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2015年12月31日电 最高检31
日消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
法对环保部原党组成员、 副部长张力军以涉嫌
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
作正在进行中。

最高检依法决定
对张力军立案侦查

中国第二艘航母躁动胎腹
国家有关部门拟于2016年启动国防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电
2015年12月31日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上，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就建造第二艘
航母、 国防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等问题
回答了记者提问。

中越、中韩国防部直通电话开通
杨宇军介绍，12月31日上午，中越、中韩

国防部直通电话正式开通。 中国国务委员兼
国防部长常万全分别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军委副书记兼国防部长冯光青和韩
国国防部长韩民求举行了首次通话。

在与冯光青通话时， 常万全说， 中方
重视中越防务领域交流合作， 愿与越方共
同努力， 认真落实两党总书记重要共识，
努力将高层共识转化为具体成果， 妥善管
控分歧， 推动中越两军关系在新的一年取
得更大发展。

在与韩民求通话时，常万全说，中方愿继
续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和朴槿惠总统达成的重
要共识，加强两军交流合作，推动两军关系持
续发展，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

国防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拟启动

杨宇军表示， 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关于建立事权和支出
责任相适应制度的精神， 国家有关部门正在
研究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 国防领域事权划分相对清晰和规范， 但
目前也还存在一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适
应形势发展的地方。 据了解， 国家有关部门
拟于2016年启动国防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 这一改革将进一步明晰各级政府在国
防领域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有利于促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有利于促

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
中国军队将赴境外反恐

杨宇军说，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公敌，
中国历来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积极
参与国际反恐合作。 反恐法对中国人民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境执行反恐任务作了明
确规定， 这也与中国宪法、 国家安全法等
法律对武装力量职能任务的规定相符合。
军队和武警部队出境执行反恐任务， 要遵
守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 遵循国
际关系准则， 并充分尊重当事国的主权。
至于今后军队和武警部队是否赴境外反恐，
将根据国家统一部署作出安排。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对台军售
杨宇军表示，我们推动台海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 他强
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

总后政委刘源上将任职期满
杨宇军介绍， 经习主席和中央军委批

准， 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任正大军区职满10
年， 根据军官法和任免条例有关规定免职，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中国第二艘航母正在大连建造
杨宇军说， 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广

阔的管辖海域， 保卫国家海上方向安全， 维
护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是中国武装力量的
神圣职责。 有关部门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后， 启动了第二艘航空母舰研制工作， 正在
自主开展设计和建造。

杨宇军介绍， 这艘航母完全由我国自主
开展设计，正在大连进行建造，排水量约为5
万吨级，采用常规动力装置；搭载国产歼-15
飞机和其它型号舰载机， 固定翼飞机采用滑
跃起飞方式； 舰上将配有满足任务需要的各
型设备。第二艘航母的设计和建造吸收了“辽
宁舰”科研试验和训练的有益经验，在许多方
面将有新的改进和提高。 今后关于这艘航母
建设的相关进展情况，我们将陆续发布。

责任编辑 肖丽娟 孟姣燕

据新华社北京2015年12月31日电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2月31日上
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新年茶话会。 党和国
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
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同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首都各族各
界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2016年元旦。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大幕已经拉
开， 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的艰巨任务落
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 冲刺是咬紧牙关的时
候，是屏息聚力的时候，是比拼意志的时候。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军， 每一个
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要拧成一股绳，以必胜的信心、昂扬的斗志、
扎实的努力投身新的历史进军， 朝着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
人民团体，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干部和各界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
官兵和公安干警，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
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
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友人，致
以节日的祝福，祝大家新年好。

习近平指出，2015年， 是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很不平凡的一年。 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济增长继续居于世
界前列，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了
新进步。 我们加快推进各领域改革，2015年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101个重
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中央有关部门完成
153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改革成果415
条， 改革呈现全面发力、 纵深推进的良好态
势。我们深入贯彻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部署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我们重点抓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彰显了有腐必惩、有贪

必肃的决心，进一步赢得党心民心。
习近平强调，这一年，我们隆重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并进行阅兵，鲜明昭示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正义理念和民族意
志。我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依法办
事，加强内地同香港、澳门的交流合作。我们
积极推进两岸关系，实现两岸领导人会面。我
们推进全方位外交， 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
音、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
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随着“十二五”规划全面完

