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逊尼派
“逊尼派”全称为“逊奈与大众派”，阿拉伯

语原意为“遵循传统者”。该派主张继承人应按
照阿拉伯人的传统，从部落上层根据资历、威望
选举产生。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
信徒们在继承权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后
经协商， 由代表传统部落势力的阿布·伯克尔、
欧麦尔、奥斯曼先后被推选为前三任哈里发。该
派把穆罕默德早期追随者的言论和事迹编成一
本书—《圣训经》，称为《逊奈》。“逊尼派”的名称
即由此而来。逊尼派是伊斯兰教中教徒最多的
一个教派，占全世界穆斯林的90%左右。该教派
的教徒主要分布在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印
度、马来西亚等国，并自称“正统派”。

什叶派
“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中仅次于“逊尼派”的

第二大教派。“什叶” 在阿拉伯语中意为 “追随
者”，主张世袭原则，认为只有出身于哈希姆家
族（即圣族）的阿里及其直系后裔才是穆罕默德
的合法继承人，否认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
曼前三任哈里发的合法性，称宗教组织的最高
领袖为伊玛目，阿里为第一代伊玛目。支持这一
主张的穆斯林后来被称为什叶派。全世界百分
之十的穆斯林属这一派。

目前该派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印度、
巴基斯坦、也门、叙利亚、黎巴嫩、阿富汗、土耳
其、巴林等国。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伊斯兰教
逊尼派和什叶派

� 压题照：4月6日， 在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
场，两名少年等待乘飞机离开也门。由于也门局
势不断恶化，多个国家采取措施，陆续从也门撤
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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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中共中央、 国
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的意见》。 这份文件8日由新华社受权发
布。 意见共分8个部分26条， 包括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的重大意义、 指导思想、 工
作原则、 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意见指出，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
转型时期， 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
诉求越来越多元化， 劳动关系矛盾已
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 劳动争议案件
居高不下， 有的地方拖欠农民工工资
等损害职工利益的现象仍较突出， 集

体停工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繁重。

意见指出， 切实保障职工取得劳动
报酬的权利。 完善并落实工资支付规定，
健全工资支付监控、 工资保证金和欠薪
应急周转金制度， 探索建立欠薪保障金
制度， 落实清偿欠薪的施工总承包企业
负责制， 依法惩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
违法犯罪行为， 保障职工特别是农民工
按时足额领到工资报酬。

意见强调，切实保障职工休息休假
的权利。 完善并落实国家关于职工工作

时间、全国年节及纪念日假期、带薪年
休假等规定，规范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
度的审批管理，督促企业依法安排职工
休息休假。

意见指出， 切实保障职工获得劳
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 加强劳动安
全卫生执法监督， 督促企业健全并落
实劳动安全卫生责任制， 严格执行国
家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标准， 加大安全
生产投入， 强化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
教育培训， 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
安全卫生条件和劳动保护用品， 对从

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职工按照国家规
定进行上岗前、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
职业健康检查， 加强女职工和未成年
工特殊劳动保护， 最大限度地减少生
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危害。

意见强调， 切实保障职工享受社
会保险和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认真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 继续完善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努力实
现社会保险全面覆盖， 落实广大职工
特别是农民工和劳务派遣工的社会保
险权益。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

切实保障职工工资休假劳保权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内近日樱花盛开，美景如画。图为4月8
日，游人在樱花树下游览。 新华社发

近日，安徽黄山风景区迎来四月雪，雪后的山峦、树木更显秀
美。图为4月8日拍摄的雪后黄山。 新华社发

也门局势的持续恶化，使国际舆论
对中东的关注再攀新高。事实上，这些
年来，世界的目光从未远离这个地区。

纵观中东百年变迁，冲突、暴力、流
血、混乱似乎已成为这一地区的常态。利
益争夺、教派纷争、民族矛盾以及西方干
涉是造成中东分裂的四大因素。

未来，阿拉伯阵营能否恢复团结，
波斯人和犹太人能否实现和解， 逊尼
派和什叶派能否不再相争， 地区大国
埃及、沙特、以色列、伊朗、土耳其能否
妥善处理彼此关系， 域外国家能否撇
开私利，劝和促谈，都关系到中东能否
早日告别动荡，迎来相对稳定的局面。

争斗难解难分
眼下的中东，怎一个“乱”字了

得！
———也门战火动荡外溢
自上月以来， 也门局势骤然升级，

胡塞武装组织在巩固对首都萨那的占
领后，大举南进，将总统哈迪逼入困境、
出走异国。随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
卡塔尔等国对胡塞武装组织发动代号
为“果断风暴”的空袭行动，正式干预也
门局势。如今，也门动荡已超出一国内
乱的范畴，造成外溢效应。

