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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集中行
动，目标就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
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全面提
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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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对巩固机构改革成果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
大部署，为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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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巩固机构改革成果，就要准确把握讲

话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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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认识到，
党的全面领导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
根本保证，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
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优
化协同高效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
本要求，也是衡量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目标

的重要标准。只有把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和全过程，从组织机
构上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制度优势，不
断优化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才
能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
的能力和定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巩固机构改革成果，就要把七个方面具
体任务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要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加强党政
机构职能统筹、提高机构履职尽责能力和水
平、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推进相
关配套改革、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增强干
事创业敢担当的本领。这七个方面具体任

务，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后半篇文
章”，是让改革后的机构职能发生“化学反
应”的重点所在。这就要求准确把握新机构
新职能提出的新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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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守人民立场，锤炼忠诚
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保持只争朝夕、奋发
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
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

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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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
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
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要乘势而上、尽锐
出战，继续打硬仗、啃硬骨头，集中力量突破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在使各方面制度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人民日报》今日发表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接A01）
●承台环氧钢筋需特殊保护
由于大桥为跨海大桥，为确保工程质量，

承台钢筋全都采用抗腐蚀性强、耐久性好的
环氧钢筋。

环氧钢筋需要在位于中山的钢厂加工
好，再运送过来。如何保证环氧钢筋的保护
涂层不被破坏是关键，也是难点所在。因此，
制作、运输、绑扎等环节都要需采取特殊的保
护措施，必须小心轻放。

据了解，一个承台就有28根桩，每根桩
有112根桩基钢筋，每根露出承台部分为3.6
米。这一根根竖立着的钢筋密度大，而环氧
钢筋要从纵横不同的方向穿过承台钢筋并成
功绑扎，还不能破坏环氧钢筋的涂层，非常考
验施工人员的技术和耐心。

●防腐混凝土浇筑工艺复杂
大桥共需混凝土总方量约36万方，均采

用海工高性能耐久混凝土。
据介绍，承台外围与海水接触的地方就要

浇筑两米厚的防腐混凝土，防止海水腐蚀。
这种防腐混凝土的浇筑极为讲究，工艺

也较复杂，防腐剂和普通混凝土要同时浇筑，

搅拌时间和浇筑过程都要把握好。
●不断创造“湛江速度”
在任务重、工期紧的情况下，大桥人凭着

一股韧劲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创造了一个个
“湛江速度”。

据介绍，同类型的承台按正常工期一般
要40天才能浇筑完。而按照项目部要求，该
项目要赶在台风季来临前完成承台浇筑。大
家24小时轮班，白班夜班两班倒，在短短一
个月内就完成了目标任务。

另外，仅仅是破桩就用了12天，比原计
划提前3天。

●与恶劣天气勇“斗法”
高温、多雨、台风是地处北纬 20°－

21°35＇之间的雷州半岛最典型的天气。
在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支配下，大桥人每
天不仅要挑战工程难度，还要与各种恶劣的
天气作斗争。

盛夏时节，暑气日盛，出门在外都是“上
蒸下煮”，而没有任何遮挡的工地更是酷热无
比，正午时分气温常常直逼40℃。不过，雷
暴大雨有时说来就来，把正在干活的工人们
淋了个措手不及。

尽管如此，每一位建设者都丝毫没有退
缩，反而“越战越勇”，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谱
写了一曲雄壮动人的奋斗者之歌。

链接▶
调顺跨海大桥是湛江市首个PPP项目，

为广东省重点工程。大桥位于广东省湛江
市北部，跨越湛江湾连接湛江市调顺岛及海
东新区，全长约 9.36 公里，总投资 21.275 亿
元。大桥主桥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全长
591 米，主跨 296 米，整幅桥面宽 37.5 米，主
梁采用钢砼叠合梁，主塔高 136.9 米。大桥
设计以“风调雨顺，湛江红门”为主题，集交
通要道、海湾景观等于一身，建成后有望成
为湛江湾上一座堪称“实力与颜值担当”的
地标式桥梁。

调顺跨海大桥是湛江市路网规划中湾区
内环的北线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构筑起湛江市

“北连高速、南通港区、西进城区、东接机场”的
对外快速连接通道，对进一步提升湛江对外交
通便捷化，从根本上拉开城市骨架，改变市区
交通格局，促进区域开发和城市发展有着积极
作用。

巩固机构改革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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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湘东
周未笔者上街办亊，在霞山人民

