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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4 月 16 日出版
的第 8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
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文章强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
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
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
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

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文章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

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
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以文培元的使命。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
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章对做好新形势下文化文艺工作、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坚持
与时代同步伐。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
三，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第四，坚持用明德
引领风尚。

文章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70 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
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
诗。希望大家深刻反映 70 年来党和人民的
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 70 年历史性变
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
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
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预防犯罪工作条例》，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围绕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坚持政治建

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焦服务
备战打仗，深刻把握预防犯罪工作特点规律，
科学规范预防犯罪工作基本任务、职责分工、
主要措施、工作制度、防范重点，对于维护部
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巩固和提高战
斗力、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新修订的《条例》，分总则、职责、主要

措施、工作制度、工作重点、战时预防犯罪
工作、奖励与处分、附则，共 8 章 94 条，是
做好部队预防犯罪工作的基本依据。按照
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总原则，

《条例》科学界定军委政法委员会、各级党
委、战区级以下单位党委政法委员会、军政
主官等在预防犯罪工作中的职责，逐级细
化任务分工，构建党委主责、政法部门主

管、机关各司其职、官兵广泛参与的工作格
局；总结近年来部队新鲜经验，研究提出预
防严重暴力犯罪、涉枪涉弹案件和职务犯
罪等方面的制度措施；贯彻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领导责任制有关要求以及军队实行党
的问责工作规定，增加“履职问责”和“案后
追责”条款，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工作
末端落实。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令发布新修订的

《 中国人民解放军预防犯罪工作条例》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印发
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
党组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
执行。

通知指出，2015 年 6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
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
行)》，对推进党组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挥
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
党章修正案对党组职责作
了充实，进一步明确了党
组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任
务和要求，对条例予以修
订完善。

通知强调，《条例》全
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党章为根
本遵循，充分体现近年来
党组工作的理论、实践和
制度创新成果，回应党组
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
求，实现党组制度的守正
创新。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严格贯彻执行

《条例》，确保党组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
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的重要作用，确保党始终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组
开展工作，要以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
提高履职尽责的政治性和
有效性，自觉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全面落实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
履行领导职责，充分发挥
领导作用，不断提高领导
水平。各级党委及其组织
部门、有关党组(党委)要
对照《条例》规定，对党组
的设立，该规范的严格规
范，该清理的认真清理。中
央办公厅要会同中央有关部门抓好《条例》的宣传解读、学习
培训和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
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改进党组工作，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更好发挥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
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组是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
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领导
机构，在本单位发挥领导作用，是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
要组织形式。

第三条 党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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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切实履行
领导职责，充分发挥领导作用，不断提高领导水平，确保本单
位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确保党始终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四条 党组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担当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贯彻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组活力和坚强有力，推动形
成良好政治局面；

(四)坚持依据党章党规开展工作，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
动；

(五)坚持正确领导方式，实现党组发挥领导作用与本单
位领导班子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相统一。

第五条 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组工作的领
导。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领导。

党委组织部门负责党组设立审核、日常管理等方面的具
体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党的机关工委和其他工作机关根据职
责做好相关工作。

第二章 设立

第六条 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
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有党员领导成员 3 人
以上的，经批准可以设立党组。

第七条 下列单位一般应当设立党组：
(一)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
(二)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除

外)、直属事业单位；
(三)县级以上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
(四)中管企业；
(五)县级以上政府设立的有关管委会的工作部门；
(六)其他有必要设立党组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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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中铁十二局集团的建设者操作机械在京雄城际铁路李营段施工。当日，北京至雄
安城际铁路开始铺轨。

京雄城际铁路是连接北京市区、北京新机场和河北雄安新区的重要轨道交通线，正线全长
92 . 4 公里，全线设五座车站。按照施工计划，京雄城际铁路预计 7 月份开始进入试运行调试阶段，9
月份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同步开通运营。届时，旅客搭乘高铁列车从北京西站出发到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仅需 20 分钟。 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京雄城铁

开始铺轨

白洋淀，曾是英
雄雁翎队伏击日寇的
主战场，镌刻着鲜明
的红色印记。历史与
未来在这里交汇。如
今，这里是雄安新区
生态建设重要战场，
书写着中国改革开放
的新传奇。

