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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中央和国家机
关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
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
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
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希望中央和国
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
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党
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
机关。
习近平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
工委要强化统一领导中央和国家机
关党的工作的政治担当，指导督促
部委党组 （党委） 认真履行机关党
建主体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形成强大合力，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开创中央
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新
局面。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

推进会 12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丁薛祥在会
上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并讲
话。
会议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
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带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
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严
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三个表
率”，建设“模范机关”。要彰显政
治统领，坚持问题导向，融入业务
工作，健全制度机制，严格责任落
实，把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
设抓细抓实抓出成效。会议还对做
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期间思想政治
工作等作出安排部署。
会上，8 个部委党组 （党委）
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12 个单
位进行书面交流。中央和国家机关
各单位机关党委书记、常务 （专
职） 副书记和机关纪委书记参加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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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因地制宜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
者 王优玲）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
关司局负责人 12 日表示，要因地
制宜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商品住
房库存不足、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
地方，应有针对性地及时调整棚改
安置政策，采取新建棚改安置房的
方式；商品住房库存量较大的地
方，可以继续推进棚改货币化安
置。
该负责人强调，进一步合理界
定和把握棚改的范围和标准。各地
要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的
原则，切实评估论证财政承受能
力，不搞一刀切、不层层下指标、
不盲目举债铺摊子，进一步合理界
定和把握棚改的标准和范围，重点
攻坚改造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
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棚户区。
据介绍，2008 年至 2017 年，
全国棚改累计开工 3896 万套，帮
助约 1 亿人“出棚进楼”。其中，
2013 年到 2017 年，全国棚户区改
造累计开工 2645 万套，全国棚改
完成投资约 6 万亿元，6000 多万
居民“出棚进楼”，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促进了社会公平，维护了社
会和谐稳定。
2018 年 《政府工作报告》 强

调，启动新的三年棚改攻坚计划，
今年开工 580 万套。据该负责人介
绍，今年上半年，全国棚户区改造
已开工 363 万套，占目标任务的
62.5%。
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各地
对棚户区范围和标准的执行总体上
是好的，但一些地方还存在一些问
题。如有的地方将棚改政策覆盖范
围扩大到一般建制镇，有的将道路
拓展、历史街区保护、文物修缮等
带来的房屋拆迁改造项目纳入棚改
范围，也有的把房龄不长、结构比
较安全的居民楼纳入棚改范围。
该负责人说，下一步，各地应
当及早开工新建项目，加快建设续
建项目，加大棚改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努力做到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与棚改安置住房同步规划、同步
报批、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严格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让更多困
难群众早日“出棚进楼”，住得放
心、舒心。
他强调，要依法依规控制棚改
成本。各地要树立精打细算理念，
严格依法依规办事，严禁大手大脚
花钱，严禁违规支出，确保按合同
约定及时偿还棚改贷款，努力实现
市域范围内棚改资金总体平衡。

武警部队出动数千名官兵投入多地抗洪抢险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
者 刘 新） 记者从武警部队作战
勤务指挥中心了解到，连日来，为
应对全国各地突发的强降雨和今年
第 8 号强台风“玛莉亚”带来的自
然灾害，驻福建、江西、湖南、四
川等地的武警部队出动数千名官
兵，执行抗洪抢险任务。
11 日，根据当地人民政府商
请，武警浙江、福建总队和福建森
林总队等动用 1330 名兵力、98 台
车辆、22 艘冲锋舟，共转移群众

150 名、物资 50 余吨，加固堤坝
740 余米。
同日，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商
请，武警四川总队、四川森林总队
等动用 831 名兵力、88 台车辆、6
台装备机械、32 艘冲锋舟，共转
移群众 1997 名，加固堤坝 3000 余
米，疏浚河道 500 余米。
据了解，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
的灾情，武警部队各级密切关注，
加强战备值班，前置备勤，随时做
好抢险救援准备。

联合国呼吁关注计划生育问题

7 月 12 日，沙雕艺术家在进行创作。
从 7 月初开始，在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南沙景区内，30 多名中外沙雕艺术家共同打造一座海边的“沙雕梦幻王国”，为即将开幕的舟山国际沙雕节
做准备。本次国际沙雕节以“情系沙雕 20 年”为主题展开创作，用独特的沙雕艺术展示包括海洋文化、中外风土人情、经典电影、历史故事等多主题
的沙雕作品，沙雕区域长 200 米、宽 50 米，总用沙量 2 万余立方米，沙雕作品完成后将在 7 月 21 日向游客正式开放。
新华社发

首批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公布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
者 樊 曦 叶昊鸣）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12 日公布了第一批拖
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共涉及
石家庄佐润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
司等 14 家违法企业和 6 名违法人
员。相关企业和人员将受到“一
处违法，处处受限”的联合惩
戒。
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
表示，被列入“黑名单”的用人单
位及其有关人员，不仅要受到人社
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黑名单”

信息还将推送至国家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由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
对这些违法单位和个人在政府资金
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
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
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实
施联合惩戒。
在首批“黑名单”上，石家庄
佐润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重庆
市中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广州缔
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来宾市
万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云
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四川省合江
县三江建筑工程公司拖欠多名农民

