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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关键词读懂解放军新一代共同条令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
旧、满足现状者，机遇属于勇
于创新、永不自满者。
“海南要高举改革开放
旗帜，创新思路、凝聚力量、
突出特色、增创优势，努力成
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
的新标杆，形成更高层次改
—
革开放新格局。”在庆祝海南
三
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
论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
布党中央支持海南全岛建设
习
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
近
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
平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
总
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
和制度体系。海南的改革发
书
展迎来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记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
在
格局”，成为海南等经济特区
庆
乃至整个中国新的奋斗目
标。
祝
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 人
海
革开放而兴，海南之所以能 民
日
从一个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我 报 南
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正 评 建
是得益于深化改革、扩大开 论 省
放，得益于30年来的大胆探 员 办
索、进取开拓。如今，海南发
特
展正迎来新的重大历史机
区
遇。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是党中央对海南改革开
三
放“试验田”的高度认可；瞄
十
准自由贸易港这一当今世界
周
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是时
年
代赋予海南的重大责任和使
命。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
大
视野、更大的力度谋划和推
会
进改革开放，着力打造全面
重
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
要
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
讲
务保障区，海南必将成为展
话
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
形象的靓丽名片。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
新格局，必须抓住机遇，坚持
开放为先。海南要实行更加
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
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加快形成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
效的市场环境，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
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重要战略支点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必须解放思想，下
大气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要实现改革大
的突破，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既
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又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既大胆探索又
脚踏实地，敢闯敢干，大胆实践，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带动全国改革步伐。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
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必须敢
于较真碰硬，勇于破难题、闯难关，在破除体制机制弊
端、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上再啃下一些硬骨头，强化改
革举措系统集成，科学配置各方面资源，形成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
海南过去取得的成就，是我国历史性变革和成就
的缩影。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在
新时代新起点上改革再出发的重要遵循。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为契机，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
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共享中国改革成果。打造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标杆,形成更高层次改革
开放新格局，中国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动
能、作出新的贡献。
（载4月16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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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记者黎云 刘
济美）解放军新一代共同条令日前发布，并

事?

时

创新和训风演风考风等，突出体现了军队
备战打仗的主责主业。
“实”指的是内容详实，实在管用。本
次修改，调整充实了一批操作性较强的制
度规范。比如，取消了原来需经团以上单
位首长批准方可使用移动电话的限制条
件，改为“基层单位官兵在由个人支配的课
外时间、休息日、节假日等时间，可以使用
移动电话”，并明确“军人使用移动电话，实
行实名制管理”，军人在登记备案后可以使
用微信、QQ等社交软件；军人在网络购物、
邮寄物品、使用共享交通工具等需要填写
单位、身份等信息时，不得涉及部队番号和
其他军事秘密。
“细”是指新条令覆盖内容广，考虑问
题细。比如，针对军人着军装打伞的问题，
条令明确规定，军人着军装时，通常左手打

黑色雨伞。在实施“鸣枪礼”环节时，条令
明确了礼兵人数、鸣枪次数、枪口朝向和动
作要领。条令如此细致的规定，将杜绝与
之相悖的
“土政策”
“土规定”。
“暖”是指新条令对一些涉及官兵切身
利益的事项进行了更加人性化的规范，情
暖兵心。比如，新条令对落实休假制度、召
回休假官兵的条件及补偿办法都作了规
范。放宽了已婚军官和士官离队回家住宿
的条件，明确“配偶在驻地长期工作或者生
活的”休息日和节假日可以统一安排轮流
回家住宿，下午操课结束后即可离队。条
令还首次明确“女军人怀孕和哺乳期间，家
在驻地的可以回家住宿，家不在驻地的可
以安排到公寓住宿”。在军人亲属临时来
队保障方面，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安排车辆
接送站。

□

“严”是指立起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军的
标准。新条令坚持全面从严，落实严字当
将于 5月 1日起正式施行。记者从中央军 头，一严到底的治军要求，严格规范军人的
委训练管理部采访获悉，
“ 重、严、战、实、 日常行为举止，进一步编实扎紧制度规矩，
细、暖”6个关键词，是新一代共同条令的 为全军立起标准。新增加的“纪律的主要
突出特点。
内容”一章，首次对军队纪律内容作出集中
“重”是指修改内容的分量重。共同条 概括和系统规范。条令还坚持执纪从严，
令作为全军一体遵循的基础性法规，
其作用 违纪必纠，违反政治纪律、违规选人用人、
不仅在于为军人的行为提供规范，
为部队日 重大决策失误、监督执纪不力、擅自离队等
常管理提供依据，
更重要的还在于为坚持人 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
民军队的性质宗旨，
确保军队建设坚定正确
“战”是指围绕服务备战打仗进行了创
的政治方向提供保证。这次共同条令修订 新性规范。把聚焦备战打仗作为本次条令
最核心的是，将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条令， 修改的根本出发点和着力点，在《内务条令
通篇贯穿、处处体现，以军队基本法规的形 （试行）》总则中专门增写“聚焦备战打仗”
式固化下来，为全面依法治军、加强军队正 条目；三大条令均对备战打仗内容进行了
规化建设、
统一全军意志和行动提供了根本 章节新增、内容充实等形式的修改，涉及到
指导和基本遵循，
可见分量之重。
军事训练管理、日常战备、战法研究、战法

