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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2日 星期五20 时 事

�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近日， 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了《关于经济建设
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
明确了新形势下军民融合发展的总体思路、
重点任务、政策措施，是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意见》明确，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
展的主要目标是：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
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使经济建设为国防
建设提供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国防建设为经
济建设提供更加坚强的安全保障。 到2020年，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更
加成熟定型，政策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重点
领域融合取得重大进展，先进技术、产业产品、
基础设施等军民共用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基本
形成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领域资源共享
体系、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军民
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军队
保障社会化体系、国防动员体系。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基本原
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国家主导，注重融
合共享，发挥市场作用，深化改革创新。

《意见》提出，加强基础领域统筹，增强对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整体支撑能力。 统筹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考虑军地需求，综合

运用重要资源。
加强产业领域统筹， 建设中国特色先进

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
改革，进一步打破行业封闭，立足国民经济基
础，突出核心能力，放开一般能力，推进社会
化大协作，推进军工企业专业化重组。推动军
工技术向国民经济领域的转移转化， 实现产
业化发展。 积极参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高技术产业。

加强科技领域统筹，着力提高军民协同创
新能力。 完善军民协同创新机制，加大国防科
研平台向民口单位开放力度，推动建立一批军
民结合、产学研一体的科技协同创新平台。

加强教育资源统筹， 完善军民融合的人
才培养使用体系。加强军地教育资源统筹，充
分依托普通高等学校、 武器装备研制单位储
备新兴专业人才， 对承担军事人才培养任务
的地方单位，国家在条件建设、财政投入、表
彰激励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加强社会服务统筹， 提高军队保障社会
化水平。 建立健全军地统筹衔接的公共服务
体系， 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人保险保
障体系，完善军地医疗卫生资源共享机制，深
化军队住房制度改革。 地方党委和政府要积
极支持军队建设和改革， 进一步发挥双拥工
作服务保障作用。

强化应急和公共安全统筹， 提高军地协
同应对能力。 统筹推进军地应急保障装备设
施建设， 明确军地应急保障装备设施合作途
径及任务分工，改善军地应急力量训练条件，
加强人才队伍、科技研发能力建设。

统筹海洋开发和海上维权， 推进实施
海洋强国战略。 统筹兼顾维护海洋权益，制
定国家海洋战略， 实现开发海洋和维护海
权的有机统一。

维护国家海外利益。 切实维护国家海外
经济利益和其他重大利益， 保护海外中国公
民和机构的合法权益。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
行动，深化国际军事交流合作。

《意见》要求，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加强统一领导，
搞好军地协调。 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各
级党委、政府和军事机关的共同责任。加快建
立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军民融合领
导机构，健全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
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
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
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

规范需求对接，促进资源共享。按照研究
提出、分析论证、归口上报、综合平衡、审核确
定、 落实反馈的程序， 建立军地需求对接机
制。 军地业务主管部门共同拟制发布资源共

享目录，制定资源共享办法，构建资源共享平
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军地资源合理流
动和优化配置。

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 中央和
地方财政部门要按事权划分， 落实军民融
合发展资金保障，健全完善配套政策。 军地
联合组织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公
益性的重大工程， 着力推出一批军民融合
重大项目和举措。

健全法规标准，加强监督评估。坚持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充
分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提
高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化水平。 加快推进军民
融合发展综合性法律立法， 清理现行法规制
度，修订完善交通、信息、测绘基础设施等领
域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意见》最后强调，军地双方要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四个意识”、强
化改革创新、 强化战略规划、 强化法治保
障， 自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
度思考问题、推动工作，把军民融合的理念
和要求贯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全过程，
按照职责分工抓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
合发展工作，一件一件督导推进，确保责任
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印发《意见》

推动经济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 � � � 上一秒，9岁的肯尼亚女孩阿利娅·穆
阿利姆还在不慌不忙地收拾摊位， 为提前
卖光所有大饼而兴奋不已； 下一秒， 一枚
“狱火”导弹就击中她背靠的那栋房屋。