工工资分别达百万元以上。
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司长陈
洪宛表示，针对本次发布的“黑名
单”主体，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将依
法限制其参与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
活动；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其
作为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依法限制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依法限制、暂停或取消政策性资
金、政府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
资金对其支持；办理海关相关业
务时，对其进出口货物实施严密
监管，加强单证审核、布控查
验、加工贸易担保征收或后续稽

查；在申请股票发行、债券融
资、银行信贷、外汇额度等方
面，各相关部门均会依法依规对
其采取限制性措施，并列为重点
监管对象。
住 建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副司
长卫明表示，住建部正在加快制定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并不断
推进全国建筑工人服务管理信息平
台建设；严厉打击转包违法分包等
违法行为。今年 1 至 5 月份，住建
部共查处建筑市政工程领域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 1 万余件，清欠金额
52.2 亿元。

最高检：新型金融案件不断增多 呈现五大发案特点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
息、价格、速度等各种交易优势，
者 陈 菲） 记者 12 日从最高检获
破坏市场公平秩序，隐蔽性不断增
悉 ， 2017 年 1 月 至 2018 年 6 月 ，
强。非法集资类案件，多假借投资
全国检察机关就金融犯罪案件向人
理财名义，利用互联网集资，集资
民 法 院 提 起 公 诉 30570 件 49553
模式、犯罪手段不断翻新。涉案公
人。
司从层级简单的“作坊式”组织向
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万
现代化企业模式转变，具有金融专
春 12 日在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介
业背景的涉案人员明显增多。
绍，近年来，新型金融案件不断增
——金融犯罪影响面广、处置
多，疑难复杂程度明显加大，呈现
难度大。例如，证券类犯罪以小散
出五大发案特点。
投资者亏损为基础，非法获利数额
——犯罪手法不断翻新，隐蔽
巨大，严重破坏证券市场“三公”
性和迷惑性增强。证券类犯罪发展
秩序。非法集资类犯罪大肆开展
为综合运用资金、持股、持仓、信 “无风险性、高回报率”的虚假宣

传，易导致集资参与人损失惨重，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金融安全。
——犯罪手段呈现网络化、专
业化发展趋势。例如非法集资类犯
罪，往往借助互联网开展宣传，其
所谓“理财产品”的销售、资金支
付和归集都借助互联网完成，网上
资金互助平台与线下代理中心、服
务中心相结合，辐射全国，资金归
集流转迅速，导致集资参与人数、
犯罪金额迅速扩张。
——犯罪多层级集团化作案，
欺骗性较强。金融类犯罪集团层级
分明、分工明确，常有具体的经营

场所、完备的组织架构、固定的工
作人员，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公司或
营业部，对社会公众的欺骗性很
大。
——内外勾连作案，追赃难度
大，被害人往往损失惨重。从查办
的案件看，出现了金融机构内部员
工与外部不法分子相互勾结，金融
机构、金融从业人员利用社会公众
的信任销售虚假理财产品，跨机构
跨行业跨市场的重大案件频发的特
征，直接造成金融犯罪案件追赃
难，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财产权
益。

新 华 社 联 合 国 7 月 11 日 电
（记者 王建刚） 联合国人口基金
执行主任加奈姆在 11 日的“世界
人口日”说，计划生育不仅是人权
问题，还影响到赋予妇女权利、减
少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加奈姆说，发展中国 家 约 有
2.14 亿妇女仍然缺乏安全有效的
计划生育方法，原因包括缺乏信
息或服务，以及缺乏伴侣或社区的

支持。
加奈姆指出，仅凭联合国人口
基金的力量难以支持妇女计划生育
的权利，需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
和民间联合采取行动。
1987 年 7 月 11 日，世界人口
达到 50 亿。为唤起全社会对人口
问题的重视、思考解决人口问题的
措施，联合国相关机构把 7 月 11
日确定为“世界人口日”
。

美参议院通过动议呼吁限制总统征收关税权力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7 月 11 日 电
科克和多名参议员曾于 6 月初
（记者 高 攀） 美国国会参议院
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美国总统根据
11 日通过一项非约束性的动议， “232 条款”限制进口时，必须先
呼吁限制美国总统基于国家安全征
向国会提交相关限制进口方案，然
收关税的权力。
后由国会在 60 天内讨论和投票表
参议院当天以 88 票赞成、11
决。科克表示，他将继续推动美国
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动议，
国会就这项立法举行约束性的投
指示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在协商
票。
2019 财年与能源和水利发展相关
分析人士指出，上述非约束性
的拨款法案最终文本时加入一项条
动议的象征意义更大，表明多数参
款，允许国会在美国政府基于
议员支持国会在征收和管理关税方
《1962 年贸易扩展法》 第 232 条款
面发挥更大作用，但对特朗普政府
征收关税时发挥作用。
的关税决策并无实质性限制。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
此前特朗普政府曾根据“232
科克当天在声明中说，上述动议表
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
明参议院广泛支持国会在涉及国家
铝产品加征关税，并对进口汽车及
安全的关税决策中发挥合适作用。 零配件启动“232 调查”，遭到美
他相信，随着美国经济、美国企业
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
和消费者开始感受到不连贯贸易政
美国 270 多家全国性和地方性商业
策的破坏性影响，会有更多人支持
组织近期也发表联名信，支持国会
他此前提出的限制总统征收关税权
通过立法限制总统基于国家安全征
力的立法。
收关税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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