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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11 月 29
日召开会议，审议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
工作条例》 和 《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试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修订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

织工作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全面提高机关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举措，对
于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机关基层党组织
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强调，党和国家各级机关地位重要，肩负的责
任重大，机关党的建设具有特殊重要性，对其他领域党
建起着表率和风向标作用。要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
设，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要建强机关党的基层组织体
系，推动机关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入融合、相互促
进，增强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进党支部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严格党员教育管理，引导和激励机关
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要强化机关基层党组织的
日常监督，引导党员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
权力、开展工作。要选拔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干
部从事党务工作，加强对党务干部特别是基层党组织书
记的教育培训，充分调动机关党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会议要求，要全面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形成抓
党建工作的合力。各级党委要把机关党的建设摆在重要
位置来抓，着力锻造模范机关、过硬队伍。机关党组

（党委） 要加强对本单位党的建设的领导，党组 （党委）
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动班子其他成
员落实好“一岗双责”。机关工委要加强统一领导，指导

督促党组 （党委） 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
会议指出，研究制定 《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

织工作条例 （试行）》，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
导、提高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举措，对于完善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
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
资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
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要切实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从组织上、制度上、
机制上确保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充分发挥企业党
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要坚持中国
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向，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

治理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
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确保国有企业党委（党组）
领导作用发挥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要加强企业干部队
伍建设，着力建设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
为、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加
强党务工作队伍建设，把党务工作岗位作为培养企业复合
型人才的重要平台。要坚持抓基层打基础，找准基层党组
织服务生产经营、凝聚职工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着力点，
推进基层党建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手段创新，不断增强基
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把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打
造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 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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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1月28日电（记者吴月辉）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 28日宣布，该台研究团队依托郭守敬望远镜 （LAMOST）
发现了一个迄今质量最大的恒星级黑洞。这个黑洞质量约为太
阳70倍，远超理论预言的质量上限，有望推动恒星演化和黑洞
形成理论的革新。

根据质量不同，黑洞一般分为恒星级黑洞、中等质量黑洞
和超大质量黑洞。其中，恒星级黑洞由大质量恒星死亡形成，
是宇宙中广泛存在的“居民”，理论预言银河系中有上亿颗恒星
级黑洞。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 台长大卫·雷茨评论
说，在银河系内发现70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将迫使天文学家改
写恒星级黑洞的形成模型。

该研究成果28日已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11 月 28 日，位于湖
北咸宁的嘉鱼长江公路大
桥正式通车，这意味着湖
北省沿江各市州都有了长
江大桥。

嘉鱼长江公路大桥全
长 1650 米，是目前世界
最大跨度非对称混合梁斜
拉桥，拥有多项建造技术
创新，大桥采用双向6车
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
计时速1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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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里程将达3.5万公里 中国发现迄今最大恒星级黑洞

11 月 28 日，江苏省
宿迁市泗洪县归仁镇仁
园居的中农联蔬菜种植
示范基地一片繁忙，红
彤彤的泡椒、螺丝椒、
红线椒挂满枝头，2000
亩大棚辣椒喜获丰收。

在辣椒产业的带动
下，归仁镇实现了富民增
收，百姓的日子逐渐红火
起来。

图为工人们正在紧
张地分拣、包装辣椒。

张连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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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齐中熙） 记者从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2 月 1 日，中国中原地区三条高
铁将集中开通，分别是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郑州至阜阳
高铁 （郑阜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郑州至襄阳段 （郑渝高铁
郑襄段）。到今年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3.9万公里
以上，其中高铁3.5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据悉，京港高铁商合段线路全长3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
里，初期运营时速300公里。开通运营后，阜阳市、亳州市接通高
铁，安徽省 16 个省辖市全部实现动车通达。郑阜高铁全长 276
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初期运营时速 300公里。郑阜高铁建
成通车后，结束了周口不通高铁的历史，加快形成河南“米”字
形高铁格局。郑渝高铁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此次开通的郑州
至襄阳段全长389公里，初期运营时速300公里。

近日，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此举严重
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
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背
后有不可告人的强权阴谋，引发中
国政府和近 14 亿中国人民的极大
愤慨和最强烈谴责。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势
力都无权干预。香港回归祖国以
来，“一国两制”取得举世公认的
成功，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
的民主权利。可美国当局无视事实
和准则，非要一意孤行，演绎傲慢
与偏见，这不仅是跟700多万香港
市民作对，跟近 14 亿中国人民作
对，也是跟世界公义、国际基本准
则作对。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人
权及民主为名，但实际上部分条
文涉及出口管制和香港执行联合
国制裁措施，根本与香港的人权
和民主无关。所谓法案挂羊头卖
狗肉，以恐吓和威胁的手法对待
香港，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提供
保护，性质极其恶劣，用心十分
险恶。事实证明，美方就是搞乱
香港的最大黑手。

美国那些政治游戏操纵者们的
如意算盘，就是要通过破坏香港繁
荣稳定，进而破坏“一国两制”成
功实践，阻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历史进程。这种强权阴谋有多
重线索可以印证。近年来，美国不
断对中国打出“科技牌”“南海
牌”“台湾牌”“新疆牌”，如今又
迫不及待打出“香港牌”。所有这
一切，其目的只有一个：遏制中国
发展。

所谓法案签署成法，只会让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

民进一步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
霸权本质。中华文化具有崇尚统
一的文化基因，任何国家在中国

“撑独”“撑暴”，必然会受到迎
头痛击。中 华 民 族 具 有 愈 挫 愈
奋 的 性 格 特 征 ， 外 部 压 力 越
大，内部凝聚力越强。这个法
案的出台，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
众志成城。

美方想借搞乱香港遏制中国
发展，是枉费心机，打错了算
盘。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
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香港
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掌握在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手中，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的步伐，霸道逻辑和
强权思路更不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奉劝
美方不要一意孤行，不要低估我
们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决心
和钢铁意志，更不要低估我们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能力和手段。美方应该纠正错
误、悬崖勒马，不得将该法案付
诸实施，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
务、干涉中国内政，以免给中美
关系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更
大损害。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
决反制，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
美方完全负责。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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