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要闻
2021年8月18日 星期三 责编:秦斌

十一届市委第九轮巡视反馈意见摘要

市委巡视六组向宁河区反馈巡视意见

主要问题：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市委的决策部署不够到位。区委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统筹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用力不足；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树得不够牢固，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不够扎实；落实新发展

理念有短板，破解制约可持续发展主要矛
盾缺乏有效举措。二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两个责任”不到底。履行主体责任系统性
和可持续性不够强，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
善发展作用发挥有差距，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顽疾未愈。三是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用力不足。党内政治生活质量不够高，
干部队伍建设有短板，担当作为劲头不
足。四是落实巡视整改主体责任不实。举
一反三、强化整改用力不够。
整改意见：一是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运用改

革思维和改革办法破解制约可持续发展主
要矛盾，全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拉动
地区转型升级、更新换代，下大力气补齐民
生保障短板。二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的实效促进作风全面转

变。三是全面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牢牢把握“五个抓好”重要要求，加
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大力营造以“为”定
“位”、能者上庸者下的干事创业氛围。四是
强化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完善长效机制和跟
踪督办措施，确保整改标本兼治、落地落实。

市委巡视七组向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反馈巡视意见

主要问题：一是践行为农服务根本
宗旨存在明显差距。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乡村振兴战略不够

深入，指导区供销合作社职能空转，深化
综合改革政治担当不够，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用力不足。二是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两个责任”不力。政治生态修复不够到
位，重大项目廉洁风险依然存在，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发生。三是贯彻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短板。党委自身建设
不够有力，执行党管干部制度不够严实，党
建工作基础薄弱，干部担当作为存在差

距。四是对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
改落实不力。个别问题整改迟缓，长效机
制未严格落实。
整改意见：一是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对供销
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中

之重，聚焦为农服务主责主业，深化社属企
业改革，强化基层供销社建设，健全完善内
部风险控制机制，着力推进供销合作社综
合改革。二是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
个责任”，加大廉政风险防控力度，深化作
风建设，坚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四风”问题，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三是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党委
自身建设，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强化基层党
的建设，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四是压
实整改责任，严格落实整改长效机制，推动
一体整改、全面整改。

市委巡视七组向宝坻区反馈巡视意见

主要问题：一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统
筹谋划、创新攻坚力度不够。发挥区位
优势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有短板，

在经济结构优化、转型提质增效上用力
不足，持续推进乡村振兴站位不够高，推
动特色产业发展招法不多。二是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到位。坚持严
的主基调存在差距，做实政治监督有短板，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依然存在。三
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落差。
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不够严格，人才队
伍建设存在薄弱环节，推进基层党的建设

不够扎实，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有差距。四
是推动巡视和审计整改力度不足。举一反
三、深化整改不到位。
整改意见：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
区位优势，推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做足“三农”文章，依托特色农业基
础，持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二是坚持
“严”字当头，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驰而不息整治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三是强化
担当作为，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加强对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统筹谋
划，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四是以
促进改革发展为目标，切实把“后半篇文
章”做深做细做实，高标准抓好整改任务
落实，以整改实效助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主要问题：一是推动党中央和市委重
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有差距。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够到位，落实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用力不足；政企政事改
革不够彻底，意识形态风险管控较薄弱。
二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到

位。主体责任压得不够实，推动“以案三促”
不够深入；监督责任落实有差距，党风廉政建
设存在薄弱环节，纠治“四风”不够有力，为基
层减负效果不够明显。三是贯彻落实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标准不够高。谋大事的意识不
够强，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不够严格；干部

人才队伍建设不够有力，破解“人才荒”的成
效不够明显；抓党建工作不够严实，干部担当
作为有差距。四是“后半篇文章”做得不够
实。巡视、审计和主题教育整改未到边见底，
整改长效机制不完善。
整改意见：一是突出政治引领，认真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抢
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用改革破解困
局，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转变，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二是夯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
责任”，充分发挥引领保障作用，确保严的主

