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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高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質量

決不能把反腐當成不擔當不作為藉口

深化從嚴治黨 進行自我革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在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
設工作會議上強調，中央和國家機關要持之以恒正風肅紀，帶頭
弘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建設風清氣正的政治機關，讓群
眾切身感受到新變化新氣象。要持續深化糾「四風」工作，堅決
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大力弘揚密切聯繫群眾的優良作
風，深入基層一線，增強同人民群眾的感情，學會做群眾工作的
方法，從基層實踐找到解決問題的金鑰匙。要堅持嚴字當頭，把
紀律挺在前面，深化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抓好紀律教
育、政德教育、家風教育，加強對黨員、幹部全方位的管理監
督，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工作會議昨日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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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勢下，中央和國家機關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
統領，着力深化理論武裝，着力夯實基層基礎，着力推進正風肅紀，全面提高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質量，
在深入學習貫徹黨的思想理論上作表率，在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各項
決策部署上作表率，建設讓黨中央放心、讓人民群眾滿意的模範機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主持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趙
樂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會議。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中央和國家機關
黨的建設必須走在前、作表率，這是

由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地位和作用決定的。
中央和國家機關離黨中央最近，服務黨中
央最直接，對機關黨建乃至其他領域黨建
具有重要風向標作用。深化全面從嚴治
黨、進行自我革命，必須從中央和國家機
關嚴起、從機關黨建抓起。

全面落實黨建責任制
習近平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和國
家機關黨的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積累了重
要經驗。實踐證明，做好中央和國家機關黨
建工作，只有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
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以黨的政治建
設為統領，才能永葆中央和國家機關作為政
治機關的鮮明本色；只有堅持以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高舉思想旗幟、
強化理論武裝，機關黨建工作才能始終確保
正確方向；只有圍繞中心、建設隊伍、服務
群眾，推動黨建和業務深度融合，機關黨建
工作才能找準定位；只有持之以恒抓基層、
打基礎，發揮基層黨組織戰鬥堡壘作用和黨
員先鋒模範作用，機關黨建工作才能落地生
根；只有與時俱進、改革創新，勇於探索實

踐、善於總結經驗，機關黨建工作才能不斷
提高質量、充滿活力；只有全面落實黨建責
任制，堅持黨組（黨委）班子帶頭、以上率
下、以機關帶系統，機關黨建工作才能形成
強大合力。

把對黨忠誠納入家風建設
習近平指出，帶頭做到「兩個維護」，
是加強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的首要任
務。中央和國家機關廣大黨員、幹部特別
是黨員領導幹部、一把手做工作要首先自
覺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
對標對表，同黨中央決策部署對標對表，
提高政治站位，把準政治方向，堅定政治
立場，明確政治態度，嚴守政治紀律，經
常校正偏差，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
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照辦、黨中央禁止
的堅決杜絕。要把「兩個維護」體現在堅
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行動上，體現在
履職盡責、做好本職工作的實效上，體現
在黨員、幹部的日常言行上。要大力加強
對黨忠誠教育，學習宣傳先進典型，引導
黨員、幹部見賢思齊，把對黨忠誠納入家
庭家教家風建設。帶頭做到「兩個維
護」，既要體現高度的理性認同、情感認

同，又要有堅決的維護定力和能力。

在實踐中經風雨見世面
習近平強調，中央和國家機關要走在理
論學習的前列，提高學習教育針對性和實
效性，在學懂弄通做實上當好示範，自覺
主動學，及時跟進學，聯繫實際學，篤信
篤行學，學出堅定信仰、學出使命擔當，
學以致用、身體力行，把學習成果落實到
幹好本職工作、推動事業發展上。要在青
年幹部中開展強化政治理論、增強政治定
力、提高政治能力、防範政治風險專題培
訓，創造條件讓幹部在鬥爭實踐中經風
雨、見世面、長才幹、壯筋骨。
習近平指出，中央和國家機關要樹立大
抓基層的鮮明導向，以提升組織力為重
點，鍛造堅強有力的機關基層黨組織。要
抓兩頭帶中間，推動後進趕先進、中間爭
先進、先進更前進，實現基層黨組織全面
進步、全面過硬。要嚴格黨員教育管理監
督，落實好「三會一課」等制度，使每名
黨員都成為一面鮮紅的旗幟，每個支部都
成為黨旗高高飄揚的戰鬥堡壘。要加強分
類指導，科學精準施策，增強機關黨建工
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王毅訪波蘭：中方願與世界共享5G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
當地時間 7 月 8 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
毅在華沙同波蘭外長查普托維奇共同會見
記者時，回答了關於 5G 問題的提問。王毅
表示，中方願與世界共享5G發展機遇。
王毅指出，5G 是人類通訊科技進步的標
誌，是國際合作取得的成果。5G 帶來的發
展機遇應由世界共享，而不應被某一方面
壟斷控制。中方願鼓勵中國的企業與各國
分享在 5G 領域取得的創新成果，共同提高
全球的電信產業水平，造福更多國家的民
眾。
王毅表示，我們注意到波蘭方面表示將
維護公正、公開的電信市場環境，不會對
特定國家或特定企業採取排斥性政策。我
們認為這一立場是公正合理的，也順應時
代發展潮流，完全符合波方自身的利益。
中方期待同波方開展更多創新領域的合
作，為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注入新的內
涵。
記者會舉行前，王毅在華沙梅萊維茨基
宮同查普托維奇舉行會談。上世紀 50 年代
至 70 年代初，中美雙方曾在梅萊維茨基宮
為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進行了長達 10 多
年、共 100 多場大使級會談。中美談判期
間，波蘭成為中美接觸的橋樑和紐帶，得
到了中方的信任。這種信任十分寶貴，值

