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解放軍報》報道稱，由軍地聯
合研發的 「預備役部隊快速動員系統」近日在廣
州警備區投入使用，使預備役人員集結時間縮短
近半。

近年來，他們聯合地方科技研究院所研製出
20 項信息化成果，有力推進戰鬥力生成模式轉
變。

前幾年，廣州警備區在探索軍民融合式發展
時意識到，圍繞主線推進軍民融合式發展，必須
把出發點和落腳點放在提高戰鬥力上。為此，他

們將指揮網與地方政府的森林防火、防汛抗旱、
道路監控等信息網絡融為一體，並與各區縣人武
部和預備役團互聯互通，形成上下相聯、軍地互
通的指揮通訊網絡，實現資源共享和信息互通，
指揮效能提高數倍。

警備區充分發揮軍地技術兼容的優勢，先後
與廣東省移動等5家高科技企業和華南理工大學
等3家院校簽訂合作協議，聯合開展課題攻關，
研製開發出信息化成果20項，各類軟件30餘套
，數據庫10餘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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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共召開 「十八大」 在即
，繼軍方高層大幅換將後，多個省（市、
自治區）武警總隊主官也出現調整。特別
的是，根據國務院與中共中央軍委會指令
，新任武警總隊軍事主官稱謂將由總隊長
改為司令員；這套由司令員與政委形成的
雙主官制。

多省武警總隊主官調整
比照軍方 總隊長改稱司令員

陳茂輝擬任汕頭市委書記

【本報訊】據央視網消息：武警新疆
兵團指揮部 25 日在烏魯木齊召開升格命
令大會。武警部隊副政委吳云峰中將宣布
，武警新疆兵團指揮部升格為副軍級，邸
明任武警兵團指揮部司令員，吳玉科任武
警兵團指揮部政治委員。

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兵團黨委書記、
政委車俊表示，武警兵團指揮部升格為副
軍級，是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從維護
新疆社會穩定需要和武警兵團指揮部建設
全局出發作出的重要調整，是對兵團重要
地位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武警兵團指揮
部幾代官兵辛勤工作的結果。兵團黨委相
信，調整後的武警兵團指揮部全體官兵一
定能把部隊全面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車俊指出，近年來，武警兵團圓滿完
成以執勤、處突、反恐為中心的各項任務
，為維護國家安全和新疆社會大局穩定、
保障各族人民安居樂業作出了突出貢獻。

調整等級着眼維穩
車俊要求，新時期，武警兵團指揮部

要加強思想政治建設，從思想上、政治上
建設和掌握部隊，為推進新疆跨越式發展
和長治久安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以優異成
績迎接十八大勝利召開。

吳云峰指出，武警兵團指揮部編制等
級調整，是中央軍委和武警部隊黨委從兵
團武警部隊所處的戰略地位、肩負的特殊
使命出發，着眼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維護新疆地區長治久安作出的重要決策
，對於進一步優化指揮部領導管理體制、
指揮體制和部隊編成結構，進一步加強重
要方向、重點地區部隊建設的領導力量，
更好地履行黨和人民賦予的職責使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義。希望武警兵團指揮部各
級黨委領導和機關，深刻理解認識這次編
制等級調整的戰略意圖和重要意義，以實
際行動堅決擁護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正確
決策。

新疆武警總隊下有設兵團支隊，後升
格為武警新疆兵團指揮部，為正師級。

解放軍級別分為軍委主席級、軍委副
主席級、軍委委員級、正大軍區級、副大
軍區級、正軍級、副軍級等共16級。

【本報訊】據中新社二十七日消息：中共中山市委
副書記、市長陳茂輝擬任汕頭市委書記，提名為汕頭市
人大常委會主任候選人。現任汕頭市委書記、市人大常
委會主任李鋒，另有任用。

陳茂輝曾任團省委副書記，2000年4月起，先後任
陽春市委書記，清遠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清遠市委副
書記，省政府副秘書長（參加對口援川工作，擔任省工
作組組長）。

廣東省廣晟資產經營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陳
良賢擬任中山市委副書記，提名為中山市市長候選人。
陳良賢曾任廣東物資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2000年6月
任廣東物資集團公司副總經理、黨委委員，2005 年 10
月後任廣東物資集團公司董事、總經理、黨委副書記，
董事長、黨委書記，2012年4月任現職。

