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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记者 白
洁 崔文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人民
大会堂同汤加国王图普六世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推动中汤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新的更大
发展。

习近平欢迎图普六世在中汤建交
20周年之际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并对
汤加不久前遭受严重飓风灾害表示诚
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 20年前， 图普
六世国王曾以外交和国防大臣身份来
华签署中汤建交公报， 为建立和发展中

汤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希望汤加王
室在推动中汤关系发展方面继续发挥积
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 中国同包括汤加在内
的太平洋岛国是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
的好朋友、好伙伴。中共十九大提出要推
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强调中方将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
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上述理念和方针将为中汤关系和两国合
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习近平指出， 中汤要加强高层和各
级别交往，增进政治互信，继续在涉及彼
此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尊严等问题上相
互理解和支持。要扩大两国政府部门、立
法机构对话、交流、合作，深挖潜力，积极
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框架下合作，实现共赢共享发展。中
方深知汤加作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特殊挑战，愿
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汤方提供不附
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 中国
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给予和简单的输血式

援助，而是“授人以渔”。只要中方作出的
承诺，都会不折不扣地落实，使当地人民
从中汤合作中有更多获得感。 中方愿同
汤方加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密切同太
平洋岛国的交流合作。

图普六世表示， 汤加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 汤方愿同中方密切在贸易、
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等各领域以及“一
带一路” 框架下的友好合作， 希望中国
帮助汤加实现更大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
的挑战。 汤加支持深化太平洋岛国同中
国的合作。

� � � �方向和原则至关重要。 坚持什么样
的改革方向、遵循什么样的改革原则，决
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最终成败。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强
调改革必须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
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就要牢牢把握深
化机构改革的四个原则，增强推进改革
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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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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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就必须突出
这个最本质特征、发挥这个最大优势。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根本宗旨所
在， 是党的一切工作所依， 是我们必须
坚持的改革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 老百姓关心什么、 期盼什么，
改革就要抓住什么、 推进什么， 通过改
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 必须把实现好、 维护
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改
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体现在各方面制
度安排上。

优化协同高效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的着力点， 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系统

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
构职能体系。优化就是要科学合理、权责
一致，协同就是要有统有分、有主有次，
高效就是要履职到位、流程通畅。只有坚
持问题导向，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才
能使党和国家机构设置更加科学、 职能
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监督监管更加
有力、运行更加高效。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
基本方式， 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 必须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为导向，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
进行，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
依法依规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 既要
发挥法治规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 在法

治下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又要通过改革加强法治工作， 做到在改
革中完善和强化法治。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四个原
则，既是深化机构改革的认识论，又是推
进机构改革的方法论， 是改革沿着正确
方向推进的重要保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牢牢把握、始终遵循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不折不
扣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我
们就一定能确保完成各项改革任务，全
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为形
成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
造有利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载3月2日
《人民日报》）

习近平同汤加国王图普六世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中汤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二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
牢牢把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原则

� � �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
合力， 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月28日一经发布，立
刻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

公报指出，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的首要任务是， 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的制度， 加强党对各领域各方面工作领
导，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确保党的领导
更加坚强有力。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陈始发说，“只有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

能始终正确把握改革的力度、 深度和进
度，才能协调好因改革带来的利益冲突，
解决影响中国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公报提出， 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
的新要求， 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
置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还不
完全适应， 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国防科工局广大党员干部认为，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
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公报指出，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
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是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王志刚表
示，转变政府职能，不能仅仅满足于让人
民群众、企业“少跑腿”，更要让政府部门
“办事快”。“我们将以企业和百姓的切实
需求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 完善公
共服务管理体系，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建
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他说。

公报提出，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国，
要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 更好发挥
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关系十分重大
和特殊。”青海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文
烈说，一方面，中央加强宏观事务管理和
各项制度顶层设计， 可以集中力量办大
事，最大程度彰显制度优势；另一方面，
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发展差异，引导各
地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的创新， 让地方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

公报提出， 要统筹优化地方机构设
置和职能配置， 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运行
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

河南省卢氏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贫困发生率居全省之首。卢氏县横涧
乡党委书记李敏霞说， 公报对我们今后
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作为基层
乡镇党委书记，我们要因地制宜，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 确保党的政策在基层得
到有效落实。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广大党员干部热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美参议院通过有关涉
台议案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据报道，美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了“与台湾交往法案”，
其中有关条款主张解除美政府对美台高层交往的限制。此前
美国国会众议院已审议通过该议案。

华春莹说， 上述议案有关条款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但
它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方对
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参议院通过有关涉台议案

�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刘红霞 陈炜伟）全国两
会召开在即，国务院1日对外公布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量
化指标任务的落实情况表，36项指标任务圆满完成。

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6.5%左右的目标，实
际“成绩单” 显示， 去年GDP首次突破80万亿元大关，达
827122亿元，同比增长6.9%，符合年度预期目标。

报告提出，2017年城镇要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 城镇登
记失业率4.5%以内。 落实结果显示， 去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351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0%，在年度控制目标内。

国务院36项年度指标任务
圆满完成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闫子敏）针对美国军方近
期频频发表“中国威胁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日回应，作为
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美国总说别人是威胁令人奇怪。 希望美方
摒弃过时的冷战思维，客观理性看待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

外交部回应美军言论：

世界头号军事强国
竟说别人是“威胁”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3月2日晚，广州恒大将坐镇主场迎战同城劲敌广州富力
队，2018赛季中超联赛也将正式拉开战幕。

联赛首场比赛就是广州德比这样的重头戏， 如此赛程安
排虽有些匪夷所思却令人激动不已，这也成为中超2018新气
象的特征之一。

两队在中超赛场有过12次交锋，卫冕冠军恒大队仅5胜2平
5负。作为广州德比中的小兄弟，富力队则是在恒大身上取胜次
数最多的球队，没有之一。上赛季，富力更是主胜客平，直接从
恒大手中抢到4分。新赛季首轮就遭遇“苦主”，对于恒大主帅卡
纳瓦罗来说也是喜忧参半———引援受阻、 亚冠连续两场平局，
以及国内球员伤病困扰等问题，都让球迷为卫冕冠军的开局悬
着一颗心。 好在球队刚刚从强敌上海申花手中夺走超级杯，这
令恒大众将士气大振，若能继而拿下中超开门红，无疑将让卡
纳瓦罗看到新赛季征战的新希望。

当然，令卡帅最伤脑筋的还是伤病问题，郑智何时康复还不
得而知，古德利、徐新、黄博文等主力也都有伤在身，首轮能否披
挂上阵，决定着恒大主场的比赛走向。对于富力来说，斯托伊科
维奇继续执教，虽然姜至鹏走了，但丁海峰来了，随着扎哈维、雷
纳迪尼奥的成功续约，无疑确保了球队战术打法的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本赛季中超的“德比元素”将前所未有的浓厚，
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四座城市都要上演“同城大战”。在中国足
球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德比碰撞。要知道，整个中
超只有16支球队，京津沪穗的四城8队就占据了中超的半壁江山。

广州德比引爆中超新赛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