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就在中东地区针对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 的军事行动取得节节胜利之
际， 埃及北西奈省一座清真寺发生重
大恐怖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305人死
亡。 埃及总检察长说， 袭击者持有
“伊斯兰国” 旗帜。

分析人士认为， “伊斯兰国” 正
走向衰落， 但极端分子化整为零的袭
击将更难防范， 地区局势动荡则更给
极端组织卷土重来提供了土壤。 面对
新形势， 国际社会应搁置争议， 加强
反恐合作， 尽早扼杀恐怖主义苗头。

恐袭造成至少305人死亡
埃及北西奈省一座清真寺24日遭

恐怖分子袭击， 袭击发生时大量民众
正在清真寺内做礼拜。 恐怖分子首先
在清真寺外引爆了爆炸装置， 随后向
从清真寺逃出的民众和随后赶来的救
护车开枪扫射。

根据埃及总检察长25日发表的声
明， 此次恐袭已造成至少305人死亡、
128人受伤， 制造袭击的恐怖分子持有

“伊斯兰国” 的旗帜。
截至目前， 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

造了这起袭击。

反恐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
分析人士认为， 在国际社会合力打

击下，“伊斯兰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和叙
利亚已基本被击溃，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极
端组织彻底消亡。被打散之后的恐怖实体
极有可能“化整为零”，转入地下，继续伺
机在中东地区和西方世界发动新的袭击，
反恐已经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

媒体分析认为， 遭袭的清真寺隶
属于伊斯兰教苏菲派分支， 恐怖分子
发动这次袭击很可能意在挑动伊斯兰
教内部各教派的矛盾， 向国际社会表
明他们仍有能力制造事端， 进行恐怖
传播。

在遭遇袭击的埃及， 塞西2014年
赢得总统选举以来， 推出经济振兴计
划并积极反恐， 但埃及国内状况积重
难返， 尤其是西奈半岛地处偏远， 部
落、 教派构成复杂， 政策效果并不明
显。 埃及北西奈省议员加齐·萨阿德表
示， 不少恐怖分子仍盘踞在北西奈省，
未来或将发动更多此类袭击。

搁置争议，加强合作
近期， 沙特与伊朗的矛盾不断升级。

中东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地位的角力、
美俄在中东的博弈也将更加激烈。

事实上， 走入地下的恐怖组织仍
将分散于西亚北非地区， 更危险的是
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很可能继续通过互
联网与社交媒体传播， 导致更多恐怖
分子的出现， 对全球安全造成威胁。

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社会
更应搁置争议、摒弃冲突，加强反恐合
作与情报交流，对恐怖主义保持重视和
警惕，填补反恐漏洞，将可能出现的恐
怖主义苗头扼杀在摇篮之中。

◆链接：
“西奈分支”是“伊斯兰国”在

伊叙之外最大分支
西奈半岛位于埃及东部 ， 气候干

燥 ， 地貌以沙漠 、 戈壁和岩石丘陵为
主， 地广人稀。

“伊斯兰国”2014年在伊拉克和叙利
亚坐大后，活跃在西奈半岛的极端组织立
即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并成立“西奈分
支”，成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之外成立最早和最大的分支。该极端组织
已多次在西奈半岛和埃及其他地方制造
恐袭。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16国出版机构与我签署备忘录

共同翻译出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27日，16个国家的知名出版
机构同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在京签署《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二卷国际合作翻译出版备忘录，共同翻译出版这些国
家语种版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这16个国家分别是意大利、波兰、乌克兰、阿尔巴尼亚、
罗马尼亚、肯尼亚、塔吉克斯坦、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柬埔寨、老挝、蒙古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阿富汗。

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
室、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近日由
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
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深入学习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权威读本。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出版发行，受到
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 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一卷已出版24个语种，全球发行超过66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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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据新华社上海11月27日电（记者 朱基钗 郭敬丹）由中
央宣传部组织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新时代新
气象新作为” 主题采访活动27日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启动。

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记
协、各省区市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23家中央和地方媒体的
负责同志及骨干编辑记者中的党员代表共约130人参加启
动仪式。据介绍，“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主题采访活动持续
到2018年1月底。

国务院印发《意见》

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

日前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全面支
撑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为目标， 围绕推动互联网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聚焦发展智能、绿色的先进制造业，构建网络、
平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增强工业互联网产业供给能力，持
续提升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水平，深入推进“互联网+”，形成
实体经济与网络相互促进、同步提升的良好格局。