武警總員額120萬
【本報訊】中

國人民武裝警察部
隊組建於1982年6
月 19 日，由內衛
部隊和黃金、森林

、水電、交通部隊和公安部領導的公安邊防、
消防、警衛部隊所組成，總員額約120萬人。
內衛部隊由各總隊和機動師組成。

武警總部現設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和
各專業警種指揮部。司令部下設作戰部、情報
部、警務部、訓練部、警種部、通信部、裝備
部（與解放軍各部隊單設裝備部不同，武警部
隊的裝備部門隸屬於司令部）、直屬工作部；
政治部下轄組織部、幹部部、宣傳部、聯絡部
、群工部、人民武警出版社；後勤部下設軍需
部、財務部、軍事交通部、營房部、油料部、
衛生部。

【本報訊】據新華社二十七日報道：遼寧省海洋與
漁業廳透露，歷時2個多月的努力，中國海監遼寧省總
隊完成了國家海域動態監視監測管理系統的接入工作，
遼寧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省、市兩級海監機構全部接入

海域動態專網的省份。
據了解，國家海域動態監視監測管理系統是海域管

理部門直觀掌握海域資源開發、利用和管理狀態的技術
支撐體系，具備較為完善的海域管理決策支撐能力和信

息資源。
10 月，中國海監遼寧省總隊、遼寧省海域與海島

使用動態監視監測中心、國家海洋技術中心工作人員組
織各市海監機構和海域動態監視監測中心相關人員，完
成了省市兩級海監機構的海域動態專網接入工作。海監
機構接入海域動態專網將使遼寧省海洋行政執法工作效
率大大提高，實現海域管理與執法信息共享，使海域動
態監測系統在海洋行政執法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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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總隊主官人事調動
姓名

孫建鋒

王珠鋒

魏剛

魏建國

王碧含

劉振所

王愛國

徐國巖

邸明

吳玉科

馬榮輝

現任職務

武警海南總隊司令員

武警海南總隊副司令員

武警海南總隊參謀長

武警浙江總隊政委

武警廣西總隊司令員

武警山西總隊政委

武警山東總隊政委

武警黑龍江總隊政委

武警兵團指揮部司令員

武警兵團指揮部政治委員

武警上海總隊政委、
黨委書記

原任職務

武警海南總隊參謀長

武警後勤部基建營房部副部長

武警海南總隊後勤部部長

武警貴州總隊政委

武警福建總隊參謀長

武警黑龍江總隊政治部主任

武警部隊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武警江蘇總隊政治部主任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七日電】《2012 省級地
方政府效率研究報告》27 日在北京師範大學發布。報
告顯示，與2011年相比，2012年我國31個省級地方政
府效率總體趨好，大多數省級政府效率有所提升。

報告對 31 個省區市的政府效率進行了打分排名，
成績單顯示，江蘇、北京、山東位居前三名。與去年相
比，江蘇蟬聯第一，北京前進一位，獲得第二。

報告同時指出收入差距正呈現全範圍、多層次的擴
大趨勢，城鄉居民收入比已達到4.6倍，而國際上最高
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
與最低的相差 15 倍左右；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
迅速擴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 18
倍左右，是社會平均工資的 128 倍。中國前 400 位富
豪的財富佔GDP的比重在2010年就已經達到10.45%。
而美國前 400 位富豪佔 GDP 的比重到 2011 年才超過
10%。

五大社會鴻溝亟待消除
專家認為，中國追求高增長與高效率的同時，社會

發展愈加不平衡，社會鴻溝逐漸加深。業已形成的制度
鴻溝、收入鴻溝、數字鴻溝、區域發展鴻溝和基本公共
服務均等化鴻溝，亟待決策層在十八大上提出切實有效
的解決方案。

胡錦濤主席在此前723講話中強調： 「綜合分析當
前國內外形勢，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對前所
未有的挑戰，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
機遇期。」報告也指出，在中國社會進入 「矛盾凸顯期
」的新時代背景下，發展過程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
持續問題十分突出。由於長期以來中國政府追求高增長

與高效率，社會發展不平衡，階層之間、地區之間、城
鄉之間的社會鴻溝日漸加深，形成政府效率悖論。報告
認為，消除社會鴻溝需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提升省級
政府效率，創新社會管理，培育中產階層。

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唐仁武院長向大公報
表示： 「如何消除鴻溝，將成為一個決策層所需面對的
最主要主題，這也是十八大及今後十年中國決策層所需
面對的最主要挑戰。」

報告強調，消除社會鴻溝，需要確立和諧社會價值
取向，提升省級政府效率，轉變政府政績觀念，重構政
府政績觀念，提升政府效率評價體系，創新社會管理，
培育中產階級。中國社會的和諧發展，社會鴻溝的消除
，在注重效率的同時，必須更加注重社會公平。

