重構性健全黨的領

導體系、政府治理體系、

武裝力量體系、群團工作

體系，系統性增強黨的領

導力、政府執行力、武裝

力量戰鬥力、群團組織活

力，適應新時代要求的黨

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主體

框架初步建立，為完善和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有

力組織保障。要認真總結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取

得的重大成效和寶貴經

驗，鞏固機構改革成果，

繼續完善黨和國家機構職

能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

強、栗戰書、汪洋、趙樂

際、韓正出席會議，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主

持會議。

■王毅出席外交部福建全球推介活動並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