《意见》提出三个阶段发展目标：到2025年，覆盖各地区、
各行业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基本建成， 工业互联网标
识解析体系不断健全并规模化推广， 基本形成具备国际竞争
力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到2035年，建成国际领先的工业互
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和平台， 工业互联网全面深度应用并在优
势行业形成创新引领能力，重点领域实现国际领先；到本世纪
中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能力、技术产业体系以及融合应用
等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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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雅加达11月27日电 （郑世
波） 印度尼西亚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
心27日将巴厘岛阿贡火山警戒级别提升
至最高级。印尼官员表示，受此影响，巴
厘岛伍拉莱国际机场临时关闭一天，所
有进出港航班全部取消，5.9万名游客将
受到影响。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表示， 伍拉
莱国际机场将从当地时间27日早晨7时15
分至28日早晨7时关闭，目前已有445个航
班被取消，其中包括196个国际航班。

苏托波还表示， 自21日火山开始喷
发以来，抗灾署已经撤离了约2.5万名居
民。阿贡火山25日下午再次剧烈喷发，火
山灰柱最高达到4000米并伴有红光，随
风飘向东和东南方，往龙目岛方向扩散。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27日再次发布
公告， 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巴厘
岛。 在巴厘岛的中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
惕，注意自身安全，切勿前往火山周围区
域活动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第一时
间与总领馆联系。

新华社记者 李劲峰 乌梦达 孙飞

近日， 新疆发布公告， 为自治区地
矿局、 乌鲁木齐高新区、 昌吉农科园招
聘9名聘任制公务员。 记者发现， 仅10
月份以来， 已有四川德阳、 河南开封、
山西省、 新疆四个地区发布招聘聘任制
公务员的公告。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
前， 全国至少已有21个省份“试水” 聘
任制公务员招聘。

中办、国办不久前印发《聘任制公务
员管理规定（试行）》，对聘任制公务员的
招聘、管理、出口等方面进一步明确。打
破公务员“铁饭碗”的聘任制将如何实现
“常态化”？

专业门槛高是聘任制公
务员岗位共同特征

专业门槛要求高是聘任制公务员岗
位的共性特征。 山西省大数据产业办公
室招聘的两名聘任制公务员， 明确要求
有5年以上大数据相关行业从业经历；新
疆地矿局主任工程师岗位要求具备10年
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且具有相应专业高
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河南开封市招聘
的地方海事局船舶检验师， 要求具备注
册验船师（C级及以上）资格，具有两年
及以上船舶检验或同类工作经验。

据了解， 目前， 我国公务员有选任
制、委任制、聘任制三种类型。聘任制公
务员源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务
员法，其中提出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
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
聘任制。

2007年，深圳、上海浦东两地在全国
率先开展聘任制公务员试点，此后试点范
围陆续扩大到北京、江苏、湖北等地。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

说， 聘期制是聘任制公务员与委任制最
大的区别。 委任制公务员只要工作不犯
严重错误，就能一直干到退休，是“铁饭
碗”。“聘任制公务员聘期一般是1年到5
年，聘任到期后就可能不再聘任，若年度
考核不称职就会被解除聘任合同。”

并非全是“高薪”，有猎头
开出三倍工资挖人

聘任制公务员是否是公务员队伍中
的“高薪”群体？记者采访发现，不同地
区、 不同部门聘任制公务员待遇水平存
在较大差异。

山西省大数据产业办公室此次招聘
公务员， 列出的年薪为30万到40万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矿局主任工程师岗
位年薪为13万到15万元， 乌鲁木齐高新

区招聘的人力资源规划师、 招商运营总
监、国有资产监管专员3个岗位，年薪均
为15万到25万元。 而武汉市首批公开招
聘的聘任制公务员， 给出的年薪为税前
16万元。当地干部表示，这个薪酬水平确
实比一般公务员要高， 但也仅属于略高
于副处级的水平。

委任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由职务和
职级决定，国家与地方都有明确标准。聘
任制公务员的薪酬待遇如何确定？ 武汉
市人社局副局长徐冬先表示， 聘任制公
务员实行协议工资制， 由招聘单位结合
市场因素和公务员工资水平综合考虑。
聘任机关确定的招聘职位工资额度，需
报同级人社、财政部门核定。

一位基层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有的
聘任制公务员聘期还没有结束，就被猎头
公司盯上，开出三倍薪酬水平挖人。“这些

既具备操作经验又熟悉行政事务的人才
特别受青睐，不少单位担心留不住人。”

从试点走向常态化需进
一步细化待遇、出口等

一些受访人士介绍，新规的出台，对
聘任制公务员的定位、路径、出口都进一
步明确。比如，明确达到聘期满五年、年
度考核均称职等条件， 经批准可转为委
任制公务员；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
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聘任制公务员的
综合管理工作， 这些意味着今后聘任制
公务员将从试点走向常态化。

