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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
新华 社 北 京 4 月 15 日 电（记 者 黎 云 、刘 济
美）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
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
《中
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行）》
《中国人民解放
军队列条令（试行）》
（统称共同条令），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
持
“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导，适应军委管总、战区
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把全面从严治军要求体现
在条令的各个方面，增强了时代性、科学性、精准
性和操作性，是新时代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基本法
规和全体军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新修订的共
同条令颁布施行，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新修订的《内务条令（试行）》，由原来的 21
章 420 条，调整为 15 章 325 条，明确了内务建设
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
技兴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着眼新体制新
要求，
调整规范军队单位称谓和军人职责，充实日
常战备、实战化军事训练管理内容要求；着眼从严
管理科学管理，修改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使用管理、
公车使用、军容风纪、军旗使用管理、人员管理等

方面规定，
新增军人网络购物、新媒体使用等行为
规范；着眼保障官兵权益，调整休假安排、人员外
出比例和留营住宿等规定，
新增训练伤防护、军人
疗养、心理咨询等方面要求。
新修订的《纪律条令（试行）》，由原来的 7 章
179 条，调整为 10 章 262 条，围绕听党指挥、备战
打仗和全面从严治军，提出了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作战纪律、训练纪律、工作纪律、保密纪律、
廉洁纪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 10
个方面纪律的内容要求；充实思想政治建设、实
战 化 训 练、执 行 重 大 任 务、科 技 创 新 等 奖 励 条
件；新增表彰管理规范，对表彰项目、审批权限、
时机等作出规范，同时取消表彰与奖励挂钩的相
应条款；充实违反政治纪律、违规选人用人、降
低战备质量标准、训风演风考风不正、重大决策
失误、监督执纪不力等处分条件；调整奖惩项目
设置、奖惩权限和承办部门，增加奖惩特殊情形
的处理原则和规定。
新修订的《队列条令（试行）》，由原来的 11 章
71 条，调整为 10 章 89 条，着眼进一步激励官兵士
气、展示我军良好形象、激发爱国爱军热情，新增
誓师、组建、凯旋、迎接烈士等 14 种仪式，规范完
善各类仪式的时机、场合、程序和要求；调整细化
阅兵活动的组织程序、方队队形、动作要领；调整
队列生活的基准单位和武器装备操持规范，统一
营门卫兵执勤动作等内容。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设的宝贵经验，
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继续
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为实现
“两
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巴基斯坦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
所长萨利姆·卡尔吉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让
海南经济特区受益良多。在过去 30
年间，海南经济特区实现了快速发展，
成为驰名中外的国际旅游岛。海南经
济特区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生动缩影。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宋
立水表示，
习近平讲话所释放的信号就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而言同样具有
重大意义，其中所传递出的关键信息

是，
中国将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并将在推
进国际合作过程中积极承担大国责任。
巴西里约州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
任毛里西奥·桑托罗认为，
中国从上世
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当今
世界发展进程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政
策和行动。中国以这种方式取得经济
迅速增长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南非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新兴市场
部董事总经理马丁·戴维斯说，
“ 改革
开放政策是中国做出的正确选择，取
得的成果举世瞩目”
，
中国近期宣布的
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说明中国坚持
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改变。
智 利 商 业 集 团 SIGDO KOPPERS 首席商务官毛里西奥·卡斯蒂

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等发展经验对
拉美地区国家非常有帮助，
中国的
“一
带一路”倡议为许多国家带来发展机
遇，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互惠互利。
《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荣
说，当前中国正在转向一种更稳定和
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扩大对外
开放是这种转变的组成部分，这对于
亚洲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
机构顾问巴塔查吉认为，中国改革开
放的一系列新举措彰显了中国捍卫多
边贸易、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决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经济事务
官员梁国勇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

国以贸易和投资为两翼不断融入世界
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成为推进全球
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哈萨克斯坦法拉比国立大学教授
穆萨塔耶夫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世界
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经济全
球化的推动者。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彰显中国与各国共商共建共享，
坚
持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
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金融
学教授安玉花说：
“ 习近平在讲话中
的一系列重要宣示，让世界对中国在
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中国倡导的以多边
合作为主的共赢精神在讲话中展现
得淋漓尽致。”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三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 3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
满足现状
者，
机遇属于勇于创新、
永不自满者。
“海南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创新
思路、
凝聚力量、
突出特色、增创优势，
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新标杆，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
局。
”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党
中央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
分阶段
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海
南的改革发展迎来又一个明媚的春

