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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日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
国务院令，公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

《条例》坚持将党的领导贯彻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对重大行
政决策事项范围、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调整程序、重大行政决策
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条例》 明确了制定重大
公共政策措施、 实施重大公共建设项目等五方面重大行政决策事
项范围， 允许决策机关结合职责权限和本地实际确定决策事项目
录、标准，经同级党委同意后向社会公布，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二是细化了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程序。《条例》明确了公众参
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程序的适用情形及具体要求，如规定除依
法不予公开的决策事项外，应当充分听取公众意见；专业性、技术
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组织专家论证； 决策实施可能对社会稳
定、公共安全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组织风险评估。

三是规范了重大行政决策的调整程序。《条例》规定，依法
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 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或者停止
执行，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应当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四是完善了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条例》规定决策机关
应当建立重大行政决策过程记录和材料归档制度，对决策机关违反
规定造成决策严重失误， 或者依法应当及时作出决策而久拖不决，
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倒查责任并实行终身责任追究。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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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Ä ©¹x��º»¼½kv�¾¿$
%xy²~ ¹\

¤vY ¹�,Û¨Bk*+,-./
01Àl¨Áo«Â��k1MÙ��sÃ
ÆÄkhÅÆ�\ÃF1�\ÃkÜÝÆ 
¹YZáÇ�F¾{�,WX��\ *+,

-D��Ä~ÈsÃÆ ¹�,7zÉ§
��k�,ÐÊhË\ <âÆÄO0oO��
º»>ðxy�Ó¿ %$$�kÐ·,º»��
vY.Ì»6Fé�ÍÅÎUkÏU���
Ðº»��AB %$ ¾¿k §Ñ�rg= &
¿khÅWÒÀ¨¬Ó�r *$ ¾Ukt§>
ðvYk1M��º»��\

*+,]^_-.Þ{o ¶{1 Ô
ak�ÚEÖ§x  '") =kÍBZÄef
ghxy+x  %%+ =k Õx ÖË~
(),+-\ *+,-./01×¯z��Úx
 �,7zØ kÙÚ�Û`Ø Þ{o_
C?�<ST� ~ÖÜÝÞk !Æ,�W
0o,ß�ào,Çàáâàÿ ) ¿��7
zsÃ�,7zYZãqØ k ��äH
åãqæç\ Þèé¨efghxy~u
pêqáyq\

*+,-./01��ëì®í§î
�?Z�Úx �,WXãqU§k (/0
1Æ-.��7z~ïðkð~({áÖÉ
�Úx �,Jñkò1��7z?Ê\ �

óYðç�kzôðõ¨kö÷ðøù\
*+,-./01Õúûefghxy�
üýk{$%����þÿ-.¦ñk¢¾
¿zü!"+ð$%Ð{BG#¿+N$%

"% &#

!!"#$!

! ! ! !!"#$%&'()*+,-./0()*+,12
345678()*+,9:-3;<=>?/@A"B
#$CDEFGHIJKL$B#%C1356"HIMNOPQ
RSTUVWX6YZ[\ ]^:_()*`abcd5
66%0e%fg04hijk#l1 &''mnopMN\

()*+,13566%qrsMNtuv wgx
()*+,-./d135yz{|d}~��d�>�
��rsHIMNv �q��]^:123456��
&' J��q��-3.���\ ]^:-3.����
%��#(')% ���=R�� *' J�v�������
96d����� �¡¢£¤@¥¦§�v��]^:
123456�� &' J�vwfg:135¨©�:`
a135ª«¬135��06®0¯°v±b«¬
²³´�µ¶@n·¸0�¹º4¸ª»¼e½¸¾

¿sMNÀÁÂ�12ÃÄÅÆÇÈvÉOÈ@e
%ÊË��ÌÍÎÏÐ@HIÑ¾ e%fgHÒÓDE
FGÔÕÖ×vÔÕ�Øe%µ¶}ÆÄÙvqÚÛÜÝ
FGdÞ�FGvßÝ�°àá@ÚÛâá��.�@
Øãä

rsMNlåæ�HIçè )''' éêv ëå�ì
íî $'' éï\ ðsMNvñò�ÄÙFG@ÅÆvHI
�1356óôõ�@ö÷v øù�«¬úû@üý\

