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十八
届中央第九轮巡视反馈情况2日开
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向社会公
布。 当天公布了首批15家单位的反
馈情况。记者梳理发现，本轮巡视反
馈呈现三个方面的新特点。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首次集中参加巡视反馈
会议

经中央批准， 今年2月底开始，十
八届中央第九轮巡视对32家单位党组
织开展专项巡视，同时对辽宁、安徽、
山东、湖南等4个省进行“回头看”。

2日公布反馈情况的15家单位
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农
业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务院国资
委、海关总署、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国家旅游局、国家邮政局、国家文物
局、中国农业科学院，以及辽宁、安
徽、山东、湖南4个省。

记者发现， 在本轮巡视反馈的
过程中，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黄树贤、陈希、杨晓超、姜信治、黎
晓宏现场参加了部分被巡视单位的
巡视反馈会议， 并向这些单位传达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
要讲话精神。 这在中央巡视工作中

还是第一次， 充分体现了中央巡视
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回头看”看出了什么
本轮巡视是党的十八大后，中

央巡视首次开展“回头看”。
根据公布的反馈情况，负责对4

个省份进行“回头看”的中央第三巡
视组和中央第五巡视组， 通过广泛
开展个别谈话， 认真受理群众来信
来访，调阅有关文件资料，深入了解
情况，发现问题、形成震慑，顺利完
成了巡视任务。

同时，巡视组也“看”出了一些
新的问题。其中，“党的领导弱化”问
题在4个省份普遍存在。

此外，根据公布的反馈情况，中
央巡视组在“回头看”的过程中，还
发现了4个省存在的“拉帮结派”“小
圈子”“搞‘帮派’”“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公款旅游、
违规购买公车等问题时有发生且花
样翻新”“买官卖官、 带病提拔”“执
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不严”“工
程项目、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等重
点领域腐败问题仍然突出”“基层

‘雁过拔毛’腐败多发”等问题，并有
针对性地提出了整改意见。

把政治巡视的要求高举起来
今年2月召开的中央巡视工作动

员部署会议提出， 要把政治巡视的要
求高举起来，尊崇党章，检查被巡视党
组织是否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真正
体现党对这个地方和领域的领导。

在2日公布的巡视反馈情况中，
中央巡视组分别指出了农业部和国
家旅游局存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和‘三农’方针政策不够全面、不够
到位”和“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不
够到位”的问题。

而在对其他一些被巡视单位的
反馈中， 中央巡视组还对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不到位的情况进行了更加
具体的描述。如，中央巡视组指出工
信部“贯彻执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
到位， 在推进大部制改革中各业务领
域融合不够、 干部使用存在‘板块思
维’”；指出司法部“对中央有关决策部
署学习领会不够深入、 贯彻执行不够
到位， 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举措不够及
时、有效，存在‘中梗阻’现象”等。

被巡视单位普遍反映， 本轮巡视
反馈突出问题导向， 指出问题一针见
血，使党员干部受到深刻教育和警醒。�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第669号国务院
令， 公布《农田水利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明确，发展农田水利，要坚
持政府主导、科学规划、因地制宜、节
水高效、建管并重的原则。

《条例》明确，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实行政府投入和社会力量投入相结合
的方式， 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
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经营， 引导金融
机构推出符合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特点
的金融产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建立
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 支持专业化
服务组织开展农田灌溉、 排水和农田
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工作。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农田水利条例》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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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2日发表《新疆的宗教信仰
自由状况》白皮书。

白皮书说， 中国坚持从本国国情
出发，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宗教的原则，
任何境外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中国的
宗教事务。 坚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这既是中国国情的要求，也是
宗教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

白皮书指出，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作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疆， 将一如既往地

在平等友好、 互相尊重基础上开展对外
合作与交往，促进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
间的对话与交流，增进理解与互信，为世
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2日发表《新疆的宗教信仰
自由状况》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肖开提·
依明在发布会上说， 宗教极端是对宗
教的歪曲和亵渎， 新疆开展“去极端
化”工作是对正常宗教活动的保护，也
是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

《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发表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金
色大厅会见出席第八届世界华侨华人
社团联谊大会的全体代表。

李克强表示，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
庭，长期以来，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不仅具
有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 而且拥有守住
中华文化根基的强烈意识。 广大海外侨
胞秉承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坚韧、包容
的优秀品质，艰苦打拼、自强不息，创造
了不凡的业绩，传播了友谊的种子。

李克强向与会代表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做中外友好合作的“金丝带”。当今
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人员交流不断扩大，

要增进中国人民和住在国人民的友谊和
信任，为中外各领域交流合作铺路搭桥，
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中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开放发展。二是做中国创新发展
的“参与者”。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升级，
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 从过度依赖自
然资源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转变。
中国仍是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更
是智力投资的新热土。 欢迎广大侨胞回
国投资，创新创业。三是做祖国和平统一
的“连心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
胞是一家人。 希望海外侨胞一如既往关
心和支持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为两岸和
平发展贡献力量。

李克强会见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

做祖国和平统一的“连心桥”

� � � �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
挥作用 ，两个轮子一起转 。”在全国
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
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要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
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 ，弘
扬创新精神、 培育符合创新发展要
求的人才队伍。 以这一要求为改革
遵循和行动指南， 我们才能让一切
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 改革只在
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

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我们应
当从健全国家创新体系、 提高全社会
创新能力的战略高度， 通过深化改革
和制度创新， 让科技创新居于国家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深化改革创新， 就要以科技创新
为核心， 引领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
深刻变革。当前，无论是“部门领导拍
脑袋、科技专家看眼色行事”的科技决
策方式，还是“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
费服务”的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
都是阻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弊端，
都必须下决心予以革除。

