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新闻
2018年7月27日 星期五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向东 版面 / 官雯 校对/ 闫鸿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07A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 梅
世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 26 日
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就军队抢险救
灾、国际军事比赛-2018、中印两军关系
等问题答记者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力奋战在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力奋战在救
灾一线灾一线

任国强说，进入汛期以来，全国多
地遭受洪涝灾害，党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对此高度重视，习主席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落实工作责任，严防灾害发生，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
指示，视灾情为命令，全力投入防汛抗
洪抢险工作。截至7月25日，各级各部
队先后出动官兵14212人次，组织民兵
预备役56017人次，动用各类工程机械
和车辆 979 台、船艇 91 艘、直升机 4 架
次，协助地方抢险救灾和防抗台风。共
转移救助群众 56123 人，抢运物资 271
吨，疏通河道 6250 米，加固堤坝 15958
米。目前，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全力奋
战在救灾一线，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
的防汛抢险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队紧急奔赴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队紧急奔赴
老挝阿速坡省开展救援老挝阿速坡省开展救援

任国强说，7 月 23 日晚，老挝南部
阿速坡省一处水坝发生了溃堤事故。
应老国防部请求，经习主席和中央军委
批准，25日，正在老挝万象参加“和平列
车-2018”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训
暨医疗服务活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医
疗队迅即行动，派出医疗防疫分队 32
人紧急奔赴灾区救援。第一批26名队
员携带便携式急救器材和药品，搭乘老
军飞机于 25 日晚抵达阿速坡省，并随
即向老方了解灾情，协调对接救援工作
安排；第二批6人通过公路机动方式前
往灾区。医疗队其余参演人员全面做
好准备，将根据一线救援情况随时听令
前出支援。

中美两军将首次在华联合举办亚中美两军将首次在华联合举办亚
太军事医学年会太军事医学年会

任国强说，根据计划，中美两军将
于9月17日至21日在陕西西安联合举
办2018年亚太军事医学年会。本届年
会的主题是“挑战与应对：增强全球健
康”，设立重大任务卫勤保障、军事医学
面临的新挑战、军队全维健康、医疗服
务效能最佳化、预防医学、军种卫勤保
障等6大学术议题。届时，中国、美国、
泰国、新加坡等 28 国的军队代表和联

合国、国际红十字会、东盟军事医学中
心 3 个国际组织代表共约 600 人将参
会。

这是中美两军首次在华联合举办
此项活动。

魏凤和将于年内访问印度魏凤和将于年内访问印度
任国强说，应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

曼邀请，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计
划于年内对印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目
前，双方防务部门正就有关事宜进行协
商。

西部战区边防代表团访印达成多西部战区边防代表团访印达成多
项共识项共识

有记者问，据报道，西部战区副司
令员刘小午日前率团访问印度。请问
此访取得哪些共识和成果？任国强说，
7月2日至6日，西部战区副司令员刘小
午率战区边防代表团访问印度。期间
与印度陆军、东部军区及所属部队有关
领导举行了多场会谈会见。双方在贯
彻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加强边防一线
风险管控、拓展战术层面联演联训、加
强边防部队文体交往、共同维护边境地
区和平稳定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
““国际军事比赛国际军事比赛--20182018””的五大亮点的五大亮点

在回答“国际军事比赛-2018”有
哪些看点时，任国强说，“国际军事比
赛-2018”将于 7 月 28 日正式拉开帷
幕。这是我军连续5年参赛，第2年办
赛。同以往相比，今年有一些新的看
点和亮点。一是我军参赛办赛项目
多。我军将在国内承办并参加 4 项比
赛，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
斯等3个国家参加18项比赛，总计参
赛办赛22项。二是来华参赛的外军队
伍多。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
斯坦等10个国家的外军参赛队和亚美
尼亚观摩团将分别进驻我新疆库尔勒
赛区和福建泉州赛区，各项准备工作
已经全部就绪。三是我军使用外军装
备多。目前，我陆军、空军18支出国
参赛队已经全部抵达国外比赛场地，
陆军出国参加16项比赛，其中9项自
带装备，7项使用外军装备参赛。四是
我空军参赛机型多。空军派出轰-6K
轰炸机、歼-10A歼击机、歼轰-7A歼
击轰炸机和伊尔-76、运-9运输机等5
种机型出国参赛。其中，轰-6K轰炸
机和运-9运输机是首次出国参赛。五
是我军院校首次单独组队参赛。陆军
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和陆军工程大学
军械士官学校两所院校均是首次单独
组队参赛。