———叙利亚内战再添新危机
叙利亚内战已持续4年， 叙利亚

政府军与反对派依然在厮杀，战争已
造成21万叙利亚人失去生命，1200万
人流离失所。而与此同时，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介入，让叙利亚局势陷
入更复杂而危险的境地。

———利比亚深陷战乱泥沼
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被推翻后，

利比亚未能建立起对全国局势具有掌控

力的中央政府，各派武装纷纷割据一方，
国家陷入了分裂境地。眼下，利比亚竟然
呈现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并立的局面。

可以说，利比亚已陷入旷日持久的
内乱，距离和平与稳定相当遥远。

———巴以问题死结难解
近年来， 巴以和谈一直谈谈停停，

始终无法取得突破。 自去年4月最新一
轮谈判陷入僵局后，巴以和谈已难以重
新启动。

巴以和谈陷入艰难境地的一个关
键因素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右
翼政府立场强硬。 虽然巴方也通过谋
求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承认等方式
向以方施压，但效果终究不太明显。

———恐怖主义阴云正浓
一年多来，“伊斯兰国” 武装组织

异军突起， 迅速抢占了叙利亚和伊拉
克的大片领土， 并宣称要整个伊斯兰
世界臣服于它。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打击，
“伊斯兰国”已作出变化和调整，一是开
始策划诸如也门清真寺袭击等大规模
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二是通过收编叙利
亚和伊拉克之外国家的恐怖组织，扩充
其在本地区影响力。

与此同时，另一重要恐怖组织“基
地”也不甘寂寞。虽然“伊斯兰国”已成
为全球恐怖主义的执牛耳者，但随着也
门局势日趋紧张，“基地”组织恐怖分子
已开始趁机发展壮大。

西方难辞其咎
中东之乱行至今日，背后原因很难

一言蔽之。数十年来，域内域外、宗教政
治、经济能源等诸多因素在中东纠缠在
一起，相互作用，难解难分。

首先，西方干涉是点燃中东战火的
最主要原因之一。从历史上看，奥斯曼

帝国倒台时，法国和英国为了瓜分势力
范围，攫取利益，控制资源，私下订立了
《赛克斯-皮科协议》， 不考虑宗教和种
族因素，人为划定国界，为后来无休止
的战争和冲突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
干涉中东事务，极大地激化了当地的宗
教和民族矛盾。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诺
汉·谢克认为，中东形势发展至此，美国
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主要原因。这场
战争激起了伊拉克国内的教派矛盾，并
产生外溢效应，蔓延至中东他国。

其次， 持续数百年的伊斯兰教派
冲突，以及阿拉伯人、犹太人和波斯人
之间的民族矛盾也在中东乱局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

中东地区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也
是伊斯兰教文化核心地带以及阿拉伯人
聚居区。长期以来，虽源自同门，但由于
教义分歧， 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
两大派别一直在激烈地争斗， 处于弱势
的什叶派穆斯林在历史上遭受逊尼派的
迫害、压制和歧视，一直在为争取改变这
种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分配而抗争。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 如何熄灭中
东连年烽火， 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人们享受和平是一个严峻考验。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
中东地区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但是正如
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谢克所指出，伊朗
与主要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和埃及
增进相互了解，最终实现和解，对于中
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拉维迪表示， 美国过于偏袒以色
列，因此，阿拉伯国家应在大国博弈间
寻求平衡， 加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
系，减少对美欧国家依赖，才能在解决
阿以矛盾方面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战乱中东
亟盼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4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清理规范涉企收
费、下调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工商业用
电价格、依法适当降低铁矿石资源税征
收比例，多措并举减轻企业负担，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

会议确定， 集中用半年时间开展专
项行动， 在全国全面清理涉企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涉及行政审批前
置、 市场监管和准入等具有强制垄断性
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行业协会商会涉企
收费等，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
府职能，立规矩、建机制，用依法、规范、透
明的管理制度扼制“任性”收费，挖掉乱收

费的“病根”。一是对去年中央和地方政府
确定取消、停征和减免的600多项收费规
定进行自查、督查，必须落实到位，不得以
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绝执行， 不得变换名
目继续收取，尤其要落实好对小微企业、
服务业、保障性住房、高校毕业生就业等
减免收费基金的政策。 二是凡没有法律
法规依据且未按规定批准， 越权设立的
涉企收费基金项目一律取消， 坚决纠正
擅自提高征收标准、 扩大征收范围的行
为。 三是凡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及收费全部取消。 严禁行业协会
商会打着政府旗号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
提高收费标准， 严禁强制企业入会并收
取会费，严禁强制企业付费参加会议、培

