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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人
心所向。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该坚持多边参与、多
方参与，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
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种主体作用。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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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是作风建设最大的敌
人。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如果以

“一阵风”的突击心态来抓作风建
设，就无法形成推动作风建设的
合力，作风建设的动力就会逐渐
枯竭，作风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就
有可能付诸东流。群众最害怕、最
反感的就是党委、政府做事“一阵
风”，吹过之后烟消云散。如果任
由坏风气卷土重来、肆意作乱，不
仅前面的努力和心血前功尽弃，
还会丢掉群众的信任，掉入“塔西
佗陷阱”。

摒弃“一阵风”运动式的整治
模式，就要拿出抓常抓实抓细的
态度和耐力，让干部深刻认识加
强作风建设对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激发干事创业活力的极端重
要性，切实增强干部加强作风建
设、惜时如金投入发展的紧迫感，
督促干部树立起抓作风建设“没
有局外人、不当旁观者”的责任意
识，推动他们从自身做起、从小处
入手、向实处着力，在思想观念、
思维方式、工作理念和服务态度
上实现根本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使
命担当和顽强的意志品质，直面
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从
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
建立并完善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
行之有效的制度，堵住了“舌尖上
的浪费”，刹住了“车轮上的腐
败”，遏制住了“会所里的歪风”，
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作
风建设带来的实效，赢得了党心
民心。针对“四风”中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已基本被刹住，但形式主
义和官僚主义仍然突出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纠正“四风”
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这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鲜明态
度和坚定决心，对我们一刻不停
歇地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具
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我省坚决贯彻党中
央决策部署，坚决肃清苏荣案余
毒，正风肃纪取得明显成效。全省
干部作风总体较好，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在转作风、正
风气上发挥了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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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全党全国正处于领会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新阶段，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进
一步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

一是切实抓好学习。十九大报告已经绘就了中
国到本世纪中叶发展的宏伟蓝图，明晰了各行各

业、各领域、各条战线的未来任务和发展目标。作
为一名人大干部，当务之急就是要原汁原味、逐字
逐句的学习十九大报告，搞清楚、弄明白报告的精
神实质、核心要义，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十九大党中央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看齐，自觉用十九大报告
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在市委的领导下，依法
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更好发挥
人大代表作用，使我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
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
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为景德镇
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是全面抓好落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
政治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作为一

名人大代表，就必须要深刻理解、全面贯彻党的路
线方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调查研究，掌
握基层第一手资料，全面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和业务
工作本领，充分行使好人大代表的各项职权。

三是严格抓好廉洁。“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
十九大报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
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遵守
党章，严格执行党纪，按照要求如实填写《领导干
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和《廉政档案》，自觉抵
制“围猎”腐蚀，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
实施细则精神等问题，做到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
白做事。

理解新时代 践行新使命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何承柏

本报讯（晓凤）5月14日至15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马志武率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及全省11个设区市人大
教科文卫委的同志来我市开展文化传承保护创新和文
化产业发展情况调研，并召开专题座谈会。本次调研及
座谈的主题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省委书记、省长刘奇同
志相关批示，研究探讨新时代如何发挥人大立法、监督
作用，促进我省文化传承、保护、创新和文化产业发展。

座谈会在紫晶宾馆举行。省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
委员朱希主持会议，省文化厅厅长池红介绍全省文化

传承保护创新和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省人大教科文卫
委副主任委员舒仁庆代表省人大教科文卫委作小结。
会议还邀请专家就文化江西作了深度解读。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唐良作交流发言，副市长熊皓参加调研并
汇报我市相关工作。

马志武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市陶瓷文化发展工
作。他指出，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省委对大力繁
荣社会主义文化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全省各级人大教
科文卫委的同志要深刻认识大力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
化的重要意义，切实学懂弄通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

义文化的要求，按照省委书记、省长刘奇批示，用更
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发展本区域内的特色文化，
推动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优势，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要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引领作用，重点支持地方文
化品牌战略实施及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创新监督方式，
强化监督实效，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实地调研了我市古窑民俗
文化博览区、御窑厂遗址公园、大瓷庄瓷厂、陶溪川
文化街区等重点文化景区，了解了我市文化传承保护
创新和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省人大来景开展文化传承保护创新和文化产业调研
马志武带队 朱希池红随同

本报深圳讯 （特派记者 官龙样） 5 月 15 日下
午，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前景与机遇论坛暨2018年景
德镇（深圳）航空产业推介会在深圳举行。市长梅
亦、省工信委副主任郑正春出席，副市长刘朝阳致
辞，副市长张良华主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廖云东介
绍我市航空产业发展情况。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黄志球，美国普渡大学
教授、国际一流大学科学产业促进会秘书长 Mr.
Chien-tsung Lu（卢建综），以及企业家代表共160余
人参加了会议。

