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1994
年9月，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建
设， 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
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作了全面部署。

在民主革命时期， 以毛泽东同志为
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将党的建
设作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
之一，成功实施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同
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紧密
联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
本路线， 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

设”“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 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
心”，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 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等一
系列决定。

为落实十四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
各项任务， 使党的建设与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关于
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决定》指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是：“把党建设成为

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
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
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决定》要求在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思
想建设和作风建设部署的同时， 着重解
决好党的组织建设这个中心环节， 特别
是要解决好三个问题： 坚持和健全民主
集中制，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加强和改
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培养和锻炼数以
万计的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培
养和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从
而形成了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整体
部署。

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以后， 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得到进一步推进。

责任编辑 周倜 蔡矜宜 2019年10月28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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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íDE&¾bǺ aa\bíGO`Ï5
eûú/-�:/0;�4bía\!"d
eÀbÁÂ&d2TÅta\í^�bíGOÅÃ
Ä±bíGOÅÃFBÝÇíG�BÉÅ�ÁÂÃ
ØÁaÆâ-ÀL`5íÁÂO ÇÈí^Á
ÂOÉÊËÌÁÂO>Íí^Î�ÏÁÂ�B
ÉÅ�ÁÂ&,YDE¦Ð&º«í^DEÿ
Ñ�Ò0Ó]!"deí^NÔ&_SÕ½I
Öd1×ÒØ�Ù^Ã

!+ 67&Çí^e\ )$ Ú&bÛí^d
eOÜ��'� !*.$ÚÃ

!!"#$!

!"#$% &'()*
!!!"#$%&'&()*+,-./01234567

! " # $ % &
!"#$%&'&()
*+,-!./012-30405678

9:%;<#$=>?@A=B?@C=D
EFG) H

#$=IJKLMNOP%#$=QR
*STUVWX@YZW[\]^H6_`a
bcde;Gfg?@h:[\cijkl
mno:pqcr+st*STuvwWvw
uSTH6xyz

{|sc#$}~?��A=c���
����� !"#$ ����z{��%?��
X��� %&& ����c�+,?����
� '&& ��c���< ()* �� +"" ��
���

 ¡¢c £=¤¥¦§¨j6ST�
�c©!./06���ª�«¬|®̄
°¯±H?@²³´lWSTµ¶·¸W?¹
vw¸º»¼½c¾¿À6*Á�XHYÂÃ
Ä<6*��ÅH�

'()*+,-./
ÆÇÈÉÊËÌÍÎc,"-./ ¡Ï<|

0"" ÐÑÒÓÔ� Õ{®̄ °¯±H6Ö×c
ÌÍÎØÙÚÛcÜGÑÒÓÔcÎ^ÝÞ
ßàáâÙÄY6ãäcå��XSæçã
äc�è¥é�

Ãêë?ìíîklïðc#$=ñR
®�3°òlóôõ±ö lóôõ°òß÷
±Wß÷ølóôõ°òX@ÓÔ±WX@
ÓÔ°ò=ù±H1®̄ °¯±H26úabc�
û«¬�3üýþWýþ°ß÷Wß÷ÿÓ

ÔWÓÔüX@WX@°=ù6´lúb!c
Ü"?ý·¸?@X@cde?ìíîkl
ïð�?ìíîþ#¡ãä�d 3!&& &�c
+,?ýkl 334, �÷�

M$c¤¥¦§ST%&?W~?%'W
()ë*ìW +Ù,'»¨j6ST��c
�û«¬^-�./�·¸ø,0:12
M·¸6STµ¶·¸¼½�

34ì5Í6789:ìc>;ÙÎ^
(<=>�3 -%&& ��c ©;Ù,&?ì
·¸?@ABWC?DE'øÙ¹FG»µ
¶ÓÔcAH¸ºSTµ¶cIJv1ãä
KDL© ' �����

