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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7月8日， 国务院在中南海举
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监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
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2018年11月至
2019年6月国务院任命的25个部门和单位的28名负责人依
法进行宪法宣誓。

上午11时，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宣布宪法宣誓
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
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在后方列队站立，跟诵誓词。

宣誓后， 李克强要求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忠于宪法，依法履职，坚持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践行使命，实干担当，
清正廉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勤
勉尽责，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人民日报评论员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放在全
面深化改革大盘子里谋划推进的 ，是
我们打的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性
战役。

“要用好机构改革创造的有利条
件，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以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新成效， 推动
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在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 习近平
总书记在充分肯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取得重大成效和宝贵经验的同
时， 对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重要部署，为
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指明了前进
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
化改革作出了总部署 、总动员 ，规划

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 、
路线图 ，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 、系统
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 ，开创了
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 。5年多来 ，
全面深化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
进 ，啃下了不少硬骨头 ，闯过了不少
急流险滩 ，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
本确立 ， 全面深化改革展现了新作
为、实现了新突破 。当前 ，全面完成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举措 ，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硬任务 。现在距离
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取得决定性成果仅有一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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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为全面完成改革任务
打下决定性基础。

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就要
用好机构改革创造的有利条件。 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一个重大动作， 对各领域改革发挥
着体制支撑和保障作用。现在，十九届
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总体完成 ，
我们完成了组织架构重建， 实现了机
构职能调整 ，为经济 、社会 、政治 、文
化、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持续深化、攻
坚克难提供了体制支撑和保障。 用好
机构改革创造的有利条件， 多抓根本
性、全局性、制度性的重大改革举措 ，
多抓有利于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
大局稳定的改革举措， 多抓有利于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
改革举措， 多抓对落实已出台改革方
案的评估问效， 才能推动全面深化改
革向纵深发展。

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就要
落实好重点改革任务。 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部署的重点任务， 要结合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健全党领导改
革工作的体制机制， 完善改革领导决
策、推动落实机制，打好改革组合拳 。
要保持改革战略定力， 正确处理改革
发展稳定关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统筹各领域改革进展 ，
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要推动改革往实里走，把解决实际
问题作为制定改革方案的出发点 ，把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改革、 涉及
重大制度创新的改革、 有利于提升群
众获得感的改革放在突出位置， 确保
改革方案成色和实施成效。 要推进改
革成果系统集成，做好成果梳理对接，
从整体上推动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无
论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 还是推动全
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我们还有大
量工作要做。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
导向，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
在防范化解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上出
实招硬招， 我们就一定能不断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
力，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
完善和发展，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载7月9日
《人民日报》）

以机构改革新成效
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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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第二届沙滩健身健美赛启动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周倜 通讯员 曹礼华）2019

湖南“昭山健康产业园杯”第二届沙滩健身健美大赛启动仪
式6日在湘潭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举行。8月10日至11
日，一场力与美的较量将在此激情上演。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健身协会、 湘潭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
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湖南省华鹰全民健身有限公司承办。赛
事共设健美、健体、比基尼三大项目，目前赛事已启动报名。

省跆拳道大奖赛分区赛结束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王亮）“湘窖杯”2019年战湘

江湖南省跆拳道大奖赛怀化分区赛7日在怀化市体育中心
落幕。 至此，2019年湖南省跆拳道大奖赛14个分区赛比赛
全部结束，总决赛将于10月2日至6日在株洲举行，各分赛
区前三名参加。

本次怀化分区赛由湖南省跆拳道运动协会主办， 怀化市
跆拳道推广管理委员会、湖南兴运达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承办，
共有来自怀化地区的12个代表团共计634名运动员参赛。

作为全省14个分区赛的收官之战， 怀化分区赛以区县为
单位组队参赛，最终靖州县、鹤城区、溆浦县代表队夺得总金
牌榜前三，大赛团体总分前三名为鹤城区、靖州县、溆浦县。

� � � �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蔡矜宜）在今天进行的2019
年温网女单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金花“独苗”张帅以6比4、1
比6、6比2击败乌克兰00后新星雅思特雷姆斯卡，生涯首进
温网8强。

