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为期一天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部分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 依法确定45名拉票
贿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 审议通过了关于
成立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筹
备组的决定。

对拉票贿选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拉
票贿选“零容忍”的坚定决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是我们党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惩治腐败问题上， 党中央的态度一直非常坚决，
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
度惩治腐败。只有彻底查清选举领域的违法腐败行
为，并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才能赢得民心。

对拉票贿选案的处理， 有力维护了我国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搞拉票贿选，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公然挑战。 选举制度作为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制度基础， 是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多次强调，
严肃选举纪律，严禁权钱交易，确保选举风清气正。

辽宁拉票贿选案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当前正值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和县乡人大换届选
举，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绝不允
许金钱渗透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 绝不允许通
过任何手段干扰破坏人大代表的选举。

反思拉票贿选案，我们得出深刻的警示：党纪
国法是高压线、警戒线，任何人都不得触犯。全党
同志和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切实增强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
依法办事，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好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载9月14日《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李特南

2016年9月14日 星期三11 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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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中央军委联
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13日在北京八一大楼
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和无
锡、桂林、西宁、沈阳、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授
予军旗并致训词，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
联勤保障部队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祝贺。
他强调，要牢记使命、勇挑重担，以党在新形
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入贯彻新形势下
军事战略方针，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
法治军，按照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
的要求加快部队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
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

上午10时，成立大会开始，官兵整齐

列队，全场高唱国歌。仪仗礼兵护卫着军
旗，正步行进到主席台前。习近平逐一将
军旗授予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司令员李士
生、政治委员殷志红和无锡、桂林、西宁、
沈阳、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主任、政治委员。

授旗仪式后，习近平致训词。他指出，
组建联勤保障基地和联勤保障中心，是党
中央和中央军委着眼于全面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深化军队领
导指挥体制改革、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现
代联勤保障体制的战略举措，对把我军建
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打赢现代化局部战
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联勤保障部队是实施联

勤保障和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主体力量，
是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要坚决听党指挥，坚持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弘扬
优良传统，加强作风建设，纯正部队风气，
始终坚持部队建设正确政治方向。要聚焦
能打胜仗，牢固树立战斗队思想，坚持战
斗力标准，深化军事斗争后勤准备，加快
融入联合作战体系， 积极开展实战化训
练，提高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确保随时
拉得出、上得去、保得好。要锐意改革创
新，大力推进改革，优化制度机制，提高管
理科学化水平， 培养高素质新型人才，推

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要优质高效保障，
强化服务意识，改进保障方式，严格政策
制度，做好供应保障，服务官兵、服务战斗
力、服务部队建设，不断为强军兴军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殷志红代表联勤保障部队发言，表示
要坚决贯彻习主席训词， 坚决听从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聚力保障打
赢，忠诚履职尽责，带领部队圆满完成党
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大会在雄壮的军歌声中结束。 之后，
习近平接见了武汉联勤保障基地领导班
子成员和各联勤保障中心主要领导，并同
大家合影留念。

�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3日在人民大会堂同秘鲁总统库
琴斯基举行会谈。两国元首赞同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秘关系，共同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欢迎库琴斯基总统首次出访
就来到中国。习近平强调，中秘双方要坚
持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 全面深化互信。

我们要保持高层交往，扩大政府、政党、立
法机构和地方交流，夯实两国长期友好的
政治基础。双方要坚持互利共赢，提升合
作水平。要继续加强贸易、能源、矿业、基
础设施等传统领域合作，实施好双边自由
贸易协定， 积极推进产业和投资合作，扩
大产能、现代农业、环保、新能源等新兴领
域合作，深挖合作潜力，创新合作模式，不

断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水平。双方要坚持交
流互鉴，增进传统友好。中方愿同秘方加
强文化、教育、媒体、智库、高校、旅游交流
与合作，加强司法执法合作。双方要继续
在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等全球重大议题上保持沟通
和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我们
支持秘方今年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愿同秘方一道，推动亚太经
合组织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更大
贡献。

库琴斯基表示，秘方愿同中方密切经
济、人文等各方面联系，扩大两国在地方
经济治理、公共项目建设方面交流，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卫生、旅游等领域合
作，深入推进秘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 � � � 快播涉黄案一审宣判，王欣等相关
涉案人员为自己的行径付出代价，受到
应有的法律制裁。

快播曾拥有近4亿用户， 却以传播
淫秽视频牟利， 严重污染了社会环境。
年初该案开庭审理时， 王欣等拒不认
罪， 并为自己做口若悬河的 “精彩”辩
护，声称自己是无辜者和受害者，所谓
的“做技术不可耻”、“技术中立”、“技术
无罪”、“菜刀理论”等一度蹿红网络，甚
至蒙蔽一些人为其叫冤。

