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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玉环市坚持以水为魂、促产兴
城，着力发展水上运动俱乐部等水上经济，为浙江
“五水共治”成果转换开辟了新思路。 （施展摄）

“点水成金”

习近平分别会见林郑月娥和崔世安

▲ 12 月 1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 12 月 1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来京述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
安。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刘
健、郭远明、余贤红)办事无
需去窗口跑腿、办理时限大
幅缩短、感受智能服务新体
验……在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中，江西近日公布了省
本级第一批共 173 项“一次
不跑”政务服务清单。这个中
部省份将不断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新技术，促使更多
政务服务“一次不跑”办结，
便民的同时更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

办事之变
从“排队填表等两

三个月”到“足不出户一

天办好”

今年 10 月，从事设计工
作的鹰潭市民刘笑博足不出
户，通过网络 1 天就把版权
注册办理好，这让他惊喜不
已。“过去办理版权注册，各
种排队、填表，没两三个月根
本办不下来，折腾得够呛。因
为手续繁琐，原来很多人直
接放弃版权注册。”他说。

同样是到政府办事，光
大生物能源(贵溪)有限公司
综合部经理周倢“一次没
跑”，只是网上提交资料、网
上回复信息、网上直接修正，
3 天内办好外商投资企业设
立备案。“我人在外地，坐着
高铁通过手机看办事进展。”

这样的便捷源于江西不
断加快“放管服”改革，简化
办事程序。今年，宜春、鹰潭、
赣州等技术条件成熟的设区
市，对 130 多项政务服务进
行“一次不跑”改革试点。

江西省政务服务管理办
公室主任廖裕良介绍，“一次
不跑”是指通过全程网办、上
门服务、帮办代办、邮递办理
等措施，实现企业和群众办
事无需前往政府部门或办事
大厅，让办事“零”跑动。

11 月下旬，江西公布了
省本级首批共 173 项“一次不跑”政务服务。梳理发现，工商注
册、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等 50 项政务服务可自助网上办理，信
息申请公开、认定省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 100 项政务服务
可通过邮递办理，《护士执业证》补换证等 22 项政务服务可申
请上门服务，另有 1 项通过银行柜台自助缴费可完成。

廖裕良表示，在此基础上，江西还将通过强化技术支撑，
规范事项办理，健全运行机制，进一步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一次不跑”，进一步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服务之变

借数据和干部“跑腿”换群众“一次不跑”

走进宜春市行政服务中心大厅，不见办事长队，入眼的
是一排自助服务机。只需刷身份证，自助扫描、上传材料，

将纸质材料存入一旁的智能文件柜后即可离去。待短信提
醒，前来自助取件。“今后还将把自助机搬进社区，实现
‘家门口办审批’！”宜春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卢新明说。

“一次不跑”背后是“借助一张网，办成所有事”。借助全省
电子政务共享数据统一交换平台，江西省市县三级已有 3 万
余项行政审批事项入网办理。省信息中心建成全省电子政务
共享数据交换平台，推动多部门信息系统的数据交换。

有的政务服务改由干部上门服务代替群众跑腿。贵溪宏
源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铜加工企业。今年 10 月，公司进
行循环水池改造，省市环保部门从图纸审核、工程造价等方面
多次派专家上门服务，工程造价从原来的 300 多万元降低至
260 多万元。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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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
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
芒。”

1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视察第 71 集团军某旅王杰生前所在连，参观连队荣誉
室，和“王杰班”的战士们座谈，并作出重要指示，在全军
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官兵们纷纷表示，这次视察充分体现了习主席对学习弘
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高度重视，表明了新
一届中央军委推动练兵备战在基层部队落地生根的鲜明态
度。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大力弘扬“两不怕”精神，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
打仗能力，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

13 日下午 4时 30 分许，驻江苏省徐州市的王杰生前所
在连迎来一个历史性时刻——— 习主席亲临连队视察，看望慰
问官兵。

“习主席很随和，很亲切，他详细询问我们的学习、训
练、生活情况。”几天来，在现场为习主席作介绍的“王杰
班”班长王大毛始终处于激动之中，“他勉励大家再接再
厉，带头做新时代王杰式的好战士。”

海拔 4700 多米的雪域高原，寒气逼人，滴水成冰。第 77
集团军某合成旅正在这里进行 48 小时连贯演练考核。“从电
视上看了习主席视察王杰生前所在连的新闻后，官兵们都深
受鼓舞。不管环境多么艰苦，一个合成战斗群就是一把利刃，

都能独立遂行多种条件下的作战任务。”旅政委徐俊说，“经过
‘两不怕’精神的洗礼，官兵人人都是小老虎。”

党的十九大代表、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刘锐和战友们刚
刚驾驶轰— 6K 战略轰炸机又一次出色完成任务。他说：“‘两
不怕’精神始终是流淌在我军血脉中最具标志性的精神力量
之一，是我军战斗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渗透着军人的热血与忠
诚，蕴含着军人的顽强和无畏，必须学习践行并发扬光大。”

“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连日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座座军营，许多官兵都
在传唱着《王杰的枪我们扛》。官兵们表示，“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一定要坚决听习主席的话、自觉

做英雄传人，把这种精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今天传承‘两不怕’精神，就是要学好习

主席强军思想，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战士最锐利的武器，是像王杰一样的坚定信念。”亲
耳聆听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之后，王杰生前所在连指导员高伟
备受鼓舞，“我们今天传承‘两不怕’精神，就是要学好习
主席强军思想，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高伟说，当年，王杰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
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永远激励着我们连队奋勇前进。”

党的十九大代表、第 83 集团军某旅“大功三连”指导员王
金龙说，进入新时代，我们传承“两不怕”精神，就是要做习主
席的好战士，这已成为全连官兵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