®�MNOPQRc+©}ÝS�� HT
UV4ìWÍ~?,'X 6ýþY3Z
[c®\]^YÂ|abc°ò:ì_c`S
Tµ¶cã&a|jbc� H

Y3Z�|defc�dg6hP?Ã
icdÐÙXS6ã&Ã '&&&/ �cj}?
�S�kl�c� ,&/ ¡mc¡nIÐ?Ù
6ãäo7 -.&/ �cåÝpqr�W÷_W
st»Zu�

vwc#$=xy&z{½·¸?@S
Tµ¶:|� ,-&/}~c ST:|�� ',/

�Ðc ¡+,?@STµ¶ãä !4%/���
�=?ìíî6?@þn¡ãä�d -!&&/
&�c+,?ýkl --4,/�÷�

0123456-7
�X@¸ºc�C?@¸º+H�
#$=�X@�Ù��Ã��cAH¸

º��?W��W���ÙcÔM�=,7�
S�X?�Ù 0&& �Ðc���Ù $& �Ðc
�X���Ù !& �Ð� ú���?@X@
���@ -! Tc�Z��?@X@'ì -&
~cde;G|?�W?�W?�W?$W~?
��øT� % A?Xd_g����

d��!"?Ù�©ZÃ®ST��
?H®!"ïð?H�

#$=?@���5 OPc¡òfg
?�Ú¢[\D£;Gc?Ù¤pv1�¥
+üýþc?¹vw¦§ZÃ#$?ý�ã
ú¨©�

 ¡¢c£=ª«¬®¯W�°±²W
ÓÔ³´W39µ¶»´¶>·c�ûÜ¸
?ýYÂ?@vw¸º�½cAH¹º?@
X@o»c Gd£¼º?@vw¸º½-c
¾¿ø´¶?ýAH¸º?¹vwc{Z|

?¹zDW?¹ÀÁW?¹ªfø~?:Â
¦§ 0 AÃ?¹vwcè?ÄW?�W?ÅW
?ÆW?ÇW?ÈW~?µ¶ $ A?¹vwX
@c7ªU�|?@v1ª&�

©¸º?¹vwÉc #$=AH;Ê
®Ë@:`Ì 5 ýþHø®�@ 5 �Ù 5/ ý
þH»v1¼½cÍG?¹vwÎ³$WfÏ
$WÐ¼$WX@$¸º�

£=ñR®̂ ÑW^sW^Ò&H6�Óc
ª«®d�ÔdÌWdÎ�&ÌH6ÕÖcÜ
¸?ý���æHW¬W�3WâÙä×6
&z?@Ë@:`ÔØ� {Ù£ÚÛc�=
§��?@Ë@:`Ì %00 ~c äÌýþ
.4! �þcv1?Ù�� ,!% �Ðc¡v1ã
ä ''4$ ���

M$cñR®IJÜ¸W^-ÜÃH6�
Óc¾¿Wµ¶øÜ¸?ýZ�Ýz?@Ë
@Þßc >ÞßÃ?ýW �@UàáâW¬
W=ù»ãç� ÔMc�=§Z��äåW
æçW0èÒWÉ�é»Ã±êc�®Þë 5
�Ù 5 d_ 5 =ùHÃìÿ6Ë@Þë ,%&
}~�

íîÜ¸?ýAH¸º?¹æçX@
zDød_c¡SXïð6_Wñæç . �

ò��có�ô�ïð� %&6��cX�
õöôW÷uWøôWúdùèúWûWü»ô
TøÙìc õ�ó�ôý¥þÿ��cã
ä� 334' ���

ÔMc�=?¹vwv1Ð¼� 0&& �
Ðc Ò&ýþ� .& &�þc ¡X�� ',4!
��� �=?ìíîþn¡ãä�d 3!&&
&�c334,7�?ýkl�

