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刘子川

电话：0715－81287706版
2018年12月28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纵览天下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
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
公开和优化政务服务的决策部署，实施网
络强国战略，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
大力推进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

发展，持续提升政府网上履职能力，努力
建设利企便民、亮点纷呈、人民满意的“指
尖上的网上政府”。到2022年，形成全国
政务新媒体规范发展、创新发展、融合发
展新格局。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以内
容建设为根本，不断强化发布、传播、互
动、引导、办事等功能，为企业和群众提供
更加便捷实用的移动服务。通过政务新
媒体推进政务公开，强化解读回应，积极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加强政民互动，创新

社会治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突出民生
事项，优化掌上服务，推动更多事项“掌上
办”。

《意见》提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及国务院部门应当开设政务新媒
体。一个单位原则上在同一个第三方平
台只开设一个政务新媒体账号。严格按
照集约节约的原则统筹移动客户端等应
用系统建设，避免“一哄而上、一事一端、
一单位一应用”。对功能相近、用户关注
度和利用率低的政务新媒体要清理整

合。要严格内容发布审核制度，坚持分级
分类审核、先审后发，严把政治关、法律
关、保密关、文字关。第三方平台要强化
保障能力，持续改进服务，为政务新媒体
工作开展提供便利。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
认识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做好政务新媒体
工作的重大意义，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加
强与宣传、网信、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协调，
共同做好发布引导、舆情应对、网络安全
等工作。

国办印发《意见》

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

把好食品安全关
净化市场迎元旦

12 月 27 日，武邑县食品和市场监督
管理局执法人员在一家超市检查肉类销
售人员的健康证。

临近元旦，河北省武邑县食品和市场
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节前市场大检查，对
超市、农贸市场等场所销售的各类食品进
行严检细查，确保节日期间食品安全。

据新华社

俄罗斯

美国从叙撤军有助于缓解局势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27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

人扎哈罗娃近日表示，美国从叙利亚撤军有助于该地区
局势的全面缓解。

扎哈罗娃当天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近日
决定从叙利亚撤军，俄方正在密切关注该决定的执行情
况。俄方清楚美方从叙撤军的重要性，该决定有助于地
区局势的全面缓解。另一方面，俄方目前尚不清楚美国
从叙利亚撤军的日程。

她还指出，美方在从叙利亚撤军后应向叙政府移交
其军队撤出的领土，但是目前尚没有美叙双方就此磋商
的消息。

俄罗斯《消息报》21日援引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
话说，俄方对美方从叙利亚撤军存在疑问，不过，从别国
撤出非法驻军，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美国白宫19日称，随着在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的战事取得成果，美国已开始撤回驻叙美军。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12月27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
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
例》以党内基本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政
法工作作出规定，把党长期以来领导政法
工作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是坚持

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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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要求，
是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
重要举措。

会议指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
法工作条例》，要制定配套规定，健全体制
机制，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确保政法工作沿着正确方
向前进。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本地区政法
工作的领导，研究解决好政法工作中的重
大问题。党委政法委要发挥好牵头抓总、
统筹协调、督办落实等作用。政法机关党
组（党委）要加强对本单位政法工作的领
导，履行好职责。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

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
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保证司法机关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是党的明确主张。各
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支持政法各单位依照
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接第一版）
2018年3月，罗强和工行同事转战厦

铺镇青山村，启动新一轮驻村扶贫工作。
5组村民黄崇飞是智力残障的贫困户，今
年种的红薯大丰收，但由于销路不畅，打
出来的红薯粉卖不出去，黄崇飞很是着
急。罗强知道情况后，又发动市县工行系
统的职工同事爱心认购，解决了黄崇飞的
困难。

村民黄良谷说，就在前天，罗强答应
为村民销售400多斤薯粉，还奔波于各家
各户，到处借装薯粉的袋子。

“眼下，70袋薯粉已经装好了，但是
再也等不到罗主任亲自上门来取了
……”黄良谷眼含热泪。

西湖村村支书黄鹏程说，老罗把贫困
户的事看得比自己家的事还重要、还过细
……

“农村没有产业，农民没有收入来源，我们
这些驻村干部压力大啊！”

面对着村里经济基础薄弱，生产生活
条件落后的现状，罗强和同事们制定了

“培植脱贫产业、改善人居环境”的脱贫思
路，向上争取相关政策资金，发展符合条
件的种养殖产业。

西湖河河滩资源多，为了充分利用闲
置资源，工作组整合产业资金7万元，引
进白芨种植项目。为将河滩改造成适合
白芨生长的沃土，罗强和工作队员们一
起，发动村民积极投工投劳，人工肩挑背
扛，捡除河滩石头，挑运农家鸡粪，终于建
成了6亩白芨基地；同时，罗强多次带领
干部群众到通城县学习白芨种植技术，如
今，基地里的白芨长势良好，明年就会收
益，每亩预计产值可达到10万元，带动10
余户贫困户增产增收。