快递

国家安全部开通
互联网举报受理平台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
谍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为加强对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行为、
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
行为线索的举报受理工作，自 2018年 4月 15日
起，国家安全部开通互联网举报受理平台网站
www.
12339.
g
o
v
.
c
n
，
接受组织和个人的举报信息。
任何组织和个人可通过登录该网站，
对发现
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
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
国家安全行为的情况线索进行举报，
也可以拨打
全国统一的举报受理电话
“12339
”
进行举报。

钓鱼网站激增
成用户手机安全新威胁
据新华社天津4月15日电（记者周润健）
360互联网安全中心最新发布的《2017年中国
手机安全状况报告》显示，钓鱼网站已从 PC端
向手机端发展，并且转移势头较为迅猛，成为用
户手机安全新威胁。
数据显示，2016年，360手机卫士共为全国
手机用户拦截各类钓鱼网站攻击 19.
5亿次，而
2017年则激增至 28.
8亿次。
报告指出，
“涉赌”钓鱼网站通常以花式玩
法、高额奖金作为诱惑，引诱网友点击进入，甚
至会仿冒成福利彩票或体育彩票的网站，误导
网友相信其可靠性。此类钓鱼网站多在海外，
一旦网友误信，造成的经济损失则很难追回。

爱尔兰最高圆塔
时隔47年后重新开放
据新华社都柏林4月15日电（记者张琪）
因遭炸弹破坏而关闭 47年之久的爱尔兰最高
的圆塔奥康奈尔塔修复后于 14日重新对外开
放，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
该塔位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格拉斯内文
公墓内，
是为纪念爱尔兰著名政治家丹尼尔?奥
康奈尔而修建的一座圆形石材建筑。
1971年，奥康奈尔塔遭炸弹袭击，塔基和
通往塔顶的楼梯被严重破坏，
因而被迫关闭。

鱼油对干眼症
无明显治疗效果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现代人使用手
机、电脑过度，
极易引发干眼症等眼部不适。通
常人们认为，鱼油中富含欧米茄-3脂肪酸，对
干眼症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然而，美国一
项最新研究结果推翻了这一认知。
据发表在新一期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上的报告指出，服用欧米茄-3脂肪酸对干眼症
并无明显治疗效果。研究人员表示，除了注意
科学用眼外，平时多吃胡萝卜、柑桔、动物肝脏、
西红柿、红枣、白菜等富含维生素 A的食物，或
许比服用鱼油更有益于眼部健康。

中国福利彩票

4月15日拍摄的停靠在厦门现代码头的
“大洋一号”科考船。（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潜龙三号”首次亮相

“大洋一号”
综合海试南海段起航
新华社“大洋一号”4月15日电（记者刘诗平）

搭载
“潜龙三号”无人无缆潜水器和 70名科考队员的“大洋一
号”科考船 15日从厦门起航，奔赴南海执行“大洋一号”综
合海试 B航段科考任务。这也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自主
无人潜水器
“潜龙三号”
首次出海。
本航段首席科学家蔡巍说，
本航段主要是通过使用
“大
洋一号”在南海开展相关设备试验，完成重大装备海上验
收，推动“潜龙”系统潜水器的发展。
“潜龙三号”将进行海
试，对其主要技术指标和功能进行验证，
并根据需求，在天
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和多金属结核试采区进行试验性应用。
按照计划，
科考队将完成“潜龙三号”的海上试验与验
收；完成 EM122多波束系统的标定和验收；完成国产超短
基线基阵的标定；开展 1000米级多金属结核采集系统海

□新华社记者 陈弘毅

试区的选址与环境基线调查；
开展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及
邻近区域地质和环境调查。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波表示，
“潜龙三号”
是
我国自主研发的潜龙系列潜水器的新成员，以深海复杂地
形条件下资源环境勘查为主要应用方向。此次海试及试
验性应用，将进一步夯实我国“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
开发”的技术基础，提升我国国际海域资源勘查水平，助推
深海科学研究发展。
自 3月 20日开始的“大洋一号”综合海试，分 A航段和
B航段进行。在西太平洋进行的 A航段海试中，首次出海
的“海龙Ⅲ”无人有缆潜水器完成了 400米级、2000米级、
4500米级三个深度级别的海试，
“潜龙 11000”无人有缆潜
水器完成了 400米级和 2000米级海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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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

