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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李大勇、樊永强）
中共中央宣传部16日向全社会公开发布王锐的
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王锐是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班长。入伍8
年来，他始终胸怀强军梦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头脑，赓续传承红色基因，瞄准实战勤学苦练，
把强军目标熔铸到具体岗位上、落实在实际行动
中，努力做忠诚战士、当强军标兵，多次圆满完成
各项急难险重任务，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业
绩，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被评为全军优秀
共产党员并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

中宣部授予王锐
“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闫子敏）针
对美方有关报告无端指责中国宗教自由状况，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尊重
事实，管好自己的事，停止利用所谓的宗教问题干
涉他国内政的错误做法。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
国务院发布了201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点
名批评了中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你提到的这个报告。”华春莹说，
中国政府充分尊重和依法保护民众的宗教信仰自
由，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人民依法享有充分宗教信
仰自由。美方所谓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对中
国宗教自由状况进行无端指责，中方对此坚决反
对，并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外交部回应美方报告：

勿用宗教问题
干涉他国内政

据新华社西安8月16日电（记者李国利、蔺
娟）记者日前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采访时了解到，
经过50年的发展，我国航天测控人员相继攻克多
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航天器定轨精度从最初的
公里级、米级到厘米级的跨越。

精密定轨是对航天器实施有效控制的基础。
据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党委书记祁亚虎介绍，多年
来，中心瞄准精密定轨这一前沿领域奋力开拓，先
后攻克航天器轨道确定、轨道控制、轨道维持等关
键核心技术，轨道确定和控制精度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其中，近地轨道航天器位置确定精度最
高可达厘米级，地球同步轨道航天器位置确定精
度可达几十米，月球轨道探测器位置确定精度可
达公里级。

我国航天器
定轨精度实现厘米级

据新华社武汉8月16日电（记者胡喆、谭元
斌）记者16日从湖北省国防科工办和中国航天三
江集团公司获悉，武汉市电子政务专网将使用量
子保密通信，相关项目已开工建设。

据介绍，这个项目采用世界首创的“经典－量
子波分复用”传输技术，在无需改变现有用户网络
结构和业务方式下，实现将视频通话信号以量子
加密方式进行传输，可大大降低对现有网络改造
的难度和成本费用，实现信息传输的无条件安
全。它的建设及运营，将为武汉“1+8”城市圈和
长江中游城市群量子通信建设提供样板，已被列
入武汉市政府2017年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武汉电子政务
将使用量子保密通信
打造长江中游量子战略运营网

内地13价肺炎疫苗
专家建议理性接种无需恐慌

根据13价肺炎疫苗的接种程序
表，第一步是基础免疫，在6周龄至6
月龄内接种1至3剂，各剂次间隔4
至8周；第二步是加强免疫，在12至
15月龄内接种1剂。

针对不少家长焦虑疫苗缺货导
致宝宝错过接种时间，张宇艳建议不
用太担心，如果确实有需要，等宝宝2
周岁后可选择接种23价肺炎疫苗。
另外，接种13价肺炎疫苗，可预防其
所覆盖的13种血清型导致的相关侵
袭性疾病，但如果是疫苗未覆盖的，
或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肺炎或疾病，打
了这个疫苗也不能起到作用。

相比13价肺炎疫苗，23价肺炎疫

苗覆盖23种肺炎链球菌血清型。2岁
以下儿童由于自身免疫系统尚不完
善，对多糖抗原不易产生抗体，故该疫
苗只适用于2岁以上的疾病易感人群
（如儿童、基础性疾病患者和老年人）。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
规划所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与评价
科主任胡家瑜表示，接种疫苗可以
大大降低感染肺炎等疾病的风险，
但是并不意味着从此一劳永逸、高
枕无忧。作为家长，在为宝宝选择
接种疫苗时，应根据儿童自身体质、
感染疾病风险、家庭经济承受能力
等，理性地作出决定。（新华社上海8
月16日电 记者仇逸 龚雯）

13价肺炎疫苗，全称“13价肺炎
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用于帮助6周龄
至15月龄婴幼儿预防由13种肺炎球
菌血清型导致的相关侵袭性疾病，包
括菌血症肺炎、脑膜炎、败血症和菌血
症等。

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着每一个
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在疫苗可预防
的疾病中，肺炎球菌疾病是导致5岁

