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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央军委批准

《 习 近 平 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重要论述基层读本》印发部队

总政治部下发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组织学习

张高丽将出席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

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经中央军委批
准，为帮助基层官兵全面学习、理解和掌握习主席
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总政治部组织编印

《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基层读本》。
该书收录习主席 2012年 12月至 2015年 3月期
间的重要文献 36 篇，集中体现了习主席提出的
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
论观点、重大决策部署。近日，总政治部下发

《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
要论述基层读本〉的通知》，对部队学习使用提
出要求。

通知指出，认真学好用好《习近平国防和军
队建设重要论述基层读本》，对于推动学习贯彻
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深入，进一步凝
聚强军兴军的意志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各级
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把
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来抓，不断激发学习贯
彻的热情动力，引导广大官兵在系统学习、领悟
要义、知行合一、转化运用上下功夫，真正做到
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

通知要求，要精心组织学习《习近平国防和

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基层读本》，作为基层理论学
习和“学习践行强军目标、做新一代革命军人”
主题教育活动的基本教材，引导广大官兵不断
深化对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解
掌握，切实用以统一思想和行动，增强贯彻落实
的自觉性坚定性。要针对基层官兵认知特点，用
官兵听得进的话语、愿参与的形式，把理论讲生
动讲明白，在潜移默化中走心入脑。要围绕官兵
关注的热点问题搞好阐释解读，组织干部骨干
面对面答疑解惑，帮助官兵深化理解。军队新闻
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浓厚学习氛围。

新华社北京 5月 21日电 经李克强
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北京市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的批
复》（以下简称《批复》），同意在北京市开
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北京市成为
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

《批复》要求，北京市开展服务业扩
大开放综合试点要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着力推动北京市服务业现代
化和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建立健全
具有中国特色、首都特点、时代特征的
体制机制，构建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服
务业扩大开放基本框架，使北京市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成为国家全方位主
动开放的重要实践，为探索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作出贡献。

《批复》提出，北京市人民政府要加强
组织领导，坚持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
强化试点工作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开放路
径，优先选取服务业发展较为成熟、市场
潜力较大的重点领域先行先试，稳步扩大
试点范围，推进服务业有序开放。注重体
制机制创新，加快市场准入机制和监管模
式改革，推动配套支撑体系建设，激发市
场活力，建立健全服务业促进体系，带动
服务业整体转型升级。

《批复》强调，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
职责分工，积极支持北京市开展服务业扩
大开放综合试点，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
革开放措施。商务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
指导和协调推进，组织开展督查和评估工
作，确保各项改革开放措施落实到位。

国 务 院 批 复 同 意 在 北 京 市
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21 日宣布：27 日至 28 日，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将在重庆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本次对话会以“创新引领行动，推进亚欧互联互通”为主题。柬埔寨副首相因蔡利、斯洛伐克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卡济米尔等将应邀与会。

2015 年 4 月 25 日 14 时 11 分，尼泊尔发生
8.1 级强震，受此严重波及的西藏，遭受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地质灾害。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个个身处险境的
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关心支持下，以勇于担当的
气魄，以甘于奉献的精神，以对人民庄严的承
诺，凝聚起战胜灾害的“中国力量”。

敢于担当，党员干部成为
灾区群众的主心骨

灾情发生后，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作出
部署：全力以赴抢救被困群众，确保受灾群众
的基本生活，做好道路、电力、通讯的抢通保通
工作，严防余震和次生灾害。

奋战在灾区一线的党员干部坚决听从党
的指挥和人民的召唤，冲锋在前。

定日县绒辖乡山高谷深，县长王珅紧急驱
车赶往绒辖乡。行至达仓村，道路被巨石所
阻，王珅便带领众人徒步，在滚石频发的山沟
里攀爬了十几公里，当晚赶到绒辖乡。

安排铲车，打通从达仓村到绒辖乡的道
路；列出灾区急需的帐篷、被褥、食品等清单，
派人连夜赶回县里调运；调运炸药和爆破人
员，清除阻断道路的巨石；将县乡干部分成三
个组，分赴三个村组织抗灾⋯⋯安排好工作，
踏着夜色，他又来到遇难者和伤员家中探望慰
问，带去党和政府的关怀。

抗灾一线，是检验共产党员勇气与担当的
战场。地震 5 分钟后，西藏公安边防总队吉隆
边检站政委尕麻旦增就带着 40 名官兵挨家挨
户展开搜救。余震中，他们手拉手将群众环围
在镇中心的帕巴寺广场上。

为了解救“孤岛”樟木的受灾群众，聂
拉木县公安局政委杰布主动请缨，带领 16 名
干警，徒步向樟木挺进。5个小时里，突击队
跋山涉水，跨越 18 个大塌方，最终在当晚抵
达樟木。

