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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关键词读懂解放军新一代共同条令
解放军新一代共同条令日前
发布，并将于 5月 1日起正式施
行。记者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采访获悉，“重、严、战、实、细、暖”
6个关键词，是新一代共同条令的
突出特点。
“重”是指修改内容的分量
重。共同条令作为全军一体遵循
的基础性法规，其作用不仅在于
为军人的行为提供规范，为部队
日常管理提供依据，更重要的还
在于为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
旨、确保军队建设坚定正确的政
治方向提供保证。这次共同条令
修订最核心的是，将习近平强军
思想写入条令，通篇贯穿、处处体
现，以军队基本法规的形式固化

下来，为全面依法治军、加强军队
正规化建设、统一全军意志和行
动提供了根本指导和基本遵循，
可见分量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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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严字当头、一严到底的
治军要求，严格规范军人的日常
行为举止，进一步编实扎紧制度
规矩，为全军立起标准。新增加
的“纪律的主要内容”一章，首次
对军队纪律内容作出集中概括和
系统规范。条令还坚持执纪从
严，违纪必纠，违反政治纪律、违
规选人用人、重大决策失误、监督
执纪不力、擅自离队等行为将受
到严厉处罚。

“战”是指围绕服务备战打仗
进行了创新性规范。把聚焦备战
打仗作为本次条令修改的根本出
发点和着力点，在《内务条令（试
行）》总则中专门增写“聚焦备战打
仗”条目；三大条令均对备战打仗
内容进行了章节新增、内容充实等
形式的修改，涉及到军事训练管
理、日常战备、战法研究、战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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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内容翔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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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

社会广角
母亲受伤婴儿嗷嗷待哺
爱心妈妈们接力喂奶

近日，一对青海籍母子在甘
肃境内发生车祸，8月大婴儿嗷
嗷待哺。事发后，许多正在哺乳
期的妈妈相继赶到医院，为这名
孩子接力喂奶。
记者从甘肃省人民医院了解
到，这位婴儿名叫煊煊，父母青海
籍人，一家三口日前在甘肃陇南
突遇车祸，父亲当场身亡，母亲多
处骨折，小煊煊头部眼部受伤。
更让人担心的是，孩子习惯了母
乳，却因母亲伤势太重不能喂养。
小煊煊一家的遭遇在当地
引发关注，爱心人士自发组建
“拯救重伤母子”“关注陇南车祸
母子”等微信群，爱心很快在网
络上汇聚和传递。母子二人的
安危牵动无数市民的心，不少爱
心人士赶到医院，为宝宝送来衣
服、奶粉、尿不湿等婴儿用品。
得知煊煊喂养难，很多哺乳
期的爱心妈妈纷纷赶到病房接
力喂奶。据医护人员介绍，煊煊
目前由一位爱心妈妈每天去医
院母乳喂养两次，孩子内眼结构
没有损伤，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治
疗。
（新华）
外地毕业大学生
去南京找工作可包住宿

欢度
泼水节
4月15日，人们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景洪市泼水广场泼水狂
欢。
当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举行傣历新年取水仪式及
泼水狂欢，各族群众在景洪市
用相互泼水的方式互送祝
福、传递欢乐。（新华）

“发现”
号探秘全球著名的
“富钴结壳区”
新华社“科学”号 4月 15日
电 近日，中国“科学”号科考船上
的“发现”号深海机器人多次深潜
探访西太平洋麦哲伦海山区并采
样。这里正是全球著名的“富钴
结壳区”。
西太平洋是全球海山分布密
度最大的海区，太平洋海区也是
全球富钴结壳资源最富集的洋

区。其中，麦哲伦海山区是海山
富钴结壳资源调查和研究最为关
注的地区，中俄日韩四国均在此
有海底合同区。中国合同区在附
近的采薇海山和维嘉海山，面积
约3000平方公里。
新调查显示，多金属结核区
具有十分丰富的底栖生物多样
性，且大多数巨型动物的多样性

与多金属结核本身呈现关联性，
在锰结核丰度较高的地区动物较
多。
海山矿产资源丰富，生态系
统却十分脆弱。“ 科学”号麦哲
伦海山科考航次首席科学家徐
奎栋说，未来的海底矿产资源
开发可能对海底环境和生物产
生巨大甚至毁灭性影响，对矿

区生态环境进行本底资料调查
和评估是资源开发的必要条
件。
他介绍说：“我们此次调查的
目的，就是为获得这个矿产资源
丰富的海山区的环境本底数据以
及生物和岩石样品，为未来建立
一个国际合作的深海保护区开展
前期科学研究。”