事实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快播无
罪， 他们不是故意只是技术被利用？随
着调查的深入，其背后的利益链条浮出
水面。 他们明知技术会被他人利用，却
没采取任何监管屏蔽手段， 放任自流，
原因何在？说白了，就是利益驱使，唯利
是图。通过搜索、点播和下载，他们植入
广告、收取会费、开发游戏等，用户量越
大，盈利空间也就越大。在巨大的经济
利益面前，他们不惜铤而走险，陷入逐
利无底线的深渊。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企业以正
当手段追逐利润本无可厚非 ，但是不

可以触犯法律 ，违法必究 ！那种逐利
无底线的行径无异于饮鸩止渴 ，最终
害人害己。曾经的奶业巨头三鹿轰然
倒塌 ， 百度因竞价排名被约谈整改 ，
如今的快播受到法律制裁……这样
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此次庭审中， 该案涉案人员最
终认罪悔罪， 表示自己过去法律意识
淡薄， 并希望快播的案例成为行业自
律的警示。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只有牢守法
律底线，履行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
会责任，企业才能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向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和各联勤保障中心授予军旗并致训词

习近平同秘鲁总统举行会谈

推动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3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越南总理阮春福。

习近平欢迎阮春福总理访华，祝贺越共十二大和越南国
会相继产生新一届党政领导班子。习近平指出，中越两国都
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最大的共同战略
利益。当前中越关系保持向好发展势头。希望双方密切配合，
继续保持高层交往，推进战略对接，深化互利合作，加强人文
交流， 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给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越要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党两国高层共
识，坚持以高层战略沟通引领双边关系发展方向。双方要坚
持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推进各领域合作。要充分发挥中越双
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加紧推进“一带一路”和
“两廊一圈”发展战略对接，打造产能合作新平台，加紧推进
基础设施重点合作项目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双方要坚持
为百姓谋福祉，多做实事，为中越关系构筑牢固的民意支撑，
夯实双边关系社会基础。双方要坚持通过双边协商妥善处理
南海问题。中越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完全有能力通
过友好协商有效管控分歧、推进海上合作。双方要用好政府
边界谈判等现有磋商机制，积极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共同
考察后续工作，推动南海更大范围海域共同开发早日取得实
质进展，把海上问题带来的挑战转变为合作机遇。

阮春福表示，越方希望同中方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推进
务实合作，有效管控分歧，推动越中传统友谊和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习近平会见越南总理

逐利无底线无异于饮鸩止渴
肖丽娟

� � � �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13日， 备受关注的快播公司
及王欣等人涉嫌非法传播淫秽物品罪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在经过两次公开审理后， 法院最终判
决快播公司及王欣等四名被告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成
立， 判决快播公司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判处罚金1000
万元； 王欣、 张克东、 吴铭、 牛文举分别被判处3年6个月
至3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快播案一审宣判
王欣获刑3年6个月

�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13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张德江委员长
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马 作的全国
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辽
宁省人大选举产生的部分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报告说，辽宁省
在查办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案
中， 发现并核实在2013年1月辽宁省十
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过程中，有45名当选的全国人大代
表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拉票贿选。 全国
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经审查
认为，这45名全国人大代表违反选举法
的有关规定，以违法行为当选，应当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其当选无效。

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

全国人大代表过程中， 有45名当选的
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有523名辽宁
省人大代表涉及此案。目前，涉案的省
人大代表已由原选举单位接受其辞职
或被罢免终止了代表资格。 辽宁省十
二届人大常委会共有组成人员62名，
其中有38名因代表资格终止， 其常委
会组成人员的职务相应终止。这样，辽
宁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已不足半
数，无法召开常委会会议履行职责。一
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现这种情况，新
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 需要根据我国
宪法和有关法律精神作出创制性安
排。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
研究提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成立
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的
决定草案的议案。

全体会议后进行分组审议。 与会人
员赞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和委

员长会议提出的决定草案， 一致赞成依
法确定45名拉票贿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当
选无效， 一致认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
定成立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
组，代行省人大常委会部分职权，是必要
的，是可行的，符合宪法精神，符合选举
法和地方组织法的原则。

13日下午举行闭幕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辽宁省人大选举
产生的部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
效的报告， 确定45名全国人大代表当选
无效。根据会后发表的公告，目前十二届
全国人大实有代表2894人。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成立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
筹备组的决定，决定成立筹备组，负责
筹备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的相
关事宜。

全国人大常委会：

辽宁45名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当选无效
成立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

� � � �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
李鸿忠同志任天津市委委员、 常委、 书记， 不再担任

湖北省委书记、 常委、 委员职务；
黄兴国不再代理天津市委书记， 免去其市委副书记、

常委、 委员和市长职务， 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李鸿忠任天津市委书记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天下微评

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

对拉票贿选
坚持“零容忍”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