记者梳理发现，前期“试水”招聘的
公务员，多集中在各地新区或开发区，涉
及经济运行、园区建设、海事管理、交通
物流、信息数据等专业领域。一位聘任制
公务员介绍， 这类岗位通常与市场衔接
紧密， 相应的专业性人才很难从体制内
直接培养。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公务员队
伍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 有些发达国
家聘任制公务员占比超过50%。” 吴江
说， 聘任制打破了公务员职业的“铁饭
碗”，有助于政府部门从市场中遴选专业
人才，提升综合管理水平。

部分基层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国
家出台的规定使聘任制公务员岗位吸引
力大幅提升， 同时赋予各级公务员管理
部门相应综合管理职能。 各地将陆续出
台实施细则， 今后聘任制公务员将更常
见，岗位也更多元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表示，
随着聘任制公务员范围与数量的扩大，
应加强对招聘全过程的审核与监督，提
高透明度， 对聘任制公务员的工资增长
机制、 转任委任制职级等重要环节明确
实施细则。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逾20省份“试水”聘任制公务员

打破“铁饭碗”如何实现常态化

打破“铁饭碗”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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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

“预计到2020年，中国电影市场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
市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26日表示。

在杭州举办的青年电影创作人员专题学习座谈会上，
张宏森说，到2020年，中国银幕数量预计超过6万块，年产影
片约800部，年票房预计达到700亿元。

6个
科技部批准组建国家研究中心

科技部27日宣布，经专家论证，批准组建北京分子科学
等6个国家研究中心。国家研究中心是适应大科学时代基础
研究特点的学科交叉型国家科技创新基地， 是国家科技创
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组建的国家研究中心共6家：北京分子科学国家研究
中心（依托北京大学和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组建）；武汉光电
国家研究中心（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组建）；北京凝聚态物理
国家研究中心（依托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组建）；北京信息科
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依托清华大学组建）；沈阳材料科
学国家研究中心（依托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组建）；合肥微尺
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

（均据新华社电）

� � � � 2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数据显示，10月我国国际货
物和服务贸易顺差1622亿元人民币， 较9月顺差持续扩大。
数据显示，10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
收入13327亿元人民币，支出11705亿元人民币。

1622亿元
10月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扩大

“后‘伊斯兰国’时代”如何反恐
埃及再遭恐袭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记者
孔祥鑫） 北京市27日对外公布北京大兴

“11·18” 火灾事故原因。 经公安部门工
作，北京大兴“11·18”火灾排除人为放火
嫌疑， 起火原因系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
内的电气线路故障所致。 樊某某等20人
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大兴公安分
局依法刑事拘留。

通过开展现场勘查、 复勘， 物证检
验、鉴定，抓捕审讯嫌疑人，现场指认，走
访询问相关人员， 组织遇难人员尸体检

验，组织专家论证等各项工作，此次事故
排除人为放火嫌疑。

经调查， 樊某某自2002年至2006
年， 未经相关部门审批先后分三次建成
地下一层、地上二层、局部三层楼房，建
筑面积共计约20000平方米， 并陆续用
于出租、经营。2016年3月，樊某某为出租
和经营目的， 在未经相关部门审批情况
下，组织人员在地下一层修建隔断墙，准
备建设冷库。2017年2月、3月， 樊某某分
别与相关公司签订制冷设备购销合同和

防水保温工程施工合同， 开始冷库建设
施工。期间，樊某某多次安排李某、王某
等人在自建房及地下冷库内铺设接连电
线， 相关作业人员均无专业资质。 起火
前，地下冷库正处于安装调试阶段，尚未
投入使用。

在公安部火灾调查专家指导下，联
合调查组全力开展事故原因调查工作。
经查实， 起火部位位于地下中部冷库间
南墙中部的墙面上， 起火原因系埋在聚
氨酯保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所致。

北京大兴“11·18”火灾系电气线路故障所致

巴厘岛火山喷发
致机场关闭
5.9万名游客受影响

� � � � 这是11月27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拍摄的喷发的阿贡火山。 新华社发

新华简讯国际观察

人社部:

将为高校毕业生
提供多种就业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叶
昊鸣） 记者27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了解到， 人社部将于11月27日至12月
10日举办2017年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 为高校毕业生
举办网络招聘会、现场招聘会、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园专场招聘等多种就业服务。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活动期
间，各地人社部门将组织本地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和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共同举办网络招聘会、现场招聘
会、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专场招聘、就
业创业指导、万名企业人力资源经理进
校园、 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宣传等活动，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服务。

� � � � � 俄罗斯国防部
11月26日提供的图片
显示，一架图-22M3
远程轰炸机对叙利亚
境内“伊斯兰国”目标
展开空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