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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塔吉克文版首发式

暨中塔治国理政研讨会在杜尚别举行

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
导组进驻内蒙古自治区督导，至 6 月
30 日结束。督导进驻期间设立举报
电话和举报专用邮箱，受理内蒙古自
治区涉黑涉恶问题方面的来信来电举
报。举报电话：0471-4819221（汉
语）、0471-4819216（蒙古语）。举报
专用信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729
号信箱，邮编：010010。受理来电时
间为每天 8：00 至 20：00。如有举报
线索，请来电来信或登录全国扫黑办

智能化举报平台进行举报，网址：
www.12337.gov.cn，二维码。

中央扫黑除恶第 15 督导组
2019 年 5 月 31 日

中央扫黑除恶
第15督导组公告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2日乘专机离开北京，应吉尔
吉斯共和国总统热恩别科夫邀请，对吉尔
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比什

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总统拉赫蒙邀请，出席在杜尚别举行的亚
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

并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
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
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全国政
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何立峰等。

习近平离京对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6 月 12 日，在出席亚洲相互协作
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并对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
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吉克斯坦《人民报》、“霍瓦尔”国家
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共铸中塔友好新辉煌》的署名文章。文章
如下：

携手共铸中塔友好新辉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到处野芳红胜锦，满川新涨碧于银”。在这个生机盎然的
仲夏时节，应拉赫蒙总统邀请，我即将对友好的塔吉克斯坦进行
国事访问。5 年前，我第一次访问塔吉克斯坦，这里壮美多姿的
山川、悠久绚烂的文化、热情淳朴的人民给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
印象。即将再次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见到热情好客的塔吉克
斯坦朋友，我充满期待。

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山水相连，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
长。2000 多年前，中国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旅，开辟了伟大的丝
绸之路，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留下了华美乐章。两国先民互通
有无，互学互鉴。在中亚这片广袤土地上，大唐玄奘、明朝陈诚
都留下了友好足迹，索莫尼、鲁达基等塔吉克斯坦历史文化名人
的故事也在中华大地传颂，粟特人多姿的身影成为唐三彩骆驼
载乐俑的主角。历经千百年积淀，两国人民友谊如同巍峨屹立
的帕米尔高原，不因风云变幻而动摇，不随时代变迁而改变。

27 年前，中国率先承认塔吉克斯坦独立，两国建立外交关
系，中塔人民友好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27 年来，中塔两国始终
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在各领域开展了互利合作，在国际社会树
立了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规模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

——平等互信使中塔友好稳如磐石。中国古人说，“与朋友
交，言而有信”。互信是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石。正是基
于互信，中塔成功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495 公里的共同边
界成为连接中塔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中塔已成为山水
相连的好邻居、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合作共赢的好伙伴、彼此扶
持的好兄弟。

——互利共赢使中塔友好充满活力。中塔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走在前列。塔吉克斯坦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合作备忘录，成立合作委员会，双方共同实施了一系列具有
标志性的大型合作项目。亚湾－瓦赫达特铁路桥隧道的贯通，
使塔吉克斯坦南北相隔的铁路变成通途；杜尚别热电厂的建成，
让塔吉克斯坦首都冬季缺电成为了历史；中央直辖区 500 千伏
输变电线的竣工，提升了塔吉克斯坦北部电网稳定性和安全
性。水泥厂、炼油厂、农业纺织产业园、矿业冶炼工业园等项目
顺利实施，成为塔吉克斯坦工业化的加速器。中国已成为塔吉
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和主要贸易伙伴。未来几年，中塔贸易
额将突破 30 亿美元。实践表明，中塔两国已携手走出一条优势
互补、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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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塔吉克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主任斯庆：
当前，我区对外开放工作面临新的形
势和任务。口岸发展需要由外延式发
展转向内涵式发展，带动作用由沿边
口岸地区转向腹地盟市，从而更好推
动“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升
级。要以此次“大学习大讨论”为契
机，进一步突破传统思维束缚，打破路
径依赖，在创新合作机制、推进区域协
同、改善营商环境上取得突破，为我区
对外开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乌海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勇：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需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缓解财政支
出压力。具体有以下几点建议，利用
PPP 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化解政府
债务；利用借新还旧政策，通过低息贷
款偿还高息融资负债；向融资平台注
入经营性资产，强化平台公司造血功
能，实现政府债务剥离；对融资平台公
司、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处
理好政府隐性债务。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处处长王志
强：要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学

科专业设置机制及动态调整机制，改
革编制及岗位管理制度，实行高校依
法自主管理岗位设置，进一步落实和扩
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调整财政支出结
构，加大“双一流”建设投入，分类支持纳
入重点建设和重点培育的一流学科。

内蒙古国资委考核分配处副处长张
茜：各级政府要转变定位，向服务型政府
转变。与先进省市相互选派人员挂职
交流，推动政务便民智能化。国有企业
要创新技术引进、利用模式，要从管理、
技术等方面推陈出新，要增强对市场环
境的感知和对市场规律、趋势的把握。

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徐盼：优化
营商环境需要打出政策“组合拳”，加
快补齐思想短板，甘当“店小二”，打造
服务人才发展的最优政务环境。坚持
引才与产业结构调整布局同谋划、同
推进，完善落实宜居、宜留、宜养的人
才配套政策。强化“事业留人”，最大
限度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和载体，健全
职业发展通道，让人才创业有机会、干
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