党的十九大代表、陆军工程大学学员郑绵绵说，对军校学
员来说，弘扬“两不怕”精神，就是要刻苦学习、提高本领，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努力将自己锻造成有灵魂、有本事、

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下转 2 版）

大 力 弘 扬“ 两 不 怕 ”精 神

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
习近平主席视察王杰生前所在连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5 日电(记者黄小希、郭丽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 15 日发表《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
皮书。

白皮书全文约 17000 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括
六个部分，分别为不断完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依法行政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有效提升人权司法保障水平、夯实人
权法治化保障的社会基础、加强党对人权法治化保障的领
导和积极促进全球人权法治建设。

白皮书说，多年来，中国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
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人权法治化保障不断迈上新台
阶。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作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
署，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置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加突
出的位置，开启了中国人权法治化建设的新时代。

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就深
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作出重大部署。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在实现伟大梦想的
征程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中国的人权法治化保
障水平必将得到更大
提升，中国必将为发展
人类政治文明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国新办发表白皮书介绍

人权法治化保障新进展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5 日电(记者赵博)国
家主席习近平 15 日下午在中南海瀛台会见
了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听取了她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
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说，今年 7 月 1 日，我到香港出
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见证了林郑
月娥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
官员宣誓就职。我高兴地看到，行政长官就
任以来，带领管治团队依法施政，积极作
为，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出一系列
政策举措，加强同各界人士沟通，促进社会
稳定，实现了良好开局，得到香港社会各界
广泛认同。中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新一
届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指出，中共十九大召开后，行政
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管治团队及时学习
领会大会精神，邀请和配合中央宣讲团到香

港开展宣讲活动，这些做法都很好。中共十
九大把“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
一”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意义重大。这不
仅表明中央对港澳工作的重视，而且表明中
央在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方针是长
期的、坚定不移的。

习近平强调，在香港成功推进“一国两
制”事业，关键是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
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为此，要把维护中央对香
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
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习近平表示，我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要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为香
港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香港与内地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的必然选择。希望行政长官带
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广泛团结社会各界
人士，抓住机遇，共谋发展，与祖国人民共

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
张德江、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尤

权等参加了会见。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5 日电(记者赵博)国

家主席习近平 15 日下午在中南海瀛台会见
了来京述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
安，听取了他对澳门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
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表示，一年来，崔世安行政长官
带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大力推
动稳经济、惠民生工作，顺利完成第六届立
法会选举，稳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挑战，
推动各项建设事业取得新进展。中央对崔世
安行政长官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
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指出，不久前闭幕的中共十九
大，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行政长官主动带领澳门特别行政区管治
团队学习领会中共十九大精神，配合中央宣

讲团在澳门开展宣讲活动，引领澳门各界人
士凝聚澳门与祖国共命运、同发展的社会共
识，效果很好。

习近平强调，我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将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确定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
方略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港澳工作在党和国
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中央对港
澳工作的高度重视。中央将坚定不移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为，支持澳
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习近平最后希望崔世安和特别行政区政
府团结带领澳门各界人士，增强大局意识和
忧患意识，锐意进取，不断推进“一国两
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德江、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尤
权等参加了会见。

新华社记者王亚光、刘东凯、陈地

冬天的四川省广安市，尽管室外天气阴
冷，但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却人流不断，热
情涌动。

“邓小平曾说：‘国家发展了，我当一
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32 岁的谢
枫艳用流利的普通话向游客讲述。她说，党
的十九大闭幕后，来邓小平故里景区参观的
游客比之前更多了，有党政机关和企业组织
的团体，也有专程来缅怀小平同志的零散游
客，还有来自国外的访问者。

1979 年，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
概念，并逐步形成从温饱到小康再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的“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
他强调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共同进步，先富带后富，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打响的脱贫攻坚战，让
广安市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有 470 万人口的
广安市下辖六个区县，曾经都是贫困县。今
年 10 月，经过核查评估， 3 个区县已经成
功脱贫，包括邓小平故居所在地广安区。而
其余 3 个区县有望明年摘帽。

在沿渠江分布的自然台地上，从低到高
依次坐落着广安的古城、旧城和新城，映射
出广安大踏步迈入新时代的身姿。

在不到 4 年的时间里，位于最高一级台
地上的枣山物流商贸园区，从一大片农田发
展成初具规模的城市新区。区内有 2014 年
建成的广安南站，坐高铁两个多小时就可以
到达成都。

刚刚摘掉贫困县帽子的前锋区，以市属
国有企业为龙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的平
台已经搭建起来。 5000 亩优质高产花椒种
植基地已初具规模，带动周围 800 多农户加
入，每亩纯收入可达 7000 元。

广安生态农业开发功效集团筹备组成
员、广安生态农产品开发供销有限公司董事
长米永奇说，未来花椒种植基地将扩展到
10 万亩，采取种植养殖加工相结合的模
式，发展乡村旅游、健康养老、休闲度假、
农事体验、农家文化等多种经营，建设田园
综合体、特色小镇，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发
展之路。未来 3 到 5 年，公司有望成为四川
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到那时，农
民不仅可以获得种植收入、土地分红，而且
将成为公司的产业工人，享受相应的社会保

障。”米永奇说。
这一切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我

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
起来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
经走了几十年，是唯一正确道路，必须坚持走
下去。”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党组成员、邓小平
故居陈列馆馆长彭备军说，“十九大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熟的标志。”

距离邓小平故居不到 10 公里的广安(深
圳)产业园，正在以“一天两层楼”的速度加速
建设。 （下转 2 版）

走向共同富裕 新时代起点上的

邓小平故里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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