基调贯彻到底，持续纠治“四风”等问题。三
是强化组织保障，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调动各
级干部的积极性，千方百计集聚优秀人才。
四是紧盯问题不放，拿出务实举措，健全完善
整改长效机制，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市委巡视七组向蓟州区反馈巡视意见

主要问题：一是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不够深入。发挥司法审判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够充分，

落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制度不够严
格，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推动不够有
力。二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

任”不够严实。执行“三个规定”不够严
格，监督责任履行不够到位，廉政风险
防范效果不够明显。三是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够扎实。领导班
子建设不够有力，组织生活质量不够
高，选人用人制度执行不够严，落实党

建工作责任制有差距。四是巡视和主
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不彻底，个别问题
整改仍未到位。
整改意见：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把党的绝对领导落实到履职
尽责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充分发挥

党组把关定向作用，着力提升审执质
效，维护好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落实好
重大风险防范领导责任制。二是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健全廉政风
险防控机制，强化日常监督教育管理。
三是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准则，
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格履行党
建工作责任，提高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
织建设质量。四是压紧压实整改责任，
坚持立整立改、真改实改，确保问题整
改见底到位。

市委巡视八组向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反馈巡视意见

主要问题：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
思想及党中央和市委要求不够到位，服务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招法不多，深化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成效不够明显，防范化解社会

稳定风险工作不够有力。二是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两个责任”不够严实，开展司法作风等问
题专项整治不够有力，廉政风险防控存在漏
洞。三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够
深入。领导班子执行组织制度不够严格，遴选

法官导向不鲜明，党组织建设弱化，担当作为
精气神不足。四是以整改促发展的意识不够
强，一体推进整改不够有力。个别巡视反馈和
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未整改到位。
整改意见：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坚持在服务大局、推进发展下足功
夫，持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有效化
解社会稳定风险。二是全面落实从严治党
“两个责任”。严格执行“三个规定”，维护司
法权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三是扎实推动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细落实，打造强有力
党组班子，科学规划干部队伍建设，下大力解
决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问题，激发干警干事
创业的精气神。四是落实整改政治责任，举
一反三、完善机制，推动整改见底见效。

市委巡视八组向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反馈巡视意见

主要问题：一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和市委部署
不够积极，党组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用力不足，主责主业抓得不
够实，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效果不够
明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够扎

实。二是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
不够严实。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不够
到位，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督责任能力不
够强，工作作风不够扎实。三是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差距。领导班子
领导作用发挥不够充分，选人用人把关不

够严，党建工作责任制压得不够实。四是
推动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持续用力不
够。整改长效机制不健全，个别问题整改
不到位。
整改意见：一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法治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决策

部署，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提高在
法律框架下调整经济关系、妥善化解矛盾
纠纷的能力，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二是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
格履行党组主体责任，派驻纪检监察组要
全面履行好监督责任，扎实推进机关作风

建设。三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加强党组自身和干部队伍建设，把好
选人用人关。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促进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四是
切实履行整改主体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
治，推动改革发展。

市委巡视八组向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反馈巡视意见

主要问题：一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不到位。
贯彻党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不够深入，落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存在不足，破解制约高
质量发展难题不够有力，污染防治和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有弱项，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不够有力。二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
略部署还不到位。“两个责任”未压紧压实，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有差距，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存在。三是贯彻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不够深入。落实议事决策规则
不够严格，在干部选拔任用上领导把关作用发

挥不够充分，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不够到
位，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有差距。四是落实整改
责任不够有力，整改长效机制不健全，巡视、审
计监督发现问题整改不到位。
整改意见：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天津工作“三个着力”
重要要求，用新发展理念推动北辰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二是压紧压实
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强化重点领域监
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推

动管党治党各项工作一竿子插到底。三是
切实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领导班
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制，以党建之为促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四是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健全整改常态化长
效化机制，切实做到以整改促发展。