当通往外界的道路打通后，聂拉木县委书
记王平根据上级安排，组织 6000 多受灾群众
和干部职工在 10个小时内撤出樟木镇。

危难关头，党员干部冲在前，人民群众才
能心安。在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时，就是这些敢于担当、认真负责的基层党员
干部第一时间出现在群众面前，让大家有了主
心骨，树立起抗震救灾的信心和勇气。

甘于奉献，党员干部成为
震区不倒的旗帜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极地驰
援、生死营救的特殊战场上，在余震不断、高寒
缺氧的复杂环境下，在生与死、得与失的严峻
考验中，共产党员们坚守救灾一线，以血肉之
躯挺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地震时，樟木镇依山而建的民居左右晃
动，滚石不断坠落。年幼的嘎玛丹增惊恐地站
在街道上，不知所措。西藏公安边防总队聂拉
木边检站共产党员张高勇和朱文喜，几乎同时
跑向了嘎玛丹增。张高勇一把将孩子拉住，护
在身前，但自己却被一块巨石压在了下面，动
弹不得。

定日县绒辖乡左布德自然村，地震时，滚
石砸向村庄，80 户人家的几百栋房屋瞬间被
毁⋯⋯村党支部书记达瓦扎西跑出村委会，看
到的是一片狼藉的景象。他和聂鲁桥边境检
查站站长左月亮一起组织村干部、村民和边防

官兵，用手扒开房顶，先后救出了仓木觉家的
4 个孩子。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达瓦扎西才
顾到自己的家，但 3层楼的房子已经坍塌。

吉隆县萨勒乡通往色琼村和拉比村的道
路因大面积滑坡塌方而中断，吉隆县副县长普
布多吉多次带队转移群众。站在悬崖边，他指
挥群众有序通过。村民普琼带着孩子正准备
通过时，被普布多吉拦了下来，仅仅几秒钟，山
体上方开始滑落碎石，山沟里顿时尘土飞扬，
挡住了视线⋯⋯

默默地坚守，同样需要牺牲和付出。
定日县公安局政委米玛严重痛风，已经递

交了退休申请。地震后，他立即前往绒辖，徒
步挺进震中。在搬运帐篷时，他意外滑倒，右
手腕疼痛，以为痛风所致，一直坚持工作，负责
救灾物资、治安和边境地区管理等事项，利用
空闲输液、针灸。半个多月后，他到医院检查，
发现右手腕是粉碎性骨折，错过了手术治疗的
最佳时间。

庄严承诺，共产党人视
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群众的痛苦，就是共产党员的牵挂；人民
的期盼，就是共产党员的动力。在喜马拉雅深
处，在地震灾区的每个角落，共产党人以实际
行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送去党的关
怀，让人民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在邦色安置点，绒辖乡仓木坚村党支部书
记班久正在帐篷外巡逻，查看山上的滚石。儿
子正在感冒发烧，妻子因在地震中被滚石砸
中，缝了 5 针，头上还裹着纱布。“我们村干部
都忙着救援和转移群众，根本来不及照顾妻
儿 ，心 里 有 点 过 意 不 去。”班 久 腼 腆 地 对 记
者说。

舍小家，顾大家。在地震灾区，许多共产
党员作出了相同的选择。震后，吉隆镇乃村入
党 6 年的尼玛让出已长起绿苗的青稞地，供群
众搭建帐篷，并让运送物资的大卡车从种好土

豆的地里驶过。在他看来，“党员的称呼不是
符号，就是要在大家困难时懂得奉献”。

在吉隆镇卫生院，医生拉巴卓嘎整天忙个
不停，眼睛有些发红，脸色苍白。丈夫在地震
中腿骨骨折，儿子也受伤。但她全身心投入到
工作中，无暇照料亲人。

危急关头，基层党员干部不怕牺牲，兑现
了自己的庄严承诺。

地震瞬间，为避免惊慌的人群被乱石砸
中，发生踩踏，聂拉木边检站官兵手拉手围成
一圈，把近百名群众围在两片塌方带之间的安
全地带。3个多小时，群众增加到了 500 多人，
而这道人墙始终没有松动。

驻守边境的解放军某部，在营房遭受损毁
的同时，组建搜救小组前往人口最密集的樟木
镇迪斯岗村营救群众，共救出 8 名重伤、10 名
轻伤群众。

通往樟木镇的公路，被十几处几十吨重的
巨石阻断，300 多名武警交通、消防和地质专
家等，30 多台大型机械设备和车辆，双向作
业，冒着飞石如雨、塌方不断的险情，全天候轮
班作业，全力清理阻塞路段。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战胜不了的
困难。在世界屋脊巨大的地质灾害中，正是共
产党人勇于担当的气魄和先进坚强的政治本
色，有效团结、动员各方力量，在震级高、灾情
重、救援难度大的困难面前，创造了伤亡人数
相对较少的抗震救灾奇迹。

地震过去 20 多天，在乃村巴桑多吉家，大
女儿丹增普次告诉记者：“地震时，我和妹妹被
压在废墟下，多亏村里的党员干部把我救了出
来。”她 点 起 一 盏 盏 酥 油 灯 ，为 逝 去 的 亲 人
祈祷。

