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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的召唤，期待新的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历史交汇
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标注新时代公安机关的职责使命。

奋进的征程，从不是一片坦途。
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
未有……公安工作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
公安机关紧紧围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目标，牢牢
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总要求，打赢了一场又一场
硬仗，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奋力开
创了新时代公安工作新局面，有力维
护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和
国家长治久安。

对党忠诚
——以公安队伍代代相传

的政治基因，铸就融入血脉的人
民警察之魂

2017年5月19日，人民大会堂。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全国公安系
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用高度凝练的话
语，为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
“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
……
言简意深，重若千钧，激励着全国

公安机关和公安队伍更好肩负使命、
继续奋勇前进。

政治建设，纲举目张。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坚持党对公安
工作的全面领导、绝对领导，始终以党
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
党的意志为意志。

深植根基，“两个维护”不断夯实
筑牢。

全国公安队伍强化忠诚核心、拥
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

制定《公安部党委关于坚决维护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规定》；聚焦

“七个有之”，重点发现、严肃查处对党
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两面派”；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对政
治上有问题的一票否决；全面彻底肃
清周永康及孟宏伟、王立军、武长顺等

人流毒影响……
居于首要，国家安全的屏障越扎

越紧。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严厉打击各种渗透颠
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
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坚决捍卫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矢志不渝，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作
为定盘星、度量衡，始终在大局中站
位、在大局下行动。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一场深刻变革。

党中央明确的涉及公安部的各项
改革任务推进有力、落地有声。国家
移民管理局挂牌成立，更好地服务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新格局。

公安消防部队移交应急管理部
门，公安边防、警卫部队转改官兵举行
集体换装和入警宣誓仪式，正式换着
人民警察制服。公安现役部队全部完
成改制任务。

——党中央强调，要把修复长江
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

公安部会同生态环境部等 11 部
门建立打击长江流域污染环境违法犯
罪活动打防联动工作机制，重点整治
长江流域非法采矿采砂、非法捕捞、非
法排污、非法处置倾倒固体废物等突
出问题。

——党中央要求，要不断为民营
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
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

各地公安机关应声而动，坚持主
动服务、平等保护、规范执法，努力为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创造安全稳定的社
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
高效的服务环境。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
服”改革在全国铺开。

公安部迅速公布了简捷快办、网上
通办、就近可办等一批涉及交管、出入
境、治安等方面的“放管服”改革新措施。

——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在全国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号令。

全国公安机关冲在前面、勇当先
锋，持续保持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的强
大攻势。

……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同时，公

安机关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打造
一支忠诚干净担当、党和人民满意的
公安队伍。

从时时鸣哨，见到苗头就咬耳扯
袖、红脸出汗；到寸步不让，牢牢守住
纪律底线；再到利剑高悬，坚决清除害
群之马……

持之以恒、善作善成，公安队伍建

设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使命担当，把
管党治党的螺丝拧得更紧。

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改革开放 40 年来，1.3 万余名民

警因公牺牲。2013 年至 2017 年的 5
年里，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 2003
人，因公负伤或致残2.5万人。

吕建江，俯身躬耕公安基层一线，
赢得人民群众的好口碑，被群众称为

“不下班的好民警”；
杨雪峰，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袭

击，为防止伤及无辜群众，在连中数刀
的情况下仍与犯罪嫌疑人殊死搏斗，
壮烈牺牲；

刘才添，危急关头第一时间推开
受困群众，而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
他已经守护了5年的道路上；

……
胸有忠心，才能擒顽凶而不退；心

怀赤诚，才会视艰苦如甘醴。人民公
安，用热血和忠诚铸就坚强的共和国
之盾。

守护平安
——夯实民生之本、筑牢发

展之基，向着更高水平的平安中
国迈进

市民许明霞骑电动车在路上突然
晕倒，巡逻民警把她护送回家；学生吴
品仪的电动车在小区门口被盗，民警
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电动车追回；小
区老人深夜遭遇醉汉敲打房门，民警
在门前为其守夜……

在福建漳州，“远亲不如近邻，近
邻不如漳州110”的说法深入人心，口
口相传。

漳州 110，全国公安机关的一面
旗帜、一个缩影，也是平安中国的生动
注脚。

作为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幅员
辽阔的发展中大国，这是一份来之不
易的成绩单：2017 年，我国每10万人
中发生命案0.81起，命案发案率处于
世界最低水平；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
满意度达到95.55%。