"%&' ( )#

!"#$%&!'"#()*+,-./
0&#'"$(12345-.6789:;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王
亮）今天，随着广州恒大队客场0比
1不敌广岛三箭队、山东鲁能队2比
1战胜庆南FC队，中超4强完成了亚
冠小组赛第5轮的争夺。 山东鲁能
队5战3胜2平积11分，提前从E组中
晋级16强。

在目前的中超联赛中，鲁能队
是中超4强排名最后的球队， 在亚
冠联赛的表现却截然相反。今天的
比赛， 他们又踢出一场逆袭好戏。

上半场， 庆南FC队占据明显优势，
在第43分钟由金承俊破门，前锋线
上少了佩莱的鲁能队连一脚射门
都没有。尽管比分落后，鲁能队的
斗志一直高昂， 下半场第63分钟，
先是蒿俊闵任意球直接破门，随后
在第87分钟，费莱尼头球得分，“绝
杀”对手。

缺少数名主力的恒大队全场
被广岛三箭队压制， 第15分钟时，
李学鹏在防守对方角球时不慎上

演乌龙， 恒大队最终客场0比1失
利。本轮比赛结束，恒大队在F组积
7分排名第三， 最后一轮恒大队在
主场必须击败大邱FC队才能确保
出线。

在昨天进行的两场比赛中，上
海上港队客场2比2战平川崎前锋
队，北京国安队0比1不敌全北现代
队。上港队以1分的微弱优势排在H
组第二，国安队因为净胜球的劣势
暂列G组第三。

武警湖南总队军事体育
教练员集训班开训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蔡矜宜）今天上午，
武警湖南总队军事体育教练员集训班在湖南体育
职业学院正式开训。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更加注重军民融合”
的发展理念， 积极探索军地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武
警湖南总队选派了55名优秀军事体育教练员在湖
南体育职业学院进行为期10天的学习生活。

本次集训班，湖南体育职业学院制定了“运动
人体科学基础知识”和“军事体育训练伤病预防”两
大专题，并聘请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
李艳翎、成都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杨世勇等一批国
内知名专家学者和军事体能方面的教练授课。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5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部署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决定延
续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吸引国内外投资更多参与和促进信
息产业发展。

会议指出， 目前我国共有219家国
家级经开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均占全
国10%左右， 进出口贸易、 利用外资占
20%左右， 主要指标增速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同时还有很大新潜力有待释放。要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快推进国家
级经开区开放创新、 科技创新、 制度创
新，激发市场活力，发挥好其培育经济增
长新动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一要

支持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在“放管
服”改革方面走在前列。简化投资项目审
批，推行容缺审批、告知承诺制等。各地
要主动作为， 赋予经开区更大改革自主
权，放出活力，管出公平。二要推动创新
发展。 经开区要率先将国家科技创新政
策落实到位， 成效明显的可加大政策先
行先试力度。 支持建设国家大科学试验
装置和国家科技创新基地。 区内科研院
所转化职务发明成果收益给予参与研发
的科技人员现金奖励， 符合规定的可减
按50%计入工资、 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

得税。三要提升开放水平。支持经开区引
入民营资本和外资开发运营特色产业园
等，鼓励港澳地区及外国机构、企业、资
本参与国际合作园区运营。 支持设立综
合保税区。四要促进产业升级。国家重大
产业项目优先在区内布局。

会议指出，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是支
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
性产业。通过对在华设立的各类所有制企
业包括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实施普惠性减
税降费，吸引各类投资共同参与和促进集
成电路和软件产业发展，有利于推进经济

结构优化升级，更好满足高质量发展和高
品质生活需求。会议决定，在已对集成电路
生产企业或项目按规定的不同条件分别
实行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即第一年
至第二年免征、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
或“五免五减半”（即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
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的基础上，对集
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企业继续实施2011年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中明
确的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2018
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也按上述规定执行。

