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为深化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为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思想理论氛围，
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专
家学者撰写了2017年通俗理论读物《全面从
严治党面对面》。目前该书已由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该书是“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的最新
读本，集中回答干部群众在学习贯彻中央全
会精神过程中提出的热点难点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
出版发行

2017年3月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时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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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30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塞尔维亚总
统尼科利奇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
意，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
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塞尔维亚双边关
系发展前景广阔。 我去年6月对塞尔维亚
成功进行国事访问，同总统先生共同签署
《中塞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掀开了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中

方愿同塞方一道， 巩固两国全天候友谊，
全面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我们要保持高
层交往势头，加强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
党、地方政府等各方面人员交往，密切在
国际事务中协调和配合。要推动“一带一
路”倡议同塞尔维亚再工业化国家战略紧
密对接， 稳步推进匈塞铁路等在建大项
目，积极探讨共建工业园区，实现基础设
施建设、产能合作、产业发展相互促进，加
强农业、生物医药、可再生能源等合作。双

方要扩大旅游、文化交流，不断增进两国
人民友谊。

习近平强调， 中国-中东欧国家
“16+1合作”全面快速发展。我们期待塞方
继续发挥作用， 做好中塞双边合作同
“16+1合作”对接，共同推动中国同中东欧
国家合作在更高水平上平稳运行，更好造
福各国人民。

尼科利奇表示，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
人民怀有真挚友好感情，由衷钦佩中国取

得的伟大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塞方赞赏中方在
发展国家间关系时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将永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
强两国在基础设施、产能、矿产、农业等领
域务实合作，积极参加“一带一路”建设，
深化两国人文交流，并为推进中国同中东
欧国家互利合作作出努力。

会谈后，习近平出席了授予尼科利奇
总统“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的仪式。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举行会谈

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首艘国产航母舾装进展顺利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是建设学习型服
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
领导水平的重要途径， 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独特的政治优
势。这次制定颁布《规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中心组学习的重要体现， 是贯彻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化全面从严
治党、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重要举措。

《规则》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应当把中心组学习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各级党委（党组）对本级中心组学习负主体责
任，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中心组学习负领导责任，党
委（党组）书记是中心组学习第一责任人，党委（党组）负
责宣传思想工作的成员是中心组学习直接责任人， 中心
组成员应当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和表率作用。

中办印发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央宣传
部30日向全社会公开宣传发布“以国为重
的大国工匠”徐立平的先进事迹，授予徐
立平“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徐立平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
研究院7416厂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药面整
形组组长，国家高级技师、航天特级技师。徐
立平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华技能
大奖”，当选“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被誉
为“以国为重的大国工匠”。

中宣部授予徐立平
“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 � � �在国防部3月30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中美两军关系、
军队改革、国产航母进展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实施方案》，部署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完善城市管理
和服务，创造优良人居环境。

《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
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
城市，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方案》明
确，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城市应于2017年底前制定出台
办法，细化垃圾分类相关要求，在对有害垃圾分类的基
础上，合理选择其它类别进行分类。

国办转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部分城市先行强制分类

� � � � 据新华社石家庄3月30日电 30日，
聂树斌家属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有新进
展，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决定，
向聂树斌的赔偿请求人聂学生、张焕枝支
付赔偿金合计2681399.1元。

聂树斌案
获赔偿268万余元

中美两军关系
双方关系稳步向前

吴谦说， 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两军关系符合双
方的共同利益， 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
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吴谦介绍， 今年以来， 中美两军关系
稳步前行。 1月中旬， 双方在美举行了第十
二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2月下旬， 美国
空军战争学院代表团访华； 3月中旬， 中方
工作组赴美参加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
合实兵演练和研讨交流计划会， 双方达成
多项共识； 4月上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医学代表团、 空军指挥学院代表团将启程
访美； 美国国家战争学院代表团将访华。
年内双方还将在高层交往、 机制性对话、
军舰访问、 联演联训等领域开展多项交流
与合作。

吴谦说，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
的选择。 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 既登
高望远， 又脚踏实地； 既拓展交流合
作， 又妥善管控分歧， 推动两军关系在
稳定中取得新发展。

中缅边境军演
旨在提升部队应急处突水平

吴谦说， 根据部队年度训练计划， 中

国军队于3月28日组织南部战区陆军、 空军
部队在中缅边境我方一侧进行了陆空联合
实兵实弹演习。 此次演习旨在检验部队快
速机动、 精确毁瘫、 立体封控、 联合打击
能力， 提升应急处突水平。 演习前， 有关
部门对外发布了公告， 并向缅方作了通报。

吴谦表示， 缅北冲突近期升级， 对边
境地区和平稳定和双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 中方敦促缅有关各方保持
克制， 停止相关军事行动， 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分歧。

“中国军队将做好应对各类突发情
况的准备，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边
境稳定和边民生命财产安全。” 吴谦说。

中法两军

将举行第13轮防务战略磋商

吴谦说， 4月3日至7日， 第13轮中
法两军防务战略磋商将在北京举行。 双
方将就中法两军关系、 国际和地区安全
形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裁减军队员额
今年可如期实现既定目标

关于裁减军队员额30万的工作进
展， 吴谦说， 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
改革对员额裁减做了具体安排， 结合改
革进程正在有序推进， 今年可如期实现

既定目标。

首艘国产航母
好消息不会让大家久等

有媒体分析， 首艘国产航母有可能
将于4月23日海军建军节下水。 吴谦
说，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正在开展舾装工
作， 进展非常顺利。 吴谦表示， 进一步
的好消息， 不会让大家久等。

两岸关系
妄图“以武拒统”注定没有出路

针对台湾军方的“汉光”演习，吴谦
说，认同“九二共识”，维护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台独”分裂
势力及其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
胁。“妄图‘以武拒统’，注定是没有出路
的。”吴谦说。

反对部署“萨德”

中国军队绝非说说而已

在回答有关“萨德” 入韩的问题
时， 吴谦强调， 部署“萨德” 绝不会让
韩国变得更安全； 反对部署“萨德”，
中国军队绝不是说说而已。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证监会开出“史上最大罚单”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国证监会30日公布

对“多伦股份”操纵案的处罚决定书，依法对鲜言作出
“没一罚五”的顶格处罚，罚金高达34.7亿元。截至目
前，这是证监会开出的“史上最大罚单”。与此同时，鲜
言也被“红牌”罚下，终身禁入证券市场。

统计显示，2016年证监会全年的罚没金额为42.83
亿元。相比之下，这张“史上最大罚单”金额之高，亮明
了监管部门对资本市场乱象重拳出击的决心。

处罚决定书认定，2014年1月17日至2015年6月12
日期间，鲜言通过采用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
优势连续买卖，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证券账户之间交易、
虚假申报等方式操纵“多伦股份”股价。同时，鲜言也未
按规定报告、公告其持股变动信息。

依据证券法，证监会责令鲜言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
券，没收违法所得5.78亿元，并处以28.9亿元罚款。此外，对
鲜言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34.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