会前，梅亦会见了参加论坛和推介会的航空产业
领域的专家学者、部分企业负责人。她强调，航空产
业是新兴产业，集高科技、人才、资本等要素于一
体，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带动
作用。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景德镇航空

产业的发展，并给予殷切期望；同时，市委、市政府
也高度重视航空产业的发展，将航空产业作为贯彻新
发展理念、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并将航空产
业作为我市“3+1”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
时代，景德镇将牢牢抓住军民融合这一战略机遇，延
伸通用航空产业链，利用品牌、技术和研制能力以及
通航优势，推进通航产业发展。

梅亦强调，参加论坛和推介会的各位专家学者、
企业负责人都是航空产业方面的杰出代表，希望大家
多到景德镇参观交流、加强沟通，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开拓创新，在航空产业上取得更多的成绩，实现
互利共赢。

刘朝阳代表市委市政府致辞，他说，景德镇是一
座独具特色的产业之城，兴于瓷而不囿于瓷，被誉为

“中国直升机的摇篮”，是中国唯一同时具备直升机研

发和生产能力的城市。长期以来，景德镇坚持把招商
引资和项目开发建设作为加快发展的首要任务，倾力
打造亲商、融商、扶商、富商的投资和创业环境，吸
引了北通航江直公司、江西德利公司等整机厂，以及
50余家航空零部件配套企业落户，现在拥有航空产
业从业人员万余人，形成了覆盖1至13吨多系列直升
机型谱，从研发制造、零部件配套到通航运营的较完
整产业链，代表了中国直升机产业的发展水平。千年
瓷都现已成为新的投资热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
良好的投资潜力。

推介会上，共签约项目8个，其中外资项目3亿
美元，内资项目累计40.3亿元。

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人民
网、新华网等 30 多家媒体对此次推介会进行了报
道。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习近
平5月15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
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发
展变化，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外事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国家副主席、中央外事工作
委员会委员王岐山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韩正参加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倡导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加强党对外事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
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
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要准确把握国
际形势变化的规律，既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又
看到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挑战，未雨绸缪、妥善应
对，切实做好工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化外
交布局，落实重大外交活动规划，增强风险意识，坚
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我们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几年来，“一带一
路”建设从理念到行动，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合
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要抓好首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的落实，凝聚各方共识，
规划合作愿景，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的沟通、
协商、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

致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地方外事工作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对外交往合作、促进地方改革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集中统
一领导下，统筹做好地方外事工作，从全局高度集中调
度、合理配置各地资源，有目标、有步骤推进相关工作。

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外事工作，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要发挥决策议事协调作用，推动外交理论
和实践创新，为外事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提供有力指
导。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提高把方向、谋大
局、定政策能力，推进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加强
外事工作队伍建设，抓好重点工作的推进、检查、督
办，确保党中央对外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工作规
则》等文件。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有关领导同
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王岐山参加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汪涛）日前，市委办公室、市政
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市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通
知》，提出2018年安排重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8个，计划总
投资50.46亿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3亿元。

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总投资31.16亿元，本年度计划完
成投资1.52亿元，主要开展大坝主体工程扫尾、移民安置、
水库试蓄水等工作；老南河片区、茶山片区防洪排涝设施建
设总投资7.2亿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5.6亿元。对老南河
片区新厂排涝站、老鸦滩排涝站、河道整治、水系连通、排
水管网等进行改造，新建湖田南河河道两岸截污管。实施茶
山片区西河防洪堤、排水干渠疏浚、挡墙渗漏加固、截污干
管改造等项目；西河水系综合治理湿地二期暨体育公园项目
总投资2亿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2亿元，占地1800余
亩，主要建设内容为景观园林及配套基础设施工程；景德镇
市城市供水水源（樟树坑）工程总投资1.8亿元，本年度计
划完成投资1.53亿元，建设规模为日供水35万吨；乐平市
农村自来水工程浯溪水厂设计规模为日供水2.6万吨，总投
资8000万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3500万元，新建取水泵
房、输水管线、网格反应池、平流沉淀池、加矾加氯间、普
通快滤池、两座清水池、集水井、送水泵房和生产管理房、
配水管网等；乐平市南内河治理项目总投资5亿元，本年度
计划完成投资2亿元，建设水质治理工程和绿化景观工程；
乐平市润泉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总投资1.5亿元，本年度计划
完成投资3000万元，改造供水管网总长度为139千米；乐平
市魁杨联圩除险加固工程总投资1亿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
资5000万元，加高加固堤防9.42千米，新建混凝土护坡2千
米，草皮护坡3千米，干砌石护岸1千米，填塘固基1千米，
抛石固脚200米，拆除重建灌溉涵管6座、自排闸9座。

我市加大投入推进
重大水利项目建设

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前景与机遇论坛暨2018年景德镇（深圳）航空产业推介会举行
梅亦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