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

� � � �全国公安工作会议7日至8日在北京召
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 在与会代表和广大公安民警中引起热
烈反响。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体现了党中央对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和
对公安队伍的亲切关怀， 更为新时代公安
工作指明了方向。 公安战线要将对党的绝
对忠诚融入血脉、铸入警魂，不忘初心、不
改本色，勇于担当、锐意进取，履行好党和
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保障。

始终确保公安队伍对党
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公安工作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开创了崭新局面。”现场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 公安部
刑侦局局长刘忠义说：“我们要牢记公安机
关的根本政治属性， 坚决听从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命令和指挥。”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兰州市
公安局局长肖春的思考。他说，对党忠诚是
公安机关的立警之本， 是公安工作的力量
之源， 是公安队伍的不变底色。“我们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始终坚定公
安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 切实做到不管时
代和任务怎么变， 公安队伍的政治传承不
会变，融入灵魂和血脉的红色基因不会变，
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本色不会变。”

更好肩负新时代公安工作
使命任务

“努力使人民群众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
社会环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公
安工作提出的殷切期望。

110， 这一百姓信赖的报警服务热线，
正是人民公安为人民的生动诠释。

“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 以这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为契
机，在实际工作中当先锋、打头阵，更好践
行为民宗旨。” 福建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
队直属大队（漳州110）大队长黄海强说，“漳
州110”将始终把“止于未发”作为对人民最
好的保护，不断完善警务机制，力争让发案
更少一起、出警更快一秒、服务更优一分。

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说，“我们要
切实担负起打击违法犯罪、 守护百姓平安、
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紧紧围绕影响人
民群众安全感、 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违法犯
罪，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并创新社会治
理， 努力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
态，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强警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改革创新，坚
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按照对党忠诚、服务
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锻造
一支让党中央放心、 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

质过硬公安队伍。
河南省公安厅厅长舒庆说， 改革强警

是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必由之路， 必须
保持改革精神和改革定力，把机关做精、把
警种做优、把基层做强、把基础做实，激发
出基层的源源活力和强大战斗力。

“打击违法犯罪，离不开对科技手段的
掌握运用。这就要求我们将科技兴警作为公
安工作的重要推动力。” 四川省公安厅厅长
叶寒冰说，下一步，四川公安机关将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深化公安大数据建设
应用，把大数据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
的大引擎，不断提升公安工作智能化水平。

公平正义是执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线。
“公安机关处于执法第一线，能否做到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党
和政府形象。” 银川市公安局局长吴琦东
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打击犯
罪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同实现公正、执法
目的同执法形式有机统一起来， 努力实现
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永葆忠诚本色 担当神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引新时代公安工作奋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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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充分肯定党
的十八大以来公安工作取得的成绩， 深刻
总结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深入阐述
新时代公安机关的使命任务， 对做好新时
代公安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为新时代公
安机关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
命、不断开创公安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伟大
梦想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发展

安全两件大事， 就加强公安工作作出一系
列重大决策部署， 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举
措。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公安机关紧
紧围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总目标，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打赢了一
场又一场硬仗，有力维护了政治安全、社会
安定、人民安宁，“平安中国”成为一张亮丽
的国家名片。 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 最根本的就在于全
国公安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
的绝对领导， 全国广大公安民警牢记职责
使命，攻坚克难，砥砺奋进，辛勤奉献。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
切的。 公安机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捍卫者，必须牢牢掌握在党和人
民手中。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才
能确保公安工作坚定正确政治方向， 忠实
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坚持党
的绝对领导，就要加强政治领导，引导全警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就要加强思想领导，教育全警筑
牢信仰之基、 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
舵， 以思想上的高度团结统一保证行动上
的坚定有力；就要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考量
干部的政治忠诚、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
治自律，确保在政治上靠得住。

当前，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
发生了深刻变化，前进道路上面临不少新的
风险挑战。新时代公安机关要履行好党和人
民赋予的职责使命，就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定不移走改革强
警之路，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

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锐意进取，
就一定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
序、国家长治久安。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载5月9日
《人民日报》）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中方关于美方拟升级关税措施的
声明

美方拟于5月10日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
10%上调至25%。 升级贸易摩擦不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的利益， 中方对此深表遗憾， 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中方关于美方
拟升级关税措施的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