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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推动改革更好服务发展大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主任习近平 5 月 29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形势正处于深刻变
化之中，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
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
策，在防范化解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上出实招硬招，推动改革更好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
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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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会议指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加快建立
同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
监督考评体系、保障体系，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
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注重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短期和长期、国内和国际的关系，统筹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发挥
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
币、就业、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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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体系
会议指出，高值医用耗材治理关系减轻人民群众医
疗负担。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优化制度、完善政策、创
新方式，理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体系，完善全流程监督管
理，净化市场环境和医疗服务执业环境，推动形成高值医
用耗材质量可靠、流通快捷、价格合理、使用规范的治理
格局，
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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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会议强调，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
的重要手段，对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农民收益具
有重要作用。要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
愿、协同推进的原则，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拓
宽服务领域，优化运行机制，完善大灾风险分散机
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推动农业保
险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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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建设文明乡风
会议指出，
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充分发挥农村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
效发挥村民自治重要作用，创新工作措施和方法，因
地制宜推进移风易俗，遏制陈规陋习，提高乡村社会
文明程度。

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
会议强调，粮食储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物
质基础，要以服务宏观调控、调节稳定市场、应对突发事
件和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为目标，科学确定粮食储备功能
和规模，
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
健全粮食储备运行
机制，强化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督，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推进影视业改革
会议指出，推进影视业改革，要从完善创
作生产引导机制、规范影视企业经营行为、健
全影视评价体系、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作用、加
强行业管理执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统
筹推进改革，既抓住当前群众普遍关心、反映
强烈的具体问题，又聚焦影视行业标准、从业
人员诚信建设等配套性强、影响长远的要害问
题，形成管用的长效机制。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会议强调，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要坚持以全球
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吸引和培养高精尖缺人才，
提升使用全球创新资源能力，打造开放合作区域高地，
参与和引导全球创新治理，优化开放合作服务与环境，
以开放促进发展、以改革推动创新、以合作实现共赢，全
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会议强调，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保
障能源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本之
策。山西要通过综合改革试点，努力在提高能
源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构建清洁低碳用能模
式、推进能源科技创新、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扩
大能源对外合作等方面取得突破，争当全国能
源革命排头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指导意见》、
《关于在
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
《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
进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关于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的若干意
见》、
《关于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方案》、
《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
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
《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
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
《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各
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精神深入推进改革
督察工作的报告》。

10 坚持通过深化改革来破难题

促进土地要素流通顺畅
会议指出，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
级市场，要坚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方向，衔接
好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产业规划，着力完善交易规则，创
新运行模式，健全服务监管，促进土地要素流通顺畅，提
高存量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会议强调，要坚持通过深化改革来破难题、解新
题，加快改革创新，
推动任务落实，
强化制度集成，
增强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增强应对挑战、抵御风险能力。要
加强对改革的实效评估，
梳理存在的突出短板和弱项，
有针对性地一项一项推动解决。改革工作中要统筹全
局、整体推进，
结合实际、突出重点，
衡量改革的有效性
要从国家改革发展全局出发，
既看单项改革执行落实情
况，
也从战略层面统筹考虑相关制度的集成效果。要把
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改革、涉及重大制度创新的改革、
有利于提升群众获得感的改革放在突出位置，
优先抓好
落实。一些重大试点任务，要抓紧时间，倒排工期，早
出成果。
据新华社

市委召开区委书记月度工作点评会
蔡奇主持并点评 陈吉宁吉林参加

本报讯（记者祁梦竹 刘菲菲）昨天下
午，市委召开五月份区委书记月度工作点
评会，平谷、密云、延庆三个区依次发言，
汇报工作亮点、剖析工作不足，并接受市
委书记蔡奇现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
陈吉宁，市政协主席吉林参加。
继上个月对丰台区、房山区和大兴区
点评后，这次
“应考”的三个区都属于生态
涵养区。点评采取视频方式，
各区在分会
场发言或收看。
区委书记发言后，蔡奇一一点评。平
谷区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展良好，
全市核查验
收得分最高；
超额完成新一轮百万亩造林
绿化年度任务，进度全市第一；秋冬季
PM2.5平均浓度和重污染天数全市同比下
降最多，今年以来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
幅全市第二。但在农村基层干部管理、违
建整治、扬尘监管等方面仍存不足。密云
区认真履行保水责任，加紧推进全部矿山
企业关停；今年以来PM2.5 平均浓度居全
市最低；保障怀柔科学城东区重大项目建
设，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居生态涵养区首
位；积极服务保障市郊铁路怀密线贯通运
营，沿线环境提升等工作稳步推进。但在
落实主体责任、惠农资金使用、森林防火

