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南京10月12日电 南京大屠
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消息
在南京大屠杀史学界引起热议。对于日方
近期对申遗结果“遗憾”及要求修改世界
记忆遗产制度的无理言论， 专家们表示，
申遗成功，有利于加强对这段伤痛记忆的
保护与研究。这段人类文明的浩劫对全世
界具有启迪意义，给和平更多启示。

当地时间9日晚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宣布将47项文献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其中
包括中国提交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这标志
着世界对这段历史的认知达成共识。

然而，此前一再否认历史并多次阻挠
我国申遗的日本右翼分子并未就此止步，
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示抗议。日本外务省
10日发布“新闻官谈话”质疑中方申报材
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指责教科文组织未
能保持中立和公平，将要求教科文组织进

行制度改革，不再被“政治利用”。
申遗主要发起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 南京大屠
杀史档案与一般的历史档案不同， 它作为人
类创伤性记忆的一部分，对人类文
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与
警示意义，符合世界记忆遗产的定
位。因此，申遗成功是非常客观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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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丽娟 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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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日召开会议，审议通
过了党内两大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以道
德为“高线”，以纪律为“底线”，进一步扎紧
了管党治党的“笼子”。

2010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从八个方面对党员领
导干部提出了52个“不准”，是党员领导干部廉
洁从政的重要遵循。2004年出台的《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则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的原则，是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保障。

党规党纪是管党治党建设党的重要“法
宝”，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加以完善，才能为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供制度保证。

上述两大法规出台以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央突出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加大反腐惩恶力度，强化巡视监督，切实解
决好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丰富
的实践为党内法规制度创新奠定了坚实基
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修订两大法规，汲取了
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纪
律检查体制改革实践成果的制度化，体现了
党内法规建设的与时俱进。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的信息不难看出，
这次对党内两大法规的修订， 一个旨在树立道
德的“高线”，一个旨在划清纪律的“底线”———

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准则紧扣廉洁自
律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
作风，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为党员和党
员领导干部树立了看得见、 摸得着的高标
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情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打虎”“拍蝇”、正
风肃纪，初步形成了“不敢腐”的氛围。下一步，
如何使绝大多数党员进一步达到“不想腐”的
境界？修订后的准则着眼于此，重申了“党的理
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既是向广大人民
群众作出的郑重承诺， 也是为8700多万党员
树立的道德“高线”。而这一道德“高线”也并非
脱离实际、高不可攀，而是一个实事求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高标准”。

谈到条例的修订， 政治局会议则指出，
条例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
生活纪律，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
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纪律是党的生命，从严治党关键在严格
执纪。但纪律的“底线”究竟应当划在哪里

呢？现行的纪律处分条例中，相当一部分条
款是对国家法律法规的重复。如果说国法是
公民的“底线”，那么党员的“底线”就必须严
于国法，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
定的。这次对条例的修订，就体现了“纪严于
法、纪在法前”的原则，明确提出政治纪律等
六项纪律，形成了高于国法的“负面清单”，
从而划清了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对党内两大法规采
取了“一揽子”修订的方式，分别确立了广大
党员应当遵循的道德“高线”和不能触碰的
纪律“底线”，德法相依，相辅而行，必将有助
于探索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
效机制，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
供坚强纪律保证。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今年7月份以来， 民政部、 公安部
等多个部委接连下发通知，专门整治各领
域滥开证明现象，明确规定了一些不再开
具的证明。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一些地
方， 不少机构对证明材料的需求并未减
少，上了禁开清单的证明依然不得不开。

有民政部门一天
开具150多份婚姻记录证明

9月中旬，民政部下发通知，从9月15
日开始将不再开具（无）婚姻记录证明。记
者10月9日采访了解到，在北京、上海、成
都等地，目前民政部门已经停止办理（无）
婚姻记录证明；在郑州、长春等地，一些基
层民政部门表示“尚未接到具体通知”，仍
然可以办理。郑州市金水区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主任郑建刚告诉记者，目前一天仍开
具150份左右。