看到村里光照资源充足，罗强和同事
们又决定发展光伏发电产业，带动更多贫
困户“借光”增收。2016年，驻村工作组
整合37万元项目资金，一期50KW的发
电站如今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期220
KW光伏电站已完成场地选址和招投标
等前期工作。

西湖村二、六组两个村民小组由于居
住环境偏远，地势较高，正常饮水出现困
难。罗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方面，他
们工作组积极争取专项资金25万余元，
另一方面，他多次顶风冒雨进入深山老沟
里寻找水源。选定水源后，罗强和村民们
一起肩挑背扛，将水管扛到山中铺设。在
他们的努力下，困扰两个组多年的饮水难
问题得到解决，126户524人彻底告别了
挑水喝的历史。

西湖村原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破旧狭
小，不能满足群众办事需要，选址重建新
活动中心一直是党员群众关心的一大难
事。罗强及工作组和村两委干部一起，就
选址问题逐户上门做工作。 2018年8月
28日，西湖村新党群活动中心建成落地，
群众办事方便多了。

在罗强眼里，发展产业才是解决脱贫
的根本之道。

在他厚厚的几本扶贫日记中，大多都
是抓产业的点点滴滴。“发展产业，是驻村
干部最大的压力，也是贫困村最大的希
望。”

在西湖村开展驻村帮扶的700多天
时间里，他始终在为村里产业经济发展忙
碌奔波。村里建成枣园60亩，红薯基地
127亩，带动养牛户20余户，如今该村已
拥有金丝皇菊、白芨等主导产业，50KW
村级光伏电站已并网发电，50亩黄桃基地
已完成前期工作。今年，西湖村顺利完成

贫困户整体脱贫的目标。

“我要在退休之前，看到家乡全体群众脱
贫摘帽的这一天！”

工行咸宁分行驻村第一书记焦金发
哽咽着讲述了罗强生命的最后一天：

上午8时，罗强去西湖村与驻村第一
书记陈英杰联系年度扶贫工作对接；下午
2时，与泉山支行行长联系帮贫困销售蜂
蜜和购买生猪事宜；3时，与村干部到工行
援建的青山光伏电站安排建安全围网；4
时，与村组干部到湾下黄桃基地勘址；6
时，到3组通知农户分装苕粉条；7点，按
电话后赶到村里参加基地定址会议，8、9
时，回驻地与农户座谈……

“罗强每天的工作都是以小时计、以
分钟计啊！”熟悉他的人都这样说。

今年3月，随着驻村工作任务的调
整，工行咸宁分行单独成立扶贫工作组进
驻厦铺镇青山村开展帮扶工作。分行领
导考虑到罗强已经58岁，到了快退休的
年龄，打算改派其他干部接手驻村帮扶工
作。

罗强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找到
工行领导，再度请缨：“我是通山人，驻村
扶贫3年多时间，对村里的情况很熟悉，
此外，今年是通山县扶贫攻坚摘帽年，换
别人下来可能上手没有那么快，就让我干
到通山脱贫摘帽那一天吧！……”

于是，罗强毅然拒绝了组织的好意，
马不停蹄赶到与西湖村10里之隔的青山
村。

2月28日上午，罗强和同事们上山
光伏电站勘址，重重地摔了一跤，满脸是
血。行领导知情后要他迅速回温泉治
疗。他说：“我这一来就回去不好啊，一点
小伤不碍事的！”经过简单包扎后继续工

作。一直到四天后，他才回温泉中心医院
补缝了5针，打了破伤风针，又回到扶贫
岗位上。

“他工作讲原则。”西湖村村支书黄国
维回忆道，当时，有些不符合条件的村民
提着礼品上门，请求将其纳入贫困户的名
单，但是罗强不仅不接受群众的人情吃
请，还主动劝说相关村民，让其自愿打消
申请贫困户的念头。2015年底，经过严
格摸底评定，西湖村共评选出贫困户100
户、308 人，无一户是“人情户”、“关系
户”。

青山村1组组长乐正德说，“老罗每
周规规矩矩在村里五天四夜，从来不‘走
读’”。

青山村妇联主任陈翠华是工作队驻
地的房东，她说，工作队都是自己开伙做
饭，基本不上餐馆宴请客人吃饭，就连工
行领导下村检查工作，也是他亲自下厨。
有时候，群众主动上门送一些新鲜蔬菜，
他会按价付钱，不占群众任何的便宜。

市工行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朱峰，谈
到罗强和他的家属时总是两眼湿润。他
说，这段时间，罗强的爱人吴萍强抑悲痛，
却总是告诫家属“不能跟组织添麻烦”。
得知罗强不幸去世，村里有人赶到殡仪馆
看了老罗最后一眼，有的送了慰问金，吴
萍都请组织代她如数一一退还，吴萍说：

“老罗是在扶贫第一线倒下的，村里还很
困难，这钱我不能要”。女儿罗潇说，“父
亲是为工作倒下的，为我们留下了好品
德、好家风。”