#$=åo:fg?@h:[\c�û
«¬?@´l·¸ú¼½� !"#Í0~?
,'®,$%� 5 ?ý?ÙW ?�ä&¥
ZHWV45Í~?,'®?���f� 5 ?
ý´l��Hø'(?@Ë@:`Ì)ë�
�·¸*"X@»¼½c+,©�ôW��
;Ê�

,&-$ ¡c #$=2-«?@ÓÔ�3
%4&, ��c$&6��6ÓÔ�3¥+üló
Ùìøló÷õc.É?@²³´lI/ü
0�3 -40$ ��có���K6 ,'4$$6c1
2¡�� $,4+6�

3C$4|ÓÔÿ<� 5�STt?
6W7?289²:W?ìBb��W��¸
ºËÓW��X@¸ºËÓW?@��É;
:â»4|ÓÔ��cÍG?ìklc]è
?ý '0 �÷� .Éc<Z ,%&, =�>�?
ló÷õY$ÃSTt?6c¸@t?_�
,%&, ��cAÓ��ÿ< +!'. ÷kl�

B!ÂC!c�PÂ�Rc/0Â30�
?@X@6DE¸ºcÿ<�=vw6FG
HIc#$�JKLØ?ïð�

!"H�c�;<®öM#$H��A£
BM� !!"#$!

!"#$%&'
!!!"#$%&'()*)+,-./01234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123 7 8 1 2 3 5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2458838.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86 7 7 4
排列 5 19286 7 7 4 7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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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问：请您介绍一下密码法立法的目的。
答：密码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是保

障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核心技术和基础支
撑。 密码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特殊重
要工作，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
全、国防安全和信息安全。新时代密码工
作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 担负更加
繁重的保障和管理任务。 密码法立法主
要有三个方面的目的：

第一， 坚决贯彻党管密码根本原则，
落实中央指示批示精神。制定密码法，就是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密码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
及中央关于密码工作的方针政策，确保党
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立足
我国国情，走中国特色密码发展道路。

第二，规范密码应用和管理，促进密
码事业发展。制定密码法，就是要将国家
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商用密码的应用要
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 并对现行商用
密码管理制度作出调整， 切实为企业松
绑减负，促进密码科技进步和创新，促进
密码产业健康发展。

第三，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制定密码法，就
是要更好地促进密码产业发展， 营造良

好市场秩序， 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高效
的密码， 充分发挥密码在网络空间中信
息加密、安全认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问：请您介绍一下密码法的主要内容。
答： 密码法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

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
部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专门法律。密码法
共五章四十四条， 重点规范了以下内容：第
一章总则部分， 规定了本法的立法目的、密
码工作的基本原则、领导和管理体制，以及
密码发展促进和保障措施。 第二章核心密
码、普通密码部分，规定了核心密码、普通密
码使用要求、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加强核
心密码、普通密码工作的一系列特殊保障制
度和措施。第三章商用密码部分，规定了商
用密码标准化制度、检测认证制度、市场准
入管理制度、使用要求、进出口管理制度、电
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制度以及商用密
码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第四章法律责任部
分，规定了违反本法相关规定应当承担的相
应的法律后果。第五章附则部分，规定了国
家密码管理部门的规章制定权，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密码立法事宜以及本法的施行日期。

问：为什么要对密码实行分类管理？
答：将密码分为核心密码、普通密码

和商用密码，实行分类管理，是党中央确
定的密码管理根本原则， 保障密码安全
的基本策略， 也是长期以来密码工作经

验的科学总结。 三类密码保护的对象不
同，对其进行明确划分，有利于确保密码
安全保密， 有利于密码管理部门根据不
同信息等级和使用对象， 对密码实行科
学管理， 充分发挥三类密码在保护网络
与信息安全中的核心支撑作用。

