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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有没有一味地等规划、靠‘大树’、要政
策，以我为主、自主规划、主动争取意识不足的
依赖心理？”省委书记娄勤俭近日在全省县

（市、区）委书记政治能力建设专题培训班开班
式上提出的这一问题，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发展不能“等靠要”。如果一味等指令，等
条件成熟了再干，则会错失许多发展先机。永
远跟着别人跑，只会永远落在别人后面。敢于
争先，勇于领先，不怕第一个吃螃蟹，是江苏绝
大多数干部的鲜明特点。乡镇企业“异军突
起”、自费办出口加工区、“四千四万”精神，就是
这一特点的注脚。但是，也要注意防止一种现
象，这就是创业初期敢闯敢试，等事业小成后
反倒越来越“胆小”，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抬
头。今年是江苏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之年。
对干部来说，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就是要
经常问一问：有没有因为本地区没有进入国

家、省或者市的某项战略、某项规划、某项试点而
悲观沮丧，消极等待，无所作为？有没有一味地往
上要资金、要政策，却不善于盘活现有发展资源，
守着“金饭碗”讨饭吃？有没有患上只会“开口求、
伸手要”的“懒汉病”，在脱贫攻坚、民生改善等工
作中失去积极性、主动性？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改革开放以来，江苏
取得的许多骄人业绩，很多都是在敢闯敢干、先
行先试中得来的。在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
全国前列的进程中，各地更要发扬优良传统，摆
脱等靠要的“依赖心理”，在推进江苏创新性发
展、探索性发展、引领性发展中大展拳脚，善作
善成。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来说，摆脱一味等规划的“依赖心理”，就
是要在超前部署世界级水平的智能基础设施、
释放工业大数据对智能制造的赋能效应、建成
世界领先的创新集群等方面有思考、有动作、有

谋划。就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而言，摆脱等靠
要的“依赖心理”，就是要通过改革推动政策创
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有效激发内生动力。
同样，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就是要建设高质
量产业体系的引领区、形成高层次科技创新的
集聚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先行区；推动淮
海经济区协同发展，就是要“以我为主”，从更深
的层面认识优势、更新的角度谋划路径、更大的
领域发挥作用，提升区域竞争力和首位度。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一个
重要的任务是要“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积极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当前，各地要对照“九个有没有”这一标尺，丈
量出与高质量发展的距离，摆脱等靠要的“依赖心
理”，以舍我其谁、时不我待的进取精神，埋头苦
干、真抓实干，为发展赢得新的先机，把“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的美好蓝图变为生动现实。

摆脱一味等靠要的“依赖心理”
—— 六论“问问‘有没有’想想怎么干”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李 源 张冠卿） 5 日，由中
国美术家协会、高邮市政府主办，中国文联
美术艺术中心、江苏省美术家协会、高邮市
委宣传部承办的第二届“邮驿路 运河情”
全国美术作品展在高邮开幕。中国美协分

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以及画家代表等
数百人参加开幕式并参观展览。本次画展去
年 10 月起面向全国征稿，共收到投稿作品
6063件，创下中国美协举办的同类展览投稿
量的历史新高，最终评选出入选作品217件，
其中入会资格作品49件。

入展作品立足邮驿、运河两个核心元素，
从运河文化、邮驿文明、田园情怀、时代新风
等多个角度，以中国画的艺术形式，全方位展
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亮点和新成就。

▶下转3版

“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美展高邮开幕

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电 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总结会议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
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我们整体
性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机构改革，重构
性健全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
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系统性增强党的领导
力、政府执行力、武装力量战斗力、群团组织
活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
体系主体框架初步建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要认真
总结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
和宝贵经验，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继续完善党
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王沪宁主持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的
一个重要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
动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一次集中行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闭
幕后，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加大统的力度、明确改的章法、做好人的
工作、执行严的纪律，短短一年多时间，十九
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总体完成，取得
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得到有效落实，维护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的机构职能体系更加健全；党和国
家机构履职更加顺畅高效，各类机构设置和职
能配置更加适应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省市
县主要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中央保持基本
对应，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

力的工作体系；跨军地改革顺利推进；同步推进
相关各类机构改革，改革整体效应进一步增强。

习近平指出，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
我们探索和积累了宝贵经验，就是坚持党对机
构改革的全面领导，坚持不立不破、先立后破，
坚持推动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坚持中央和

地方一盘棋，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协调，坚
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改革全过程。实践证
明，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战略
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的组织实施是坚强有
力的，充分体现出全党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行动自觉，充分反映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

从严治党产生的良好政治效应，充分彰显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习近平强调，完成组织架构重建、实现机构
职能调整，只是解决了“面”上的问题，真正要发
生“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要以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推进党和国家
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把机构职责
调整优化同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有机统一起来、
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理
水平有机统一起来，继续巩固机构改革成果。
要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决策议事协
调机构重点是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党的工
作机关要带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更好
发挥职能作用，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
加强党政机构职能统筹，发挥好党的职能部门
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统筹本领域重大工
作。要提高机构履职尽责能力和水平，各部门
要严格依照“三定”规定履职尽责，聚焦主责主
业，突出重点关键，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
下行动，紧紧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履好职、尽好责。要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国家制度
统一、政令统一，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做好对本行
业本系统的指导和监督，地方在坚决贯彻党中
央决策部署的同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地
方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要推进相关配套改
革，按照加快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
离的原则，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着力加强综合行
政执法队伍建设，强化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职能，完善机构改革配套政策。要推进机构
编制法定化，依法管理各类组织机构，继续从严
从紧控制机构编制。 ▶下转2版