等方面仍存不足。延庆区举全区之力做
好世园会服务保障，
为顺利开幕开园作出贡
献；
认真履行冬奥筹办属地责任，
赛区各项
建设紧张推进，
1至4月建安投资完成进度全
市第一；提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经
验，
促进全市推广；
落实河长制，
一季度地表
水环境质量全市第一。但在
“四风”
问题、
清
偿拖欠民营中小企业账款、
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等方面仍存不足。
蔡奇指出，生态涵养区是首都重要的
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
在新一版北京城
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空间布局中是压
轴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
把
保护好绿水青山作为头等大事，
坚持生态
立区，走绿色发展之路。市里要进一步完
善生态补偿机制，
抓好结对协作检查实施
和年度计划落地，在推动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产业共建上下功夫。
蔡奇通报了接诉即办情况。从本月
开始，媒体反映问题、网络诉求和12345市
民服务热线诉求办理情况一并考评，
共分
为先进类、进步类、整改类和治理类四类。
据有效回访统计，
本月全市各街道乡镇综
合评分中，先进类（排名前十位）的是潞源
街道、
北务镇、
古北口镇、
博兴街道、
清华园

街道、天竺镇、南法信镇、张镇、冯家峪镇、
东高地街道；
进步类（环比进步幅度大的前
十名）的是怀北镇、
南法信镇、
穆家峪镇、
椿
树街道、
双丰街道、
大孙各庄镇、
李遂镇、
东
邵渠镇、
赵全营镇、
将台地区；
整改类（排名
最后十位）的是流村镇、马昌营镇、韩村河
镇、佛子庄乡、峪口镇、百善镇、窦店镇、安
定镇、
大兴庄镇、
石楼镇；
治理类（市民诉求
最集中的前十位）的是长阳镇、回龙观镇、
永顺镇、
梨园镇、
北七家镇、
广外街道、
沙河
镇、东铁匠营街道、鼓楼街道、旧宫镇。治
理类的街乡镇由市疏整促工作专班加强具
体督导，
督导到退出前十为止。各区综合
评分排在前三位的是顺义区、
密云区、
大兴
区，
排名末位的是房山区。
本月市级部门评分并列第一的为市
应急局、市城市管理委、市体育局、市文化
执法总队、市生态环境局、市司法局等6
个单位。其中，
市司法局由上月最后一名
跃升至本月第一。排名靠后的是市交通
委。公共服务企业评分排在首位的是排
水集团，
靠后的是首发集团。
蔡奇强调，
吹哨报到、
接诉即办实质上
是基层治理创新。市里将制定下发《关于优
化提升市民服务热线反映问题
“接诉即办”
工作的实施方案》。各区、
街乡、
部门和公共

服务企业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完善相关机
制和做法，
不断提高接诉即办工作水平,针
对问题举一反三，
扎实做好相关工作。
对于下一步工作，蔡奇指出，要按照
党中央统一部署，
认真开展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分
批次精心组织，
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履行首
都职责、筹备和服务保障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庆祝活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
高质量发展、大抓基层等结合起来，确保
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坚定信心、保持定
力，
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
做到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办好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各场活动，争取取得更大成果，打造扩
大开放又一重要平台。以中央扫黑除恶
督导为契机，
把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
一步引向深入。马上进入汛期，
要绷紧安
全这根弦，
一级抓一级、层层压实责任，
全
面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
确保城市安全
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
市长，
市政府秘书长，
市委、市政府副秘书
长在主会场参加点评会。十六区的区委
书记、区长和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全市各街道乡镇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会
的形式参加会议。会议1小时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