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国迎来新国王
新华社曼谷11月29日电 泰国立法议会29日中午

召开特别会议， 主席蓬贝宣布立法议会正式确认哇集
拉隆功王储继位， 成为泰国新国王。 蓬贝说， 内阁已
向立法议会通报普密蓬国王生前确立哇集拉隆功为第
一王位继承人。 根据泰国宪法、 王宫法及王位继承的
相关法律法规， 立法议会正式启动王位继承程序， 请
哇集拉隆功继位， 成为拉玛十世。 不过， 蓬贝当天并
未说明新国王何时举行登基仪式。

�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28日电 28日发
生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袭击案中，校
方第一时间在学校推特账号上发布安全警
报，称有枪手在校园活动，要求全体学生“奔
跑、躲藏、还击”，引发舆论关注。

这三个单词是美国校园应对枪击案等
袭击事件的标准用语，其完整意思是：“跑向
安全区域，躲避袭击者，在没有其他选择的
情况下还击”。

近年，美国“独狼”式袭击和校园枪击案
不时发生。 去年俄亥俄州专门发布6分钟网
络视频，向在校学生普及校园枪击案紧急应

对措施， 包括如何使用灭火器和电话线自
保，并强调还击只能作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
段，上策仍是自我保护，等待警方解救。

28日上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 一名18
岁索马里裔学生驾车冲撞行人，随后下车持
刀伤人，校警迅速赶到，开枪将其击毙。袭击
案共导致11人受伤。

虽然事件快速解决，但校方一个半小时
后才正式解除警报，其间一直要求学生继续
躲藏，遵从警察指令。

事发后，美国媒体普遍注意到该校的推
特警报和快速应对，给予积极评价。

� � � �中央纪委官网今年以来通报全国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各类违反
规定饮酒案例超过30起。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4年间，全国多
地出台规定：公务活动一律不准饮酒。

近期，各地更是加大对公职人员
各类违规饮酒现象的监督查处力度。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基层干部
仍然通过种种方式搞变通违规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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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记者调查发现，“禁酒令”实施
后，得到众多公务员支持。吉林长
春市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记
者，以前上级部门检查指导，中午、
晚上都得接待、喝酒，有时同时得
陪好几桌， 身体受不了也得硬着
头皮喝。“现在有人提出喝酒，其他
人会提醒‘规定不让’，接待负担明
显轻多了。”

“经过执行八项规定与反‘四
风’， 大吃大喝等现象明显好转。”
汪玉凯说， 然而“酒桌上好办事”
“无酒不成席” 等长期形成的积弊
具有一定惯性， 若不持续监督，公
款吃喝极易“死灰复燃”，影响党政
机关正常工作效率， 损害党和政
府的形象。

记者统计各地纪检系统2015
年以来公开披露案件发现，公职人
员饮酒致人死亡事件有25起，涉
及9个省份，其中湖南省纪委在今
年2月份， 一次通报4起饮酒致人
非正常死亡典型问题。中央纪委官
网通报显示，安徽省泗县农机局曾
在不到7个月时间内， 就发生两起
饮酒致人死亡事件。

汪玉凯等专家建议，清理公款
吃喝、违规饮酒等沉疴痼疾很难一
蹴而就，应进一步强化预算对政府
部门的硬约束，科学合理安排公款
支出等制度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9
日前往古巴驻华使馆， 吊唁古巴革命领袖
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

上午11时30分许， 习近平来到古巴驻
华使馆吊唁大厅。 大厅里，悬挂着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遗像。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全国政
协主席俞正声、江泽民、胡锦涛送的花圈摆
放在遗像前。

习近平走到菲德尔·卡斯特罗遗像前
驻足默哀，并向遗像三鞠躬，随后在吊唁簿

上留言并签名。
习近平在吊唁时指出，菲德尔·卡斯特

罗同志是古巴共产党和古巴社会主义事业
的缔造者，是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他是我
们这个时代的伟人， 他为世界社会主义发
展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 他对各国正义事
业的支持将被永远铭记。我今天前来吊唁，
就是要向古巴同志表明，在这个特殊时刻，
中国党、政府、人民同古巴党、政府、人民紧
紧站在一起。相信在劳尔·卡斯特罗主席坚
强领导下，古巴党、政府、人民必将继承菲
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遗志， 化悲痛为力