此外， 社区作为出具各种证明的“大
户”， 也有明确通知要求减负。7月13日，民
政部、中组部印发通知，明确指出“各职能
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职责范围内的
证明核实事项不得要求社区出具证明”。记
者近日到一些社区实地走访发现， 开证明
依然是社区最耗费精力的业务之一。

南昌市天赐良园社区居委会党支部
书记吴晓华为记者算了算要开的各类“奇
葩”证明：交警查扣无法证明来源的摩托
车，要居民来社区出具“买车发票丢了”证
明；居民在家中死亡，火化时要社区出具

“人死了”证明；有关部门提拔干部，需要
社区开具“人品证明”……

吴晓华说，虽然政府出台文件要为社区
减负， 但地方尚无相关配套文件和细则出
台，这些“奇葩”证明还是只能为居民开具。

“新规”之下需求仍然旺盛

采访中，记者采访银行、房产中介等
基层部门和单位发现，虽然民政、公安相

关开具证明的“新规”已经广为所知，但由
于种种原因，对于证明材料甚至“奇葩”证
明的需求量依然很大。

———法规制度有要求， 依规必须开。
目前，北京的基层民政部门已不开（无）婚
姻记录证明，但一些证明需求方并没有更
改相关规定。 记者8日致电北京链家地产
官方客服了解到，目前该公司没有接到任
何通知，房市交易仍按以前的相关手续办
理，买房依然需要（无）婚姻记录证明。

———信息交流瓶颈难突破，只能用“证
明”来证明。中国工商银行鄂尔多斯分行工
作人员赵鹏表示，虽然银行已了解相关部门
不再开具亲子关系证明，但是目前上级部门
并未出台新规免去证明要求。由于银行无法
查询客户完整的户籍信息，如果两个人并不
在一个户口簿上，仅凭户口本也很难确证亲
属关系，出于对客户财产安全的保护，同时
也为化解可能潜在的经济纠纷，在办理如提
取过世老人存款等业务时，还是会要求出示
类似“我妈是我妈”的证明。

———诚信体系不完善，为避虚假信息
离不开证明。此前不少地方曾出现已去世
老人由他人继续代领养老金、有人提供虚

假信息骗取低保等情况，导致国家利益受
损。有基层干部认为，领取养老金要社区
出具“人还活着”等“奇葩”证明，虽然给老
百姓带来了麻烦，但也是无奈之举。

证明“瘦身”应强化便民意识

多位专家表示，证明繁多增加群众办
事负担，要彻底解决滥开证明问题，不仅
要落实“新规”，堵住出口的“塞子”，更要疏
导好要证明的需求，不能把群众夹在一面
要证明、一面不给开的尴尬境地。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
长付诚表示，信息化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
可能和便利，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
的信息壁垒，建设切实可行的信息共享平
台，减少开具证明的种类和环节。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丹丹
认为，简化证明还需要全社会强化信用体
系建设， 加大对不诚信行为惩处力度，让
所有人意识到不能造假、不敢造假，弱化
相关部门、单位在照章办事中潜在的连带
风险，降低证明的非必要成本。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国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
将于16日在北京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论
坛并发表重要讲话。

自2007年起， 国务院扶贫办和联合国驻华系
统在每年的扶贫日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目
前已举办7届，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国际发
展机构交流减贫经验、分析减贫形势、应对贫困挑
战、 共商减贫合作的国际性平台。 今年论坛主题
为：“携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

习近平将出席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

据新华社湖北仙桃10月12日电 10月12日，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蒋洁敏受贿、 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法庭认
定被告人蒋洁敏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 犯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犯国有公司人员
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十六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同
时，对蒋洁敏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财物和滥
用职权使他人获取的非法利益予以追缴， 上缴国
库。蒋洁敏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蒋洁敏一审
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12日电 瑞典皇家科
学院12日宣布， 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
学家安格斯·迪顿，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
的研究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迪顿的
研究横跨了消费的许多不同领域，主要解答了消费者
如何对不同物品分配开支、社会收入及其留存比例，以
及如何最好地衡量和分析福利与贫困等问题。