天。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成为海南等经济特区乃至整个中国新
的奋斗目标。
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
兴，海南之所以能从一个边陲海岛发
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正
是得益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得益于
30 年 来 的 大 胆 探 索 、进 取 开 拓 。 如
今，海南发展正迎来新的重大历史机
遇。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
中央对海南改革开放“试验田”
的高度
认可；瞄准自由贸易港这一当今世界
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是时代赋予海
南的重大责任和使命。以更高的站
位、更宽的视野、
更大的力度谋划和推

“大洋一号”综合海试
南海段起航

这是 4 月 15 日拍摄的停靠在厦门现代码头
的
“大洋一号”科考船。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改革开放的践行者 多边贸易的捍卫者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3 日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释放出中国对外开
放再扩大、深化改革再出发的强烈信
号。海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
认为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
背景下，中国积极践行改革开放、捍卫
多边贸易，
给世界带来机遇和利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今年
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也是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今天，我们在
这里隆重集会，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 30 周年，就是要充分肯定经济特区
建设的历史功绩，
深刻总结经济特区建

“潜龙三号”首次亮相

进改革开放，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试验区、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
保障区，海南必将成为展示中国风范、
中国气派、
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必
须抓住机遇，
坚持开放为先。海南要实
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加快建立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
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大胆试、
大胆闯、
自主改，
加快形成法治化、
国际
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
高效的市场环境，
打造开放层次更高、
营商环境更优、
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
高地，
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

战略支点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必须解放思想，下大气力破除体制机
制弊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
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
要实现改革大的突破，必须坚持解放
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既总结
国内成功做法又借鉴国外有益经验，
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敢闯敢干，大
胆实践，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带
动全国改革步伐。在更高起点谋划和
推进改革，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
程度不亚于 40 年前，必须敢于较真碰
硬，勇于破难题、闯难关，在破除体制
机制弊端、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上再

啃下一些硬骨头，强化改革举措系统
集成，
科学配置各方面资源，形成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
海南过去取得的成就，是我国历
史性变革和成就的缩影。习近平总书
记对海南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在新时
代新起点上改革再出发的重要遵循。
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契机，中国
将继续扩大开放、
加强合作，与世界共
享 中 国 发 展 机 遇 、共 享 中 国 改 革 成
果。打造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
标杆，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中国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
动能、
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新华社
“大洋一号”4月15日电（记者刘诗平）搭
载
“潜龙三号”
无人无缆潜水器和 70 名科考队员的
“大洋一号”
科考船15日从厦门起航，
奔赴南海执行
“大洋一号”
综合海试B航段科考任务。这也是目前
我国最先进的自主无人潜水器
“潜龙三号”
首次出海。
本航段首席科学家蔡巍说，本航段主要是通
过使用“大洋一号”在南海开展相关设备试验，完
成重大装备海上验收，推动“潜龙”系统潜水器的
发展。
“潜龙三号”
将进行海试，
对其主要技术指标
和功能进行验证，
并根据需求，
在天然气水合物试
采区和多金属结核试采区进行试验性应用。
按照计划，
科考队将完成
“潜龙三号”
的海上试验
与验收；
完成EM122多波束系统的标定和验收；
完
成国产超短基线基阵的标定；
开展1000米级多金属
结核采集系统海试区的选址与环境基线调查；
开展天
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及邻近区域地质和环境调查。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波表示，
“潜龙
三号”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潜龙系列潜水器的新成员，
以深海复杂地形条件下资源环境勘查为主要应用方
向。此次海试及试验性应用，
将进一步夯实我国
“深
海进入、
深海探测、
深海开发”
的技术基础，
提升我国
国际海域资源勘查水平，
助推深海科学研究发展。
自 3 月 20 日开始的“大洋一号”综合海试，分
A 航段和 B 航段进行。在西太平洋进行的 A 航段
海试中，首次出海的“海龙Ⅲ”无人有缆潜水器完
成了 400 米级、2000 米级、4500 米级三个深度级
别的海试，
“ 潜龙 11000”无人有缆潜水器完成了
400 米级和 2000 米级海试。