南京市近日推出“青年人才
驿站”，外地高校毕业生去南京
直播吃灯泡说唱教吸毒
找工作或落户，可向青年公寓申
请免费居住3到5天。
网络视频业乱象调查
据了解，除外地来宁大学
生，本地高校应届毕业生若有意
在直播中吃灯泡，裸露肢体 上降低要求。
为了博取巨量广告收入，一 联网也不清净。据美国《华尔
向留在南京、且在南京市内无固 进行性挑逗；在短视频中用说唱
据易观智库不完全统计，近 些视频平台打着“算法中立、机 街日报》统计，各视频平台在
定住所，也可申请免费入住。
详细描述吸毒感受，爬上巡逻执 三年中国短视频行业发生的投融 器推荐”的旗号，不但不制止违 2016年至少放出了 40部包含严
目前第一阶段提供该服务 勤的警车踩踏，传播“未成年人怀 资额累计超过136亿元。百亿资 规账号的行为，反而通过重点 重不良信息的直播内容。去年
的东南青年汇同心店位于南京 孕生子”……
本进来了，自然要求回报。艾瑞 推送、置顶显示等方式，对低俗 4月，一男子网络直播枪杀路人
市江北新区，服务对象也以求职
近期，因大量传播挑战道德 咨询的研究报告显示，广告是现 内 容 采 取 默 许 甚 至 纵 容 的 态 后，发布平台“脸书”也成为众
江北新区企事业单位、落户江北 底线甚至触犯法律的内容，快手 阶段短视频行业的主要盈利模 度，被网民称为“低俗的搬运 矢之的。
新区的大学毕业生为主。符合 和今日头条旗下网络视频平台被 式。2017年短视频市场规模达 工”。
2015年法国政府宣布，互联
条件的毕业生可通过微信公众 主管部门责令整顿。
57.3亿元，同比增长184%。预计
事实上，再先进的算法和技 网公司将需要为在其平台上发布
号或到现场提交申请。
如此低俗的内容何以能大行 2020年短视频市场规模突破300 术，也需要价值观引领。快手 的违法内容负责。德国规定，
店长董良琴介绍，店内共有 其道？背后“推手”是什么？监管 亿元。此前有消息称，在今年完 CEO宿华近期表示：“算法的背后 2018年起网络平台必须在7天内
386套人才公寓，已拿出一整个 “落锤”后网络视频业将何去何 成新一轮融资后，用户规模最大 是人，算法的缺陷是价值观的缺 删除用户举报的非法内容，24小
楼层的房源供毕业生挑选，“ 公 从？围绕公众关心的问题，记者 的快手市场估值将达到百亿美元 陷。”
时内删除或屏蔽违法言论，否则
寓内家具家电齐备，床品、被子 进行了调查。
业内人士指出，监管重拳 将面临最高达 5000万欧元的罚
级别。
都有，可以拎包入住。”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低俗恶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报 出击不仅让视频平台追逐的流 款。
南京今年来聚焦“创新名 搞的视频内容之所以能在网络空 告显示，2016年我国网络表演（直 量大幅缩水，更将影响其动辄
中国正在从网络大国迈向网
城”建设推出多项有力举措，包 间大行其道，与平台的纵容不无 播）整体营收达到218.5亿元，平 百亿美元的估值，而后者对平 络强国，应该为公众提供什么样
括吸引青年人才集聚发展的“宁 关系。在资本的推动下，部分视 台数量 250多家，用户规模 3.44 台 的 持 续 融 资 和 发 展 至 关 重 的互联网视听内容，成为摆在监
聚计划”，吸引大学生在宁就业 频平台瞄准“流量就是收益”的盈 亿。网民总体渗透率达47.1%，其 要。
管者和所有从业者面前的一道严
创业。
（新华） 利模式，在准入门槛和内容审核 中30岁以下网民渗透率73.6％。
（新华）
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的互 峻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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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有足够财力
应对资金流出

