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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卫戍区正军职离休
干部、原第二炮兵后勤部部长牟璋同
志，因病于 2018年 1月 14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94岁。

牟璋同志系山东栖霞人，1924年 3
月出生，1943年7月入伍，1943年9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干事、参谋、队长、
副股长、副处长、营长、副主任，团长，副
师长，工程兵第7支队副支队长，原第二
炮兵54基地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

牟 璋同志逝世
本报讯 北京卫戍区正军职离休

干部、空军指挥学院原政委吕家书同
志，因病于 2018年 2月 27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77岁。

吕家书同志系山东黄县人，1941
年 2 月出生，1958 年 8 月参加革命，
1961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团政委，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军政
委，原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原沈
阳军区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等职。

吕家书同志逝世

在中国反贫困斗争的时代坐标上，
河北省阜平县有着特殊含义——

2012 年冬，踏着皑皑白雪，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龙泉关镇骆驼湾村和顾家
台村访贫问苦。习总书记强调，只要有
信心，黄土变成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把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
地区的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

铿锵话语，向全党全国全军发出了
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伴着进军的号角，
国防动员系统在阜平县打响脱贫攻坚
战。从这里起步，5年多来，国防动员系
统在全国扶贫战场屡创佳绩，为贫困群
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一股攻坚力气壮山河

仲夏的赣南地区，天蓝草碧，林木葱
茏。正值农忙，于都县葛坳乡桐溪村村
民幸金龙，像往年一样在田地里忙碌着。

跟以往不同的是，他再也不用为农
产品运输难发愁了——曾经，穿村而过
的河流让村民出行不便。如今，由部队
援建的背田桥，结束了这个村“晴天蹚
河、雨天绕道”的历史。

使命催征，责任在肩。一次专题会
议上，军委国防动员部一位领导列举了国
防动员系统参与扶贫的优势和自身资源
后表态说，越是有优势越要有压力、有作
为，越是有资源越要见行动、出效益。

签“责任书”、立“军令状”、定“路线
图”、列“进度表”……近年来，国防动员系
统把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
决策部署，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摆上高位，扎实推进。
——部党委把参与打赢脱贫攻坚

战作为重大课题，多次集中学习研究扶
贫工作，并下发《国防动员系统参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28个省

军区、警备区主要领导一线抓筹划落
实，百名军级干部、千名师级干部、万名
团级干部深入到乡村农户扶贫帮困。
——多次召开任务推进会，定点帮

扶 1946 个贫困村，确定 6000 多个扶贫
项目，并建立跟进指导、协调对接、情况
互通、监督问责“四项机制”推进落实。

……
2017 年春，江西省军区、河南省军

区分别参与帮扶的井冈山和兰考两地，
传来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的好消息。

好消息接踵而至。四川省军区协助
贫困村改扩建道路近300公里，青海省军
区资助6400多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云南
省军区帮助7814名贫困人口脱贫……截
至目前，国防动员系统官兵已助力748个
贫困村、37852个贫困户实现了脱贫梦。

一条创新路越走越宽

位于太行山腹地的店房村，素有

“大枣之乡”之称，全村收入的 90%源于
大枣种植。但因销路不畅，村民们一直
没能靠红枣富起来。

2016 年 10 月，乡亲们迎来一件喜
事：经过军委国防动员部牵线搭桥，一
家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投资数千
万元，成立集大枣研发、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枣业公司。如今，打开了销路的红
枣销往大城市，当地又围绕大枣文化生
态园打造了多产业相融相促的产业链。

有专家将军委国防动员部的这种
做法总结为“店房村经验”，其核心就是
通过“协作+融合”，推动优势资源向贫
困地区流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开辟一
条新通道。如今，国防动员系统广大官
兵以“店房村经验”为参考样板，在全国
千余个贫困村取得明显帮扶成效。

夕阳西下，位于大别山深处的何家
冲村，忙完一天的村民聚集在农民夜校
里，有的在健身器上活动身体，有的在
农家书屋学习充电……
“村民特别盼望提高自身‘造血’能

力。”了解到村民的想法后，信阳军分区
驻村干部挨家挨户收集帮扶需求，逐个
细化帮扶工作，确保落实到村组、项目
和人头。这种做法创新了扶贫方式，走
出了一条见效快、效果好的新路。

安徽金寨，在省军区、军分区、人武
部三级定点帮扶下，4300多名群众脱贫
致富，成为大别山区扶贫名片；广西梧
州，军分区、人武部协调住建、交通、水
利等部门发展黄牛养殖等特色产业，助
力贫困户年增收万余元；高氟水严重的
辽西北地区，军地协同发挥专业力量作
用，解决了 9000 多人饮水和 4000 多亩

耕地灌溉问题……

一份新答卷令人神往

尽锐出战，日新月异。面对新时代
的扶贫答卷，国防动员系统广大官兵信
念坚如磐石，行动坚定有力。

3年前，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
库县全县只有一所幼儿园，学生不到
200人。如今，全县 3648名儿童享受着
免费学前教育。

