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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非税收入管理局配发给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阳市分公司

的5枚“南阳市非税收入管理局收费专用章”，编号分别为148、156、
157、161、173，因该公司管理不善丢失，现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南阳市非税收入管理局

2017年9月18日

声 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

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

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内考察

的足迹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

村，全面深化改革是他调研中最关注

的主题之一。他在考察中的所见、所

思，上升为一系列理念、政策，引领全

面深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凝聚共识：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2017年9月，深圳莲花山公园
山顶广场，不时有游客自发到邓小

平铜像前献花。不远处，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12年底种下的一棵高山
榕树根深叶茂、生机盎然。当年 3
米多高的小树已经长到10米多高，
成为游人争相合影的对象。

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
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首次离京考察

便来到深圳。习近平表示，这次调

研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我

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

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

程，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 改 革 不 停 顿 ，开 放 不 止

步”——这是党中央坚持改革开放

的重要宣示，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动员令。

深圳前海，“特区中的特区”。

“总书记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为前海

的开发建设指明了方向。五年沧桑

巨变，一片滩涂上一座新城拔地而

起，前海已经打造成为深圳对外开

放的门户。”前海管理局首任局长、

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郑宏杰说。

近年来，前海累计推出制度创新

成果284项，其中全国首创或领先的
110项。2016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
38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238倍。

辨明了历史方位，就把握住了

发展大势。距习近平总书记广东考

察不到一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

深化改革蓝图绘就。

几年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坚定的决心和担当、坚

毅的勇气和智慧，统筹改革方案制

定和改革举措落实，全面深化改革

的“四梁八柱”基本确立，全面深化

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

“把扩大开放同改革体制结合

起来，把培育功能同政策创新结合

起来，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这

是浦东市场监管局保税区分局企业

注册科副科长王连凤记忆最深刻的

一句话。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

话，指引着上海浦东新区和中国上

海自贸区不断改革创新。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 3年多
来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一

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开展了一系列重

要改革。这些集成创新的经验，正

复制推广到其他省市新设立的自贸

试验区。”浦东市场监管局局长吴伟

平表示。

汇聚力量：
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

9月中旬，记者来到武汉市民之
家三楼，一出电梯就看到一块武汉

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联合其他几家

单位的公告大屏，上面滚动展示着

武汉“1＋8城市圈”农村综合产权挂
牌信息，项目编号、名称、挂牌价格

等一应俱全。

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武汉农交所，同工作人员和

前来办理产权流转交易鉴证手续的

农民交谈。

按照总书记的嘱托，武汉农交

所加快创新发展：2015年完成武汉
“1＋8城市圈”农村产权交易系统建
设，实现了对城市圈农村产权交易

项目全流程电子化操作和管理；至

今累计组织各类农村产权交易3207
宗，惠及18万农户。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是要敢于

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五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

和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体制机

制层面入手，统筹谋划，累计采取了

1500多项改革举措，涉及范围之广、
出台方案之多、触及利益之深、推进

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改革呈现全面

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局面。

沈阳市铁西区是我国装备制造

业集中的老工业区，经历过辉煌，遇

到过困境，更是改革中困难和矛盾

的集中点。2013年8月30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

40岁的沈阳鼓风机集团转子车
间工人马长好，当年就站在机床前

向总书记汇报生产情况。几年来，

马长好已经成为车间的骨干。正是

靠着这样一批“大国工匠”的不懈努

力，近年来沈阳鼓风机集团的长输

管线压缩机、120万吨乙烯压缩机等
一大批重大高端装备投入生产，实

现转型升级。

回忆起总书记在沈阳机床考察

时的情景，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

友仍历历在目。他说，总书记对沈阳

机床的殷切希望，一直鼓舞着我们不

断改革创新。今天，沈阳机床以智能

制造重塑工业体系，正在探索国有企

业改革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强国旋律：
一张蓝图绘到底
咬定青山不放松

9月的黑土地，金色沃野，稻香
千里。一年多来，“闯关东”的后代

再次凝聚起改革的“闯劲儿”，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新发展理

念播种在辽阔的龙江大地。

2016年5月24日上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抚远市的玖成水稻种植

合作社，种粮大户孙国良介绍了水

稻种植情况。当时，总书记还饶有

兴致地登上一台插秧机，亲自动手

体验操作。

“只有横下一条心，扎扎实实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产业结

构层次才能出现一个大的跃升，社

会生产力水平才能出现一个大的跃

升”，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语重心长

地说。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孙国良不

断调整种植结构，去年就尝到了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甜头”。“种

了60多亩鸭稻，1斤能卖3块多，普
通水稻最高才卖1块5。加工过的
鸭稻米甚至能卖到每斤6块钱，还
供不应求。”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

