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钧）10月
27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称，重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将
于本月31日上线运行。“单一窗
口”上线运行后，重庆国际贸易便
利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重庆口
岸通关环节将优化30%以上，通
关时间将缩短10%以上，企业成
本将下降10%以上。

什么是“单一窗口”

市政府口岸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单一窗口”是由联合国贸易便
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以建议书的
形式提出，是指从事国际贸易的
企业通过一个通道一次性提交相
关资料、数据及单证，满足进出口
监管部门以及国际物流相关要求
的贸易便利化措施。通俗的说，
它能够解决重复申报、多头申报的
问题，达到数据和单证的协调、简
化和标准化以及政府监管过程的
透明化，实现国际贸易便利化。

“单一窗口”的三种模式

该负责人说，目前，全世界
“单一窗口”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一是单一机构。通过一个机构来
协调并执行所有跨境活动的职
能，如：瑞典。二是单一系统。通
过政府各部门之间协作，建立一
个单一的系统，如：美国。三是公
共平台。通过一个平台向不同的
监管部门递交资料，各监管部门
通过这个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与业
务协作，如：新加坡。中国采用的
就是第三种模式。

全国首票在重庆申报成功

“重庆积极参与国家‘单一
窗口’标准版设计建设，并积极
争取成为全国首批7个试点省市
之一。”该负责人说，重庆“单一
窗口”建设于今年2月份启动，经
历了需求调研、业务协调、建设
实施、调试运行四个阶段。其
中，在调试运行阶段取得了不
俗成绩，“单一窗口”成功对接
全市涉及国际贸易链的 22 家
单位54个系统。在实现了系统
的互联互通外，重庆“单一窗口”
与国家标准版率先对接，政务申
报率先突破，成功实现国家标准
版全国首票在重庆“单一窗口”
申报成功。截至10月25日，重
庆通过“单一窗口”共完成申报
109541票。

拥有39项功能

根据国家“单一窗口”框架意见顶层设计，重庆“单一窗
口”开设了政务服务、物流协同、数据服务、特色应用四大板
块，规划建设39项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除对接国家标准版的9项政务功能外，其
余30项均为重庆制订的“特色”功能，包括：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公共服务平台、进口药械全程追溯、外贸企业综合信用等。

解决四个“堵点”

该负责人表示，“单一窗口”建设是一个不断迭代升级、优
化完善的过程。新加坡建设“单一窗口”经历了26年，前后8
个版本，目前仍在进行优化升级。当前，重庆“单一窗口”重点
解决了四个“堵点”问题，初步实现“四通”：申报直通、系统联
通、信息互通、业务畅通。

（7版刊登新闻链接：“单一窗口”解决外贸四个“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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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28日给西藏隆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回信，肯定她们父女两代接力
为国守边的行为，感谢长期为守边固边忠诚奉献的同志，勉励广大农牧民扎根
边陲，守护好国土，建设好家乡。

习近平在信中说，在海拔3600多米、每年大雪封山半年多的边境高原上，
你们父女两代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祖国的领土，这种精神令人钦佩。
我向你们、向所有长期为守边固边忠诚奉献的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
感谢。

习近平指出，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祖国疆
域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
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
园的建设者。

习近平表示，十九大刚刚召开，党将带领各族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玉麦这个曾经的“三人乡”，一定能建成幸福、美丽的小康
乡，乡亲们的日子也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西藏隆子县玉麦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山陡路险，交通闭塞，现有9户、
32位乡民，是我国人口最少、人均面积最大的乡。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玉麦
乡仅有桑杰曲巴一户人家，被外界称作“三人乡”。几十年来，桑杰曲巴和他的
女儿卓嘎、央宗在玉麦接力坚守，谱写了爱国守边的动人故事。在党的十九大
召开之际，卓嘎、央宗姐妹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为国守边的经历体会和家
乡的发展变化，表达同乡亲们一起继续坚持放牧守边、报答党恩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西藏牧民群众

像 格 桑 花 一 样 扎 根 在 雪 域 边 陲
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
全国范围内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完成省、市、
县三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监察全覆盖。

《方案》强调，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
出重大决策部署。在总结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改革试
点工作经验基础上，在全国各地推开改革试点，是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大
战略举措，对于健全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强化党和国家
自我监督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年底明年初召开的省、市、县
人民代表大会上产生三级监察委员会，使改革与地方人大
换届工作紧密衔接，有利于加快改革步伐，确保改革有序

深入推进。
《方案》指出，党中央决定，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继续深

化改革试点，其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市、县三级
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完成相关机构、职能、人员
转隶，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赋予惩治腐败、调查职务违
法犯罪行为的权限手段，建立与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协调衔
接机制。