量， 在古巴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事业
中不断取得新成就。

习近平强调，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生
前致力于中古友好，是中古关系奠基者、推
动者。 他的逝世是古巴和拉美人民的重大
损失， 不仅使古巴和拉美人民失去了一位
优秀儿子， 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亲密
同志和真诚朋友，我深深怀念他，中国人民
深深怀念他。 古巴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
的拉美国家，中古关系特殊友好。我们愿同
古巴同志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坚定互信，
同舟共济， 继续推进中古两党两国友好关

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不负菲德尔·卡斯特
罗同志的遗愿。

古巴驻华大使拉米雷斯代表古巴党、
政府和劳尔·卡斯特罗主席对习近平前来
吊唁表示衷心感谢， 表示这再次充分体现
了中国党、政府、人民对古巴党、政府、人民
的友好感情， 体现了古中两国关系的高水
平。 拉米雷斯表示，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
生前一直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密切关注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古巴党和政府将继
承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遗志，不断推动古
中关系向前发展。

习近平赴古巴驻华使馆
吊唁卡斯特罗逝世

公务活动一律不准饮酒，基层仍有变通违规

多地“禁酒令”升级

李克强：
继续将我国艾滋病
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国务院防治重大疾病
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国务院防治艾滋
病工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1月29日在京召开。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 加强艾滋病等重大疾病防治是维护人
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有力保障。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做好艾滋病防治，“十二五”期间，在各地区、各
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绩，应予充分肯定。“十三五”时期，要针对艾滋病防治
的重点、难点问题，结合推进联合国2030年终结艾滋
病流行可持续发展议程， 更加注重预防为主、 防治结
合、综合治理，切实提高宣传教育的针对性、综合干预
的实效性、检测咨询的可及性、随访服务的规范性，全
面落实血液核酸检测、预防母婴传播、救治救助等政策
措施，保障防治经费，加快药物研制，深化国际合作，进
一步发挥好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力量， 继续将我国艾滋
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人民
群众健康水平作出新贡献。

� � � � 2013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党
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中，要
求工作餐应当供应家常菜，不得提供香
烟和高档酒水。相关地方此前禁酒规定
也大多明确禁止在工作日午间饮酒。

近期，全国省、市、县不同层级的地
方政府都加大对违规饮酒的查处力度，
出台了升级版的“禁酒令”。

安徽省7月份出台的《省内公务活
动禁止饮酒规定》中明确，除外事接待
和招商引资等活动外，省内公务活动一
律不得饮用任何人和任何单位提供的
酒类或含有酒精的饮料。公务员、国企、
事业单位均按此规定执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近
期部分地区出台升级版“禁酒令”，意味
着对公职人员饮酒行为约束更为严格。
过去多数地区普遍执行的是工作日中
午禁酒，现在，无论午餐还是晚餐，只要
属于公务活动或接待，就不能饮酒。

“禁酒令”升级还体现在执行查处
上。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各地在强化
制度刚性约束之外，各级纪检监察部门
通过暗访、督察等方式，推进公务接待
“禁酒令”落实。

今年6月， 中央巡视组向安徽反馈巡
视“回头看”情况中，专门提到“酒桌文化
尚未得到有效治理”。安徽省8月下旬通报
称， 安徽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公
开举报电话，开展明察暗访，点名道姓曝
光，加大了查处力度。专项整治中查处“酒
桌办公”典型问题20起，处理67人。

� � �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多地均已明
确工作日中午、 公务活动中不许饮
酒，但一些干部仍然积习不改，通过
种种方式变通，继续“过酒瘾”。

———顶风继续喝。记者在一些地
区采访发现，除了中午顶风喝，“中午
没法喝晚上补”等观念和做法较为普
遍。吉林省一位基层干部坦言，虽然
明确公务接待不能饮酒，但接待上级
领导或投资客商“不喝酒就没法拉近
感情”， 因此一般都是午餐说清楚不
喝酒，等晚餐、宵夜接待时再放开喝。

