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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了《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
行。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
法》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和从严管理干
部要求，规范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
究，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
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
党内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
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落实新时期好干
部标准，树立正确导向，突
出政治监督，从严查处违
规用人问题和选人用人中
的不正之风，严肃追究失
职失察责任，促进形成风
清气正的用人生态。

第三条 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
究，坚持党委(党组)领导、
分级负责，实事求是、依法
依规，发扬民主、群众参
与，分类施策、精准有效，
防治并举、失责必究。

第四条 党委(党组)
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
职责权限，负责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责
任追究，纪检监察机关、巡
视巡察机构按照有关规定
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
督职责。

中央组织部负责监督
检查和责任追究工作的宏
观指导，地方党委组织部
和垂直管理单位组织(人
事)部门负责指导本地区

本系统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工作。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

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事业单位、
群团组织、国有企业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
究。

第二章 监督检查重点内容

第六条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情况。重点监督检查是否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党委(党组)履行干部选拔任用责任，是否
按照民主集中制和党委(党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讨论决定
干部任免事项。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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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朱基钗、涂洪长、余贤红

“贸易战面前，中国为什么如此从容自信？”
“我们有定海神针！”一则网友的回答简

短有力，道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面对

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是今日之中国“乱云飞渡仍从容”
的底气所在。

初心所系，力量所在

不管风吹浪打，屹然砥柱中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

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现深层次、根本性
的变革，根本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强有力领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划时代的气魄推
出力度空前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部署，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治本之
策……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党中央架构
起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四梁八柱”。

今日之中国，一系列创制性、根本性的制
度安排，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更
加坚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
势得以充分发挥。

从强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等领
导作用，到密集出台一系列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脱贫攻坚、环境保护等重大决策部署……
党中央治国理政格局更加清晰，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作用更加彰显。

一个强大的国家，必有坚强的引领；一个
强大的政党，必有坚强的核心。

任凭惊涛拍岸，我自稳步前行。
从博鳌亚洲论坛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从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到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从 APEC 会议到 G20 峰会，从展开拉美
之行到访问欧洲多国……习近平主席引领大
国外交，宣示中国主张、提出中国方案、传递
中国声音，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
6 月起，全党即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近 9000 万党

员、450 多万个党组织，必将凝聚起更加坚强
的力量，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

决心所向，定力所在

5 月 7 日，随着最后两个贫困县延川、宜
川脱贫退出，革命圣地延安告别绝对贫困。

时间拉回到一年多前，一场特殊的脱贫
攻坚誓师动员大会在延安举行。从市委书记、
市长到各区县、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都立
下军令状，用一种破釜沉舟的方式，宣示战胜
贫困的决心。

签下军令状的那一晚，安塞区化子坪镇
党委书记野根利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就
出现在沙湾村的村口。

为了说服村民发展蔬菜大棚，这位党委
书记一家一家去做工作。掰指头，算细账；一
天说不通，第二天再去……累到声带嘶哑失
声，终于等来大棚动工。今天的化子坪镇，凭
着致富产业，全镇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达
9853 元。

连续 6 年，每年减贫超千万人，在这个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一个党组织就是一个战斗
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这就是创造人
类减贫史奇迹的根由。

“中国共产党不是因执政而有力量，而是
有力量才执政，这种力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来自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
力。”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这是一种怎样的宏大格局？
党的十九大，这一被外媒称为“站在世界

地图前”召开的大会，擘划了未来 30 年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
展，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到进一步谋划区域协调发展；从加快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推动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

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于“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党的十九大对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

这是一种怎样的长远视野？
从中办国办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海南)实施方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到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关于深化改
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关于建立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5
月以来，一系列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
的重大文件接连出台。

中国共产党正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
力，对改革发展稳定进行全面部署推进。

(下转 2 版)

本报记者陈尚才

这几天，一件“甜蜜的忧愁事”困扰着巴
卡村党支部书记次白益西。这就是村里申请
的扶贫产业——— 农牧民运输队，获批了。开心
之余，运输队的筹建、管理等成为他要谋划的
事。

买什么车？谁来开车？怎么分红？谁来养
护？每个问题，都考验着他和村民的自我管理
能力。“心里先有个规划，再拿出来和群众讨
论。”次白益西心想。

巴卡村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
楚鲁松杰乡，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深山里，
距乡政府 60 余公里。这里雪山环绕，山高谷
深，适宜耕种、畜牧的土地稀缺。每年，楚鲁松
杰乡大雪封山半年，这里也就成了难以抵达
的远方。

交通不畅、资源匮乏，只有布局产业，才
能让群众长效增收。

经过反复调研和论证，当地政府决定扶
持巴卡村成立“农牧民运输队”，扶持资金
290 万元，初步计划购买厢式货车 8 辆。剩下
的事，交给村委会处理。政府只有一个要求：
钱用在正途，贫困户要增收。

思考几天，次白益西心里有了盘算：不要
货车，改买卡车；精简车辆，增买挖掘机、装载
机；司机聘请有技术的村民担任；机器养护、
司机工资、贫困户分红，按 2：3：5 比例划分。

“我赞成精简车辆，建议购买双桥卡车，
载货量大。”“我们村 2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大多无劳力、无技术，司机只能从非贫困户中
推选，发给工资。”“谁来管账？怎么养护车辆？
去哪里接项目？”

