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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全国
组织部长会议 19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
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突出全面
从严治党这个主线，坚持思想教育从
严、干部管理从严、作风要求从严、
组织建设从严、制度执行从严，统筹
推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各项任务，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强组织
保证。

刘云山指出，重视思想建党是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要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不懈推进思想理论武装。深
化学习关键是要联系实际、注重实
效，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
真正落实到忠诚信仰上，落实到严以
律己上，落实到勇于担当上。

刘云山指出，全面从严治党，重
点是从严治吏、从严选好管好干部。
要按照好干部标准，严把选人用人动
议关、考察关、程序关，把干部选准
用好；切实加强干部日常管理监督，
抓苗头抓预防，动真格敢碰硬，让干
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继续加强对裸官、吃空饷、档案造
假、买官卖官、说情打招呼、超职数
配备领导职务、领导干部在企业违规
兼职等的治理。

刘云山指出，巩固教育实践活动
成果、培育良好作风，必须以讲认真
的精神深化专项整治，强化正风肃
纪，对“四风”方面突出问题保持警
觉，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要在领导
干部中深入进行“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发挥正反两方面典型的教育警示
作用，以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
案件为反面教材，让领导干部受警

醒、明底线、知敬畏。
刘云山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重

在落实责任。各级党委要强化主体意
识，明确责任清单，经常问一问党委
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
党委书记是不是真正成了从严治党的
书记，班子成员是不是真正履行了分
管领域从严治党的责任。要健全党建
工作述职考评和问责机制，对管党治
党不严致使问题频发、不正之风蔓延
的要追究领导责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
长赵乐际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告。

刘云山出席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并强调

让领导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黎云、马
雪刚） 记者从 19日在京结束的全军第四届
非传统安全理论研讨交流活动上了解到，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和平时期军事力量建
设运用稳步推进，初步形成指挥有手段、
联动有机制、行动有力量、处置有规定、
储备有保障的总体格局。

这次活动由解放军总参谋部与军事科
学院联合主办，以“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
用”为主题，系统总结近年来我军遂行重
大军事行动任务实践经验，研究和平时期
军事力量运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探
讨加强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的具体举
措，为有效履行新的历史时期军队使命提
供理论支撑。

据总参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我军已组建9类5万人的国家级应
急专业力量、9 类 4.5 万人的省级应急专业
力量，先后派出2.3万官兵执行国际维和任
务，完成 789 批近 6000 艘船舶护航任务。
2008 年以来我军参加重大抢险救灾行动累
计动用兵力270多万人。研讨会上，与会专
家围绕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的地位作
用、界限定位、特点规律，重大行动组织
基本原则、行动方法、指挥协调以及法规
政策、综合保障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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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街建于重庆两江新区，以
“民国历史”、“巴蜀特色”为主题的
特色街区，重建了抗战时期的著名
建筑和景致，有国泰戏院、新华日
报、馨雅咖啡、皇宫照相馆等代表
性建筑。 游兵摄 （人民图片）

民国街再现民国街再现
老重庆风情老重庆风情

本报芝加哥12月18日电
（记者吴成良） 第二十五届中
美商贸联委会 16日至 18日在
美国芝加哥举行。国务院副
总理汪洋与美国商务部长普
利兹克、贸易代表弗罗曼共
同主持。美国农业部长维尔
萨克与会。

汪洋表示，联委会应把
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北
京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及成
果落到实处，巩固中美关系
良好发展势头，为今年中美
关系画上圆满句号，也为明
年及未来两国经贸合作奠定
坚实基础。

美方表示，加强美中经贸
合作对两国及世界经济具有
重要意义。美方愿在相互尊重
和互利基础上同中方加强合
作，推动美中经贸关系迈上更
高水平。

联委会期间，中美双方围
绕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就出口
管制、知识产权、创新政策、双向投资、
竞争政策等双边经贸议题进行了深入
讨论，还举办了以商业、投资、农业、旅
游、城市合作等为主题的多个论坛，并
邀请有关专家就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
研讨，增进了相互理解，达成多项共识。
双方发表了联合成果清单。

据新华社芝加哥
12月18日电 （记者魏
寅、何险峰） 第二十五
届中美商贸联委会 18
日在芝加哥结束。中国
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
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中美双方在本次商
贸联委会上就签证便利
化问题的四个议题开展
了进一步磋商。

郑泽光在回答新华
社记者提问时说，从中
美两国人口规模和各领
域日益密切的合作看，
两国在人员往来便利化
方面还有不少可以提升
的空间。在本届中美商
贸联委会上，双方进一
步探讨了中资企业高管
人员赴美国短期工作签
证、中资企业人员赴美
国从事长期贸易投资类

签证以及美方对部分中方人员申
请美国签证的背景调查时间过
长、中国船员因故需要紧急办理
美国签证这四方面的议题。

郑泽光说，中美双方将会继续
在商贸联委会的框架之内，通过中
美领事磋商等渠道进一步加强磋
商，争取尽早取得更多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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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张远晴、刘少
华） 今天，在此间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新媒体
年会上，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侠客岛

（xiake_island） ”、“学习小组 （xuexixiaozu） ”荣
获“2014 年度最受中国企业关注的自媒体账号”
奖项。

本届年会以“互联互通新常态：融合与创
新”为主题，是由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中央
企业媒体联盟和 《国资报告》 杂志社共同主办
的，旨在搭建意见对话、资源对接的平台，探索
长效合作机制，促进媒体融合发展和企业品牌形
象提升。