这是7月26日拍摄的“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全貌。
近日从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旗下开发区的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传来消息，我国

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完成研制部署，
并顺利通过分项验收。该原型机系统采用了三种国产自主高性能计算和通信芯片。
在此基础上，“天河三号”超级计算机预计于2020年研制成功。

新华社记者 毛振华 摄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国产百亿亿次超算技术实现新突破国产百亿亿次超算技术实现新突破国产百亿亿次超算技术实现新突破国产百亿亿次超算技术实现新突破

新华社北京 7月 26 日电
（记者朱基钗）十九届中央第一
轮巡视反馈情况26日在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向社会进行第
二次集中公布，当天公布了中
央巡视组对 8 个中央单位和 8
家央企党组的巡视反馈情况。
至此，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
反馈情况全部公布。

这 8 个中央单位是：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文化
和旅游部 （原文化部、原国家
旅游局）、海关总署、国家体
育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统计局、新华
社；8 家央企是：中国核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 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储备粮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旅游
集团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

经党中央批准，十九届中
央第一轮巡视对 14 个省区、8
个中央单位、8 家央企党组织
开展常规巡视，并将被巡视省
区涉及的10个副省级城市党委
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
组主要负责人，一并纳入巡视
范围。从今年 2 月下旬到 5 月
下旬，15个中央巡视组在被巡
视地方、单位工作了3个月。

7 月 22 日，中央巡视组首
批集中公布了 14 个省区和 10
个副省级城市的巡视反馈情
况。7月26日，中央巡视组第
二批集中公布了以上 8 个中央
单位和 8 家央企的巡视反馈情
况。

根据巡视反馈情况，中央
巡视组在 8 个中央单位和 8 家
央企都发现了一些问题。与第
一批巡视反馈相比，本批巡视
反馈发现的问题中，有一些共
性问题，也有一些新特点新表
现。

政治站位不够高政治站位不够高 一些中央一些中央
单位和央企存在单位和央企存在““温差温差”“”“偏差偏差””

十九大后中央巡视工作第
一次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巡视工
作根本政治任务，同时第一次
按照“六个围绕、一个加强”
开展监督检查，即围绕党的政
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夺
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开展
监督检查，同时加强对十八届
巡视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

与首批巡视反馈一样，8
个中央单位和 8 家央企均被指
出在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上“存在差距”

“不够深入”“不够到位”“实
效性不够强”等问题，有的中
央单位还被指出“政治站位不
够高，‘四个意识’不够强”
“‘四个意识’树得不牢”。

本轮被巡视的 8 个中央单
位和 8 家央企，均被不同程度
地指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该
领域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不够
有力，或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不够到位，推进改革统筹谋
划不够、力度不够等。

有的中央单位被指出“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城乡建
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学习贯彻

不够严肃认真，落实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有‘温差’”，有的中央
单位被指出“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食品药品监管‘四个最
严’要求和中央决策部署有

‘温差’，政治责任感不够强，
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不够坚
定”，有的中央单位被指出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
够到位”。

有的央企被指出“贯彻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新发
展理念有差距”，有的央企被
指出“业绩观存在偏差，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到位”，
有的央企被指出“贯彻新发展
理念有偏差，深化改革和推进
高质量发展有差距”，有的央
企被指出“执行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存在政治偏差”。

这充分体现了十九大后中
央巡视进一步深化政治巡视，
以“四个意识”为政治标杆，
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
任务的内在要求。

组织建设有待加强组织建设有待加强 一些中一些中
央单位和央企选人用人问题突出央单位和央企选人用人问题突出

巡视是把监督挺在前面的
重要形式，发挥着政治监督、
组织监督、纪律监督的作用。

本批 8 个中央单位和 8 家
央企的巡视反馈中，除了被指
出“两个维护”、学习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方面
有差距外，有的中央单位还
被指出“一些领导干部纪律
规矩意识不强”，有的中央单
位被指出“纪律建设薄弱，
纪律和规矩意识淡漠，监督
执纪软弱乏力”，有的央企被
指出“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
肃，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
律问题时有发生”。