罗强走了，他没有看到脱贫摘帽那
一天，没有走到工作退休那一天。但他的
事迹、他的精神，将激励千千万万干部和
群众，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山区人民早
日过上美好新生活而努力奋斗！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
27日从商务部获悉，为保障2019年两节
期间的市场供应，商务部将采取包括加强
产销对接、重点保供猪肉市场等措施，以
促进节日消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当天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针对节日期间消费需求多
样化的特点，以及可能出现的低温寒潮等
影响市场不稳定的因素，商务部已经指导
地方根据当地市场情况，重点保障粮油肉
菜禽蛋奶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
应。同时，完善应急措施，确保节日市场

供应充足稳定。
高峰介绍说，商务部重点做好猪肉市

场的保供工作，启动猪肉市场监测日报制
度，适时组织中央和地方储备投放，增加
猪肉供给，提升保供能力，做好猪肉及其
替代品的市场供应。

为保障市场供应，商务部还将发挥信
息引导作用。高峰说，在出现极寒天气、
雨雪冰冻灾害、价格大幅上涨等情况时，
商务部将第一时间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
监测日报制度，及时发布供需信息，更好
地引导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的消费。

商务部

着力保障2019年元旦春节市场供应

韩国

2019年将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据新华社首尔12月27日电 韩国银行（央行）近日

发布年度货币政策报告，表示2019年将维持宽松货币政
策，以支持国内经济复苏、实现既定通胀目标。

报告说，综合考虑韩国国内经济形势和通胀趋势等
宏观经济因素，以及家庭负债累积等金融风险，央行决
定明年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报告认为，按照目前的预测结果，韩国经济增长率
将保持稳定。韩国央行将密切关注经济下行风险，包括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变化以及贸易摩擦等，适时
调整货币政策。

韩国央行今年11月底把基准利率从1.50%上调至
1.75%。这是该行时隔一年后再次加息，旨在遏制家庭
负债规模膨胀以及房地产市场过热。

乌克兰

结束部分地区“战争状态”
据新华社基辅12月27日电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近日宣布，开始在乌部分地区实行为期30天的“战争状
态”正式结束。

据乌总统新闻局公布的消息，波罗申科说，结束乌
部分地区“战争状态”的决定是基于对乌当前各领域安
全局势的分析结果做出的。在“战争状态”实施期间，乌
通过重新部署部队、提高备战协调能力、增加军事后备
役人员和武器装备等，从“根本上加强了国家面对新威
胁的防御能力”。

波罗申科还强调，“战争状态”没有对乌正常社会经
济运行秩序和人权状况造成任何不利影响。

2014年3月以来，因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及和乌
克兰东部地区冲突问题，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急剧恶
化。2018年11月25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刻赤海峡发
生冲突，俄方扣留3艘乌海军舰只和24名军人。乌克兰
最高拉达（议会）于11月26日通过总统令，宣布乌克兰
10个与俄邻近的地区进入为期30天的“战争状态”。

印尼

提高喀拉喀托火山警戒级别
据新华社雅加达12月27日电 印度尼西亚27日将

位于巽他海峡中的喀拉喀托火山警戒级别提高至仅次于
最高级的第三级，并要求所有经过火山附近的航班改道。

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在当天发布的一份
公告中说，基于火山活动不断增强，该中心从当地时间
27日6时起将喀拉喀托火山的警戒级别从第二级提升
至第三级，把火山的危险区域从火山口周围2公里扩大
至5公里，并禁止游客和民众进入。

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表示，火山活动可能
会喷出大量火山灰，建议当地民众准备好口罩，并提醒
民众保持镇定，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消息，不听信谣言。

印尼交通部当天表示，喀拉喀托火山的喷发没有对
附近机场的正常运营造成影响，也没有机场因火山喷发
而关闭，不过飞经火山上空的航班须按照要求改道。

喀拉喀托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
的巽他海峡，是活火山，目前处于活跃期。22日，喀拉喀
托火山喷发间接引发巽他海峡海啸，已造成至少430人
死亡、159人失踪。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火山喷发和海啸
灾害频繁。

巴基斯坦

将进一步加强反恐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2月27日电 巴基斯坦内政部

长谢赫里亚尔·汗·阿夫里迪近日说，政府将自明年3月
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综合反恐行动，加强打击恐怖主义
和极端主义势力。

阿夫里迪当天在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回应当地媒体
有关巴安全局势的问题时表示，政府将与军方及安全机
构等加强磋商，进一步完善“国家行动计划”，并更好地
实施这一计划。

阿夫里迪说，政府还将更好地发挥巴国家反恐局作
用，加强其在反恐斗争中情报搜集、统筹协调等职能，更
好地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努力铲除它们对国家安
全带来的威胁。

25日夜间，巴基斯坦统一民族运动党一名前领导人
在其位于卡拉奇的住宅附近被两名袭击者枪杀，加之近
期当地恐怖袭击活动有抬头之势，引起当地民众和舆论
对安全局势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