市委巡视九组向北辰区反馈巡视意见

主要问题：一是落实党中央和市
委决策部署有差距。抢抓京津冀协同
发展机遇用力不足，破解制约高质量

发展招法不多，生态宜居城市建设存
在短板，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有薄弱
环节。二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

责任”还不到位。净化政治生态用力不
足，监督保障促进作用发挥不够有力，廉
洁风险防控机制不够健全。三是落实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够深入。“三重一
大”决策制度执行不够有力，干部队伍建
设存在短板，基层党建工作比较薄弱，不

担当不作为问题依然存在。四是落实整
改责任不够严实，抓巡视整改不够到位，
问题整改未清零见底。
整改意见：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落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发挥自身区位优势、

资源优势，加快推进京津产业新城建设，发
挥好“通武廊”区域合作试验示范作用，全
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二是压实全
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坚持严的主基调，
不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加强对重点领域
和“关键少数”的监督。三是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
策制度，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持续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促进干部敢
担当、善作为。四是切实落实整改责任，完
善长效制度，推动一体整改、全面整改，以
整改实效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市委巡视九组向武清区反馈巡视意见

（上接第6版）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7日电（记者刘品然杨士龙）美
国总统拜登16日表示，美军撤出阿富汗是正确决定，他同
时承认阿局势恶化快于美方预期。

拜登当天从总统度假地戴维营返回白宫后就阿富汗局
势发表讲话。他重申美军已在阿富汗完成反恐任务，继续
驻军不符合美方利益，并称美上届政府去年与阿富汗塔利
班达成的撤军协议使他别无选择。

拜登承认近来阿局势恶化要快于美方预期，究其原因
是阿领导人弃国而逃，阿政府军不战而败。他说过去一周
局势变化证明结束美国在阿的军事介入是正确的决定，美
军不会参加一场阿富汗人都不愿意打的内战。

拜登还说美国过去20年在阿富汗犯下很多错误，他
承认这次撤出行动艰难且混乱，该决定会招致批评，但他
宁可接受所有指责也不愿将这场战争的责任传递至下一
位总统。

美国舆论、专家学者和一些共和党议员连日来抨击拜
登政府的撤军政策。据美媒报道，数百名抗议者15日聚集
在白宫外，其中有人挥舞“美国背叛了我们”的标语。

据新华社喀布尔8月17日电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
比乌拉·穆贾希德1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该组织对阿富
汗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及安全部队成员实施大赦。

穆贾希德指出，塔利班目前已完全控制首都喀布尔的
局势，法律和秩序已得到恢复。塔利班呼吁政府全体工作
人员尽快返回工作岗位。

穆贾希德还说，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是安全的。塔利班
已下令，该组织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任何居民的家中，任
何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都不能受到侵害。

16日，阿富汗公共卫生部和喀布尔市政部门人员开始
恢复工作。公共卫生部代理部长瓦希德·马杰鲁赫和塔利
班卫生事务负责人当天同时出现在电视画面里，他们呼吁
包括女性在内的医务人员尽快返岗。

据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记者 伍
岳 郑明达）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在
谈到阿富汗局势时说，希望美方能对其动
辄军事干预、穷兵黩武政策作出认真反思，
停止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肆意干涉他
国内政，破坏他国和地区和平稳定。

她说，电视和网络上关于喀布尔机场
的混乱画面，特别是有民众急于跟随美撤
离却不幸从美方飞机起落架上摔下身亡的
视频，让人震惊。喀布尔机场这几天的混
乱似曾相识，让人感慨万千。
“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但

美国赢了吗？20年来，在阿恐怖组织从个
位数增加到了20多个。美国给阿富汗人
民带去了和平了吗？20年来，10多万阿平
民在美军及其盟军的枪炮之下伤亡，1000
多万人流离失所。阿富汗战争平均每天造