以下儿童死亡的重要病因之一。目
前抗生素仍是治疗侵袭性肺炎球菌
疾病的主要方法，但以前对肺炎球菌
有效的抗生素现在正面临越来越严
重的耐药性。

今年4月份，全球制药巨头辉瑞
公司在北京举行13价肺炎疫苗上市
会，多个城市陆续可以接种，对许多家
庭而言可谓是久旱逢甘霖。值得一提

的是，该疫苗是目前中国内地唯一可
用于6周龄至15月龄婴幼儿的肺炎
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另外，该疫苗迄今
已被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纳入国
家免疫规划之中。

“由于目前13价肺炎疫苗接种需
求旺盛，上海地区出现了暂时供不应求
的情况。我们正在积极协调，争取尽快
满足大家的需求。”辉瑞公司回应称。

张先生告诉记者，以前宝宝打13
价肺炎疫苗要跑去香港，随着内地引
进并于7月登陆上海，对家长而言是
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只是没想到最近
带宝宝去社区卫生中心的时候，已经
变得一针难求。“我们甚至还到外资的
百汇医疗预约过，要2300元，比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700多元要贵很多，但
那里现在也没有疫苗了。”

记者询问了普陀区一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关于13价肺炎疫苗的供应情
况，得到的结果是“今年二类疫苗普遍

缺货多，具体原因也不是很清楚，因为
现在二类疫苗是由区疾控中心统一确
定。”所谓第二类疫苗，是相对政府免
费向公民提供的第一类疫苗而言，由
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

上海市普陀区疾控中心主任张宇
艳表示，目前疫苗由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根据自身需求量向区疾控中心预
订，由区疾控中心向企业采购后，再送
到各个接种点。由于疫苗需要经过国
家有关部门的批检，所以说不清具体
周期长短，有的很快，有的要等几个

月，另一种儿童五联疫苗已经好几个
月没货了。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介
绍，疫苗批签发是WHO要求的国家
疫苗监管的六项职能之一，在国家疫
苗管理体系中，批签发作为疫苗上市
使用前最后一道关口，确保疫苗安全
有效。监管部门于2006年1月1日
对全部上市疫苗实施批签发，即每批
制品出厂上市或者进口时进行强制性
检验、审核的制度。检验不合格或者
审核不被批准，不得上市或者进口。

上海的陈女士近日在离家较远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抢”到了最后一支13价肺炎疫
苗，相比之下，张先生为找一支这样的疫苗烦恼了很久。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进入上海的13价肺炎疫苗数量有限，但是如果宝宝没接种到，家长也
不必恐慌，一方面做好日常防护，另一方面，2岁以后体弱者可以选择接种23价肺炎疫苗。

5年来，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
一系列立足根本、着眼长远的制度
措施，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治
标走向治本，从“拔烂树”“治病树”
到培育健康“土壤”、建设良好政治
生态转变。

扎牢制度之笼，为制度治党提
供根本保障。

从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提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努
力践行的高标准，到修订《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划出纪律底
线；从出台首部党内问责条例，实现

问责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到修订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
拔”的意见》等，打造从严治吏、严格
干部选拔任用的完整链条……

5年来，党内法规建设的步伐不
断加快，中央共出台或修订近80部
党内法规，超过现有党内法规的
40％，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有规可
循、有据可依。

补足精神之钙，为思想建党打
造牢固根基。

2013年下半年开始至2014年，
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2015年起，在县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2016年全面启动“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2017年将“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5年来，打铁趁热、环环相扣的

思想政治建设，让党内教育从“关键
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
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党员干部理
想信念更加坚定，纪律意识和规矩
意识更强。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
党内政治文化的改善、党内政治生
态的修复，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提供了优良环境和土壤。

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断升华。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踏
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崭新征程。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
强的力量。

5年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
践试出了人心向背，厚植了党的执政
根基，锻造出具有更加旺盛生命力和
顽强战斗力的党，为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记者
朱基钗）

5年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
要抓手和重要保障，党内监督方式
方法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向着全面
覆盖、不留死角迈进。

——利剑高悬、愈显锋芒，巡视
监督的震慑效应不断放大。

中央巡视共开展12轮，对277
个地方、单位党组织进行了“政治体
检”，对16个省区市开展“回头看”，
对4个单位进行“机动式”巡视，实现
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巡
视全覆盖。各省区市党委也完成