（见习记者 籍海洋 摘编）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大学习大讨论建议选编（四）

本报 6 月 12 日讯 （记者 陈春
艳）6月12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
继续在我区呼伦贝尔市、通辽市、乌兰察
布市、兴安盟、乌海市、赤峰市下沉督导。

在通辽市，督导组深入科尔沁区
和扎鲁特旗部分镇村、街道社区，通过
个别谈话、查阅档案资料、开展问卷调
查、实地督导等方式，围绕政治站位、
依法严惩、综合治理、深挖彻查、组织
建设、组织领导等方面，详细了解当地
群众对黑恶势力的辨识度、对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知晓度及满意度等情况，指
出存在问题不足并提出整改意见。

督导组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

面压实责任，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向纵深发展；要坚持边督边改，立改立
行，敢于较真碰硬，深挖彻查黑恶势力
背后的“保护伞”；要进一步提升各部
门工作合力，完善会商协作机制，加强
打击力度，积极开展宣传动员，营造全民
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浓厚氛围。

“涉黑涉恶线索来源途径主要有
哪些？这些线索准确度怎么样？如何发
动群众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督导组
先后来到乌兰察布市扫黑办、中级人
民法院，市委组织部，集宁区扫黑办、公
安分局、检察院等部门，通过听取汇报、
调阅资料、查看台账、查阅卷宗等方式，

详细了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情况，
仔细询问关于宣传发动群众、涉黑涉恶
举报、线索排查处理等情况，并对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提出建议意见。

督导组要求，要聚焦“深挖根治”
目标，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持续深入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积极回应百
姓期待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以更大
的力度、更高的要求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向纵深发展，为社会营造一个
和谐干净、长治久安的环境。

在兴安盟，督导组来到兴安盟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宣传活动现场，
详细询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及线索

摸排工作开展情况，并与基层干部群
众深入交谈，认真听取意见建议。

在兴安盟扫黑办，督导组认真查
看了涉黑涉恶问题线索受理分流记录
单，分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存在的问
题和短板。

督导组强调，要进一步畅通举报渠
道，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线索，把宣传工作做深、做
细、做实，打一场广大群众参与的攻坚
战。要组织精干力量对群众举报的线索
认真梳理核查、集中攻坚，要敢于较真碰
硬，不掩盖问题、不回避矛盾，深挖彻查
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

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在我区各盟市下沉督导

6 月 12 日，初三毕业生们展示毕业
证书。当日，呼和浩特市第八中学 600
多名初三毕业生迎来了 2019 届毕业生
典礼活动。“绿树浓荫夏日长”，这个炎热
的夏季却因学子们的拼搏而绚烂多彩，
初三学子即将告别母校开始新的征程，
续写人生辉煌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青春梦想 扬帆起航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在内蒙古

本报 6 月 12 日讯 （记者 陈春
艳）6 月 12 日晚，自治区党委召开专题
研究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通报问
题整改工作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针对中央督导反
馈问题及意见，研究部署整改工作。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林
少春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
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奇凡，自治区党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自治区党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杨伟东作具体部署。

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把整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切实增强抓好整改的政治责任感、工
作紧迫感。要紧盯问题产生的原因抓整
改，深入剖析在政治站位、思想认识、工作
标准、工作作风、责任落实等方面存在的
差距和不足，确保改到根源、整改到位。

会议强调，要坚持边督边改，将发
现问题与解决问题有机结合，拿出硬
招实招，对能够立行立改的问题，要抓
紧整改解决；对需要长期研究整改的，
要不等不拖，加快推进，限时解决；对
需要各部门细化落实的问题，相关部
门要主动对标对表、认领任务，细化完
善整改措施，有力有效推动整改。

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责任，明确各
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各级政法委书记和政法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的直接责任、各盟市旗县的属地
责任、各相关部门的主体责任、各级扫黑
办的综合协调责任，确保整改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确保整改见实效。

自治区政法各部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负责同
志，各盟市委政法委及政法各部门、有
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在主会
场和分会场参加会议。

自治区党委召开视频会议专题研究部署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通报问题整改工作

新华社比什凯克 6 月 12 日电 （记
者 关建武 黄尹甲子）国家主席习近
平12日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开始对吉
尔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

当地时间晚 7 时 40 分许，习近平乘
坐的专机抵达玛纳斯国际机场。习近
平步出舱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
科夫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
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和面包、蜂蜜，表达
对尊贵客人的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礼
兵沿红地毯两侧列队，行注目礼。

两国元首亲切交谈。习近平感谢
热恩别科夫亲赴机场迎接，向友好的吉
尔吉斯斯坦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
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两
国山水相连，人民世代比邻而居。古老
的丝绸之路将我们紧密连接在一起。
当前，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
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
两国已成为真正的好邻居、好朋友、好
伙伴。访问期间，我将同热恩别科夫总
统就深化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建

“一带一路”、扩大各领域互利合作以及
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为中吉关系未来发展描绘新
蓝图。相信这次访问将巩固中吉传统
友好，推动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
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比什凯克峰会对上海
合作组织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吉
尔吉斯斯坦作为轮值主席国，为筹备这
次峰会做了大量工作。相信在各成员国
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取得丰硕成
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发展。

热恩别科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到访，表示我对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期
待已久。吉方感谢中方对吉尔吉斯斯坦

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大力
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同中国的新疆比邻
而居，对包括新疆在内中国的迅猛发展深
表赞叹，对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取得的成就深感钦佩。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陪
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杜德文
也到机场迎接。

结束在吉尔吉斯斯坦行程后，习近
平还将赴塔吉克斯坦出席在杜尚别举行
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
峰会并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开始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