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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份机构改革进入“施工期”

新华社成都12月5日电（记者
胡旭）经过12个昼夜连续奋战，由武
警某部第三支队和四川路桥集团合
作架设的国道318线金沙江大桥钢
桥5日成功完成桥面板铺装，具备通
车能力。

记者从四川交通部门了解到，
11月14日凌晨，金沙江白格堰塞湖
洪峰通过国道318线金沙江大桥时，

造成该桥损毁严重，同时大桥四川
岸连接线23公里也几乎全毁，导致
连接川藏两省区的国道318线交通
中断。

灾情发生后，抢通工作迅速展
开。经过8天8夜的努力，提前抢通
了国道318线巴塘县城至竹巴龙段
23公里受损公路。又经过连续7昼
夜奋战，11 月 30 日，实现全桥钢梁

合龙。合龙后，抢险队伍通力合作、
持续作战，于 12 月 5 日顺利完成桥
面铺装等工作。

据悉，下一步，交通部门将及时
完成钢桥荷载和安全质量检查，结
合大桥连接线近期道路实际情况，
力争于 12 月 6 日开放小车试运行，
随后根据大桥试运行情况及连接线
恢复情况，适时开放货车通行。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
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日就中
美经贸磋商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表
示中美元首会晤很成功，对落实有
信心。

发言人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

在90天内，按照明确的时间表和路
线图，积极推进磋商工作。中方将
从落实已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做
起，越快越好。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两国元首达
成重要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并
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
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互
利双赢的具体协议。

新华社石家庄12月5日电（记
者许苏培）河北省威县烈士陵园内，
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堂。纪
念堂内东侧墙上挂有一位著名的抗
日英烈生前遗像，他英姿俊朗，神态
坚毅。曾有诗云其“昨日从戎投笔
砚，如今为文卸征衣。学得文武双
本领，再返血染沙丘地。”这就是抗
日英烈、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新编9
旅25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林。

李林，原名李朝法，字惠卿，
1914 年 出 生 于 河 北 威 县 北 马 庄
村。他 7 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从
小练就了一身好武功。1929 年考
入本县乡村师范学校，在校期间，
他首次接触马列主义书籍，思想发

生了深刻变化。
1930年，李林加入中国共产

党 ，入 党 后 在 本 县 做 小 学 教
员。任教期间，他组织流动图
书馆，积极宣传革命思想，鼓励
广大教师行动起来，和剥削者
进行斗争。李林经常深入农
村，发展基层党组织，建立了一
批农村党支部。

1935年秋，李林参加冀南农
民武装暴动，在广（宗）威（县）一
带组织游击小分队，开展收缴地
主枪支、铲除官绅恶霸的斗争，
在广威一带声威大震，很快形成
了2000余人的农民武装。1936
年 1 月任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
第1师副连长兼排长，指挥一个
连的兵力，在威县、广宗、巨鹿、
南宫的三角地带开展了大规模
的武装斗争。
1936 年秋，李林在石家庄做地

下工作。当时石家庄党组织活动经
费紧张，没有生活补贴。李林鼓励
同志们说：“我们都有健康的体魄，
哪能光靠组织呢!”从此，他时常出现
在闹市中，替人推水车，做水泥工，
什么苦力活都干，每天挣几个铜板，
和大家一起用。

1937 年 2 月，李林被派到延安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3月任
中共广（宗）威（县）中心县委书记，
建立了地方抗日政权，建立拥有100
多支枪的游击队和两个县区武装。
同年4月，他先后调任冀南独立支队
政 治 委 员 、第 一 军 分 区 司 令 员 。
1938 年年底组建了赵县、藁城、束

鹿、晋县、宁晋、栾城等县抗日民主
政府和各县游击大队。

冀中、冀南两个抗日根据地的
迅速发展，对日军造成了很大威
胁。日军除了对根据地和正规部队
进行大规模“扫荡”外，还推行“囚笼
战术”，将两个地区分割成若干小
块，每隔二三华里修建一个炮楼。
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战术”，抗日
根据地军民于1940年夏季开展了大
规模的破路斗争。

1940年，李林调任八路军第129
师新编 9 旅第 25 团团长兼政治委
员，多次组织、实施破袭战，有效打
击了敌人的“囚笼战术”。在1940年
秋季的百团大战中，李林率部取得
歼灭日军井川大队1个分队、缴获大
量枪炮和弹药的战绩，受到八路军
总部通令嘉奖。同年10月，李林率
部在沧石路秦村与日军 70 多人遭
遇，经过激烈拼杀，消灭大部遭遇之
敌，后打扫战场时，遭1名残敌偷袭
牺牲，年仅26岁。

为了纪念李林，威县建有烈士
陵园，编著《红色的土地英雄的人民
——冀南区首府威县革命斗争纪
实》一书，将其事迹进行整理、传
颂。作为邢台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每年前来威县烈士陵园参观的
机关单位人员、学生、游客等社会各
界群众达10万人次。

国道318线金沙江大桥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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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市政府近日召开机构改革动员会，明确机构改革任务
书，对全面推进改革进行动员部署。至此，我国31个省份机构改革
方案全部“出炉”。

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机构改革全
面实施，按照既定“施工图”和“时间表”，蹄疾步稳向前迈进。

突出突出““红线红线”：”：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11月7日，新组建的山东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召开第一次

会议，首次宣布了组成人员名单，并审议通过相关工作细则。
山东是此次改革中首批成立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的省份之一，

也是此次地方机构改革健全和优化党对重大工作全面领导的一项重
要举措。

“从中央到地方机构改革，都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一条红
线贯穿始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主任祁凡骅
表示。

从方案看，31个省份都新组建和调整优化了省委全面依法治省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等一批党的重大工作议事协
调机构，并明确了相关办事机构。