深化改革创新， 就是要深化体制

机制创新， 形成服务科技创新的制度
合力。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
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要
制定和落实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各项政
策。 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是科技发
展的主要基础所在， 应优化科研院所
和研究型大学科研布局。 各地在创新
发展中应尊重科技创新的区域集聚规
律， 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
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深化改革创新， 就要以弘扬创新
精神为方向， 培育符合创新发展要求
的人才队伍。 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
因素，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我

们不仅要尊重科技人才培育和成长规
律， 而且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更大的
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
更大的资源调度权。

从总体上看，今天的中国，在主
要科技领域和方向上实现了邓小平
同志提出的“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
目标， 正处在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
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两手抓、两
个轮子一起转，我们才能走出中国特
色自主创新道路，争取早日建成创新
型国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原文
载6月3日《人民日报》）

弘扬创新精神 深化改革创新
———迎接科技创新的又一个春天之三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1949年的一天， 正在当时上海中
美医院做实习医生的吴孟超， 清晨推
开宿舍的窗户， 发现楼下马路边躺着
一排排和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这
多年前的情景在吴孟超心中依然清晰，
“我想， 一个能领导和指挥这样军队的
党，一定会有光辉的未来！”

也在1949年， 被分配到当时华
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
吴孟超，第一次交上了入党申请书。
时至今日，这位有着60年党龄、军龄
的军医，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
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
60年党龄、军龄，更诠释着耄耋老人
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年均完成100台
以上的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 坐堂

专家门诊，教带着多名研究生，继续
用柳叶刀书写着终身不变的誓言。

1922年， 吴孟超出生在福建，5岁
随母亲到马来西亚。1940年，回国参加
抗日活动的吴孟超没去成延安， 决心
“读书救国”。9年后，上海解放，吴孟超
也从当时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并获
得学士学位， 信仰的火焰更在他心中
越燃越旺。 吴孟超先后19次递交入党
申请，但由于华侨的身份，“组织决定，
‘你还需要经受考验’。”

直到1956年，吴孟超终于“三喜
临门”———被发展为党员、参军、晋升
主治医生可以单独开展工作。 为了
这一刻， 他等了7年。 然而，1969年
冬，又是因为华侨身份，党支部停止

了吴孟超的组织生活。“对我来说，党
员不仅是身份，更是信仰，是灵魂的
寄托！”吴孟超做了两个决定：每月如
期交党费， 每周给党组织写一份思
想汇报。4个多月后， 吴孟超恢复了
组织生活，并被选为支部委员。

在上世纪50年代末， 肝脏的内
部结构对中国还是个谜。1958年，成
为党员不久的吴孟超和张晓华、胡
宏楷组成“三人攻关小组”，开始向肝
胆解剖领域进军。

他们反复试验， 终于在1959年成
功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具结构完整的人
体肝脏血管模型，这让吴孟超和同事们
在肝脏解剖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带领“三人小组”提出了肝脏结

构“五叶四段”解剖理论，到目前为止
它仍被全世界认为是最经典的肝脏
解剖理论； 主刀实施了中国第一例
成功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 成功实
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肿瘤切除
手术；创造发明了“常温下间歇肝门
阻断切肝法”，使肝脏手术成功率一
下子提高到90%以上……

1991年， 吴孟超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2011年中国将17606号小行
星命名为“吴孟超星”。就在刚刚过去
的2016年5月24日，吴孟超还为一名
64岁的女患者实施了手术。“看来我
这一辈子是放不下手术刀了。”他说。

（据新华社上海6月2日电）

19次递交申请终圆入党梦想
———吴孟超的入党经历和故事

� � � �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
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两院院

士大会、 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讲话》 单行本， 已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
行。

习近平在“科技三会”上讲话
单行本出版

两学一做·我为什么入党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经习近平
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 中国军队派出
工作组于6月2日乘空军飞机赶赴马里
加奥地区， 代表习主席和中央军委看
望慰问执行维和任务的中国官兵，做
好遇袭伤亡人员善后和救治工作，协
调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和马里政府采取切实措施， 确保维和
部队安全，有效执行维和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记者从
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获悉， 马里当
地时间5月31日10时50分（北京时间6
月1日4时50分），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
合稳定特派团位于加奥的营地遭遇汽
车炸弹袭击，造成重大伤亡，其中中国
第四批赴马里维和部队1人牺牲，5人

受伤。 牺牲人员为维和工兵分队战士
申亮亮， 上士军衔，1987年8月4日出
生。维和工兵分队3名战士受伤，分别
为司崇昶，上士军衔，1987年6月3日出
生；刘印迪，中士军衔，1993年8月17日
出生；杨占成，上士军衔，1985年12月
23日出生。 维和警卫分队2名官兵受
伤，分别为李涛，下士军衔，1992年2月
5日出生；刘亮，中尉军衔，1987年6月
17日出生。 以上伤亡人员均来自陆军
第16集团军。

据新华社联合国6月1日电 联合国
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日均发
表声明， 强烈谴责联合国马里营地等遭
遇恐怖袭击事件， 向牺牲的中国维和人
员的家人和中国政府致以深切慰问。

中国军队工作组乘军机赶赴马里
我驻马里维和部队遇袭伤亡官兵信息披露

十八届中央第九轮巡视反馈情况开始公布

三大特点凸显政治巡视新要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