红色精神

依然闪闪发光

四月的白洋淀，
春风拂面，新苇吐绿。

今年 68 岁的王
木头每天一大早就来
到村口的码头，摇着
小船走水路到白洋淀
抗战纪念馆上班。作
为讲解员的他，白洋
淀畔的红色故事讲了
一辈子。

“雁翎队，是神兵，
来无影，去无踪。千顷
苇塘摆战场，抬杆专
打鬼子兵……”王木
头说，这首记录抗日
战争期间雁翎队神勇
表现的民谣，至今仍

在白洋淀一带传唱。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

143 个淀泊星罗棋布，3700 条沟壕纵横交
错，是天然的游击战场。王木头说，不甘心做
亡国奴的淀区人，拿起猎枪、渔叉、大抬杆土
炮，组成了雁翎队。

打鬼子、端炮楼、除汉奸……从 1939 年
成立到 1945 年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安新县城，
雁翎队由最初的 20 多人发展到 120 多人，与
敌军交战 70 余次，击毙俘获日伪军近千人。

雁翎队打鬼子的故事，鼓舞了一代又一
代人。“多年来，听我讲解的游客超过了 200
万人次。”王木头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雁翎
队，我会一直讲下去，直到讲不动为止。

70多年后，“雁翎队”精神，依然闪闪发光。
雄安新区的设立，让白洋淀旅游热愈发

升温。2018 年，白洋淀景区接待游客量达到
270 . 9 万人次。

不仅红色文化在传承，还有活跃跃的创
造。王木头说，大家现在都为新区建设而奋斗。

让“华北明珠”重绽风采

年初，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传来：2018 年
白洋淀淀区主要污染物浓度实现“双下降”，总
磷、氨氮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35 .16%、45 .45%。

47 岁的安新县赵庄子村村民赵辉说，白
洋淀能变干净，他的渔网被清除值了。

白洋淀对于维护华北地区生态环境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誉为“华北之肾”。但上世
纪 60 年代起，受气候干旱、上游断流等因素
影响，白洋淀干淀现象频发。粗放式发展更使
白洋淀陷入了污染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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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凌广志、王晖余、吴茂辉

在中央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一周年之际，海南省委通过了《中共
海南省委关于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全岛自由贸
易试验区为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下坚
实基础的意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
进全面开放高质量新格局的加快形成。

多项“全国率先”彰显开放魄力

4 月 11 日，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第二批制度创新案例发布。海口海关探索将
境外游艇入境担保纳入关税保证保险范围，
在全国率先实施境外游艇入境关税保证保险
制度，大幅降低了境外游艇入境成本。

海南游艇业开放近期还开创了另一项
“全国率先”：海南省对境外游艇开展临时开
放水域审批试点，减少了审批层级，简化了
审批流程，成为全国首个开展此业务的试点

省份。
去年以来，一系列“全国率先”的海南开

放政策相继落地。如实施 59 国人员入境旅游
免签政策，截至今年 2 月末，已有 30 余万名
外国人免签赴海南旅游，同比增长 12 . 9%；
外资试点设立经营演出经纪机构和演出场所
经营单位审批权下放海南。

旅游消费领域开放政策进一步放宽，助
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海南离岛免
税每人每年累计免税购物限额从 1 . 6 万元
增加到 3 万元，且不限次数。统一岛内外居民
待遇，乘轮船离岛旅客享受离岛免税政策。新
增设海口、博鳌两家免税店。

海南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式上
线运行自由贸易账户，数千家企业开设账户，
沪琼两地自由贸易账户实现业务联动。“这是
海南金融业国际化的一次重要尝试，为有实
力的企业走向国际化提供通道。”中国银行海
南省分行行长常冰雁说。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国家标准版覆盖海
空港口岸并拓展至海关特殊监管区，海南“单

一窗口”特色功能已初步上线，如将游艇入
境申报和全流程监控纳入“单一窗口”办
理，在全国率先实现邮轮游艇全方位无缝
监管。

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加快建立

在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
会上，海南借助年会组织开展了 30 多场和
外商的“一对一”会谈等活动。

海南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制度，引进外资举措成效初显。
去年 4 月 13 日以来，签约项目 230 个，注
册项目公司 106 家，其中世界 500 强 27
家，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 8 家知名专
业服务机构入驻。

牛津大学计算机系系统安全中心主任
艾文·马丁诺维奇越来越喜欢海南。“这里
不仅有绝佳的生态环境，更有着罕见的区
块链场景应用需求，还有开放包容的政策
环境。” （下转 5 版）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建设开放高地
海南加快推进全面开放高质量新格局形成

试飞 60 年

铺就中国通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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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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