助学兴教，是青海省军区开展的扶
贫专项工程。多年来，他们广泛开展
“手拉手、一帮一”帮扶活动，通过资助
贫困学生、设立专项助学金、援建红军
小学和八一爱民学校等，为隔断贫困代
际传递打下基础。

有本领和产业支撑，脱贫致富才有
动力。天津警备区为群众开展电商和
专业技术培训，陕西省军区引导群众以
技术或土地入股方式实现家门口就业，
内蒙古军区以“合作社+农户”模式助农
增收……国防动员系统把小农户和大
市场连接起来，把职业培训和务工就业
结合起来，既帮群众树立脱贫信心，又
找到致富门路。

让复退军人成为致富排头兵，是国
防动员系统扶贫一大亮点。第一书记、创
业之星……这几年，在基层组织、田间地
头、作坊车间，复退军人已成为“不走的扶
贫队伍”，带领群众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岁月为犁，不负韶华。国防动员系
统广大官兵激情豪迈、步履铿锵，以攻
城拔寨的勇气和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劲
头，接续贡献力量，造福人民。

尽锐出战，为贫困群众造福兴利
—国防动员系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综述

■本报记者 侯 磊 特约记者 刘国顺 通讯员 蔡永琦

■李克强 20日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确定加
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
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通过《医疗
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草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20日在京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 2017
年中央决算报告、2017 年度审计工作报
告。栗战书出席会议

■栗战书 20日在京与阿塞拜疆国民议
会议长阿萨多夫举行会谈

■栗战书 20日在京会见南非国民议会
事务主席弗罗里克

■韩正19日在天津调研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记者朱
基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 日消
息，经党中央批准，根据党章党规和宪
法、监察法有关规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统一设立派驻机构，名称为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驻纪检监察
组。对驻在部门新设或更名的，派驻机
构名称作相应变更。派驻纪检监察组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负责，履行党的纪律
检查和国家监察两项职责。

据了解，2014 年 12 月，中央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
的意见》，明确通过新设、调整等方式，
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
关派驻监督全覆盖。2015 年 3月，中央
纪委首次向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

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派驻
纪检组。2015年 11月，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
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的方案》，明
确中央纪委共设置 47家派驻机构，实现
对 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
检机构全覆盖。

2018 年 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通过的监察法规定，各级监察委员
会可以向本级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
关、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
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所管辖的行政区
域、国有企业等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
监察专员。此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
设立派驻机构并相应变更名称，是根据
党章党规和法律有关规定深化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的体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设立派驻机构

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胡泽
君 20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次会议作 2017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呈现“国家
账本”的喜与忧。

多位长期关注审计领域的专家学者
表示，这是中央审计委员会正式组建以
来第一份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意义非同
寻常。“绩效”“改革”“民生”“发展”贯穿
报告始终，勾勒出未来国家审计乃至经
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向。

既查账又算账，紧盯钱花

得好不好

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比
上年增长 30.3%、1289 万农村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全年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超
1万亿元……通读审计工作报告，门类
繁多的数据背后，传递出国家审计对绩
效愈加关注的信号。
“从审计情况看，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总

体较好，财政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胡泽
君说，这表现在，经济保持平稳运行，质量
效益持续提升；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补短
板强弱项取得明显成效；积极财政政策有
效实施，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审计查出
问题整改成效较好，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

以绩效为导向，报告也客观揭露出
一些问题：
——抽查发现，8个部门24个项目的

绩效目标脱离实际或指标不够细化；8个
部门14个项目自评结果不实，其中资金使
用率自评100%的2个项目实际支出为零；
——截至 2018 年 2 月底，9 个省份

土地确权资金累计结存 61.46亿元（占收
到额的 44%），部分闲置 1年以上，7个省
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率最高 12%、
最低为零；
——部分扶贫资金和项目监管仍较

粗放，有 28.11亿元被骗取套取或挪用，
举借的 11.75亿元闲置，还有 261个项目
（投资 2.88亿元）长期闲置或未达目标；

——审计35户央企发现，有175项重
大经济决策事项涉嫌违规或盲目决策等，
556项经营管理事项不够规范，共造成资
产损失、损失风险和闲置等203.67亿元。
“无论是钱怎么花，还是钱花得怎么

样，对财政资金的绩效进行监督审计，能
够从各个环节上发现问题、堵塞漏洞。”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审计与风险管理研究
所所长张庆龙说，“这传递出‘花钱必问
效，无效必问责’的明确信号。”

为改革建言，为发展护航

财税金融、国企国资、乡村振兴、社

会保障……当前，一系列关键领域改革
正向深水区推进。国家审计搞得好不
好，关键看能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权力规范运行，
促进反腐倡廉。

报告从多个维度为改革建言，仅在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中，审计机
关就促进建立健全规章制度1076项。

比如，审计机关在调查营改增等落实
情况发现，制造业增值税抵扣链条还需进
一步完善；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审计发现
11个部门和地区的11项“放管服”事项改
革不到位；在国有银行和央企审计中，4户
纳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落实董
事会职权试点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的企
业未及时制定有关工作方案或具体细则。