阿利娅年幼的生命在风中消逝。
这是英国无人机反恐题材电影《天空

之眼》中催人泪下的一幕。
近年来，在巴基斯坦、在也门、在索马

里……难以数计的无辜平民在美国发动的
无人机袭击中遭遇伤害、死于非命。 在“反
恐”大旗下制造的一幕幕悲剧，在美国国内
和海外引发一波波抗议浪潮。

“国家发动的恐怖主义”
穆罕默德·卡维里听到爆炸声时，一切

已经太迟。
也门首都萨那，2013年1月的一个午

后，阿里开车拉着朋友外出兜风。
没多久，一声冲天巨响炸裂萨那上空。
当时，阿里的哥哥卡维里正和亲友闲聊。

“听到爆炸声，我们迅速冲出屋子，到达爆炸
地时，阿里的车已被炸毁，一直在燃烧”。

车上8人全部遇难，尸体都被烧焦。“这是
我一生中最悲惨最痛心的时刻”，卡维里说。

这样从天而降的悲剧，连绵不断。
今年5月21日，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阿

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尔在巴基斯坦境内
命丧美国无人机“定点清除”行动。

有媒体注意到， 被曼苏尔临时雇用的
巴基斯坦籍司机穆罕默德·阿扎姆也在袭
击中丧生。 阿扎姆有7名亲人，除了妻子和4
个不满10岁的孩子， 还有双目失明的母亲
和身体残障的哥哥。 一家人全靠他当出租
车司机养家糊口。

开斋节期间， 阿扎姆的哥哥卡西姆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弟弟死后的第一个
开斋节，大家都在走亲访友、互相问候，他
们来我家却是为了慰问和哀悼。 美国人毁
掉了阿扎姆一家。 ”

美国内华达州克里奇空军基地， 民众
举着“无人机：国家发动的恐怖主义”的标

语牌抗议游行。 克里奇空军基地被认为是
美军全球无人机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精准打击”纯属谎言
有数据显示， 近年来美国至少在全球9

个国家执行了数百次无人机袭击行动。 无人
机已经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验项目发展成
美国在海外依赖度很高的空中打击力量。

美国政府一直标榜，无人机具有“异乎
寻常的精准打击能力”。

白宫今年7月1日发布的数据称，2009
年至2015年，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
亚3个战区以外地区共发动473次袭击，其
中大部分是无人机袭击， 这些袭击仅导致
64名至116名平民死亡。

事实果真如此吗？
多家关注美国无人机袭击的非政府组

织和智库质疑白宫发布的数据， 认为平民
死亡人数被大大“缩水”。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新闻调查社”的
记者杰克·塞尔告诉新华社记者，“新闻调
查社” 记录的美国无人机袭击致死平民人
数在380人至801人之间， 这个数字比美国
政府发布的数字高出数倍。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
研究人员莱塔·泰勒牵头调查了2009年至
2013年美国在也门实施的7起无人机袭击。
通过实地走访袭击发生地并采访目击者、
遇难者亲属和也门官员，该组织确认，袭击
造成57名至59名平民丧生。

关于无人机“精准打击”最荒谬的一点
是，美国对“平民身份”并无明确界定。 在使
用无人机实施所谓“特征袭击”时，美军仅
凭一些特定的、 可能与恐怖活动有关的行
为特征来判定打击目标， 袭击致死人员的
具体身份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毫无节制的杀戮
对美国政府来说， 与派遣大规模地面

部队相比，无人机“定点清除”无疑“性价
比”更高。 在这一优选下，他国平民的生命

已无足轻重。
在克里奇空军基地现役导航员“蒂姆

上校”看来，“驾驶员”坐在基地控制室里，
眼睛盯着屏幕， 手里把握操纵杆， 锁定目
标、接收指令、按下按钮———然后，目标就
从地球上消失了。

前美国空军无人机导航员马克·麦柯
利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多次了， 无人机被
当成无节制杀戮的工具， 而不是用来锁定
并摧毁恐怖分子网络。 ”

美军无人机在巴基斯坦执行军事行动
如入“无人之境”，丝毫不把巴基斯坦的领
土主权放在眼里。

忍无可忍的巴基斯坦政府多次公开谴
责美国无人机袭击， 最终促使奥巴马政府
介入， 要求在无人机袭击行动实施前向国
务院高官通报情况。 然而，这样的“时间窗
口”非常短暂，有时甚至只有半小时。 美国
的行动依旧轻率得让人吃惊。