记者梳理发现，中央巡
视 组 列 出 的 “ 问 题 清 单 ”
中，组织建设的问题比较突
出。

比 如 ， 有 的 中 央 单 位
“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偏弱，
队伍建设统筹谋划不够，少
数干部选拔任用把关不严，
执行有关制度程序不严，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不实问题比
较突出”，有的中央单位“党
建工作层层递减，基层党组
织虚化弱化，执行选人用人
规定不严”，有的中央单位

“选人用人方面的问题反映较
多，日常监督管理存在薄弱
环节，干部流失问题比较突
出”。

比如，有的央企“突击
提拔干部、‘近亲繁殖’问题
较为突出”，有的央企“任前
把关不够严格，圈子文化依
然存在”，有的央企“人才队
伍建设较为薄弱，干部人事
档案管理不够严格，有的档
案造假或涉嫌造假”。

正风反腐不能停歇正风反腐不能停歇 一些重点一些重点
部门和重要岗位廉洁风险部门和重要岗位廉洁风险较大较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反
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
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作
为发现问题的“显微镜”和

“探照灯”，十九大后首轮中央
巡视的“体检报告”，再次印
证了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形

势任务的准确判断。
与上一批次集中公布的14

个省区和 10 个副省级城市一
样，8个中央单位和8家央企在
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仍
然存在一些问题。

作风方面，有的中央单位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仍然存
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有所
表现”，有的中央单位“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打折扣，官
僚 主 义 、 形 式 主 义 仍 有 表
现”，有的央企“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屡查屡犯，一
些干部存在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问题”，有的央企“顶风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频
发，有的领导人员特权思想比
较严重”。

反腐败方面，有的中央
单位“食品药品审批监管领
域廉洁风险较大，反腐败斗
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有的
中央单位“一些重点部门和
领域存在廉洁风险，数字腐
败 、 利 益 输 送 问 题 时 有 发
生”，有的央企“重要岗位和
关 键 环 节 廉 洁 风 险 比 较 突
出”，有的央企“腐败问题易
发多发，工程建设、项目投
资、企业并购等廉洁风险较
大，‘靠企吃企’、违规招标
采购等问题仍比较突出”。

央企党建仍有短板央企党建仍有短板 企业党企业党
的领导作用需进一步发挥的领导作用需进一步发挥

十九大后首轮巡视，将 8
家央企纳入巡视监督范围，充
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国有企业坚
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重视。

记者梳理发现，8 家央企
在党建责任意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国企基层党建等方面
均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有的央企“抓党建
的责任意识不够强，落实全国
国企党建工作会议精神有差
距，党建工作薄弱问题依然存
在”，有的央企“党组领导作
用发挥不充分，党的组织建设
乏力，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力度不够，落实‘三重一
大’决策制度不到位”，有的
央企“以党建促发展意识不
强，基层党建工作和选人用人
方面问题比较突出”。

比如，有的央企“党务力
量配备不足，基层党建工作不
扎实”，有的央企“存在党建
与业务‘两张皮’现象”，有
的央企“党建弱化问题仍然存
在，党建基础不够扎实，不遵
循党章党规办事现象时有发
生”，有的央企“境外单位党
建工作针对性不强，有的党组
织设置不合理、作用发挥不充
分”。

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
决问题，发现问题不解决，比
不巡视的效果还坏。

与上一批集中公布的14个
省区和 10 个副省级城市一样，
本批 8 个中央单位和 8 家央企
也均被指出存在上次巡视整改
不彻底、不到位等类似问题，
在中央巡视组给出的整改意见
中，也明确要求被巡视地方、
单位要做好巡视“后半篇文
章”，统筹抓好上次巡视整改
不到位和本次巡视指出问题的
整改，进一步印证了十九大后
中央巡视突出强调巡视整改的
鲜明特点。

十九届中央首轮巡视反馈情况全部公布

在8个中央单位和8家央企发现哪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