报告提出，对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财政资金提
质增效尚有较大空间，一些基础性关键
领域改革还需加快推进，重大任务相关
配套措施还需健全完善，正向激励、容错
纠错和约束管控等机制还需同步发力。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
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表示，审计是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审计委
员会正式组建后，审计在助推改革开放、
服务国家治理上将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多方联动，共促整改

查摆问题是审计监督的主要方式，
但不是根本目的。审计的最终落脚点，
是要通过督促整改，完善体制机制，进而
维护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胡泽君在报告中说，目前，审计查出
的突出问题都得到了整改，推动制定完
善规章制度2000多项。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徐绍史表示，要深入分析审计查出问题
的原因，区分违法违规问题、体制机制问
题、历史遗留问题、发展与改革过程中产
生的新问题等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提
出整改的措施和要求，并对整改情况持
续开展跟踪核查。

财政部部长刘昆当天在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 2017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时表
示，审计指出了 2017年预算执行存在的
不足，财政部对此高度重视，特别是对审
计查出问题严肃认真进行整改，深入研
究和采纳审计提出的建议。

南京审计大学副校长裴育认为，要
破解屡审屡犯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应该
通过深化改革，破除“条条”“条块”“块
块”分割局面，调动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
的积极性，形成改革合力。
（新华社北京 6月 20日电 刘红

霞、张弛）

审计“国家账本”三大看点

新华社南京 6月 20日电 原南
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子波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 6月 7日在南京逝世，享年
96岁。

王子波，原名王天伦，河南省新安

县人，1938年 2月参加革命、8月入伍、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
他历任工作员、支部书记、副政治指导
员、政治指导员、组织干事兼总支书记、
营代理副政治委员、团总支部书记、团
副政治委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部
主任、副团长、代理团长、团长、参谋，军
事科学院战术部研究员、室副主任，副
军长、军长等职，参加了白晋、邢（台）沙
（河）永（年）、百团大战、反“扫荡”、反
“蚕食”、反顽作战、桐柏山地区还击战、
中原反围困与东路突围、两淮、盐城、莱
芜、孟良崮、临汝、晋中、太原、秦岭、咸
阳等战役战斗，参加了抗美援朝，为部
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
贡献。

王子波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他 1955 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1964 年晋升大校军衔，曾荣获二级独
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
荣誉章。

王子波同志逝世

王子波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在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校园旁，
王文明衣冠冢静静地坐落在家乡父老
为他修建的“文明园”中。虽然烈士牺
牲已经 88年，但他作为中共琼崖地方
组织、琼崖工农红军、琼崖苏维埃政府
创始人的英雄事迹仍是家喻户晓。

王文明，1894年出生于广东乐会
（今海南琼海），字钦甫。1917 年至
1920 年，在琼崖中学读书时，王文明
参与领导了爱国学生运动，曾被选为
琼崖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抵制日货总
会会长。

1924年秋王文明就读于上海大学
社会系，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不
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到广州，参
与组建琼崖革命大同盟。他广泛团结
琼崖革命青年，以《新琼崖评论》为阵地，
进行革命宣传，为琼崖党组织的建立做
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同年10月，王文明受中共广东区委
委派，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党代表
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讨伐军阀邓本殷的
南征。南征的胜利，结束了琼崖封建军
阀割据的局面。随后，王文明全力投入

琼崖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发展了一批共
产党员。

1926年 6月，王文明在海口主持召
开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国
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被选为地委书
记。他领导开展工农运动，成立广东农
协琼崖办事处，组织农民自卫军；成立琼
崖总工会，组织工人纠察队，为创建琼崖
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文明率
地委机关撤到乐会县第 4区建立农村
革命根据地，他一边抓武装队伍建设，
一边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到 1928 年 1
月，全琼以乐会县第 4区为中心的农
村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党员发展到
17000人，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

1927年11月起，王文明任中共琼崖
特委书记、琼崖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
军）党代表、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
广东省委委员。在琼崖红军遭受严重挫
折的情况下，坚持立足农村进行斗争。

1928年 12月，王文明带领 130余
名红军和琼苏政权机关干部、工作人
员转移到母瑞山区，开辟新的农村革
命根据地。

1930年 1月 17日，王文明因积劳
成疾，于母瑞山病逝，时年36岁。琼崖
苏维埃政府发布《告群众书》指出：王文
明同志不愧为琼崖数百万劳动群众最
爱戴的领袖。他英勇奋斗、吃苦耐劳的
精神，将永远鼓舞工农群众胜利前进。

综观王文明对琼崖革命的作用和
贡献，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
究员邢诒孔认为，“他不愧是‘琼崖工
农群众的领袖’‘如铜似铁的革命家’，
琼崖革命第一人！”

（新华社记者 赵叶苹）

琼崖革命第一人—王文明

王文明像（资料照片）。

6月20日，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区百朋镇万亩荷塘，农民挑着新鲜莲藕走

出藕田。夏至临近，该镇万亩荷塘种植的夏季莲藕喜获丰收，农民们加紧采

摘，供应市场。 新华社发

万亩荷塘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