习近平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强调

巩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报讯 （记者 卞小燕）“盐城通过！祝贺
中国！”北京时间7月5日15：30，在阿塞拜疆首
都巴库召开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随着一
声槌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
议通过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这块位于盐城的自
然湿地成为我国第14处世界自然遗产，江苏首
个自然遗产，填补了我国滨海湿地类型世界遗
产空白。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是一个系列世界
遗产申报项目，包括16个申报点。此次成功跻
身“世遗”的“第一期”范围包括盐城湿地珍禽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部分区域、大丰麋鹿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全境、盐城条子泥市级湿地公园、东台
市条子泥湿地保护小区和东台市高泥淤泥质海
滩湿地保护小区。

“21 个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含中国），
有 18 个其他国家联署支持盐城！无一票反
对！”盐城市申遗办负责人介绍。作为东亚-澳
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鸻鹬类重要的停歇地、越
冬地、繁殖地， ▶下转4版

盐城黄海湿地成功跻身“世遗”
填补我国滨海湿地类型遗产空白

盐城市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海湿地（资料图片）。 卢日伟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 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我们探索和积
累了宝贵经验，就是坚持党对机构改革的全面领导，
坚持不立不破、先立后破，坚持推动机构职能优化协
同高效，坚持中央和地方一盘棋，坚持改革和法治相
统一相协调，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改革全过程。

● 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的组织实施是坚强
有力的，充分体现出全党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充分反映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
产生的良好政治效应，充分彰显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 完成组织架构重建、实现机构职能调整，只是
解决了“面”上的问题，真正要发生“化学反应”，还有
大量工作要做。要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
领，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
点，把机构职责调整优化同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有机统
一起来、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
理水平有机统一起来，继续巩固机构改革成果。

记者近日走进沭阳县钱集镇绿植电商产业园，3.8 万平方米的
连栋大棚里，上万株多肉植物、欧洲月季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在浇水
施肥、修剪苗木。“刚送走一批多肉和月季，下一批小幼苗即将进棚，
行情好，一茬接一茬，六七十人干活还不够，还得多找些人手。”项目
负责人胡勇介绍说。

同样忙碌的还有基地不远处的江苏石柏园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近千亩芦笋基地里，100 余名工人忙着收割芦笋、整理打
包。“芦笋收割用工量大，高峰期达 300 余人，日工资 60-80 元。”钱
集镇效佐村党总支书记唐海军介绍说，效佐村的劳动力不够用，周
边戚圩村、钱集村等地不少村民过来打工。

钱集镇位于沭阳最南端，地理位置偏僻，属省定重点帮扶片
区。该镇效佐村农业两年前还是以一麦一稻为主，现在以花卉苗木
为主的生态农业已占近 70%，效佐村也因此摘掉经济薄弱村帽子，
成为全县“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先进村居”。“这主要得益于产业结
对精准帮扶。”钱集镇党委书记陆周说。

沭阳是全国有名的“花木之乡”，花木产业使得不少农民富起
来。县里据此推动花木产业向贫困乡村对接转移，打造“短期能增
收、长期能致富”的脱贫产业。占地 245 亩的钱集镇绿植电商产业
园就是由县内花木主产乡镇——新河镇花木龙头企业嘉阳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2017年结对建立的。

“产业帮扶是贫困户长久脱贫的精准之策，也是拔‘穷根’之
举。”沭阳县委书记卞建军介绍，县里把精准扶贫作为最大任务，因
人因户因村施策，打通脱贫瓶颈，破解致富难题。截至去年，沭阳累
计实现14.5万低收入人口、45个经济薄弱村脱贫，扶贫开发人口脱
贫率达 91.5%，其中去年实现 3.8 万低收入人口、13 个经济薄弱村
脱贫，在全省扶贫工作中处于第一方阵，两次在全省扶贫工作会议
上作典型发言，并获省政府大督查专项表彰。

“沭阳作为全省人口大县，脱贫攻坚人口达 24 万余人，约占宿
迁市的三分之一，脱贫任务艰巨。只有通过产业结对帮扶、技智帮
扶、政策帮扶等多种方式，精准构建扶贫长效机制，我们才能真正拔

‘穷根’，实现真脱贫、脱真贫。”卞建军说。
“在镇里引导下，我参加电商扶贫培训班，开办网店，摆脱了贫

困。”在新河镇双荡村，因电商脱贫的创业青年胡星星，向记者展示
其销售火爆的花木网店。得益于创业，他家由最初“揭不开锅”，到
眼下楼房、小轿车等一应俱全。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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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的一个重要
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动
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一次集中行动。

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

分肯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取得的
重大成效和宝贵经验，对巩固机构改革
成果、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
署，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
性，为继续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
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加强党对一切工作
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
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的改革原则， ▶下转2版

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