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
超350万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记者王宾）4 月 15
日至 21 日是第 24 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题
为
“科学抗癌，关爱生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 15 日表示，我国肿
瘤防控需注重降低发病率、提高早诊率、提高生存
率、推进服务规范化，
促进全生命周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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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个体化最佳治疗要做好‘顶层设计’。”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蔡建强表示，癌
症防治应完善多学科团队临床诊疗规范，根据癌
症种类和疾病分期决定综合治疗方案。
中国工程院院士、肿瘤内科学专家孙燕提示
公众，
尽量远离致癌因素，
注意控制癌前疾病和癌
前病变，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平衡膳
食、心情舒畅可有效减少癌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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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芝药业新增两大精品 入选海南省高新技术产品
近日，
康芝药业研发生产的精品盐酸
左西替利嗪颗粒（康芝泰®）和止咳橘红
颗粒（康芝®），
荣获海南省高新技术产品
荣誉证书，
充分体现了康芝药业近年来在
产品研发及技术创新领域的成绩。

盐酸左西替利嗪颗粒
盐酸左西替利嗪颗粒是康芝药业在
国内首创开发的左西替利嗪颗粒剂型，
是
治疗荨麻疹、
过敏性鼻炎、
湿疹、
皮炎等过
敏性疾病的新一代抗组胺药。其用药量
比第二代抗组胺药西替利嗪减少一半，
提
高了儿童用药的安全性。
《盐酸左西替利嗪颗粒开发及产业化
项目》是 2013 年海南省重点科技计划项
目。康芝药业参照美国药典左西替利嗪
标准，进行技术创新，不仅产品的生产工
艺稳定、
技术可控、
可规模化生产，
而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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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大幅度提升。此外，
盐酸左西替利
嗪颗粒的制备和检测方法获得了国家发
明专利，
产品技术壁垒提高。临床试验表
明，
其与比利时UCB的原研药品临床疗效
一致。今后，
国内过敏性疾病患者也可以用
上质优价廉的新一代抗过敏药了。
康芝药业专注于儿童药的研发生
产 ，特 别 设 计 了 盐 酸 左 西 替 利 嗪 颗 粒
2.5mg 儿童剂量规格，只需每天服用一
袋，能够剂量精准地治疗儿童过敏性疾
病。同时，考虑到孩子抗拒吃药的心理，
康芝药业运用掩味技术，研制出口感良
好的配方，改变了人们对“良药苦口”的
传统印象，更方便家长喂药，大大提高了
患儿服药的依从性。

止咳橘红颗粒
止咳橘红颗粒是康芝药业自主研

发、独家生产的名优中成药。
《止咳橘红
颗粒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于 2013 年获得
海南省科技成果转化奖。该产品曾被列
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具有清肺止咳化
痰功效，目前已实现规模化生产，在临床
上广泛使用。
康芝药业从生产工艺、生产设备、产
品质量等多方面对产品进行了持续改
进。质控方面，运用在线检测设备与技
术，为产品质量保驾护航。康芝药业采
用中药提取纯化技术，去除更多杂质，提
高止咳橘红颗粒的澄明度。在同等疗效
下，该产品服用药量更少，安全性更高，
色泽更清澈，极大地改善了患者对中药
的感官体验。制粒工艺方面，康芝药业
运用智能高效混合制粒流化床干燥技
术，提高了生产效率。此外，公司运用矫
味技术改善口感，使传统的“苦口良药”
变得可口，
方便患者服用。

在我国，每年约 92%的人会患感冒，
10 岁以下儿童感冒发病率最高，其中
40%的感冒患者伴有咳嗽症状，
儿科门诊
50％以上的患儿以咳嗽为主诉就诊。针
对儿童感冒咳嗽发病率高的情况，
康芝药
业开展了止咳橘红颗粒儿童用药剂量探
索的临床研究。目前临床研究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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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儿童用量的可靠数据，
为儿童安全
用药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药颗粒剂是在传统中药汤剂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剂型。随着生活节
奏加快，方便服用的颗粒剂得到快速发
展。在现代制药技术保障下，颗粒剂保
留了汤剂的良好疗效，又具有服用剂量

小，服用、携带、贮藏、运输方便，
久置不
易变质，
稳定性佳，
即冲即服，
可通过加入
矫味剂掩盖不良气味等特点，
被广泛使用，
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医药学的良好载
体。止咳橘红颗粒以其优良的品质、
可靠
的疗效，
已经成为老少皆宜的清肺止咳化
痰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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