问： 请您介绍一下密码法在商用密
码管理方面的立法思路。

答：一是坚决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
要求， 充分体现非歧视和公平竞争原则，
进一步削减行政许可数量， 放宽市场准
入， 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二是由商用密码管理条例规定的全环节
严格管理调整为重点把控产品销售、服务
提供、使用、进出口等关键环节，管理方式
上由重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
管，重视发挥标准化和检测认证的支撑作
用。三是对于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
益，又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或者事中事后监
督方式进行有效监管的少数事项，本法规
定了必要的行政许可和管制措施。

问： 为什么密码法要对特定商用密
码产品、服务实行强制性检测认证制度？

答：密码法设立该制度，是维护国家
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商用密码
产品、 服务是专业技术性很强的特殊产
品和服务， 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各领域，应用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其质量与安全性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社
会公共利益， 需要通过检测认证的方式
对其质量与安全性进行技术把关。 强制
性检测认证制度仅适用于涉及国家安
全、国计民生、社会公共利益的商用密码
产品和使用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
用产品的商用密码服务， 并通过制定产
品、服务目录明确界定管理范围，不会对
市场和产业构成不必要的限制。

问： 请您谈谈如何抓好密码法的贯
彻落实？

答： 国家密码管理局将从以下三个方
面抓好密码法的贯彻落实。 一是加强学习
宣传贯彻。 将密码法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
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推动在全社会形成
学习宣传贯彻密码法的热潮，增强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密码安全意识。 二是完善
配套法规制度。以密码法颁布实施为契机，
抓紧推进商用密码管理条例等配套法规规
章的制修订工作， 进一步提高密码法律法
规体系的系统性、权威性和有效性，提高密
码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三是
抓好督查落实。 加强对密码法贯彻落实情
况的监督检查和工作指导， 针对实施过程
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及时解决执法、守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
问题， 确保密码法的各项制度规定落到实
处。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维护国家密码安全
促进密码事业发展

� � �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
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密码
管理局负责人就密码法有关问题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新中国峥嵘岁月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 � �据新华社杭州10月27日电 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
赛暨第三届全国残疾人展能节10月27日在浙江嘉兴开幕。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就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
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此次全国残
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暨残疾人展能节的举办，将再次展示残疾人的
奋斗风采。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不
懈做好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和就业创业促进工作。全面落实残疾
人就业法规政策，针对残疾人实际创新方式、丰富内容，加强职业
教育和职业培训，做好就业创业指导帮扶，帮助更多残疾人用勤
劳和智慧实现就业创业梦想和人生价值。

国务委员、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勇宣布第六
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三届全国残疾人展能节开
幕，并参加了开幕式相关活动。

竞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残联主办，浙江省人民
政府承办。全国约900名各类别残疾人参加信息通讯、美术、
手工业、工业和服务等五大类26个竞赛项目。

李克强：
帮助更多残疾人

实现就业创业梦想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
年座谈会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
一，1927年4月牺牲。

王沪宁在讲话中回顾了李大钊同志的生平业绩和卓越贡献。
王沪宁表示，李大钊同志为共产党人树立了标杆，是信仰坚定、对
党忠诚，坚守初心、为民造福，勇于担当、敢于斗争，坚持真理、实事
求是，清正廉洁、品德高尚的表率。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学习发扬李大钊同志和老一辈革
命家的崇高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创造新时代的辉煌业绩。

纪念李大钊同志
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记者从
北京海关获悉，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际
及港澳台航线27日正式开航， 首日共有
出境航班9架，入境航班6架。

27日上午7时50分， 去往泰国曼谷的
CA757航班起飞，这批乘客是从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通关的首批旅客。上午9时13分，来自
英国的BA039航班平稳降落，这是在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落地的第一架国际航班。

记者在大兴国际机场看到，北京海关
采取多项措施， 优化旅客出入境流程。“我
们对原有‘托运行李五级安检’系统进行了
设备整合和系统升级， 在实现监管‘隐形
化’基础上，保证海关对出境旅客行李物品
监管的职权不变、效能提升。”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海关关员张博说。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国际及港澳台航线开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