训、展览或赞助捐赠等行为。四是取消政
策效应不明显、 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
要的政府性基金， 整合重复设置的收费
基金。对政府性基金收费超过服务成本，
以及有较大收支结余的， 要降低征收标
准。 五是对清理规范后保留的涉企收费
建立清单，并向社会公布，清单外一律不
得收费。强化举报机制，对乱收费的典型
行为要曝光，并严肃追究责任，决不让各
类违规收费“野蛮生长”，使广大企业不受
滋扰、致力发展。

会议决定，为降低企业成本、稳定
市场预期、促进经济增长、有扶有控调
整产业结构，适当下调燃煤发电上网电
价和工商业用电价格。一是按照煤电价

格联动机制，下调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
价平均每千瓦时约2分钱。 二是实行商
业用电与工业用电同价，将全国工商业
用电价格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1.8分钱，
减轻企业电费负担。继续对高耗能产业
采取差别电价，并明确目录，加大惩罚
性电价执行力度。 三是利用降价空间，
适当疏导天然气发电价格以及脱硝、除
尘、超低排放等环保电价的突出结构性
矛盾，促进节能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

为改善铁矿石企业生产经营环境、促
进结构调整、支持上下游产业协调发展和
升级、保障国家资源供应安全，会议决定，
自5月1日起，依法适当下调铁矿石资源税
征收比例，减按规定税额的40%征收。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全面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下调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工商业用电价格

观察 链接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记者8日从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据
初步计算，2014年末，我国外债负债率为8.64%，债务率为35.19%，
偿债率为1.91%，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为17.78%，均远低于
国际公认安全线，我国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截至2014年末， 我国外债余额为54793亿元（不包括香港特
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同比增长2.5%。从币种结构
看，美元债务依然比例最高，占80%，欧元债务占6%，日元债务占
4%，特别提款权（SDR）和港币等其他外币债务合计占比10%。

外债安全外债安全
我国外债负债率8.64%
远低于国际公认安全线

据新华社上海4月8日电 2014年， 中国内地36个城市约3300
公里的轨道交通在建项目，共完成投资2857亿元，日均超过7.8亿
元，比上一年大幅增长33%。城市轨道交通成为全国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领域仅次于公路和铁路的第三大“吸金池”。

这一从8日在上海开幕的“2015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展览会”上
传出的信息，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城市轨道交通作
为投资金额特别巨大的公共消费型基础设施， 其建设投资已成为
国家定向调控的重要抓手和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石。

据发改委统计，截至2014年末，中国内地已有22个城市建成
并运营轨道交通线路101条，运营里程3155公里。

2014年国内新增9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运营里程达409
公里。长沙、宁波、无锡三座城市加入“轨交城市俱乐部”，北京、上
海、广州、南京、重庆、深圳等城市基本形成轨道交通网络。据预测，
到2020年，具备建设轨道交通条件的城市将达到50个左右。

去年内地轨道交通在建项目约3300公里
日均完成投资超7.8亿元

日均7.8亿日均7.8亿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美国首都华盛顿及附近郊区7日下午突发
大范围停电，影响数以千计家庭，同时波及白宫、国会和国务院等
政府机构。

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马里兰州一座发电厂发生爆炸所致。美
国国土安全部暂时排除这起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关联。

华盛顿电力供应商佩普科公司说， 这次停电影响华盛顿超过
2100处房屋，而首都东南部受影响则更严重。其中，白宫、国会和
国务院等多处政府机构也未能幸免。

事发时，白宫各个房间和新闻办公室灯光突然熄灭，电脑停止
运行。数秒后，备用发电系统启动，电力供应逐渐恢复。

停电同时给美国国务院带来影响。 国务院当天正举行例行的
新闻发布会，停电后，会议在黑暗中继续进行。女发言人玛丽·哈尔
夫借助手机亮光读完了发言稿。

摸黑开会摸黑开会
华盛顿大范围停电殃及白宫

火情被控火情被控

据新华社福建漳州4月8日电 据事故处置指挥部提供的最新
信息，8日2时9分，漳州古雷石化漏油着火事故中被扑灭的储油罐
又发生复燃。8日11时许， 与复燃罐体相邻的609号储罐因外壁受
热变形泄漏着火。经努力稳控，现场火势明显减弱，得到有效控制。

在专家指导下， 稳控火情采取了消灭石化火灾常用的成熟方
法，目前，燃烧罐体没有发现泄漏现象，没有波及周边的储罐、装置
及管廊。据环保、海洋等部门对周边大气近地面、海域的环境监测
结果，主要指标正常。

8日3时，事故处置指挥部从漳州市调度125辆大客车，组织群
众统一有序撤离，将29096名群众全部转移安置到安全地带。

漳州古雷石化复燃火情得到控制
近3万名群众转移安置

花天雪地花天雪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