来自巴卡村的次仁索朗和村干部们围坐
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你一言我一语热烈讨论
着。远处，已冰封三月有余的夏让拉雪山，仍
没有解封的意思。

这场深山里的会议，先在村干部中集中
意见，再在贫困户家征求意见，最后在全体村
民大会上形成决定，总共需要 5 天时间。

没有文件和发言稿，开完一场会议，就在
决议上签字按手印，表示人人同意并知晓。

“这是惯例，村里或生产组里凡遇大事，
都要开会决定。”今年 43 岁的原村委会主任
欧珠多杰说，“比如放牧值班、盖集体牛棚、牧
场迁徙等，都是村民集体决定。”

这场“产业”会议上，村干部和群众普遍
反映的问题是：全村青壮年劳力匮乏，会开卡
车、装载机的人不多，大家建议购买挖掘机 1
台、装载机 1 台，双桥卡车 2 至 3 辆就足够。

对于产业分红，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多没
有意见。“政府给我们这个扶贫产业，还把挣
到的一半钱分给我们，想都没想到还有这种
好事！”55 岁的扎西努布代表所有贫困户发
言说。

对于村党支部书记次白益西而言，他最
忧心的是“找活干”的问题。现在，乡里正在兴
建边境小康村和曲松至支普齐公路，运输队
可到工地参与建设。而两项工程结束，村运输
队就只能到外地揽工，怎样承接到项目，他心
里没底。

“我建议机器由索南旦增养护，他懂机
器；油料、维修费由运输队专项账目支出；承
包项目的事，我们自己争取的同时，也请乡政
府多为我们牵线搭桥。”村委会主任达瓦次仁
的建议得到了群众的认同。

一个产业的规划、筹建、运行和管理，这

需要村干部和群众集体决策，也体现着群众
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集体智慧。

经过征求村民意见、县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批复，巴卡村最终将用 290 万元购买装载
机 1 台，卡车 4 辆，物流车 1 辆，皮卡车 1 辆；
聘请索南旦增等 4 人为运输队司机；先到乡
里公路、小康村工程承包项目；机器养护、司
机工资、贫困户分红按 2：3：5 比例划分；建
立运输队专门账户，专人管理收支。

贫困户和全体村民在决议上签上名，按
上手印，“农牧民运输队”的事就算有了着落。
其过程公开透明，体现着民主集中的原则。

烦心事一经解决，“甜蜜”紧随而至。
四月，乡里协调公路工程部组织推雪，冰

封了近 5 个月的夏让拉雪山，在挖掘机、装载
机的轰鸣声中被推出一条进出的路来。次白
益西说，自己将带一位懂机器的村民，与乡政
府、县扶贫办干部到拉萨订购机器和车辆。

喜马拉雅深山里的春天早已到来，干部
群众正忙着植树、春播，田野里青草已然泛
绿。勤劳的人们在家园里开始忙碌起来。

“感谢党的好政策，不仅让我们住上了小
康村新房，还帮我们发展产业，千方百计让大
家致富。”扎西努布说，“希望我们的生活越过
越好，一代接一代守护好神圣国土。”

巴卡村农牧民运输队里的“烦心事”

驻边笔记之九

新华社合肥 5 月 27 日电(记者徐海涛、程士华、金剑)实
现 18 个量子比特纠缠、“人造太阳”实现 1 亿度等离子体运
行、首次破解中国种茶树全基因组密码；自主研发出信号处理
芯片“魂芯二号 A”、让机器达到真人说话水平的语音合成系
统、打破国外对航空发动机用单晶叶片垄断……

作为全国第二个获批建设的国家创新体系基础平台，安
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聚焦前沿科技谋发展，将重大原
创科研成果源源不断的转化为产业创新成果，成为驱动当地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源”。

聚焦四大领域 成果加速涌现

“继 140 年来美国、德国科学家先后发现‘霍尔效应’和‘量
子霍尔效应’后，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三维量子霍尔效应’。”今
年 5 月 9 日，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乔振华等学者的重大科研突破。今年以来，该校的重要科研成
果不断，有 7 篇尖端论文登上《科学》《自然》《细胞》三大国际
顶级学术期刊正刊。

2017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批复了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规划该中心聚焦信息、能源、健康、环境
四大科研领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合，带动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

以中科大、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重点科研机构为
基础，两年多来，合肥国家科学中心重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

记者从安徽省发改委改革创新处了解，合肥国家科学中
心旗下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 余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千项，2018 年牵头参与的 8 项科技成果
获得了国家科技奖。 (下转 5 版)

安徽合肥国家科学中心：

培育高质量发展

强 劲“动 力 源”

 5 月 27 日，观众
在数博会“追梦·未来”

数字艺术特展上体验艺
术作品《数据笙林》。

2019 中国国际大
数据产业博览会 5 月
26 日至 29 日在贵阳举
行，作为今年数博会展
览之一的“追梦·未来”

数字艺术特展，以其独
特的科技体验与艺术表
现形式，吸引众多观众
前来观展并体验。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追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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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 然 砥 柱 立 中 流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二

5 月 27 日，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桐河乡官
园村，农民操作机械设备收割小麦。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5 月 26 日，在山东省枣庄市峄城石榴园，果
农在石榴树下劳作。

新华社发（孙中喆摄）

小麦开镰 夏日农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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