《方案》要求，要加强党对试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试
点地区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主体责任。试点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对试点工作负总责，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小组，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试点地区纪委要细致谋划、扎实
推进，做好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各有关单位要
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确保如期完成试点任务。

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
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部署，深
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紧紧围绕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
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忠诚
履职、勇于担当，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
供了坚强保障。现将五年来工作情况和今
后工作建议向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请予审查。

一、十八大以来的工作回顾

十八大确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使命
感、深沉的忧患意识、顽强的意志品质，团
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和国家事业发
生历史性变革，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
发展，纪律检查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聚焦

中心任务，监督执纪问责，推动管党治党从
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准确把握目标
任务。党中央深刻洞察党面临的执政考
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
境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
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长期的、复杂
的、严峻的，最根本的风险和挑战来自党
内，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重侵蚀党的肌
体。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摆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央纪委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自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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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旗帜方向，紧盯目标任务，正风肃纪反
腐，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治标为治本赢得
时间、赢得民心，标本兼治不断深化。

明确职责定位，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习
近平总书记把纪委的职责凝练为监督执纪问
责。中央纪委把研读党章作为第一课，同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
起来，编辑出版、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明党的纪律

和规矩、巡视工作以及外事活动中有关反腐
败工作论述摘编，开办《学思践悟》专栏交流
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确保纪检监
察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回归党章本源，找准职责定位，转职
能转方式转作风，中央纪委监察部参加议事
协调机构由125个减至14个，在不增加建制
编制的前提下，将纪检监察室从8个增加到
12个；省级纪委、监察厅（局）参与议事协调
机构由4619个减至460个，把力量集中到主
责主业上。落实三中全会决定，深化纪检体
制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巡视和派驻监
督全覆盖。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把纪律挺在
法律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现
党内法规建设与时俱进。贯彻五中全会精
神，推动落实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党的领
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之间的关系，明确内涵、厘清责
任，增强党组织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围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充分发挥党内
监督专责机关作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
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
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归根
结底在于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六
中全会聚焦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

全面从严治党再部署再出发。纪检监察机
关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尊崇党章同执行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廉洁自律准则、
党内监督条例、党纪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
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贯通起来，加强对党内政
治生活状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监督
检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

（二）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兑现党的庄严承诺，回应群众期盼，赢
得党心民心

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抓铁有痕、踏石留
印。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
立规矩开始，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
题，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全党
言出纪随、久久为功，驰而不息纠正“四
风”。纪检监察机关从治理公款大吃大喝、
旅游、送礼等奢靡之风入手，紧盯公款购买
赠送月饼、贺卡、烟花爆竹等问题，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抓，一年接着一年干，以一个个具
体问题的突破，带动了作风整体转变。在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查少数领导
干部躲进培训中心、私人会所奢靡享乐，超
标超配办公用房和公务用车，借婚丧喜庆敛
财等问题； （下转2版）

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10月29日14：20，宁波至万州的首航
航班抵达万州机场。当日，万州至宁波直飞
航线正式开通。 通讯员 冉孟军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 通讯
员 刘道春）10月29日，万州至宁波直飞
航线正式开通！万州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此为契机，万州区旅游局、旅游协会与
宁波市旅游局、旅游协会签订了合作协
议，两地首次就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展开深
入合作。

万州与宁波因三峡工程而结缘，1994
年起，宁波对口支援万州。20多年来，宁波
累计实施对口支援万州的项目有288个，到
位各类资金4.23亿元，两地人民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

据介绍，万州至宁波航线每周执行4
班，班期为每周一、三、五、七。航班起飞
降落时刻为宁波—万州11点55分从宁波
起飞，15点整抵达万州；万州—宁波16点
50分从万州起飞，19点05分抵达宁波。航
线开通后，万州机场通航城市达到14个。

万州至宁波
直飞航线开通

卓嘎、央宗同志：
你们好！看了来信，我很感动。在海拔

3600多米、每年大雪封山半年多的边境高原
上，你们父女两代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守
护着祖国的领土，这种精神令人钦佩。我向
你们、向所有长期为守边固边忠诚奉献的同
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
你们这些话说得真好。有国才能有家，没有
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祖国疆域
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希望你

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
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
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十九大刚刚召开，党将带领各族群众创
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玉麦这个曾经的“三人乡”，一定能
建成幸福、美丽的小康乡，乡亲们的日子也
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习近平
2017年10月28日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给西藏隆子县
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的回信

阔步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二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3版刊登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全市各地各部门干部群众表示
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5版刊登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引领小农户跟上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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