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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
安蓓）针对近期有关中国企业特别是
制造业外迁的舆论，国家发展改革委
新闻发言人孟玮 16 日回应说，从目
前掌握的情况看，中国制造业外迁规
模并不大，而且以中低端企业为主，
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劳动就
业等影响总体可控。

孟玮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近年来，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和
全球产业布局的深度调整，中国制造
业进入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企
业到国外设厂经营的情况，我们认为
是正常现象。通过深入调查和分析，
我们发现有的企业是考虑要素价格

变化情况，向劳动力、环保等成本较
低的地方转移；有的企业是基于自身
发展战略的需要，主动积极开拓国际
市场；当然也有极少数企业是为了规
避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要说明的是，企业外迁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考虑诸多因
素，包括运营成本、产业工人、供应链
配套以及交通运输乃至制造业文化
等因素。”孟玮说，近几年已有一些外
迁企业因水土不服纷纷回流国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规模庞大、门
类齐全，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不仅为中国经济的平稳健
康可持续发展作出应有贡献，也为世

界各国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为各
国企业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

孟玮说，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
方面继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重
点是发挥好我国产业体系、国内市场
等方面优势，将政策着力点聚焦在四
个方面：着力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
高水平开放；着力增强微观主体活
力，释放内需市场潜力；着力补齐产
业链短板，提升产业链水平；着力打
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对
制造业发展的吸引力。

“我们相信，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
落地见效，绝大多数企业会继续留在中
国深耕发展，也会有更多企业来中国投
资兴业，谋求新的更大发展。”孟玮说。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中国制造业外迁规模不大中国制造业外迁规模不大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记者近日在陕西、青海、甘肃、宁
夏采访了解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启动以来，
四地紧紧围绕中央要求，精心组织，有力有序推进，采用多种方
式方法，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学深悟透，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积极
推进调查研究，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确保主题教育见实效。

精心组织精心组织 有力有序推进有力有序推进

陕西坚持靠前指挥，成立了由省委书记担任组长、相关省委
常委为副组长的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抽调精干力量成立领
导小组办公室，下设4个工作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统筹
推进全省主题教育工作。参加第一批主题教育的107家单位均
制定了学习方案和调研安排，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教
育正在全面铺开。

青海要求各单位组织党员干部聚精会神读原著、学原文、悟
原理，集中学习时间普遍达到7天以上，做到时间和人员“双集
中”。青海省第一批82家单位的2700余个党支部紧密结合各自
实际，广泛开展“为民办事在一线、化解民忧零距离”承诺践诺活
动，3.5万余名党员积极参加“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初心使命”主
题党日活动。

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着
力筑牢理想信念根基。甘肃以省委常委会读书班为示范，第一批
主题教育的135家单位全部举办了读书班，共计5.96万名党员干
部参与其中；开展理论中心组学习2200多次，9292个党支部开
展了集中学习。

主题教育期间，宁夏开展了“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红色基
因传承教育、“守初心、担使命”专题教育、“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典型宣传教育和“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警示教育等。在
深入调查研究方面，宁夏要求各部门采取不打招呼、不预先安排
路线、不开汇报会、不搞层层陪同、不增加负担、不扎堆调研，直
接深入基层一线，奔赴问题现场，切实掌握第一手资料，把调研
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

丰富形式丰富形式 强化精神补给强化精神补给

陕西充分发掘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制作影音视频资料，通过
多个平台定期向全省党员干部推送。同时，陕西通过深入挖掘和宣
传老红军刘宝斋、国测一大队、西安交大“西迁精神”等先进事迹，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他们对党忠诚、坚守初心的政治品格，为民造
福、无私奉献的公仆情怀，朴实纯粹、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

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特点，青海各单位对学习
教育的内容、组织方式等统筹谋划设计、灵活务实安排。青海省委
办公厅组织党员干部赴青海油田钻采工艺研究院等地参观学习。
青海省三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把学习教育安排在田间地头和草
原牧场，部分农牧场结合藏族党员人数较多的特点，开展“双语党
课”，让少数民族党员跟进学习教育，不让一名党员职工“掉队”。

甘肃各单位坚持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效应，注重用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充分运用改革开放40年杰出贡献人物事迹、八步
沙林场“六老汉”治沙先进事迹、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事迹等，教育
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打扫思想灰尘。

在“七一”前夕，宁夏举办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
活动，来自全区各区直部门和区属各大型企业的1400多人参与
其中。现场，《赵一曼给儿子的家书》《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感
人至深的情景剧展现了革命峥嵘岁月里，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前
赴后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光辉事迹，不
少党员感动落泪。

紧扣实际紧扣实际 调查研究奔着问题去调查研究奔着问题去

在陕西，参加第一批主题教育的各单位和部门结合中心工作
和各自职能，带着问题、带着专题开展调研，对调研中发现的问
题，当下能改的立即改，一时解决不了的创造条件，夯实责任，限
期整改。针对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成效考核反馈的问题和整改事
项，陕西制定了143条具体工作措施，对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反馈
的9个方面问题，陕西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抓紧落实。