省級地方政府效率總體提升
重鑄公平促消除社會鴻溝

央視網消息稱，10 月起，海南、浙江、廣西、
山西、山東、黑龍江、上海等省市陸續調整武警總隊
將領。其中包括孫建鋒被任命為海南武警總隊司令員
，戴建國任浙江省武警總隊政委，王碧含任武警廣西
總隊司令員，劉振所任山西省武警總隊政委，王愛國
任武警山東武警總隊政委，徐國巖任武警黑龍江省總
隊政委，馬榮輝調任武警上海總隊政委、黨委書記。

實行司令員及政委雙主官制
今次調整，武警總隊軍事主官將比照軍方職稱，

實行司令員及政委雙主官制，未來不再使用總隊長稱
謂。部分 10 月前履新的武警總隊軍事主官早已改稱
司令員，但部分主官仍沿用總隊長稱謂。

據介紹，武警海南省總隊 20 日舉行宣布命令大
會。武警部隊政委許耀元上將宣讀了國務院、中央軍
委的命令，任命海南省武警總隊參謀長孫建鋒為海南
省武警總隊司令員。

會上還宣布，原武警部隊後勤部基建營房部副部
長王珠鋒為海南省武警總隊副司令員，省武警總隊後
勤部部長魏剛為總隊參謀長，省武警總隊原總隊長張
明義、副總隊長蔡衛華因達到服役年限退出現役。

浙江省武警總隊 21 日宣布，根據命令，戴建國
將任浙省武警總隊政委，省武警總隊原政委陳國楨另
有任用。

浙江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李強出席大會並講
話，充分肯定武警總隊長期以來為推動浙江科學發展
、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山西擔負十八大「護城河」
25 日，武警廣西總隊宣布，武警廣西總隊總隊

長李勇退休，武警福建總隊參謀長王碧含任武警廣西
總隊司令員。

武警部隊副司令員薛國強中將說，十八大即將召
開，各級要充分認清形勢，深刻把握當前工作的特殊
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狠抓各項工作
落實，不斷推動部隊建設發展進步。

同日，山西省武警總隊宣布命令大會在太原舉行
。受武警部隊黨委委託，武警部隊副司令員戴洪生宣
布，任命劉振所為武警山西總隊政治委員，原政治委
員劉建華同志達到服現役最高年齡退出領導崗位。省
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建明指出，山西總隊作為首都
的 「護城河」部隊，一定要為黨的十八大順利召開創
造安全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武警山東省總隊 26 日宣布，王愛國出任武警山
東省總隊政治委員，原政治委員張洪運退休。

省委副書記王軍民指出，近年來，武警山東省總
隊忠實履行職責使命，各項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全
省各級黨委政府要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武警山東省總
隊的建設和發展，共同把部隊各項工作做好。希望武
警山東省總隊忠實履行職責使命，努力把武警山東省
總隊各項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此外，武警黑龍江省總隊宣布，武警黑龍江總隊
政治委員唐本高達到服現役最高年齡光榮退休；徐國
巖提任黑龍江總隊政委、黨委書記。

31個省級政府效率總體趨好
●省級地方政府效率標準化值排名由低到高，大致呈
現 「東部─東北部─中部─西部」 階梯型分布趨勢

●省級政府效率排名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具有一定的
正相關性

●與2011年相比，2012年31個省級地方政府效率總
體趨好，大多數省級政府效率總體趨好，大多數省
級政府效率有所提升；省級地方政府效率變化的區
域特徵減弱，中部6省政府效率提效率表現尤為突
出，西部12省級地方振幅效率有待進一步提升

●2012年政府效率排名上升最多的是湖北省，政府
效率下降最多的是青海省，山東、遼寧安徽分別是
東部、東北部、中部效率提升較快的省級政府。

▲在追求高增長和高效率的同時，社會發展不平衡
，階層之間的社會鴻溝日漸加深，形成政府效率悖
論 網絡圖片

▲福建組織武警、森警、消防和省軍區等單位聯合
演練地震災害緊急救援 新華社

▲武警官兵荷槍實彈，現場警戒銷毀毒品 資料圖片

▲新疆邊防總隊300名學生10日完成兩個月的訓練授予武警學員警銜，成為新疆邊防總隊預提警官 中新社

「圓夢九天─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壯麗航程
」展覽 27 日在上海開幕，全景展示載人航天工程
的發展歷程，重點展出神舟四號返回艙、長征二號
F運載火箭模型等一批珍貴展品。 新華社

圓夢九天圓夢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