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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
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9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及朝鲜半
岛形势时说，中方敦促有关方
不要采取加剧紧张的言行。

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近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

表示，将在任意时间和地点发射
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国防部长卡
特随后表示有可能击落朝导弹。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并表
示严重关切。”陆慷说，关于朝
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

活动，安理会有关决议有明确
规定。

“当前半岛形势十分复杂敏
感，我们敦促有关方不要采取加
剧紧张的言行。”他说，中方将密
切关注形势发展，为维护地区和
平稳定作出努力。

福彩去年销量再破2000亿
筹集公益金591亿多

本报北京1月9日电（记者陈劲松） 记者今天从中国福利
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获悉，截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全国
福利彩票总销量连续第三年跨越2000亿元大关，达2064.90多
亿元，同比增加 49 亿多元，增长 2.47%；为国家筹集公益金
591亿多元，同比增加约28亿元，增长4.97%。

2016 年，中国福利彩票各票种协调发展。其中，乐透
数字型福利彩票游戏销售 1467.78 亿元，同比增加 44.49 亿
元、增长 3.13%；“刮刮乐”即开型福利彩票销售约 149.12
亿元，同比减少 13.68 亿元，降低约 8.40%；视频型福利彩
票销售约 445.36 亿元，同比增加 20.68 亿元，增长约 4.87%；
基诺型福利彩票销售约 2.66 亿元，同比减少 1.68 亿元，降
低约 38.75%。

自 1987 年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福利彩票累计发行
销售 15200 多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 4750 多亿元。

中医药海外发展提速发力
本报北京1月9日电（记者喻京英） 2017年全国中医药工

作会议今天在此间举行，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以合作共享为基础，中医药海外
发展要提速发力。

王国强说，中医药“一带一路”规划经国家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已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印
发，实施第二批国际合作专项，统筹推进中医药海外发展布
局。他表示，深化合作交流，着力促进中医药海外发展，要
聚焦政策沟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首先要实施好中医药“一带一路”规划，其次要深化政府间
合作对话。

1月9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浦东绕龙灯”传习基地
揭牌仪式在上海青草沙边防派出所举行，20名边防官兵成为该
民间艺术项目的最新“传承人”。“浦东绕龙灯”又称“三林舞
龙”，明清时期逐渐流行，现已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陆泽昭 刘 浩摄影报道

“浦东绕龙灯”传习基地揭牌

西藏唐卡艺术展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1月9日电（记者赖睿） 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

会宣传部、中国美术馆、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西藏自治区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天上西藏·西藏唐卡艺术精品汇
展”，日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汇集了西藏美术
家和唐卡艺术家创作的唐卡艺术精品，作品风格各具特色。

据展览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是宣传和展示近年来西藏
传统文化保护成果，推动西藏唐卡产业发展的一次具体实践。

少数民族春晚将绽放全国
本报北京1月9日电（记者聂传清） 记者从今天在京举行

的 2017“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国少数民族迎春大联欢电视晚
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全国24个城市联袂打造的少数民族
迎春大联欢电视晚会将于 1月 14日在银川宁夏人民会堂举行
并现场录制，于春节前后与全国各族观众见面。

电视晚会共有 22 个节目，将展现侗族、塔吉克族、佤
族、土族、壮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民族的风情歌
舞与特色文化，突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的主题。届时，来自全国近20个专业和民间文艺团体、30多
个民族的500多名艺术家和演员将齐聚银川参与演出。

1月8日，3D立体画展在敦煌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展，这
也是甘肃省敦煌市首次举办 3D立体画展。76幅精美的 3D立
体画，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前来观展，许多人用相机、手机
在画前留下一张张精彩难忘的瞬间。本次画展将持续到 2 月
28日。 张晓亮摄 （人民视觉）

3D立体画展亮相敦煌

1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十
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
良、监察部副部长肖培及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中
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
主任罗东川、中央纪委宣传部部长朱国贤出席，并回
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此前，中纪委七次全会于1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
行。

“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新闻发布会上，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优势”被
反复提及。

一组数字可以直观体现这一形势。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 240 人，给予纪律
处分223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6.2万件，给
予纪律处分 119.9 万人；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
员、干部 11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 55.4万人。
2014 年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 2566 名，“百名红通”
人员已有37人落网，追赃金额86.4亿元。

“什么叫压倒性态势？就是在党心民心上的压倒性
态势，是在政治上的压倒，是在正气上的压倒，扶正祛
邪，正气上扬。”肖培表示，用数字说话，有“一降一升”。
所谓“一降”，是指纪检机关目前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
举报呈下降态势，2016 年比 2015 年接到的此类举报下
降了17.5%，是十八大以来的首次回落。所谓“一升”，是
指从纪检机关立案审查和处分的党员人数来看是持续
上升的，从2012年到2016年，在党员基数不断增长背景
下，党员受处分率从1.8‰上升到4.3‰。

高压态势反腐的结果，是人民越来越满意。据国家

统计局开展的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党
的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的满意度是 75%，2013 年是 81%，2014 年是 88.4%，
2015年是91.5%，2016年是92.9%，逐年走高。

成绩归结为“四个得益于”