新华社香港4月15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
司长陈茂波15日表示，近日港元汇价走弱，部分资
金流出香港，他强调特区政府有足够财力应对，外
界无需过分忧虑。
陈茂波当天发表网络文章指出，港汇近期走
弱，是一如所料，而香港金融管理局至今已经四度
承接港元沽盘，已买入约96.6亿港元。他表示，美
国联储局自2015年12月起至今六度加息，港美息
差已经明显拉阔，使港元流向美元，最终会使部分
资金流出香港，为港息正常化提供条件。
陈茂波呼吁外界对港元流走无需过分担心。
他强调，特区政府早已做好准备，有足够财力应对
资金流出。即使出现大额资金要求沽港元、买美
元，金管局都绝对能够应付这些兑换要求。另外，
他们早已为香港银行和金融体系做好防震措施，防
患未然。因此，他非常有信心香港能够应付极端情
况下资金大量流走引发的挑战。
北京引进外地生源毕业生
原则上要求研究生学历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北京市人社局近日公

布了《北京市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工作管理办
法》,明确采取指标数量的方式控制引进毕业生总
量，引进毕业生原则上应具有研究生学历。办法规
定，毕业生作为创业企业主要创始人可以申请落
户。
办法首次提出，在校或休学期间创业的毕业
生，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办理引进。此外，考试录用
公务员、大学生村官（选调生）、退役大学生士兵、特
岗计划乡村教师及按照北京市特定政策和要求办
理引进的毕业生，实行计划单列，不占引进指标。
北京市高精尖产业用人单位、优秀创新创业团队、
市属高校和医疗卫生机构引进的优秀博士研究生，
也不占引进指标。

武汉计划年内实现
湖河无人机巡查全覆盖
新华社武汉4月15日电 无人机在百米高空盘

旋巡弋，对湖泊河流状况进行拍摄，不留盲区和死
角，同时提前锁定证据……据武汉市水务局消息，
为了更好地保护辖区内百余个（条）湖泊河流，武汉
市今年起全面推广使用无人机巡湖（河）制度，确保
对湖泊河流的状况第一时间就了如指掌。
武汉素有“百湖之市”之称，辖区内湖泊湿地星
罗棋布，水系众多。但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处在
城市区域的湖泊河流常常面临被污染和侵占的威
胁。监管部门调查填湖占湖等涉水违法行为，多靠
步行、驾车或乘船，巡查范围和工作效率都十分有
限。
按照计划，至今年年底，武汉市将在全市15个
区（功能区）范围内全面部署无人机，并形成水政定
期巡查制度。

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
超 350 万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数

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350万，死亡病例
超200万，肺癌、乳腺癌、胃癌等是最常见的癌症。
癌症防治难度大、疾病负担重，已成为严重危害人
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研究显示，我国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为30％左
右，较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中国工程院院士、
肿瘤病因学专家程书钧说，一些基层地区肿瘤的早
期筛查、诊断水平有限，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
期。老龄化加速、环境污染增多、高脂饮食习惯等
也为肿瘤防控带来新挑战。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
规划（2017－2025年）》提出，到2025年，将高发地区
重点癌种早诊率提高到60％。实施慢性病早诊早
治，降低高危人群发病风险。推广应用癌症个体化
规范治疗方案，降低患者死亡率。

国家级大熊猫科研繁育中心落户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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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内将有
20 只大熊猫入住杭州

谢
唁

14日，记者从杭州市野生动物世界获悉，中国大熊
猫保护研究中心与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在杭州签约了“杭
州—中华大熊猫苑”项目，预计在2022年之前，将会有20
只大熊猫入住杭州。
据悉，该项目是浙江省首次设立的国家级大熊猫科
研繁育中心，建成后将包括大熊猫饲养展示区、大熊猫繁
育区、大熊猫科研中心以及大熊猫科普教育及文化展示
中心等场馆。
目前，杭州市一共拥有4只大熊猫，杭州动物园与杭
州野生动物世界各有2只。据了解，项目引进20只大熊
猫后，预计将使杭州成为除四川大熊猫繁育基地之外，世
界上拥有大熊猫数量最多的地方之一。
为什么把保护研究中心选在杭州？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专家李德生表示，一是杭州的纬度与四川的大熊猫繁
育基地比较接近，气候等自然条件较为适宜大熊猫生活；二
是杭州市民保护爱护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意识普遍比较强。
据了解，“杭州—中华大熊猫苑”项目将在2018年动
工建设，并于2022年之前完成全部的场馆建设工作。杭
州野生动物世界方面表示，场馆预计有90亩的面积，并
将保证竹子的充足供应，以满足大熊猫的生长生活需求。
此外，该项目将在浙江省开展大熊猫野外放生项目
的前期野化训练工作。
（新华）

△4月15日，电影《超时空同居》剧组成员亮相
开幕红毯。当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怀
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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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祥芝镇湖西村家宴中心工程施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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