■王毅訪問波
蘭，並同波蘭
領導人會談。
網上圖片
得珍惜。新的歷史時期，希望中波之間能
夠保持和弘揚這樣的相互信任。中波關係
是開放包容的，不針對第三方，也不影響
第三方，完全可以與其他夥伴關係並行不
悖，相互補充。希望波蘭繼續成為中國同
西方國家之間、亞洲和歐洲之間的橋樑和
紐帶。

波蘭在中歐關係中發揮作用
在與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會面時，王毅
指出，中國擁有巨大市場空間，不斷擴大
互利共贏的開放，歡迎波方分享中國發展

機遇，願進口更多波蘭優質產品，通過擴
大貿易規模、做大共同利益蛋糕，促進雙
邊貿易平衡發展，共同反對保護主義、單
邊主義。中方鼓勵中國企業赴波投資，推
動具有帶動意義的大項目合作。我們也希
望波蘭政府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企業營
造公正、公平、透明的營商環境。中方看
好波蘭發展前景，視波蘭為共建「一帶一
路」重要合作夥伴，願同波方加強中國—
中東歐國家合作。波蘭是歐盟新興力量代
表，希望波蘭在中歐關係中發揮建設性作
用。

提煉機關黨建實踐創新經驗

習近平指出，必須正確處理乾淨和擔當的關係，決不能把反腐
敗當成不擔當、不作為的藉口。要把乾淨和擔當、勤政和廉政統
一起來，勇於挑重擔子、啃硬骨頭、接燙手山芋。要踐行新時代
好幹部標準，不做政治麻木、辦事糊塗的昏官，不做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的懶官，不做推諉扯皮、不思進取的庸官，不做以權謀
私、蛻化變質的貪官。
習近平強調，提高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質量，必須深入分
析和準確把握特點和規律。要處理好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善於把
全面從嚴治黨理論轉化為推動機關黨建的思路和舉措，重視總結
提煉機關黨建實踐中的創新經驗，不斷上升為規律性認識，使其
能夠長久發揮作用。要處理好黨建和業務的關係，堅持黨建工作
和業務工作一起謀劃、一起部署、一起落實、一起檢查。要處理
好目標引領和問題導向的關係，既要以目標為着眼點，在統籌謀
劃、頂層設計上下功夫；又要以問題為着力點，在補短板、強弱
項上持續用力。要處理好建章立制和落地見效的關係，制度制定
很重要，制度執行更重要，要帶頭學習、遵守、執行黨章黨規，
從基本制度嚴起、從日常規範抓起。要處理好繼承和創新的關
係，推進理念思路創新、方式手段創新、基層工作創新，創造性
開展工作。

建設專業化黨務幹部隊伍

習近平指出，加強和改進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必須切實
加強黨的領導，牽住責任制這個「牛鼻子」。各部門黨組（黨
委）要強化抓機關黨建是本職、不抓機關黨建是失職、抓不好機
關黨建是瀆職的理念，堅持「書記抓、抓書記」，領導班子成員
和各級領導幹部要履行「一崗雙責」，做到明責、履責、盡責。
機關黨委要聚焦主責主業，真正發揮職能作用。中央各有關部門
要各負其責、密切配合，形成抓機關黨建工作的合力。中央和國
家機關工委要強化責任擔當，履行好統一領導中央和國家機關黨
的工作的職責，指導督促各部門黨組（黨委）落實機關黨建主體
責任。要建設高素質專業化的黨務幹部隊伍，把黨務幹部培養成
為政治上的明白人、黨建工作的內行人、幹部職工的貼心人。

■習近平強調，要建設風清氣正的政治機關，讓群眾切身感受到新變化新氣象。
圖為紀檢監察工作人員在河北基層了解情況。
資料圖片

工信部：中國將加快5G基礎設施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
道）第 18 屆中國互聯網大會昨日於北京
國家會議中心開幕。工信部副部長陳肇
雄在開幕式致辭中表示，中國將加快
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下一步推進中國關
鍵核心技術的突破，掌握一批撒手鐧、
顛覆性、非對稱技術。
陳肇雄指出，互聯網作為數字化浪潮

的重要驅動力，推動數字經濟成為經濟
增長的新引擎、新模式、新空間，要推
動互聯網持續健康快速發展，促進數字
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他表示，下一步將完善創新生態，健
全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
強基礎科學前瞻佈局，提升原始創新能
力。加快推進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掌握
一批撒手鐧、顛覆性、非對稱技術。

上半年內地企業專利授權 華為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昨日在北京發佈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
至 2019 年 6 月底，中國每萬人口發明專
利擁有量達到12.5件，平均每5.2個市場
主體擁有 1 件有效商標。華為以 2,314 件
發明專利授權量排名內地企業首位。
國家知識產權局當天舉行新聞發佈
會，集中發佈 2019 年上半年專利、商
標、地理標誌、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統
計數據。統計表明，中國主要知識產權
指標符合發展預期，知識產權綜合實力
穩步提升。
專利方面，2019 年上半年，中國發明
專 利 申 請 量 為 64.9 萬 件 ， 同 比 下 降

9.4%；共授權發明專利 23.8 萬件，同比
增長 9.9%，其中，內地發明專利授權
19.2萬件；華為以2,314件發明專利授權
量排名內地企業首位。同時，中國共受
理 PCT 國際專利申請 2.4 萬件，同比增
長 4.9%，其中，內地申請 2.2 萬件，同
比增長2.8%。
截至 6 月底，內地發明專利擁有量為
174.0萬件，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
到 12.5 件，較 2018 年底增加 1 件，提前
完成「十三五」規劃確定的 12 件目標。
其中，北京、上海、江蘇分別以每萬人
口發明專利擁有量 121.8 件、50.9 件、
28.5件排名前3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