成6000万美元损失，严重拖累阿经济社会
发展，而美军也付出2400多名军人死亡和
超过2万亿美元的代价。”华春莹说。
“拜登总统讲，美在阿政策目标不是重

建。这倒也是句实话。因为无论是伊拉
克、叙利亚，还是阿富汗，美军所到之处，留
下的都是动荡分裂、家破人亡，都是千疮百
孔的烂摊子。美国的力量和作用是破坏，
而不是建设。”她说。
华春莹表示，事实再次证明，军事干预、

强权政治不得人心，终将失败。把外来模式
生搬硬套到历史文化及国情截然不同的国
家水土不服，最终难以立足。用强权及军
事手段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多。
“我也注意到拜登总统在讲话中表示，不

会再犯对别国内战投入过多精力、通过无休
止军事干预重塑其他国家的错误。”华春莹说。

据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记者 郑
明达 伍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表
示，长期以来，中方一直为推动政治解决阿
富汗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同有关
各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推动阿富汗
尽快停止战争，实现持久和平。

华春莹说，中国是阿富汗最大邻国，中
方始终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始终坚持不干涉阿内政，始终奉行面向全
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

华春莹说，仅近几个月，王毅国务委员兼
外长就主持了“中国+中亚五国”外长第二次
会晤、第四次中阿巴三方外长对话，出席了
“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外长会等会
议，并同俄、巴、美、中亚国家、欧盟、伊朗、土耳
其等重要涉阿攸关方开展密切沟通互动。

华春莹说，7月28日，王毅国务委员

兼外长在天津会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
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提出希望阿各派别、
各民族应团结一致，真正把“阿人主导、阿人
所有”原则落到实处，推动阿和平和解进程尽
早取得实质成果，自主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
国情、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

华春莹表示，近日，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变
化后，中方继续同各方保持沟通。王毅国务委
员兼外长分别应约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
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中方还参加了联合国
安理会举行的阿富汗问题紧急会议。中方鼓励
阿塔奉行温和稳健的宗教政策，与各方一道组
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和平友好的对外
政策，特别是同邻国和睦相处，实现阿重建和发
展。阿新政权应与各类国际恐怖势力划清界
限，约束、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恐怖势力，防
止阿富汗再度成为恐怖极端势力的聚集地。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记者 郑明
达 伍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就中
美“八·一七”公报发表39周年答记者问。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今天是
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39周年。中方有
何评论？

华春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42年前，中美正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基
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39年前的今天，中
美共同发表“八·一七”公报。美方在公报

中明确承诺，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
出售武器的政策，美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
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供应水
平，准备逐步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并经过
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八·一七”公报
和上海公报、建交公报等三个中美联合公
报构成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其核心要义
都是一个中国原则。美方理应严格遵守。
“但事实却是，美方不断违背自身承

诺，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向台
湾出售各种武器，帮助台湾拓展所谓国际
空间。”华春莹说，以售台武器为例，39年来

美历届政府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高达近
700亿美元。仅特朗普政府任内4年就11
次售台武器，总额达183亿美元。前不久，
拜登政府首次宣布售台武器计划，批准向
台出售总价约7.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针
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中方均予以坚决有
力回击，坚定捍卫了自身主权安全利益。”

华春莹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
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的前景。同时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
“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我们保留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
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无论美方向台湾提
供多少武器装备，都不可能改变两岸关系大
势，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统一进程。”

华春莹说，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中
方敦促美方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高度敏感
性和严重危害性，采取实际行动遵守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美台
官方往来，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和售台武器，反
对“台独”及其分裂活动，以免给中美关系和
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就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39周年答记者问

谁都不能改变两岸关系大势更不能阻止中国统一进程

我外交部 阿富汗局势

“希望美方认真反思其穷兵黩武政策” “中方将同各方，推动阿实现持久和平”

对阿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及安全部队成员

塔利班宣布大赦

承认阿局势恶化快于此前预期

拜登称美军撤出艰难且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