迪顿1945年生于英国爱丁堡，1974年从英国剑
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拥有英国和美国国籍。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800万瑞典克朗
（约合92万美元）。 经济学奖是今年揭晓的最后一个
诺贝尔奖项。

迪顿获得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紧接1版）《条例》 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
纪律、生活纪律，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
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会议强调， 我们党是有革命理想和铁的纪
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
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严明党的纪律，要把严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 不管违
反哪方面纪律，任其发展，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
政基础，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各级党委要担当和
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准
则》和《条例》办事，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把党规
党纪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
上。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维护党规党
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敢于担当、敢于较真、敢
于斗争，保证把纪律和各项党内法规执行到位。
各级纪委要全面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 以贯
彻《准则》和《条例》为契机，探索建立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为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树立道德“高线” 划清纪律“底线”
中央政治局会议“一揽子”通过党内两大法规

“奇葩”证明为何高烧不退
———各部委开证明“新规”落实情况追踪

新华视点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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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史专家驳斥日方无理言论

南京记忆给和平更多启示

新华社莫斯科10月11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11日表示，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所有军事行动
都是执行预定计划， 而非临时起意， 俄方愿同
其他伙伴国家开展共同行动。

当日普京在接受俄罗斯电视一台采访时表
示， 俄罗斯为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做了充分
的准备。 俄军在需要的时间、 地点， 集结了足
够数量的军力和装备， 进行了长时间的侦查，
并对所得信息进行比对。 俄罗斯、 叙利亚、 伊
朗、 伊拉克此前建立的信息中心也为俄军提供
额外的信息支持。

普京说， 俄罗斯在同以色列、 美国、 土耳
其创建叙利亚问题工作小组方面均有一定进
展。 俄方拥有叙合法政府的援助请求， 所以当
前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形成联合阵营最简单
的方式是美国主导的联盟加入俄罗斯的行动
中。 虽然各方就这一问题尚未达成一致， 但俄
方不会失去对此的希望。

采访中普京再次强调俄方不会派出地面部
队参与打击。 他表示， 俄军事行动的任务是稳
定合法政府的局势， 为寻找政治出路创造条
件。 在军事行动前通知相关各方， 正是俄方有
意开展协同行动的体现。

俄罗斯9月30日起协同叙利亚军方对叙境
内的极端组织目标实施空袭。 10月8日， 叙政
府军宣布开始在俄空袭掩护下发动大规模地面
进攻。

普京：

俄在叙军事行动
早有预案

10月12日，福建向金门地区供水工程在福建省泉
州晋江市龙湖镇正式开工，让长期缺乏淡水资源的金
门地区同胞期盼整整20年的自大陆引水计划实现突
破。根据此工程规划，福建向金门地区供水水源来自泉
州市晋江流域，由晋江金鸡拦河闸引水至晋江市龙湖
水库，上游有山美水库作为调节，经龙湖抽水泵站抽水
输水至围头入海点，再经海底管道输送至金门。

图为位于晋江市龙湖镇的龙湖水库，是福建省第
二大天然地面水库，水库的水质优良（10月10日摄）。

新华社发

福建向金门供水项目开工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1
日就土耳其发生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向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闻贵国安卡拉发生爆炸事件，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
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伤员及遇
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强调，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强烈谴责这一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 中方愿同土
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1日就土耳其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向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致慰问电。

李克强表示， 惊悉贵国首都安卡拉发生爆炸
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
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伤员
及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中方谴责一切形式的恐
怖主义， 支持土耳其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安全
稳定、 打击恐怖主义所作的努力。

就土耳其爆炸事件

习近平向土总统
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土总理致慰问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