微 风 过 处 ，喜 马 拉 雅 山 区 迎 来 又 一 个
春天。

文/新华社记者 多吉占堆 罗布次仁

薛文献 黄 兴 （参与采写记者 边巴次

仁 拉巴次仁 张京品 魏圣曜 刘洪明）

（新华社拉萨 5月 21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记者徐

硙）“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
活动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央和国
家机关专场报告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
主任袁曙宏作了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报告，这标志着
2015年“双百”活动拉开序幕。

报告会上，袁曙宏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总目标及其实现路径”“正确认识
和把握党和法的关系”“深入推进依法行
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高领导干部法
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等四个方面作了
专题报告。

袁曙宏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
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正确认识和
把握党和法的关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社会主义法
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
社会主义法治。同时，要深入推进依法行
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依法全面履行政
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坚持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等。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
冀平表示，“双百”活动的重点对象是各级
领导干部。2015年的“双百”活动在延续
2014 年部分重大宣讲主题的基础上，新
确定了“领导干部如何做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的模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等5个重大宣讲专题和“增强
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坚持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
施”等5个法治热点选题。

凝聚起战胜灾害的“中国力量”
——西藏地震灾区基层党员干部群英谱

2015 年“双百”法治宣讲活动启动

上图 5 月 15 日，从地震重灾区樟木镇转移到日喀

则安置点内的受灾群众。

右图 5 月 15 日，一名武警战士把一名孩子从车上

抱下，送往安置点。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本报北京 5月 21日讯 记者韩秉志

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
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全国工商联今天在京共同组织召开视
频会议，对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
见》，推进新时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
进行部署。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
把握《意见》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自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
来，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好《意见》
部署的各项任务。要着力解决当前劳动
关系突出矛盾，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妥善解决部分企业不依法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问题，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过程
中劳动关系处理的指导规范。要创新劳
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关系矛盾调处
机制，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机制，创新
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体制机制。
要进一步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立法工作，全
面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加强普法宣传
教育，全面推进劳动关系领域法治建设。
要加强对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教育，支持
企业健康发展，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良好环境。

会议指出，各级工会要把握在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中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和切
入点，充分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
本职责，推动健全劳动关系工作机制，
推进企业民主管理，更好地组织服务职
工、教育引导职工，加强与各方协调配
合，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各级企联要
推动企业积极实施雇主责任标准，牢固
树立对企业自身负责、对职工负责、对
社会负责有机统一的思想，不断完善用
工管理等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管
理制度，建立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各
级工商联要深入开展以守法诚信为重点
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推动优化非
公有制企业发展环境，引导非公有制企
业转型升级，认真履行劳动关系协调职
能，充分发挥协商调解作用，积极推动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推动非公有制
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组织实施工作，进
一步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
同、企业和职工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体
制，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
推动当地党委、政府在今年年底前制定
出台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的实施意见，落
实企业和劳动者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主
体责任，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的工作合力。

贯 彻 落 实《 关 于 构 建 和 谐
劳动关系的意见》视频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北京商
事制度改革又有新进展。5 月 20 日，北
京市商事主体登记“三证合一、一照一
号”试点在石景山区正式展开。北京嘉
利新宏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学岭成
为领取新版“三证合一”营业执照的第
一人。

所谓“三证合一”，就是将企业登记
时依次申请，分别由工商部门核发工商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核发
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部门核发税务登
记证，改为一次申请、合并核发一个营业
执照。新执照集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和税务登记 3项功能于一身。

与以往不同，“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上，除公司名称、类型、住所、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等内容外，还多了一个“登记
号”。这个由 24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的登
记号由营业执照号、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税务登记证号整合而成，具有唯一性，相
当于企业的“身份证号”。

“三证合一”能给企业带来哪些好
处？王学岭说，以前开公司需要先到工
商部门核发工商营业执照，然后到质监

部门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再到税务部
门核发税务登记证，有一摞需要填写的
材料和一叠最终拿到手的各类证件。即
使手续齐全，全办下来也要 20 多天。
现在，可以拿着材料到工商的三证联办
窗口，只进行一次申请，三个证照就能
合并核发成一个营业执照，三五天就能
办好。

北京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证合一审批系统对工商、质检、税务、
统计部门所需填报的信息进行了整合重
组，申请人仅需在网上一次填写申请信
息，实现一表填报电子化。这使企业办
理各类证照的时限由原来的近 30 个工
作日缩短至 3个工作日左右。

石景山工商分局相关负责人解释，
企业统一使用“登记号”后，工商、税务、
质检等监管部门将基于“登记号”达成数
据交互共享，为今后“大数据”管理奠定
坚实基础，在加强税收征管、实施信用惩
戒、严格市场退出等方面强化部门联动，
同时形成监管合力。“只要在系统中输入
一个号码，监管部门的信息都是共通
的。”

北京市商事制度改革又有新进展

首张“三证合一、一照一号”营业执照颁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