同时加强省委职能部门的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海南、广东、
山西、河南等地，都改由省委组织部统一管理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统一管理公务员工作；由省委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
工作等。

“打破党政界限，把一些工作归口由党的领导机关进行统筹协
调，强化党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既有利于保证党的重大决
策集中高效，又有利于政府工作方向正确。”祁凡骅说。

有有““加加””有有““减减”：”：上下贯通＋优化协同上下贯通＋优化协同
与以往的机构改革强调“精简”相比，此次中央和地方机构改革

都更加强调“优化协同高效”，该精简的精简，该加强的加强。
上海将改革后的党政机构设置为63个，重庆、天津为64个，其他

省份基本都在60个以内，只是党委机构、政府机构数量各有不同。
改革后，河北省厅局级以上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精简19.28%,其中党
政机关精简13.04%。

精简主要来自合并“同类项”，避免职能交叉重叠，并同中央和国
家机关保持总体一致。

海南 55 个省级党政机构中，43 个对应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
门。为对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相应整合了工商、质监、食
药监、物价等职能，新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

“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上下对口、政令贯通、保持市场和法制统
一。既可以‘一对一’，也允许地方搞大部制‘多对一’，最终实现优化
协同、集约高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表示。

辽宁将省直机构659家公益性事业单位整合为65家。山东提出
除行政执法机构外，事业单位不再承担行政职能，为根除“事业局”这
个“老大难”问题“釜底抽薪”。

问题导向问题导向：：深化深化““放管服放管服”“”“硬招硬招””频出频出
“要持续简政放权，深入推进‘一网通办’，真正让企业和群众办

事像‘网购’一样便捷。”在“双十一”当天召开的上海市机构改革动员
会上，上海市有关负责人指出了机构改革的重要方向。

聚焦群众关心的难点痛点，深化“放管服”，多省在机构改革中出
了“真招”和“硬招”。

11月8日，新组建的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局挂牌“亮相”。此次
机构改革中，辽宁将“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升格为“营商环境建设
局”，黑龙江也组建了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矛头直指行政体制中
的“短板”和突出问题。

山西新组建了我国首个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将省政府办公
厅的政务改革、管理职责和有关部门承担的行政审批服务管理、政务
信息管理等职能整合，首次在省级层面“一枚图章”管审批。

山东要求所有市、县都组建行政审批服务局，并在今年底前正式
挂牌运行。

浙江将“最多跑一次”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牵头协调职责
划入省委深改办。

四川在市场监管、生态环保、交通运输等领域整合组建综合执法
队伍，减少执法层级，在经济发达镇实行“一支队伍管执法”……

“目前制约‘一次办好’‘一网通办’的诸多问题中，行政审批体制
性障碍是关键因素。敢于下放权力、向深层次问题‘开刀’，体现了此
次机构改革的魄力。”宋世明说。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自选动作自选动作””亮点多亮点多
纵观各省份机构改革方案，多地还因地制宜，推出了各具特色的

“自选动作”。
“大数据局”最为抢眼。贵州、重庆、福建、广东、吉林、广西等8

省份方案均明确提出组建专门机构，负责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管理、信息化、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工作。

在宋世明看来，一方面是为推进信息资源整合利用，解决信息
“孤岛”问题，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助推“放管服”；另一方面
是政府主动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为服务产业、指导发展提前
布局。

坚持发挥地方积极性，一批新机构应运而生。
山东专门设立了海洋发展委员会和海洋局；广东组建了省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海南在深改办加挂自由贸易试验
区（自由贸易港）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牌子；北京市专门设立人才
工作局……

一张张“施工图”已清晰在目,省级机构改革进入实质性落实阶
段。一系列目标的实现,关键靠周密部署、压茬推进。

上海、湖北、青海、天津、四川等多省份近日召开了机构改革动员
部署会；江苏、内蒙古、河北、北京、陕西一批新组建厅局陆续挂牌；福
建新组建和优化职责的省级机构已全部完成挂牌。

时不我待，省级机构改革正紧锣密鼓、向纵深推进。
据《瞭望东方周刊》

新华社杭州12月5日电（记者
俞菀 顾小立）浙江省政府新闻办 5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浙江省
2018 年 11 月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
分情况调查结果。

经调查，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
权赋分是一起因决策严重错误造成
的重大责任事故。浙江省政府决定
取消这次考试的加权赋分，恢复原
始得分。

通报称，11 月高考英语科目考
试结束后，浙江省教育厅、省教育考
试院收到部分考生及家长关于本次
考试难度偏大的反映，遂参照去年
同期试题难度，对部分试题进行了

加权赋分。11 月 24 日，浙江省高考
英语科目成绩公布后，考试成绩和
加权赋分方式受到一些学生和家长
质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省政府调查组组织评卷专家对
这次英语科目试卷评卷过程和结果
进行了严格核查，认为这次英语考
试评卷的组织符合高考相关规定，
阅卷评分是严格公正的，考生的原
始得分合法有效。

浙江省教育厅主要负责人未能
正确履行职责，违反民主集中制原
则，不经过集体研究，个人决定了事
关全局和稳定的重大问题。省教育
考试院有关负责同志在院长办公会

议多数人持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不
坚持原则，违规通过和执行了加权
赋分的错误决定。

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对相关
职能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分别追究责
任。免去郭华巍省教育厅党委书记、
委员职务，责令其辞去省教育厅厅
长职务。免去王玉庆省教育考试院
党委书记、委员职务，由省纪委对其
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对浙江省
教育厅党委委员，省教育考试院党
委委员、院长孙恒予以诫勉。由浙江
省纪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
对省教育考试院党委委员、纪委书
记陈煜军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责令教育厅厅长辞职！

浙江公布高考英语加权赋分调查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