五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各项改革相继

落地生效，经济社会发展后劲和人民

群众幸福感显著增强。事实有力地

说明，全面深化改革的路，走对了！

9月的平潭，海风阵阵。
当年就在平潭“大门”——平潭

综合实验区二线卡口，习近平总书

记听取了实验区总体规划和建设情

况汇报。

“总书记考察时强调，平潭综合

实验区是闽台合作的窗口，也是国

家对外开放的窗口，一定要创新体

制。”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书记张

兆民说，“如今，开放和创新是平潭

发展的最大亮点，实验区已成为两

岸企业创新创业的热土。”

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正式挂牌

以来，共推出 9批次 103项创新举
措，其中47项为全国首创，大部分
被复制推广到全省。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必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全面贯彻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在政府公共管理、营

商环境建设、便民服务创新等方面

加大创新力度，把平潭建设成为沿

海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张兆民说。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

革创新者胜。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正在

神州大地激荡起澎湃动力，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乘风破浪，驶

向胜利的彼岸。⑤5
（据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改革，激荡在神州大地的时代旋律
——重访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考察地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由中

央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

六集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将于

19日至24日每晚8点在中央电视
台综合频道播出。

全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脉络，全

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全

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真抓实干，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充分展示五年来中国人民更

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

感，真实记录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

跃。

全片共六集，分别是《圆梦工

程》《创新活力》《协调发展》《绿色

家园》《共享小康》《开放中国》。19
日晚播出第一集《圆梦工程》。⑤5

六集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播出

改到细微处 更需绣花功

新华时评

新 闻 速 览
●最高法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加强执

法办案工作

●国资委、央企8月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82起

●2020年我国将建成全球最大清洁高效煤电体系

●国庆、中秋“超级假日”预计7.1亿人次出游

●我国证券基金资管规模达54万亿元

●国产大型客机C919新获130架订单

（均据新华社）

“放管服”改革 4年多来，
为企业“松了绑”、为群众“解

了绊”、为市场“腾了位”，也

为廉政“强了身”。随着改革进

入深水区，更需下一番绣花功

夫，在关键处破题，在细节处

着力，以求实效。

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需

清醒地看到，改革与发展成效

和群众期待相比，尚有不小差

距——有些该放的权还没放，

对新产业、新业态的监管还需

探索，服务有待创新……对

此，需快马加鞭，切不可有

“差不多”“歇歇脚”的松懈心

态。

特别是，随着改革不断向

纵深推进，遇到越来越多的细

节问题。这些问题看似细小，

却往往事关改革的成败和群众

获得感，是改革中的硬骨头。

骨头再硬也要啃，绣花绣到细

节处，更要用劈针绣、挑花绣

等精细针法来细致勾描。

不动产登记改革去年实施

以来，恰逢郑州房产交易量暴

增，办事大厅门前便排起了长

队，有的群众甚至通宵排队。

排队的背后，恰是职能整合不

到位、信息数据未共享等细节

问题，这正是改革的难点，更

是无法绕过、必须彻底整改的

关键点。如今，细节问题逐一

得到改善，郑州不动产登记速

度加快了，有了微信预约、短

信提醒等新服务，排队现象也

消失了，群众普遍满意了。

绣花前需反复琢磨，画定

图谱才动手。改革涉及多领域

多部门，权力怎么放、放了怎

么管，是系统而复杂的工程，

自然也需要摸清情况，找准方

向，谋定而后动，方能调动各

方资源，将措施谋实、步骤排

细。

改革不能止步于“大致”

“也许”“还凑合”，而需每一针

每一线都精准，精益求精。服

务意识的强弱、服务水平的高

低，往往就差别在一个微笑、

一声细语等小微之处，优化服

务的目标也必须精益求精方能

实现。改革切忌虎头蛇尾、半

途而废，而需心静神定，专心

致志，一锤接着一锤敲，积小

胜为大胜。

当前，要破解“放管服”

改革中存在的行政体制待突

破、监管体系待健全、服务流

程待优化、信息系统待整合等

问题，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

慧，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式，将

改革做深、做透、做到位。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今事

业必成于实。“放管服”改革，不

仅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更需要

非同寻常的耐心、细心、恒心。

只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才能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用扎扎实实

的改革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凝

聚起强大动力。⑤5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神州 掠影

50多年前，为防风治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带领群众种下泡桐苗。如
今这些泡桐已被发掘制成琴瑟琵琶，一弦一曲间改写着兰考人的命运。在兰考

县中国民族乐器博览中心，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古筝弹奏 ⑤5 新华社 发

9月19日，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在廊坊师范学院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校园日活动，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倡导广大师生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共

同维护网络社会秩序 ⑤5 新华社 发

改革，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

一招。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记者近期对广东、上海、湖北、辽宁、黑龙

江、福建等地进行回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上，这些地方牢记

总书记的嘱托，敢为人先，创新实践，与全国其他地方一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汇聚起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

磅礴伟力，奏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国旋律。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