在福州市区南郊的闽侯县祥谦镇，一座
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背倚青山，面朝一江碧
水。苍松翠柏环绕间，陵园大门处矗立着一
座花岗岩石雕砌成的塑像：一个青年工人站 育。在这段时间里，林祥谦逐步接触到进步
得笔直，泰然自若，双手抱于胸前，目光坚毅 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开始走上革
地望着前方。
命道路。不久，他担任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
他，就是工人运动的先驱林祥谦烈士。 乐部干部，并于 192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9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 产党，被推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
动最高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林祥 员长，领导铁路工人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
谦血洒大地，英勇就义。
进行坚决斗争。
1892年，林祥谦出生在闽侯的一个贫农
1923年 1月，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
家庭。1906年，年仅 14岁的林祥谦进入马尾 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当天，
造船厂，成为一名学徒。他聪明好学，很快掌 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反动军
握了钳工的技术。1912年，林祥谦进入京汉 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铁路江岸机车车辆厂当钳工，1913年转到工 “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宣布京汉铁路
务修配厂当铁路工人。
总工会成立，并决定自 2月 4日起举行全路总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工人中进 罢工。
行广泛而通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
2月 4日，京汉铁路 2万多工人举行大罢

枕峰山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林祥谦烈士的
丰功伟绩，党和政府决定在烈士的家乡枕峰
山西麓建造陵园。1963年初，陵园完工并对
外开放。
工，1200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总工会对外发
“有信仰，有正气，有纪律，克随性，有爱
表 宣 言 ，并 提 出 了 维 护 工 人 权 益 的 五 项 条 心，乐助人。”如今，林祥谦烈士的后人将他的
件。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 精神浓缩成这样一则家训，并一代代传下去，
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调集两万 教育子女，
影响他人。
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残酷镇压罢工工人，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有自己坚定的信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二七惨案”。
仰。爷爷在那个年代，为了信仰选择了英勇
2月 7日，林祥谦不幸被反动军阀、湖北 就义；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更要弘扬正气、
省督军府参谋长张厚生逮捕，捆绑在江岸车 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让烈士的鲜血不白流，
站的电线杆上。军阀用刀砍向林祥谦，逼他 让烈士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林祥谦的大孙
下令复工。在屠刀面前，林祥谦坚贞不屈、视 子林耀武说。
死如归，
断然拒绝复工，
献出了年仅 31岁的生
命。
1928年，党组织派人帮助林
祥谦烈士的妻子陈桂贞运送烈士
棺木回到家乡，草草掩埋在闽侯县

（据新华社福州4月15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祝贺双色球昨晚井喷14注611万元超值一等奖，奖池达9.12亿元！

乐彩一等奖第一次走空的时候，我就打了一张大
复式票打算捞个大奖，结果啥也没中着。”虽然没
有中得大奖，但是唐先生并不气馁，在计算好自
己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后，七乐彩一等奖第二次走
空时即第 2018041期，他果断选择了以前常买的
4月 11日晚开奖的七乐彩第 2018041期，爆 经和福彩的工作人员兴奋地聊开了。原来，唐先 12个号码的复式再“战”一局，这次他中到了 507
出了 1注封顶的 500万元超值一等奖，这注大奖 生在 2016年就曾中过七乐彩超值一等奖，是福 万元的超值大奖！
“这组 12个号码的复式我之前买过几次了，
被泉州彩民斩获，中奖彩票是一张 12个号码的 彩的“老熟人”了。这次再次中得七乐彩超值一
复式票，共获奖金 507万元！翌日下午，幸运彩 等奖，让唐先生高呼：
“我和七乐彩的缘分真是不 感觉特别好，那天本来想选新号码，后来想想还
是觉得这组号码好，就继续买了。”唐先生庆幸地
民唐先生现身省福彩中心。
浅！”
“多亏我当时灵机一动选择守号，不然大奖
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来形容唐先生一点
谈起这次中得七乐彩 507万元超值大奖，唐 说道，
儿也不为过，因为小编还没见着他之前，他就已 先生表示，多亏了他灵机一动的改变：
“前 2期七 就跑啦。”

感觉自己特别幸运

（云裳）

版权声明：闽北日报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开奖公告
第2018098期2018年4月15日开奖

中奖号码： 665

中
奖
本期本省销售金额为409396元，中奖金额为212494元。
情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开奖公告 况
第2018096期2018年4月15日开奖

中奖号码 04 10 14 03 05

总销量：
中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六512省646元。奖池资
奖 特别奖 0
12984元，
情 一等奖 54 3254 金累积2
滚入下期特别奖。
况
“15 选 5” 第
2018099期于 4月
二等奖 3955

10

16日开奖。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8042期2018年4月15日开奖
红色球：312128062910蓝色球：12

全国 福建 每注 中奖分布
奖等 中奖注数
中奖注数 奖额
一等奖 14 0 6113405 一等奖：
二等奖 163 0 119537二等奖：/
23注，莆田9注，泉州14注，漳州5
三等奖 2160 78 3000 三等奖：福州16注，厦门2注，宁德
注，龙岩5注，三明1注，南平3注。
四等奖 100821 2985 200 全3奖73池国38资4总92金销2元累量积。：
12888550元，滚
五等奖 1688982 51789 10 9入下期一等奖。
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第2018043
4月 17日开
六等奖 12297237410605 5 期于
奖。
/

福建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0
1
8年 4月 1
5日

福彩各种玩法开奖时间：
全国联销双色球二、四、日开奖

全国联销 3
0选 7
（七乐彩）一、三、五开奖
全国联销 3
D
天天开奖
中国福利彩票 6
+
1生肖游戏一、三、六开奖
福彩 1
5选 5天天开奖

（开奖结果以福建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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