去年香港公开赛半决赛， 张帅曾在领先的局势下被雅思
特雷姆斯卡逆转。“她这么年轻就拿了3个冠军，我混了这么多
年才两个，我非常看好她的未来。”赛前，张帅对这位19岁的年
轻对手赞赏有加。尽管如此，踏上草地的中国金花并未受到之
前战绩的影响，并凭借更胜一筹的大赛经验完成“复仇”。

这是30岁的张帅职业生涯第二次打进大满贯8强，上
一次是在2016年澳网上。本赛季之前，张帅始终未能敲开
温网大门，5次出战正赛无一胜绩。 但今年重返温布尔顿，
张帅在草地上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一路拿下C-加西亚、维
克梅耶尔、沃兹尼亚奇和雅思特雷姆斯卡，闯入8强。下一
轮，她将迎战哈勒普与高芙之间的胜者，若能延续不急不
躁的心态，稳定发挥，有望“更上一层楼”。

张帅首进温网8强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李克强总理监誓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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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深
刻变革，彰显改革勇气，凝聚改革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总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高度概括
了改革取得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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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干部群众连日来
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必胜信心
和决心，誓将改革进行到底。

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为统领

“改革提升了党的统筹决策能力，理
顺了党和政的关系，提供了执政党引领、
组织、 指挥社会其他各种力量同舟共济
的重要制度保障。”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丁力认为，过去一年多时间，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任务总体完成， 在涉及党和国家
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上， 党的意志体现
得更加准确、完整、充分，在理论、制度、
实践层面都有新突破、新发现、新成果。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近年来我
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突破之一。

在黑龙江，全省三级监察委员会组
建后，监察对象从29万人增至105万人。

“一年多来， 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
正逐渐转化为治理效能。” 黑龙江佳木
斯市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姜宏伟说，改
革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制
度保障，有利于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
统一领导。

“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的要求，多方面着力，进一步提升党
对机构改革的全面领导能力。” 华中科
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认
为，坚持、改善和加强党对机构改革和
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
实现途径。

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
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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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了安监局、 民政厅、 国土资源
厅、 水利厅等10个相关部门12项职责的
甘肃省应急管理厅已挂牌成立近一年。

“以前各部门自扫门前雪，现在变成所有

‘急事’都要管。”甘肃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黄泽元说，不断完善调整指挥协调机构，
迅速构建纵横联通的应急指挥体系，机
构改革正是强化职能的必由之路。

2019年3月1日， 全国企业登记身份
管理实名验证系统在河南郑州上线。这
一改革举措破解了各地多头认证标准不
一的难题， 提升了企业注册登记便利化
程度。 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马林
青说，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把
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制定改革方案的出发
点。要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配置，加强统
一市场管理。

跨省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弃物曾让
广西深受其害。以机构改革为契机，相关
部门携手合作， 不仅降低了部门单打独
斗的行政成本， 还有力震慑打击了固废
跨省非法转移行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厅长檀庆瑞说， 下一步还要继
续巩固机构改革成果， 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后半篇文章”，让改革后的机
构职能发生“化学反应”。

以提升群众获得感为指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精准对接发展

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是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的鲜明指向。

在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锦江镇政务
服务中心， 市场监管窗口工作人员何进
舟正在整理市民提交的企业注册资料。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中肯又接
地气，鼓舞人心。”他说，江西省推行县级
管理权限下沉试点， 一些以前要到县城
办理的事项如今在镇里就能完成。 作为
窗口工作人员， 何进舟切实感受到了改
革带来的政府服务新气象， 百姓干事创
业新热潮。

全面深化改革， 归根结底是为了实
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是改
革的初心与使命。对照群众的新需求、新
期待， 巩固机构改革成果、 突出改革实
效，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在近14亿人口的大国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身就是一
项十分繁重和艰巨的任务。”福建师范大
学经济学院院长黄茂兴说，因此，更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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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干事
创业的硬本领，锻造敢于担当的铁肩膀，
不断增强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 让广大
人民认同改革、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参
与改革，汇聚起新时代磅礴力量，将改革
进行到底。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把握宝贵经验，将改革进行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鼓舞斗志、引领航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