8362个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
织全面巡视任务。山西系统性、塌
方式腐败，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
川南充和辽宁拉票贿选案等重大问
题线索在巡视中被揭露。中央纪委
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案件中，超过
60％的问题线索来自巡视。根据巡
视移交的问题线索，各地纪检监察
机关立案厅局级干部1225人，县处

级干部8684人。
——瞪大眼睛、伸长耳朵，派驻

监督的“探头”作用充分发挥。
中央纪委设立47家派驻纪检

组，实现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
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实现全面派
驻后的2016年，中央纪委派驻纪检
组共谈话函询2600件次，立案780
件，给予纪律处分730人，分别增长

134％、38％、56％。
——坚决清除“灯下黑”，让监

督者时刻受监督。截至2016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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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
纪工作规则（试行）》制定出台，首次

对监督执纪工作的全流程、各环节
进行明确规定。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互促进。
2016年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
帷幕，目前，北京、山西、浙江3个试
点省市改革取得实质进展，省市县
三级监察委员会转隶组建工作已经
完成。随着改革即将推开，一个在
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
构呼之欲出，将实现对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2012年12月6日，四川省委原
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
查。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落马的第
一位省部级干部，当时就引起舆
论高度关注。然而，这仅仅是一
个开端。

2014 年 6 月 14 日，苏荣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4
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予
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2014年7月

29日，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
问题立案审查；2014 年 12 月 22
日，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
调查；2015年7月30日，中央政治
局会议给予郭伯雄开除党籍处分
……5年来，党中央重拳反腐的决
心勇气、惩贪去恶的雷霆之势，一

次次刷新了人们的认识。
“打虎”无禁区。党的十八大以

来，截至2016年底，中央纪委共立
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打破所谓

“刑不上大夫”的猜想；
“拍蝇”零容忍。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给予纪律处分超过119万人，打

破所谓“法不责众”的观念；
“猎狐”撒天网。从90多个国

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近 3000
人，释放“天网恢恢、虽远必追”的
强烈信号。

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持续量
变产生质变。

201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接
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比2015
年下降17.5％，实现党的十八大以
来首次回落；2016 年，在高压之
下，有 5.7 万名党员主动向组织交
待了自己的问题。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
形成”——2016年底，中央对形势
作出最新判断，不敢腐的目标已经
初步实现。

从作风建设切入，从中央政治局做
起，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解决了管党治
党“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

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的八项规定。5年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以
上率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
督执纪问责，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落实，对“四风”问题坚决露头就

打，推动风气产生根本转变。
紧盯年节假期，抓早抓小、串点

成线，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刹住
“车轮上的腐败”、整治“会所里的歪
风”……5年来，“八项规定”已成为
妇孺皆知的政治语汇，在神州大地
上荡涤起一股激浊扬清的净化之

风，刹住了一些曾被认为难以刹住
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曾被认为
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

人们看到，天价月饼、粽子基本消
失了，风景名胜区里的会所少见了，价
格畸高的名烟名酒得到了遏制，一些高
档酒店也推出了平民餐；干部普遍反

映，应酬少了，精气神也饱满了。广大
干部群众在一个又一个细节、一件又一
件的小事中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变化。

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累计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7
万多起，处分13万多人。平均每天
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查处的

问题超过100起。
数据是最好的印证。在截至

2016年12月查处的15.53万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违纪行
为发生在 2013 年、2014 年的占
78.2％；违纪行为发生在2015年的
占15.1％；违纪行为发生在2016年
的仅占6.7％。增量不断减少，充分
表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常和长、
严和实、深和细中不断落地生根。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作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以猛药去疴、

重典治乱的决心勇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打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肃纪驰而不息，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心民
心为之一振，党风政风为之一新。

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就综述

以作风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破题

以重拳反腐为全面从严治党破局

以党内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抓手

以建章立制为全面从严治党固本培元

砥砺奋进的5年

煤矿 化工 建筑施工

前7个月全国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27478起

今年1月至7月，全国共发生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27478起
死亡 19783人

同比分别下降24.7%和16.8%

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
16日发布数据显示

一些行业领域事故多发态势
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7月份，道路交通发生两起重大事故

针对当前形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派出16
个督导组，分赴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现场督导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重点检查地
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部署、自查自改、监管
执法、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整改、舆论宣传等情
况，并抽查部分企业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制图/孙发强

等行业领域较大事故、重大涉险
事故时有发生

2岁以后儿童可选择接种23价肺炎疫苗

小小疫苗为何如此火爆？

13价肺炎疫苗供不应求A

B

C

一针难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