青海各单位和部门坚持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改
起，列出了 193 项重点整改任务。青海省委办公厅联合相关部
门，针对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过频等问题制定专项整治方
案；青海省委政法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青海省人民检察院、
青海省公安厅、青海省司法厅等部门，主动认领中央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第 18 督导组反馈的问题，部署开展“利剑一号”集中行
动，向黑恶势力发起新一轮强大攻势。

甘肃省纪委监委聚焦履职尽责方面需要破解的难题，重点
就当前甘肃脱贫户返贫问题、基层问责泛化问题等10项课题开
展调查研究。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坚持
将专项调研与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优化营
商环境相结合，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把产业扶贫中专业合作社带贫能力不强、到户产业扶持资金管
理不规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突出问题作为调研主题，摸清问
题，找准症结，研究破解“三农”工作难题的实招硬招。

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在开展主题教育时，拟定了规定
调研课题和自选调研课题，领导班子和各厅部室分头参与展开
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调研。对脱贫攻坚领域群众信访问题反
映集中的“微腐败”进行“解剖麻雀”式调研，第一时间将发现问
题线索移交督办。检视问题不遮掩、不回避，在全区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推进会上，纪委监委机关自揭家丑，对
照检视工作中的短板弱项，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陕青甘宁直面问题重视实效
——陕西、青海、甘肃、宁夏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高
敬）记者16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二
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8个
督察组已于15日全部实现进驻。截至
15日晚，督察组共计受理群众来电来
信举报809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
后，向被督察对象转办569件。

8 个督察组将对上海、福建、海
南、重庆、甘肃、青海等6个省（市）和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 2 家中央企业开展督察
进驻工作。这2家公司也成为首批被
督察的央企。

根据安排，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
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受理举报电
话时间为每天早8点至晚8点。

在督察进驻动员会上，各督察组

组长强调，这次督察总的要求是“坚
定、聚焦、精准、双查、引导、规范”，不
断夯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

各省（市）、集团公司党委（党组）
主要领导同志均作了动员讲话，强调
要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坚决按照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
好情况汇报、资料提供、协调保障、督察
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
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全部进驻

高考录取时高考录取时 笔墨传佳音笔墨传佳音 7 月 16
日，陕西师范
大学退休教师
王书欣在书写
录取通知书。

当日，陕
西 师 范 大 学
2019 年 录 取
通知书的书写
工 作 正 式 开
始 。 该 校 自
2007 年 起 采
用毛笔书写录
取通知书的方
式，为新生传
递佳音。一份
份带着墨香的
录取通知书被
网友们称为最
好的“开学第
一课”。

新 华
社 记 者 张博
文 摄

新华社武汉7月16日电（记者
梁建强）乘坐火车时，旅客胡先生错
拿了别人的背包，自己装有 20 万元
现金的背包则被对方错拿。万分焦急
之中，他找到铁路警方求助。在铁警
和拾金不昧的旅客共同努力下，背包

“完璧归赵”。16日，武汉铁路公安处
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通报，提醒广大旅
客暑运期间注意财物安全。

装有巨额现金的背包是怎样被
错拿的？记者 16 日从武汉铁路公安
处了解到，这一事件发生于 12 日上
午。当日 8 时许，胡先生从合肥南站
进站乘坐G4591次列车前往武汉，他
径直来到10号车厢01A座附近，并将
双肩包放到行李架上。当他准备落座
时，发现这一座位并不是自己车票所
显示的座位。

“当时意识到，这里不是我的座
位，上错车厢了。”胡先生介绍，查看
了车票信息后，他又匆忙从行李架上
拿下一个黑色双肩包就离开了。

当天上午 11 时左右，列车到达
武汉火车站。胡先生换乘出租车到了
目的地，翻找钱包时，才发现背包不
是自己的。而他自己的背包里，装有
20万元的现金。慌乱中，胡先生立即
报警求助。

约40分钟后，胡先生按照铁路民
警的提示来到了铁路公安机关，与民
警一同清点包内物品，并找到背包主
人的身份证，以及联系方式等信息。

铁路民警联系上了这一背包的
失主，并了解到，这位乘客也在焦急
地找人还包。20分钟后，背包失主赶
到。他告诉民警：“我以前做粮食生意

丢过钱，这次是来武汉找门面做生意
的，我知道丢钱的人肯定很着急，要
尽快把包还给人家……”

记者看到，这两个背包的大小、
重量、颜色都很相似，确实容易混淆。
警方现场开包确认，20万元现金分文
不少。核对无误后，双方分别取回了
自己的背包。

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昌乘警支队
乘务四大队副大队长田洪军介绍，暑
运开始以来，大队民警已为旅客寻回
遗失或被错拿行李物品 50 余件，为
旅客挽回经济损失30余万元。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在乘坐
列车时，请看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携带或置于视
线范围以内，一旦财物遗失或被盗，
请立即向铁路警方报警求助。

装20万元现金背包被错拿 铁警帮助“完璧归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