从过去的呈现胶着状态，到形成压倒性优势，这
些成绩是如何取得的？

吴玉良回答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
书记王岐山同志连续 3年在中央纪委全会报告中，把
取得的成绩归结为“四个得益于”，强调党的纪律检查
工作取得的所有成绩，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意志品质顽强、领导坚
强有力，得益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共同努
力，得益于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得益于纪检监察干

部付出的辛劳和智慧。
而好的纪检工作，也一定需要一支精良的纪检监察

队伍。吴玉良表示，这次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的一个突出
特点，就是审议通过了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把纪委的权
力关进制度笼子。

数据显示，中央纪委高度重视队伍建设。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谈话函询 218 人、组织调整
21人、立案查处17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谈话函询
5800人次、组织处理2500人、处分7900人。

推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过去几年来，关于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一直是政
府和学界讨论的重点问题。

吴玉良介绍说，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国家反腐败机
构，制定国家监察法实质是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下
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完成国家监察法一审、二
审，最终会出台国家监察法。

“成立监察委员会，包括国家一级、省一级、市一
级、县一级监察委员会，是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肖
培介绍说，这将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
察全覆盖。其监察范围包括六大类人员：第一，包括
国家公务员法所规定的国家公职人员；第二，由法律
授权，或者由政府委托来行使公共事务职权的公务人
员；第三，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第四，公办的教
育、科研、文化、医疗、体育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
第五，群众、自治组织中的管理人员；第六，其他依
法行使公共职务的人员。

“仅从它的监督监察范围来看，它的权威性就一目
了然了。”肖培表示。

高压态势反腐败 人民满意度提升

中纪委七次全会亮点多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日前，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务
院法制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发展涉外
法律服务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对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作出全面部署。

《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立一支通晓国
际规则、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的高
素质涉外法律服务队伍，建设一批规模
大、实力强、服务水平高的涉外法律服务
机构，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新形势提出新要求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
胜阶段，对外开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涉外法律服务业在全面依法治国和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显现。“一带一
路”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国企业和
公民“走出去”、中国外交工作等都对
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

据司法部负责人介绍，发展涉外
法律服务业是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

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全方位对
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发展涉外法律服务
业，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形成对外
开放新体制、应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新
挑战的需要，对于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
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我国公
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
国的正当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必须把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有效措施，努
力把我国涉外法律服务业提高到一个
更高水平。”司法部负责人表示，《意
见》 的出台，必将推动我国涉外法律
服务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国家大战略服务

健全完善扶持保障政策、进一步建
设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发展壮大涉外法
律服务队伍、健全涉外法律服务方式、
提高涉外法律服务质量、稳步推进法律
服务业开放，这是《意见》提出的6项

主要措施。
“为‘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提供法律服务。围绕推进‘一带一
路’、自贸区建设等重大国家发展战
略，为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提供
法律服务。”“为中国企业和公民‘走
出去’提供法律服务。”“为我国外交
工作大局提供法律服务。围绕我国外
交工作大局，积极为我国对外签订双
边、多边条约等提供法律服务，提升
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为打击跨国犯罪和追逃追赃
工作提供法律服务。推动在打击跨国
犯罪、毒品、洗钱和反腐、反恐等领
域的务实合作，依据国际规则和双边
条约提供法律服务。”为了实现涉外法
律服务业发展目标，更好地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意见》明确提出了任务。

以服务“一带一路”为例，《意
见》要求，涉外法律服务要积极参与交
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的立项、招投标等活动，提供

法律服务，防范投资风险。推动与“一
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和地区在相关领
域开展务实交流与合作。在执业活动中
开展对外法治宣传，向有关国家和地区
宣传我国法律制度，增进国际社会对我
国法律制度的了解和认知。

鼓励社会各界参与

“努力做到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到哪
里，涉外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为
了更好地为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
去”提供法律服务，《意见》 如此表
述。具体而言，鼓励和支持法律服务
机构和人员参与中国企业和公民“走
出去”法律事务；参与企业涉外商事
交易的尽职调查，开展风险评估、防
范与控制；协助中国企业建立健全境
外投融资风险防范和维护权益机制，
防范法律风险。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
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发展涉外法律
服务业措施，打造一批具有办理涉外
法律服务能力的品牌所、品牌律师；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各律师协会要会
同本级商务、外事、法制等部门建立
协调配合机制，形成贯彻落实 《意
见》 的合力，共同推进涉外法律服务
业发展。”司法部负责人介绍，这是贯
彻落实 《意见》 的要求，也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
要任务。

为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护驾

涉外法律服务将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陈劲松 王 萌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朝鲜半岛有关方不要加剧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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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12时11分，我
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
快舟一号甲小型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吉林一号灵巧视
频 03 星，同时搭载行云试
验一号、凯盾一号两颗立
方体星。

这次任务采用纯商业
发射合同组织形式，完全
按市场行为运作，是快舟
火箭的“商业第一单”，标
志着我国在商业航天领域
迈出新步伐。

汪江波摄 （新华社发）

快舟一号快舟一号““一箭三星一箭三星””发射成功发射成功

1月8日，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等单位主办的2017北京迎
春年宵花展火热开幕。图为市民在世纪奥桥花卉园艺超市购
买年宵花。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年宵花俏迎新春年宵花俏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