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要闻

2014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二

责编/陶剑武 美编/孙春艳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强调

习近平指出，总体上
看，现在一些地方和部
门，科技资源配置分散、
封闭、重复建设问题比较
突出，不少科研设施和仪
器重复建设和购置，闲置
浪费比较严重，专业化服
务能力不高。要从健全国
家创新体系、提高全社会
创新能力的高度，通过深
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把公
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重
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
研仪器向社会开放，让它
们更好为科技创新服务、
为社会服务。推进这项改
革要细化公开有关实施操
作办法，加强统筹协调，
一些探索性较强的问题可
先试点。

中央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设私人会所
公 告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
宣传部、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
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
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
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
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
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
市 场 行 政 执 法 总 队 ）、
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
箱：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 年 5 月 24 日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27 日 电
（记者韩洁、何雨欣、方列）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7 日转发住
建部等十部门规定，自今年 11 月 1
日起，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
资源中以自建、租赁、承包、转让、出
借、抵押、买断、合资、合作等形式设
立私人会所。
专家指出，这是继去年底中央
纪委、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发通知，要求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
风”，以及今年以来中央教育实践活
动办通知，把整治“会所中的歪风”
作为教育实践活动反“四风”重要内
容之后，中央层面又对清理整治私
人会所做出具体部署。
“此次中办、国办转发住建部等
十部门规定，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

严肃查处违规私人会所的坚定态
度。”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
教授丁元竹说。
丁元竹说，历史文物本身就受
到保护，公园具有公共性质，不能用
于私人、营利等，以前由于监管不
严，对公共资源认识不清等原因，出
现了设立私人会所之类侵犯公共利
益、助长不正之风行为。此前一系
列整治“会所中的歪风”行动，主要
体现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坚决反对“四风”等的综合性
文件之中，相比之下此次十部门规
定更清晰、更有针对性。
而在法律专家眼中，十部门规
定更是对此前一系列中央文件的具
体落实和后续规定。
“将中央意志转
化为党规政纪，十部门规定也是落
实四中全会精神、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的具体体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刘剑文说。
刘剑文说，清理整治历史建筑、
公园等的私人会所是中央推进反腐
倡廉的重要行动。一段时间以来各
地清理整治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但
不乏仍有人在顶风作案，也会有“漏
网之鱼”，发布十部门规定，是更好
落实中央要求，不断完善制度建设，
堵住监管死角的体现。
与此前的中央文件相比，此次
十部门规定更加具体、全面，可操作
性强。丁元竹指出，以前中央综合
文件对私人会所的定义、设立形式
等规定得比较原则，在具体处置、执
行中可能会遇到问题。现在从主管
部门角度制定更详细的规定，更便
于执行操作，更好推动落实清理整
治工作。

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习近平强调，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成立以来，在党中
央、国务院领导下，在中央有
关部门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共
同努力下，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为要求，在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体制
机制创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
化 以 及 营 造 市 场 化 、 国 际 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进行
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取得
了一系列新成果，为在全国范
围内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
了新途径、积累了新经验。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
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
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
易园 （港） 区。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取得的经验，是我们在
这块试验田上试验培育出的种
子，要把这些种子在更大范围
内播种扩散，尽快开花结果，
对试验取得的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能在其他地区推广的要
尽快推广，能在全国推广的要
推广到全国。

国家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
根、有源、有生命力，是中
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
大创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
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
领域的重要体现。对这个基
本定性，我们要深刻理解，
进一步凝聚共识，更好推进
这项制度建设。我们坚持有
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
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
入越好，就是要通过商量出
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
团结。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建设的目标是构建程序合
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
系，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注入新的活力。加强协商
民主建设，要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有组织、有重点、分层
次积极稳妥推进各方面协
商。

上海自贸区经验尽快全国推广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27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
长习近平 10 月 27 日上午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
改革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
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
要深化改革。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
重大政治任务，各地区各部
门务必抓紧抓好，切实提高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
进改革的能力和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出席
会议。

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改革
习近平强调，智力资源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
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
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
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
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
力支持。要从推动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
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
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要坚
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
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坚持科学精
神，鼓励大胆探索；坚持围绕
大局，服务中心工作；坚持改
革创新，规范发展。要统筹推
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
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
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
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
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
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
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
设。

提高维稳能力水平
保障西环高铁建设
南国都市报 10 月 27 日讯（记者
王燕珍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田和
新）10 月 27 日下午，省公安厅在乐
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西环高铁项目第
五标段工程指挥部召开西环高铁建设
项目治安维稳工作现场推进会，以推
进省公安厅对基层工作的指挥前移，
进一步落实各标段属地公安机关的维
稳责任，提高公安机关对西环高铁维
稳工作的能力水平，为西环高铁建设
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会上，省跨海办、省高铁公司和
西环高铁 5 家建设单位、西环高铁沿
线 8 市县分管治安的局领导围绕本地
区西环高铁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治
安隐患及需要省公安厅协调解决的问
题做了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