作为世界上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
国家之一，“平安中国”成为一张亮丽
的国家名片。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
正成为越来越多国际盛会的主场。安
保工作检验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也考验着一个国家维护安全的能力。

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
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2018 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接踵而至，一场场盛会
安全、顺利、成功举办的背后，是公安
机关夜以继日筑起的牢固防线。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最基

本、最重要的前提。
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全面深化反渗

透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坚持时刻绷紧
反恐怖斗争这根弦。

坚决贯彻党中央治疆方略，统筹
境内境外两个大局、疆内疆外两条战
线、网上网下两个战场，打好反恐防恐
组合拳，在日夜坚守中，巩固了反恐怖
斗争整体向好态势。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

维护经济秩序和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公安机关
重任在肩。

2015年，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徐翔等人通过非
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息，从事内幕
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其行为涉嫌
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办。

这是公安机关近年来依法严惩在
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的“大鳄”“内鬼”，
坚决防止经济犯罪问题诱发经济金融
风险的一起典型案例。

从侦破公司“黑股票”案、骗取出
境游押金案等案件，到开展打击证券
期货、金融诈骗等风险型经济犯罪专
项行动；从建立健全非法集资案件处
置机制，到完善涉案资金网络查控平
台……

公安机关以实际行动严打经济犯
罪，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社会
安全稳定是平安中国的应有之义。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
交 ，就 地 解 决 ，实 现 捕 人 少 、治 安
好”——1963 年，浙江绍兴诸暨市枫
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化解矛
盾的枫桥经验。由此，“枫桥经验”从
公安战线发源、从浙江诸暨发端、从之
江两岸向全国发展。走过半个多世
纪，“枫桥经验”在各地落地生根、枝繁
叶茂。

在北京，社区警务室“7×24 小
时”值班制度的新型警务工作模式有
序运转，及时处理群众求助、调解纠
纷、化解矛盾、了解社情民意，提高了
群众见警率，提升了平安指数；

在深圳，福田区社区民警 80%的
社区警务工作可以通过“深云系统”手
机完成，实现“脚板警务”向“指尖警
务”跨越；

在福建，上杭县公安机关创新推
出“警+N”社区警务模式，实现社会治
理格局由“独奏”变“合唱”；

……
一个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

法，筑起社会平安大厦的基石；一张
张基层基础防控网，将一个个“社会
细胞”的“小平安”连成整个社会的

“大稳定”。 （下转第十版）

担负起护航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崇高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安工作述评

5 月 6 日，在第二届数
字中国建设成果展上，观众
在智慧城市综合治理沙盘
前参观。

当日，在福建省福州市
举行的第二届数字中国建
设成果展向公众开放，展览
将持续到5月9日。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数字中国
建设成果展
向公众开放

据新华社合肥5月5日电（记者
鲍晓菁）冯玉祥，安徽省巢县（今巢湖
市）夏阁镇竹柯村人，是杰出的爱国将
领，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
党的挚友。他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
团军总司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
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赴美“考察水
利”，参与创建民革，任民革中央执行
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部委员会主任。

1911年，冯玉祥等人领导陆军第
20 镇与第 6 镇第 2 混成旅在滦州起
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力主共和，
冯玉祥任参谋总长，并通电全国，后因
准备不充分等原因而失败，但对推翻
清廷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宣布
称帝，冯玉祥不顾其威胁利诱，毅然加
入讨袁护国的行列。1917年，冯玉祥
率部队攻入北京，参与平定张勋复辟。
他支持孙中山护法运动，公开通电全
国，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并反对曹
锟贿选和军阀混战。1924年9月，冯玉
祥被曹锟任命为第3路军总司令，发动

“北京政变”，出任国民军总司令，并电
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家大计。

北伐战争中，冯玉祥慨然接受李
大钊的建议，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举行五原誓
师，有力配合北伐。此后，在共产党人
的帮助下，他在陕甘等地颁布治理条
例，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工农运

动。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发表通电，
指责国民政府“压制民众、诚心媚外”，
提出了抗日救亡的 13 项主张。在中
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成立了察
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亲任总司令，收
复察东四县，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
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
壮举。

冯玉祥积极促进抗日爱国力量的
发展，参与“福建事变”，调停西安事
变，主张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卢
沟桥事变发生后，冯玉祥抱着共赴国
难的愿望，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
身份，奔走各地，呼吁团结抗战。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接近爱国民
主力量，靠拢中国共产党，抵达美国
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痛斥蒋介石
镇压学生运动、迫害国民党民主派领
袖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罪
行，在美发起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
并被公推为主席。1948 年 1 月 1 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
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
中央政治部委员会主任。他积极响应