“人权卫士”的伪装被戳穿
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说：“在战

争中，首先阵亡的是真相。 ”
对美国政府竭力置于公众视线之外的

无人机秘密战争，国际舆论没有轻易放过。
今年6月11日，美军驻德国拉姆施泰因

空军基地，数千人围成人墙，抗议美军无人
机袭击导致大量平民死伤。

“停止拉姆施泰因”抗议活动官网列出
下列数据：2010年以来， 超过6000人命丧
无人机下，平均每消灭一个恐怖分子，就需
付出大约40条无辜生命的惨痛代价。

抗议活动组织者、德国反战组织“国际和
平局”联合主席赖纳·布劳恩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无人机战争严重侵犯人权。操纵无
人机袭击的人不可能准确区分出平民和恐怖
分子。无人机袭击的主要受害者是无辜平民。

在布劳恩看来，“80%的无人机作战行
动发生在巴基斯坦、索马里、也门等国，这
种行为侵犯了当事国的国家主权。 ”

美国最大民间和平组织“和平行动”政
治和交流部主任保罗·马丁告诉记者， 在实
施无人机袭击过程中，美国“既是陪审团，又
是法官和执法者，不承担任何法律后果”。

美军无人机空袭行动已经彻底撕下了美
国“人权卫士”的衣冠，将其肆意践踏他国人
权和主权的霸道做派充分暴露在世人面前。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以善之名 行恶之实
———美军无人机海外滥杀无辜调查

民政部将遴选指定
10家网上募捐平台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民政部21日发布通知
称， 根据慈善法相关规定， 民政部将采取遴选方
式， 指定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首批
拟指定10家左右。

全国约200万对
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国家卫生计生委21
日公布2015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 根据统计公报， 截至2015年12月底， 全国
共约2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

数据显示， 2015年单独两孩政策平稳实施，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推
进， 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免费服务覆盖率达
89.2%。

欧委会考虑废除
“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20日电 欧盟委员会20
日表示，正考虑废除“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名单内
有中国等15国，未来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将采
用“新方法”，强化贸易救济工具。

欧盟委员会全体委员当天就对华反倾销“替代
国”做法将过期举行第二次方向性讨论，欧盟贸易委
员马尔姆斯特伦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讨论结果。

“委员们同意建议改变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立
法，同时引入新反倾销方法，”马尔姆斯特伦说，“我
们将废除现存‘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新方法将适
用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 ”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
5年提高1.5岁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国家卫生计生委21
日公布2015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 公报显示，我国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病人
医药费用涨幅低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 个人卫
生支出比重下降。

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
达到76.34岁，比2010年提高1.51岁。 婴儿死亡率由
2014年的8.9‰下降到2015年的8.1‰， 孕产妇死亡
率由21.7/10万下降到20.1/10万。

中国高铁动车组
发送旅客破50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21日从中国铁路
总公司获悉， 自2008年京津城际列车开通运营以
来， 截至今年7月11日， 中国高铁动车组累计发送
旅客突破50亿人次， 旅客发送量年均增长30%以
上。 安全正点、 快捷舒适、 绿色环保的高速铁路越
来越受到百姓青睐， 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出行方
式， 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土耳其总统宣布
实施3个月“紧急状态”

新华社安卡拉7月20日电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20日晚宣布， 土耳其政府决定实施为期3个月的

“紧急状态”。 埃尔多安在当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 提议政府依照宪法
条款宣布土耳其进入紧急状态。 土内阁已决定实施
紧急状态， 为期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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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无人机空袭回顾

2001年10月17日 美军出动RQ-1“掠夺者”无人驾驶飞机对阿富汗进行
军事打击

2002年2月 美国中央情报局首次在阿富汗发动无人机定点空袭，
造成3名平民死亡

2004年起 美国开始在巴基斯坦境内实施无人机空袭

2009年 奥巴马担任总统后， 加大了无人机空袭力度

2015年2月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新闻调查社”曾发布调查报告称，
2009年以来已经有至少2464人死于阿富汗、 伊拉克等
战区外的地区

2015年10月起 美国防部将权力下放， 允许美军对特定目标展开空袭，
且放松了对平民伤亡人数的限制

2016年6月 数千名反战人士在美军驻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外
围成人墙，抗议美军无人机在海外的空袭行动导致大量
平民死伤

在美国实施的无人机作战行动中，80%发生在索马里、 也门、巴
基斯坦等国， 而美国从未向这些国家宣战。 这种行为严重违反
《日内瓦公约》，侵犯了当事国的国家主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