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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十九届四中全会10月28日~31日召开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24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
24日召开会议，研究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
全体会议于10月28日至31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
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
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
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九届
四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
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
听取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
有关方面和党的十九大代表
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
为决定稿主题鲜明、重点突
出、措施有力，同时提出许多
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要全面
梳理、深入研究、集思广益，
切实把文件制定好。

会议强调，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
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
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
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
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
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
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有力保证。

会议指出，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
们党成立100年时，在各方
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

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
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
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
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会议指出，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
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央统
一领导下进行，科学谋划、精
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
进。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
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
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
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
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
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

河南地区岗位最高报录比为1608∶1
2020年国考大战正式拉开帷幕 考录人数、报考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2020国考总报名人数
为1297843人

截止到2019年10月24
日 17:00（国考报名第 10
天），全 国 总 报 名 人 数
1297843 人 ，全 国 待 审 核
188342人，已审核1109501
人。“小伙伴们不要被巨额的
数字吓到，因为纵观近几年国
考招录情况可知，全国每年都
有几十万人放弃考试，2019
年国考有127.19万人通过审
核报名成功，但实际参加考试
的人数只有92万人，大约有
35万人弃考，占报名成功总
人数的27.5%，2018年国考
有52万人弃考，占报名成功

总人数的31.33%，这样说来，
国考弃考率如此之高，坚持到
最后也许你就赢啦！”河南华
图张金国校长称。

华图大数据统计，2019
年国考平均报录比为63∶1，
其岗位最高报录比高达4040
∶1，今年竞争激烈只增不减，
预计全国综合报录比高达
54:1（鉴于还在资格审查期，
以报名总人数计算），今年你
参加考试的胜算有多大呢？

河南总报名人数
为43303人

据数据显示 2020年国
考从报名第一天起到报名结

束，报名总人数一路飙升，截
止到24日17：00（国考报名
最后1天），河南总报名人数
为 43303 人，待审核 4409
人，已审核38894人。

河南各部门招考人数差
别较大，最多的国税河南税务
局招录975人，最少的河南省
监管局仅招录1人，报名人数
为512人，报录比为512∶1，
所以也造成河南省监管局成
为本次国考河南招录所有部
门中竞争比最高的部门。

郑州地区报录比达66∶1

张金国表示，郑州作为
省会城市，一如既往成为众
多公考生的宠儿，截至国考
报名最后一天17:00，其报名
人数已经高达11337人，本
次国考郑州招聘173人，其
报录比现已高达66∶1，在河
南18个地市中，报录比也是
稳居第一。

接着，紧跟郑州之后的是
新乡、濮阳、焦作，其报录比分
别是：52∶1、46∶1和43∶1，总
体来说，与河南其他地市相
比，郑州竞争压力最大，但并
不是郑州所有岗位竞争压力
都很大，比如新乡有一岗位报
录比高达1608∶1，远高于郑
州所有岗位的报录比。

河南岗位最高报录比
为1608∶1

今年国考报名再次出
现严重的冷热不均状况，部
分岗位极受考生们的青睐，

华图公考老师宋焕焕表示，
整理数据时发现，新乡市邮
政管理局一岗位从第一天
起一直“霸居榜首”，24日依
然独占鳌头，此岗位招聘1
人，现已报名1608人，报录
比居然高达 1608:1。总体
来说，新乡市邮政管理局的
招录岗位对学历和专业的
限制相对宽松，对基层工作
年限和服务基层项目时间
基本没有要求，报考条件限
制少、岗位前景好是此岗位
成为今年河南最火爆的岗
位的主要原因。

接着，郑州黄河河务局惠
金黄河河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滑县税务局和河南银保监局
紧跟其后，三个部门的报录比
分别为1025∶1、286∶1和205
∶1，竞争同样十分激烈。

张金国校长在此提醒大
家，本次国考于 10月 24日
18：00截止报名，但报名工作
并未真正结束，10 月 24 日
18:00~10月26日18:00，还
属于报名资格审查时间，需要
提醒大家的是，报考申请未审
查或者未通过资格审查的，不
能再改报其他岗位。请报了
名且未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
耐心等待，资格审查通过后速
速交费，以免耽误考试。

“国考一年一次，错过
这次再等一年！错过应届
生身份，便失去了保护伞，
上岸只会更难！”张金国提
醒道。2020年国考大战正
式拉开帷幕，此次考试招录
人数和报考人数都再创新
高，想必今年国考竞争会异
常激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数据来源：华图大数据

中国营商环境
全球排名
升至第31位

新华社北京10月 24日电
世界银行于北京时间24日上午
发 布《全 球 营 商 环 境 报 告
2020》，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
继去年从此前78位跃至46位，
今年再度升至第31位，跻身全
球前40，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
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
大经济体。

“中国为改善中小企业的
国内营商环境做出了巨大努
力，保持了积极的改革步伐，在
多项营商环境指标上取得了令
人赞许的进步。”世界银行中国
局局长芮泽说。

世界银行自2003年起每年
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选取
10项评估指标对全球190个经
济体的营商环境评分排名。该
报告评估样本为各国常住人口
最多的城市，其中11个人口过
亿国家选择两个常住人口最多
城市评估。2018年起，报告评
估期调整为上年5月至次年5
月。

今年中国的营商环境评估
在满分100分中得分77.9，世行
打分依据是北京、上海两市及
有关部门于2018年5月2日至
2019年5月1日推出的优化营
商环境改革措施，中国有9个指
标领域的改革举措获世行认
定，其中8项指标排名上升。

以办理建筑许可为例，中
国全球排名从去年的121位跃
升至33位，提升了88位，京沪
两市推出的简易低风险建筑项
目免于环评备案改革、建立分
类监管和审批制度及压缩供排
水报装时间等改革举措，推动
两地平均办理建筑许可全流程
耗时缩至111天，获该指标质量
指数满分15分，高于东亚地区
132天和9.4分的平均水平。

根据报告，中国保护中小
投资者指标全球排名比去年提
升36位至第28位，办理破产排
名提升10位至第51位，跨境贸
易排名提升9位至第56位，纳
税排名提升9位至第105位，获
得电力提升2位至第12位，执
行合同排名提升1位至第5位，
开办企业排名提升1位至第27
位。

据介绍，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今年以来，国务院
有关部门和京沪两市政府对标
国际先进水平，迄今已推出130
余项相关改革举措，进一步增
强了我国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
力。

10月24日下午6时，2020年国家公务员
考试报名通道关闭！截至10月24日17:00，总
报名人数达1297843人，全国待审核188342
人，已审核1109501人；其中河南总报名人数为
43303人，待审核4409人，已审核38894人。
河南岗位最高报录比高达1608∶1。

河南省岗位报名数据出炉！以下为详细数
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