“侠客岛”、“学习小组”是今年2月底创办的
微信公号，创办10个月来，每逢大事必发声，对
时政做出权威解读，在舆论场中获得了广泛关
注，在重大时政问题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人民
网等诸多权威媒体的榜单中，这两大微信公号的

文章，经常以阅读量和点赞量排名一周前10名，甚
至有时独占榜首。在海内外媒体对于时事的解读
中，“侠客岛”、“学习小组”已经成为重要信源。

据国资委有关人士介绍，这一奖项是在50个
初选名单中，由大量参与的企业员工投票选出
的。据悉，本届年会已经是第二届，共有11个部
委、100多家企业、36家媒体以及30位社会各界
人士参加。在年会上，还成立了中国企业新媒体
联合实验室，由国资委新闻中心牵头，由50名特
约研究员和 18 名专职研究员组成，分别来自政
府、学界、业界和民间。

年会共发布了“2014年度中央企业十大新闻
发言人”等六大榜单，这些榜单是国资委新闻中
心联合清华大学新闻研究中心、人民网舆情工作
室等学界和业界权威机构，综合微博、微信两大
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等
方式最终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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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陈劲松） 记者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
管理中心获悉，12月18日，中国福利彩票官方客户端正式上线试运
行，为广大彩民提供最新福彩资讯、权威开奖信息、兑奖地址查询
等服务。

据了解，中国福利彩票官方网站 （中国福彩网 www.cwl.gov.
cn） 已于去年8月份上线运行。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彩民，中国福利
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设计开发了手机客户端。该客户端为中国福利彩
票全国首款官方客户端，不仅能够提供及时的福彩资讯、开奖信息
和兑奖地址等信息服务，还提供了在线咨询、游戏体验、活动参与
等交流服务。今后，每个季度将进行一次版本升级，在每个升级版
本中会增加更多新功能，届时，广大彩民还可以通过福彩官方客户
端观看开奖直播视频，验证彩票真假等。

另据介绍，中国福彩官方客户端首期推出的是安卓版，可以登
录福彩官网进行下载。IOS版预计在年底发布，发布前将会通过福彩
官网及时公告。

从一个月前“汉语盘点 2014”活动启动，不少人心中就多了
一份期待。 12月19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
书馆、人民网主办的“汉语盘点 2014”终于揭晓，同时还发布了
2014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汇、十大网络用语。

当年度国内词揭晓，大大的“法”字露出真容，不少人感慨
万千、心潮激荡。而国内年度词“反腐”当选，则显示了一年来
强力反腐的大得民心，为社会注入强大的正能量。

国际字“失”猛一看让人迷惑，但当点评嘉宾讲到航班失联、金
正恩“失踪”、乌克兰“失控”、中东“失手”，人们恍然大悟。

如果说，“2014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依法治国、失联、北
京APEC、埃博拉、一带一路、巴西世界杯、沪港通、占中、国家
公祭日、嫦娥五号） 反映的是主流的声音，“十大新词语”（新常
态、沪港通、占中、一带一路、APEC蓝、深改、冰桶挑战、小官
巨腐、微信红包、抗埃） 展示的是社会生活的新状态，那么，“十
大网络用语”则表达了最活泼的草根民意——我也是醉了、有钱

就是任性、蛮拼的、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保证不打死你、
萌萌哒、时间都去哪了、我读书少你别骗我，画面

太美我不敢看、且行且珍惜，其微妙的意趣让
人忍俊不禁，念到的每一个词都激起场

下的一片笑声。
看着这些流行语，即将逝去的

2014 年一幕幕历历在
目，带着当初的

情感温度。

本报巴黎12月18日电（记者邢雪） 张大千的《工笔照殿红图》
精笔工细、色彩艳丽，李因的 《牡丹双燕图》 疏爽隽逸，吴昌硕的

《神仙神寿图》 遒劲恢弘……18日晚，《自然的吟唱》——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馆藏明清花鸟画展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隆重开展，自明
末清初至近代的60件精品花鸟画作正式与法国观众见面。

本次展览包括了徐悲鸿、张大千等50余位大师的作品，有多件
国家一级文物展出，是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一次博物馆级、文
物级大展。中国驻法国大使翟隽专程前来观看了画展并对展览给予
了高度评价。本次展览受到了法国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法国文化
部文化事务总监、法国国立吉美博物馆前馆长雅克·吉耶斯、法国国
家美术协会主席米歇尔·金及众多法国嘉宾前来观看了展览。

福彩官方客户端上线

12月 18日，中传北广青少年艺术中心举办的“关爱青少年、关注
青少年艺术素养”活动，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举行。图为蓝天
幼儿园及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的孩子们在表演节目。 胡 捷摄

明清花鸟画巴黎开展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中央纪委
监察部网站19日推出党纪法规库供公众查
询。

登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可以看到，
党纪法规库分为“党内法规制度”和“国
家法律法规”两个子栏目。其中，“党内
法规制度”又分为党章、准则、条例、规
则、规定、办法、细则七类以及其他规范
性、解释答复等；“国家法律法规”则重

点收录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
章、司法解释、国际公约和规范性文件
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执
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
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新中国成
立至 2012年 6月，中共中央出台的党内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共计1178件，经过前一时
期的集中清理目前继续有效的487件。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推出党纪法规库供公众查询

“汉语盘点2014”揭晓

“法”与“反腐”激荡国人心
本报记者 张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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