“五一口号”，先后发表《告别留美侨胞
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准备出席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回国途
中不幸因轮船失事遇难，终年66岁。

爱国将领冯玉祥：布衣上将，戎马焕章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
令，公布《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19年
6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2001年6
月 16 日公布的《报废汽车回收管
理办法》同时废止。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报废
机动车回收管理工作。《办法》适应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规定拆解的报
废机动车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

前后桥、车架等“五大总成”具备再
制造条件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出售给具备再制造能力的企业
予以循环利用，消除了报废机动车
零部件再制造的法律障碍。

同时建立有效的安全管理制
度，要求回收企业如实记录报废机
动车“五大总成”等主要部件的数
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并上传至回
收信息系统，做到来源可查、去向
可追。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
自6月1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福州 5 月 6 日电
（记者余俊杰 董建国） 国家网信
办 6 日在此间开幕的第二届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上发布《数字中国建
设发展报告（2018 年）》。报告显
示，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到 31.3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34.8%。

报告显示，我国创新体系建设
逐步完善，截至2018年底，全国科
技型企业贷款余额3.53万亿元，各

类创新主体创新活力持续释放，我
国创新指数在全球排名上升至第
17位。

报告指出，数字经济培育壮大
发展新动能。2018年电子商务交
易额为31.63万亿元，网络零售额
超 9 万亿元。农业数字化转型稳
步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数字化新业态不断涌现，我国
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 6 亿。跨境
电商零售进出口总额快速增长。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30万亿元

5月6日，参加第二十届全国焙烤职业技能竞赛的选手在现场制作
装饰蛋糕。当日，2019 年中国技能大赛——第二十届全国焙烤职业技
能竞赛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82位选手参加了
技能比拼。 新华社记者 才 扬 摄

全国焙烤职业技能竞赛揭幕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
（记者齐中熙）记者从中国铁建股
份有限公司获悉，由中铁十一局与
中铁二十五局共同承建的全国市
政最长山岭隧道——重庆铁峰山
隧道6日全线贯通。

铁峰山隧道是万（州）开（州）
快速通道工程的全线重点控制性
工程，全长9228米，双向4车道，设
计时速80公里。

中铁十一局项目技术负责人

杨永东介绍，该隧道围岩复杂，存
在大型煤矿采空区、低瓦斯、强涌
水、溶洞、膏岩等情况，日涌水量最
高达3.8万立方米，施工安全风险
极大。技术人员与山东大学等科
研院所合作，采用了地质雷达、“激
发极化法”等先进的地质预报探测
方法。其中，激发极化法相当于对
地质情况做“核磁共振”，可准确探
测隧道前方 30 米左右的水系分
布，从而有效规避施工风险。

国内市政最长山岭隧道贯通

5月6日，大熊猫“团团”在台北动物园熊猫馆吃竹叶。
大陆赠送给台湾的大熊猫“团团”（雄性）和“圆圆”（雌性）在台北动物

园生活已10年有余，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截至2019年4月，参观游客
超过两千万人次。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于2008年12月赴台，
次年的农历大年初一首次与台湾民众见面。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 摄

赠台大熊猫十年迎客两千余万

据新华社郑州 5 月 6 日电
（记者张浩然）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近日下发《河南省机关团体建
设楼堂馆所管理办法》，明确全省
各级机关、团体不得建设培训中心
等各类具有住宿、会议、餐饮等接
待功能的场所和设施，该办法自6
月1日起施行。

据了解，办法所称建设，是指
新建、扩建、改建、购置。办法所称
楼堂馆所，是指办公用房以及培训
中心等各类具有住宿、会议、餐饮
等接待功能的场所和设施，不包括
技术业务用房项目。

办法明确，机关、团体有建设培
训中心等各类具有住宿、会议、餐饮
等接待功能的场所和设施；未经批
准建设办公用房；以技术业务用房
等名义建设办公用房，或者违反规
定在技术业务用房中设置办公用
房；擅自改变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规
模，或者擅自增加投资概算；办公用
房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不符合规定等
五种情形的，要根据具体情况责令
停止相关建设活动或者改正，对所
涉楼堂馆所予以收缴、拍卖或者责
令限期腾退，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
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河南严禁机关团体建“楼堂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