大道几个十字路口都看到大型遮阳
伞。仅新天地电脑城路囗就有 8 张
遮阳伞，分 4 座呈菱形分布，均为白
色铁架支撑，伞面为深绿色，看上去
象一朵朵海浪花，清新别致，颇有风
韵。笔者和往来市民一道在遮阳伞
下等待绿灯放行，只听大家由衷赞
叹：这是为民办实事、办好亊，一把
遮阳伞见思想、见作风、见真情。

过去，炎炎烈日下，在十字路口等
待绿灯的市民忍受着太阳“烘烤”，个
个大汗淋漓。有的市民一天上下班要
穿越几个这样的十字路口，仿佛在“火
炉”上煎熬。在十字路口树起遮阳伞，
就是给过往的市民送上荫凉，送上关
爱，送上健康。笔者置身遮阳伞下等

待绿灯放行，只见伞上印有“创建文明
城市，构建和谐交通”“争当文明市民，
摒弃交通陋习”，“构建和谐社会，共创
文明霞山”等标语，在阳光照射下格外
醒目。这分明就是生动的现场创文教
育。一天下来，笔者从鼎盛广场到霞
山邮局，步行穿过3个十字路口，均在
太阳伞下静候等待，享受难得的清凉，
切身感受到这是为民、便民、利民的生
动写照。

湛江市是一座充满爱心的城市，
在炎热的夏天里，市民们曾品味着

“爱心冰箱”的清凉，享受过“爱心妈
妈小屋”的温馨舒适，今天又有太阳
伞为人们遮阳挡雨。城市的文明进
步，社会的温馨和谐，共同绘就精神
文明高地的无限风光，愿这道文明风
景更多地普及湛江城乡，更多地惠及
湛江人民。

□ 叶舒云
在霞山区解放街道民享西二社区，近日

流传着一则感人的故事——该社区党员陈
广龙将其居住的房屋首层腾了出来，无偿提
供给社区，升级改造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为社区创文整改工作送来了“及时雨”，为党
建引领创建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7月6日《湛江日报》）
在霞山区解放街道民享西二社区，党员

陈广龙知道社区文化室建设场地选址困难
后，主动提出将自家房子首层无偿提供给社
区，用于建设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这一举动，
让我们看到了一名党员的奉献与担当，值得
为其点赞。但让笔者更感触动的，是民享西
二社区这个创文“落后”社区的“逆袭”故事，
一个党员的奉献带来了社区文化室建设的突
破，但要做好整个社区的创文工作，非靠相关
各方合力共绘社区同心圆不可。

民享西二社区的“逆袭”故事，要先从其
“家底”说起。民享西二社区是解放街道的一
个老小区，私建房占80％，老旧房子居多，由
于许多硬件、软件设施无法配套完成，特别是

局限于社区地理位置，缺乏社区文化中心，该
社区在2019年第一季度创文检查中排位全区
倒数。

痛定思痛，民享西二社区起码从以下三
个方面发力赶超。

首先，是把党建立起来。报道中有两个细
节很值得关注：第一，是党员陈广龙在社区微
信群上看到大家分享其他文明城市创建的经
验做法，深受触动，所以动起了腾出自家房子
做社区文化中心的念头；第二，是在党员陈广
龙腾出自家房子后，周边居民纷纷参与进来，
共同为建设美丽家园添砖加瓦。这些细节，虽
然没有一字是写该社区党建工作的做法，但我
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民享西二社区党建工
作的扎实。正是在党建引领创建思路的影响
下，党员才会产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念
头，群众才愿意跟着党员一起共建美好社区。
党建引领创建，恰恰是当前湛江创文工作最值
得提倡的方法与思路——以党建为中轴，形成
一环引领一环的驱动力。

其次，是把责任落下去。创文工作千头万
绪，唯有落实责任，一一对标对表，才能确保每
个细微环节都落到实处。报道中有提到，“在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改造升级过程中，霞山
区包联包创领导、街道领导和包联包创单位邮
政局、市农经干校、霞山区住建局、霞山区采购
中心以及辖区单位市十八小等，均在人力物力
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先后添置了电脑、图书、
玩具、琴和桌椅”。这说起来很笼统，但在具体
工作中，相关各方都不是“盲目”给力的。大家
都知道自己承担着哪些责任、应该怎样履行责
任，所以这些工作开展起来才能有条不紊。