———躲进隐蔽场所喝。一些地区党
员干部“酒兴难除”，采取种种方式遮掩，
茅台装进矿泉水瓶，驱车到乡村农家乐、
躲在机关食堂喝。今年9月，天津市纪委
通报，2015年11月， 天津市水务局大清
河处副处长唐永杰， 在水政执法人员技
能比武活动后， 安排参加活动的18名所
属单位负责人中午在单位食堂聚餐，并
饮用白酒和红酒，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自购酒水放开喝。安徽省宿
州市埇桥区解集乡人大主席刘勇在
一个周二的中午，在饭店宴请同学等
15人。刘勇从饭店购买1瓶白酒，和另
外3人饮用。尽管不涉及公款吃喝，但
刘勇仍因工作日午间饮酒问题被纪
检部门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
院长乔新生认为， 只要是在工作时
间、公务接待中饮酒，可能对工作履
职造成影响就属于违规。

� � � �美国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坦28
日正式在宾夕法尼亚州启动申请重新
计算大选选票程序，呼吁该州选民在各
自选区递交重新计票申请书。

斯坦竞选团队发表声明说：“全州
已经有100多个选区的选民递交了重新
计票申请”。声明鼓励更多选民参与，从
而推动宾州全面重计选票。

这是斯坦团队成功推动威斯康星
州选票重计后，在第二个州推动重新计
票。该团队此前还表示最迟30日前将在
密歇根州推动选票重计。

绿党这一举措获得民主党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 希拉里团队律
师马克·伊莱亚斯说， 鉴于绿党申请重
新计票，希拉里团队为保证重新计票过
程对各方公平，也会参与其中。

与此相反，大选获胜方、当选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在社交网站上说，绿党申请
重新计票的行为是“骗局”。“绿党为了敛
财而申请不可能（改变结果）的重新计票
是一场骗局， 惨败并士气低落的民主党
现在也加入了他们。”特朗普说。

宾州、 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近年
来一直是民主党票仓， 但特朗普在刚刚
结束的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在这三个
州意外取胜，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这三个
州的“倒戈”对选情走向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密歇根州，特朗普和希拉里选情
过于接近，最终投票结果直至28日才公
布， 特朗普仅领先希拉里约一万票。在
威斯康星州和宾州，特朗普的优势分别
为2.7万票和7万票。 斯坦本人在这三个
州的得票率均为百分之一左右。

根据目前选举结果， 特朗普拥有
306张选举人票，希拉里赢得232张选举
人票。 斯坦要求重新计票的三个州选举
人票数共46张，这意味着只有三个州重
新计票并悉数推翻此前结果， 希拉里才
能反败为胜。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大选结果将翻转？
绿党在关键三州推重新计票
特朗普：重新计票是“骗局”

俄亥俄州立大学发生校园枪击案

美利用社交媒体警报应对引关注

� � � � 11月28日，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俄亥俄州立大学，学生聚集在凶案现场附
近。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当日发生校园凶案，导致11人受伤，该案嫌疑人被校警击毙。

新华社发

74名电信诈骗嫌犯
从马来西亚押解回国

据新华社武汉11月29日电 11月29日20时许， 随
着中国民航包机降落在湖北武汉国际机场， 74名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我公安机关从马来西亚押解回
国， 涉及国内多个省份的500余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
诈骗案成功告破， 涉案总金额高达6000余万元。

今年8月， 湖北襄阳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电信网
络诈骗案时发现， 多个以台湾人为主的电信网络诈骗
团伙在马来西亚设立窝点， 冒充大陆公检法机关等疯
狂对我大陆群众实施诈骗。 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 即
派员率由湖北公安民警组成的工作组赴马来西亚， 与
马警方合作开展专案侦查打击， 共抓获74名犯罪嫌疑
人， 其中大陆53人， 台湾21人， 初步核实犯罪嫌疑
人冒充公检法机关等进行电信诈骗500余起。

外交部：

中方已在黄岩岛海域
救起2名菲落水渔民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9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已在黄岩岛海域部署船
只救援落水菲律宾渔民， 目前已救起2人。

有记者问， 据报道， 5名菲渔民近日在黄岩岛海
域捕鱼时失踪。 菲海警已展开搜救， 并计划与中方
在该海域船只进行协调。 中方是否将予以协助？

耿爽表示， 中方对有关情况高度重视， 已经部
署中方船只在有关海域进行搜寻。 经向中国海警局
了解， 中方已在黄岩岛海域救起2名落水的菲渔民，
正在核实他们的身份。 中方将继续在有关海域开展
搜救。

变通 新华社发

特朗普

从午间禁酒
到公务活动一律不准

多种变通方式
继续违规喝

“酒桌上好办事 ”
积弊难除需久久为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