成，我国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
们要全面贯彻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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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确保“十三五”开好局、
起好步。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
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我们要坚持“九二共

识”，保持两岸关系正确发展方向。我们要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扩大同世界
各国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巩固和
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坚持和完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不断为事业发展凝聚人心、增添力量。人民政
协要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茶话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
协主席俞正声主持。

2016年1月1日 星期五06 时 事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俞正声主持

图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茶话会并观看演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2015年12月3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31日互致新
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普京总统和俄罗斯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美
好的祝愿。习近平表示，2015年，中俄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双方共同举办第二
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庆祝和纪念活动，开展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
作，深化两国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密切在
国际事务中的协作，推动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
取得新的丰硕成果，促进了两国发展，促进了世
界和平与发展，为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注入了正能量。希望双方在新的一
年里携手努力， 弘扬中俄世代友好的和平理念，
增进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将双方高水平的
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更多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
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普京表示， 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密切交往和
合作， 进一步推进俄中关系全方位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2015年12月31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12月31日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
夫互致新年贺电。

中俄元首
互致新年贺电

据新华社北京2015年12月31日电 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
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
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

充分彰显中共
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决心

“‘三严三实’是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
和作风的继承和发扬。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谢经荣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为全
党加强作风建设起到重要指引作用，必将带
动全社会良好风尚的提升。

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平认为， 习近平总书
记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好“三严三实”表
率， 体现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严从
实的鲜明执政风格，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作
风建设上一鼓作气、一抓到底的决心和恒心。

为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提供有益借鉴

“‘三严三实’不仅是对中共各级领导
干部的要求， 也是对民主党派各级干部的
要求。 ”民革中央副主席修福金说，民主党
派干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
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同样应该把
思想认识统一到“三严三实”的要求上来，

切实改进民主党派的工作作风， 切实加强
自身建设。

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蒋作君说， 致
公党中央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自身建设再上新台
阶， 做适应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政党。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认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带头践行“三严三实”，
充分彰显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 立言立行的一贯风格和精神境
界， 既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和榜样， 同时也
为各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 加强自身
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有益借鉴。

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黄志贤表达了自己

的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 的
重要论述已经成为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 促进
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重要思想政治基础和行动
指南， 将为民主党派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中更加积极有为地履职尽责， 搭建更加宽
广的平台， 创造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龚建明说， 随着“三
严三实” 专题教育扎实深入开展， 必将推进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事业持续向前发展。

把“三严三实”作为共同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社深圳2015年12月31日电 深圳市宝
安区人民检察院31日发布消息称，该院以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 依法对深圳市益相龙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龙某美、 副总经理于某
利，以及光明新区红坳受纳场现场监督员、调度
员等共11人批准逮捕，并要求公安机关加大侦
查力度，尽快抓捕在逃的其他主要犯罪嫌疑人。

深圳滑坡事故
相关责任人被批捕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历史大幕已经拉开

据新华社北京2015年12月31日电 2016年
1月1日出版的 《求是》 杂志第1期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讲话 （节选）》。

习近平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的讲话 （节选）》 共分四个部分。 第
一部分， 深刻分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的形势。 讲话强调， 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 不是新一轮大干快上， 不能靠粗放
型发展方式、 靠强力刺激抬高速度实现“两个
翻番”。 我们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而且
要考虑更长远时期的发展要求， 加快形成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式。 第二部分，
着重阐明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 讲话强调
指出，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这五大
发展理念， 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 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
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也是针对我国发
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这五大发展
理念相互贯通、 相互促进， 是具有内在联系的
集合体， 要统一贯彻， 不能顾此失彼， 也不能
相互替代。 第三部分， 着重阐明需要下大力气
破解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
题， 主要是： 第一， 转方式， 着力解决好发展
质量和效益问题； 第二， 补短板， 着力解决好
发展不平衡问题； 第三， 防风险， 着力增强风
险防控意识和能力。 这些既是我们必须完成的
任务， 也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 第四部分，
着重阐明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以新的发展理念
引领发展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

2015年12月31日， 中外游客在上海新天
地庆贺即将到来的2016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