最后，也是最值得学习的，是民享西二社
区把人心聚起来的办法。推广创文工作，最
关键的是聚人心，最困难的也是聚人心。而
民享西二社区真的做到了——“大家一起参
与到清理乱堆放、小广告铲除等活动中来，辖
区内形成了一股浓厚的创建氛围”。共建带
来了共享，而共享又反过来促进了共建。社
区居民说，“看到社区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心
情倍儿舒畅，表示要一起参与到创文当中
来”。正是因为大家从社区文化中心切身体
验到创文送来的“大礼包”，所以才能越来越
积极地参与到创文中来。这也给了我们一个
启发：创文不仅要注重让市民共建，还应切实
让市民感受共享，以“共享”促“共建”。

合力共绘社区同心圆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罗
沙）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2周年仪式7日
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主持纪念仪式。

卢沟桥畔，气氛庄重，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10时，纪念

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
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卢沟桥战歌》《为
祖国而歌》两首抗战诗歌，首都大学生合
唱团演唱了《毕业歌》和《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表达年轻一代爱国情感、坚定
信念和奋斗精神，抒发当代青年以史为
鉴、奋发进取、追梦圆梦的志向。

随后，各界代表缓步拾阶而上，依次
来到抗战馆序厅，手捧由红色石竹、黄色
菊花、绿色小菊组成的花束，敬献在象征
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
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
表还一同参观了《为抗战吹响号角——中
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专题展览。

陈广龙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社区居
民又找回了一种温情友爱的居住方式，

形成了一股浓厚的文明创建氛围。
文/图 艾西

美女开讲：

港城
讲事

“撤离中国？能去哪儿？”坐在简约实
用风格的办公室里，面对记者“是否考虑撤
离中国”的问题，德资企业克恩-里伯斯（太
仓）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张臻伟反问记者。

太仓距离上海市区仅50公里，1993
年，汽车零配件生产商克恩-里伯斯成为太
仓第一家德企。20多年来，习惯抱团发展
的德国中小企业陆续落户。如今，这座江
南小城已聚集318家德资企业，这一数字
还在以每年30家左右的速度增长。

1995年进入克恩-里伯斯工作的张臻
伟，也见证了太仓公司从9人到1000多人
的发展。随着中国汽车行业迅猛发展，这
家工厂90%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内，而在10
多年前，出口占了总销量的一半。

中国市场广阔，购买力日益增强，虽然
这两年乘用车市场面临压力，张臻伟对中
国汽车市场远景仍然充满信心。

“中国人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日益增
长，需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这与德
国制造的理念契合，是德国企业的好机会，
所以我们从没想过离开。”张臻伟说。

近日，新华社多路经济基层调研小分
队奔赴各地。在长三角地区调研中，许多
跨国企业表达了相似看法，不少企业正扩
大在华布局，以实际行动表达扎根中国的
信心。

就在今年5月，太仓最大的德资企业
舍弗勒与当地签约电驱动及航空部件项
目，投资总额3亿美元。

前不久，陶氏公司中国高附加值有机
硅树脂工厂在江苏张家港市举行了奠基仪
式。去年，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巨头

在中国成都的涂料材料工厂和位于张家港
的聚醚多元醇工厂先后开工。

“中国不仅是有战略意义的市场和生
产研发基地，也是陶氏公司在全球供应链
的重要组成部分。”陶氏公司首席执行官吉
姆·菲特林说。

在贸易保护主义“逆风”下，记者所见
所闻，是对一段时间以来“外资企业相继撤
离中国”论调的有力回应。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460家，实际使用
外资369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8%。

调研中，不少企业高管都提到，中国强
大的国内市场让外资难以割舍，而完整的
产业链、日益优化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是外资深耕中国市场的深层动力。

总部位于伦敦的跨国制药巨头阿斯利
康1993年进入中国，在中国拥有约13000
名员工，2018年在华销售额近38亿美元。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张，阿斯利康预计在年
底前新增3000个工作岗位。

“中国的医疗还有很大增长空间，谁也
不愿放弃中国大市场。”阿斯利康全球执行
副总裁王磊告诉记者，“我们的目标是把中
国变成阿斯利康全球最主要的生产基地之
一。”

“中国在科技创新上优势突出，在商业
创新氛围方面领先全球，这是外资企业在
华二次创业的好机会。”王磊说。

在菲特林看来，中国城镇化持续推进，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将给陶氏公司带
来巨大商机。

“未来20年，预计还有3亿人将进城
居住，中国需要为他们提供节能舒适的房
屋、先进的基础设施、清洁的水和空气。
陶氏公司的产品与这些愿景相契合。”菲
特林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2周年仪式举行

7月7日，抗战老战士代表、小学生们等参加活动。当日，位于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活动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2周年。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街头喜见遮阳伞

“谁也不愿放弃中国大市场”
聚焦中国经济亮点聚焦中国经济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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