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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机构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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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给人民群众带
来更多获得感， 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的重要原则和鲜明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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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出重要部署，强调各部门要“紧紧围绕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履好职、尽好
责”， 对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提
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把“有利于提升群众
获得感的改革放在突出位置”， 充分体现
了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充分彰
显了推进改革的人民立场和价值取向。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推进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
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共同富裕。党的
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贯
彻党的群众路线，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
体系，完善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
保障人民权益、倾听人民心声、接受人民
监督的体制机制，为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
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提
供更有力的保障。”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就是要落实这些要求。

一年多来， 机构改革着眼于加强重
点领域民生工作， 立足建立健全更加公
平、 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
务体系，在教育文化、市场监管、卫生健
康、医疗保障、退役军人服务、移民管理
服务、生态环保、应急管理等人民群众普
遍关心的领域， 加大机构调整和优化力
度，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
以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公共安全。
浙江以群众感受为标准深化改革， 把机
构改革与“最多跑一次”改革紧密结合起
来，让群众办事更省力、更省时、更省心。

贵州突出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战略重
点，因地制宜加强和创新机构设置、职能
配置，着力构建执行有力、简约高效的服
务管理体制机制。通过机构改革，人民群
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新需要获得回
应，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一
些利益问题得以解决， 切实做到了人民
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应当看到， 这次机构改革只是完善了
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保障人民
权益、倾听人民心声、接受人民监督的体制
机制， 要让改革后的机构职能真正有效运
转，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各部门要牢固
树立宗旨意识，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以造
福人民为最大政绩， 紧紧围绕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履好职、尽好责；要加快
内部职责和业务整合，尽快形成工作合力，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
需，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把为人
民造福的事情办好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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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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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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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入分配、教育、就
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环境治理、养老、食
品药品安全等问题， 要结合群众的现实需
求，有针对性地推出一批改革举措。对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坚决改、马上改。
对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
福祉的紧要问题，要科学统筹、优先解决。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以百姓心为心，
锲而不舍、驰而不息、久久为功，我们就一定
能推动各项改革落实落细落地，让各方面制
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让发展更有质量、让
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为团结
奋斗、同心筑梦凝聚强大正能量。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载7月10日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

“埃神”回归恒大
� � �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蔡矜宜）
时隔三年半后，巴西前锋埃尔克森重返
天河！今天，广州恒大俱乐部官方宣布，
“埃神”埃尔克森通过体检，正式从上海
上港转会恒大。

4天后即将满30岁的埃尔克森， 成为
继穆里奇以及保利尼奥之后，第三位被恒
大回购的外援。 选择此时回归老东家，巴
西人的选择可谓“众望所归”———今年将
到期的合同、与上港谈判不顺，以及备受
关注的“有望归化进入国足”等因素，都加
速了巴西前锋重返天河的脚步。

2012年底， 巴西人首次加盟恒大，为
广州效力的3年时间， 埃尔克森连续两个
赛季蝉联金靴，2015赛季正是他一粒金子
般的进球， 帮助恒大第二次登顶亚冠之
巅。带着3年111次出场、打进77球的成绩
单，2016年冬窗“埃神”转投上港。本赛季
“埃神”的状态十分突出，前半个赛季为上
港打进10球成为头号射手，并帮助球队保
持三线争冠的良好态势。据悉，恒大随后
几天将为埃尔克森办理参赛证和报名
等手续，预计最快有望于下周二主场对
阵大连一方的比赛迎来首秀。

下周有望迎首秀

� � �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巷口镇
八卦村胜利组， 距离村民徐乾坤家门
口20多米，是五座无名红军墓。清明节
和中元节， 徐乾坤和其他村民上祖坟
时，都要给这五座红军墓烧纸、上香。

“这几座红军墓在旁边，就像我的
邻居一样。不止我一家，全村人都把他
们当亲人一样看待。”徐乾坤说。

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八卦村，
据遵义市党史部门介绍，1935年初，红
军离开遵义，经过八卦村北上，抵达巷
口镇凉水沟、倒座石一带，遇到碉堡中
的黔军阻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红军
最终消灭守敌， 确保了大部队通过。因
为急于行军，只能将牺牲的红军战士就
地掩埋。这些年来，当地村民自发维护
红军坟，逢年过节给烈士扫墓。

2016年， 红花岗区民政局下发文
件， 决定将辖区内零星的红军坟集中
迁葬于深溪镇的南山公墓内。 八卦村

村民听说此事后反应强烈， 始终不同
意把坟搬走。

“为了红军坟的事，村党员代表、
人大代表、 群众代表在村委会开会两
次，去镇里开会一次，区民政局多次来
村里开现场会，全村老老少少100多人
自发参加， 都不愿意把红军坟搬走。”
八卦村村支书舒中银说。

70岁的村民郑舟模说，虽然不知道
这些牺牲的红军烈士来自哪里、姓甚名
谁，但他们是为老百姓翻身求解放而牺
牲的，长眠在这里，大家一直把他们当
亲人，“我们希望在他们流血牺牲的这
片土地上，世世代代守护他们。”

当年，红军牺牲后被就地掩埋，比
较分散，安葬环境也较为简陋。村里开
会商量怎么办的时候， 老党员徐乾述
主动提出， 无偿捐献自家一亩多的土
地，“我是农民，靠种田吃饭，家里的田
土也不多，但我想，没有红军战士就没

有我们的今天，作为共产党员，这是我
应该做的。”

巷口镇党委委员、 组织委员徐瑞
说， 看到当地村民对红军的感情如此
深厚，区民政局最终决定，只迁走部分
红军遗骸，其余的留在八卦村，村民们
在徐乾述捐赠的土地上修建了五座
墓， 将分散的红军尸骨集中起来迁葬
于此。

记者在八卦村看到，这五座红军墓
背靠青山，坐南朝北，并排而立，圆头鱼
尾，毛石垒筑，规整统一。墓高约1米、宽
约1.3米， 每座墓前均有大小相等的石
质墓碑，碑正中竖刻“红军烈士之墓”，
右刻“一九三五年北上抗日战斗牺牲”，
左刻“遵义市武装部立”的字样。

80多年过去， 如今的八卦村物阜
民丰，风景怡人，山上的碉堡遗址、山
下的红军墓默默耸立， 记录着不被忘
却的历史。 （新华社贵阳7月9日电）

八卦村的红军墓守护人：

我们都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

� � �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按照日前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
见》相关要求，研究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
吕玉刚介绍，下一步，教育部将按照意见要求，一是明确
实施教育惩戒权的基本原则。二是研究制定实施细则。三
是抓紧修订教师法有关规定， 从法律规定上进一步保障
教师有效行使教育惩戒权。

教育部：

将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

� � � �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
界遗产大会） 主席加拉耶夫9日代表世界遗产委员会宣
布，下一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于明年由中国福州市承办。

在随后的会议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各委员国一致推
选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主任田学军担任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将于明年在福州举行

� � � �中国援赠斯里兰卡海军的护卫舰P625于当地时间8
日上午9时许抵达斯里兰卡科伦坡港。 斯里兰卡海军司
令德席尔瓦中将在随后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感谢中方援
赠这艘军舰。 他说， 目前斯里兰卡海洋安全面临各种挑
战，P625的加入将有助于增强斯里兰卡海军维护海洋安
全的能力。

中国援赠斯里兰卡护卫舰抵达科伦坡港

� � �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唐
小平9日表示，目前全国共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涉
及青海、吉林、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湖北、福建、浙
江、湖南、云南、海南等12个省，总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

(均据新华社电）

我国已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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