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3月23日
电 巴基斯坦 23日在时隔 7年后举
行国庆阅兵仪式。自 2008年举行
国庆阅兵仪式后，由于安全因素，
巴基斯坦一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总理谢
里夫、陆军参谋长拉希勒等政府及
军方高层官员出席了在首都伊斯
兰堡举行的阅兵式，数千人在现场
观看。伊斯兰堡和附近城市拉瓦
尔品第实施严密安保措施，手机通
讯一度暂停服务。

据悉，参加阅兵式的包括巴基
斯坦陆海空三军、准军事部队、警
察、边境兵团和突击部队，其中女
性官兵第一次参加阅兵。阅兵式
上还展示了枭龙战机、F－16战斗
机、军用武装直升机以及多种型号
的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等军事
装备。

侯赛因在致辞中说，政府将铲
除巴基斯坦国内的恐怖主义、好战
主义、种族主义、宗派主义，确保一
个和平与繁荣的巴基斯坦。巴基

斯坦希望能够与一切国家尤其是
邻国保持和平关系，渴望通过和平
方式解决与印度的所有问题，包括
克什米尔问题。巴基斯坦还希望
与阿富汗建立友好关系，维护国际
和平。

侯赛因表示，去年发生在白沙
瓦的残忍袭击使巴基斯坦全国联
合起来对抗恐怖主义。巴基斯坦
军方针对西北部北瓦济里斯坦的
恐怖分子发起清剿行动，目前正在
进行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战争。

谢里夫呼吁巴基斯坦人民团
结一致粉碎恐怖分子和敌对势力
的阴谋。他说，这些反政府分子不
仅威胁无辜生命，更威胁到整个国
家，而巴基斯坦人民将义无反顾站
起来抵御挑战，永不屈服。

巴基斯坦 2008年举行国庆阅
兵仪式后，国家安全形势日益恶
化，爆炸袭击事件频发，其中 2008
年 9 月发生在伊斯兰堡市万豪酒
店的爆炸袭击造成至少 50 人死
亡、200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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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
治党的要求，2014年 12月，中央组
织部发出通知，对做好 2015 年领
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作
出安排。目前，全国副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已基本完成了个人有关事
项的集中填报工作，并就本人填报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郑
重向组织作出书面“承诺”。随着
这项工作深入推进，各级党委及其
组织部门正努力探索建立中国特
色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制度。那么，这项制度究竟“特”在
哪些方面？

“特”意味着高标准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总是拿外

国的官员申报制度说事，动辄说人
家怎么规范，怎么科学，而把我们
的制度说成小儿科、低版本，其实
恰恰相反，特色意味着高标准，特
色蕴含着严要求，特色彰显着大优
势。”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专家表示，与西方社会的同类
制度相比，中国特色的领导干部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有四大鲜明
特色，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广、全、
实、严。

湖南商学院教授王明高表示，
在报告主体方面，我国规定个人有
关事项的报告主体包括“县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

导班子成员”，2014年，全国向组织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领导干部达
150万名，较之美国、澳大利亚、韩
国等规定的财产申报主体的范围
更广。

在报告内容方面，辛鸣表示，
我国要求领导干部报告的事项内
容有 14 项之多，像涉及“家事”方
面的婚姻变化情况、配偶子女从业
情况和涉及“家产”方面的房产、投
资等情况，更是需要重点申报的内
容。

“特”源于自身实际
专家同时指出，我们制度的特

色不是为特色而特色，是基于对中
国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清醒的认知
和自觉的应对。

“比如，在中国‘小官未见得小
权’，县委书记级别只是正处级，但
其掌握的权力、控制的资源可不
小。”辛鸣说，如果只对高级干部作
要求，将会使一大批握有重要权力
的干部游离于制度监督之外。

此外，专家还表示，在我国，由
于申报人数巨大，申报事项众多，
在尚未向全社会公示、受到全社会
全方位监督的情形下，设立抽查核
实机制并将其与干部选拔任用结
合起来、与财产的“合法性”验证机
制结合起来，就成为一种必然选
择。

“特”不是特立独行
特色制度不是特立独行，不是

主观随意任性而为，而是遵循制度
建设普遍规律基础上的特色设计。

“比如，关注家庭情况是我们
这项制度的特色，但其指向却是制
度对象的全面性，解决的是利益关
联问题；随机抽查也是我们这项制
度的重要特色，这是要体现制度的
严肃性；报告事项多而细，则是制
度严密性的基本要求。”辛鸣说。

“做得好的，我们要毫不动摇
坚持并不断完善，在检查制度设计
漏洞，扎牢制度之笼等方面下功
夫，在更全、更大和更严上继续做
下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
授李拓说。

专家同时指出，在一些西方发
达国家，尽管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
度的完备性周密性并不高，但由于
国家普遍的财务与金融监管水平
较高，所以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
施行效果比较好。

王明高表示，要使领导干部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有效有力实
施，需辅以以薪养廉制度、公民信用
保障号码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等配
套制度，形成完备的体系，进而使其
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
武器。（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集团化”和“市场化”是深化
转制科研院所改革的两个重要方
向。

意见提出，对于承担较多行业
共性科研任务的转制科研院所，可
组建成产业技术研发集团。同时，

推动以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转制
科研院所深化市场化改革，通过
引入社会资本或整体上市，积极
发展混合所有制，推进产业技术
联盟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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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
境，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是关
键。意见指出：加快推进垄断性行
业改革，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业
务，建立鼓励创新的统一透明、有序
规范的市场环境。意见明确要求，

要切实加强反垄断执法，打破地方
保护，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
场的规定和做法。此外，改革产业
准入制度，制定和实施产业准入负
面清单。破除限制新技术新产品新
商业模式发展的不合理准入障碍。

清除障碍

重奖精英
为了激励成果转化，意见提出

要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
例，对用于奖励科研负责人、骨干
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
的收益比例，可以从现行不低于
20％提高到不低于 50％。同时，

鼓励各类企业通过股权、期权、分
红等激励方式，调动科研人员创新
积极性。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科研人员通过科技成果
转化取得股权奖励收入时，原则上
在 5年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天使投资
为了发挥金融创新对技术创

新的助推作用，意见提出要研究制
定天使投资相关法规，对包括天使
投资在内的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等
创新活动的投资，统筹研究相关税
收支持政策。

同时，强化资本市场对技术创
新的支持。加快创业板市场改革，
规范发展服务小微企业的区域性
股权市场；发挥沪深交易所股权质
押融资机制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
创新创业企业发行公司债券。

企业“话语权”
如何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决

策的主体？
意见提出，建立高层次、常态

化的企业技术创新对话、咨询制
度，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国家创新

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吸收更多企
业参与研究制定国家技术创新规
划、计划、政策和标准，相关专家咨
询组中产业专家和企业家应占较
大比例。

技术移民
为了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

意见提出要实行更具竞争力的人才
吸引制度，规范和放宽技术型人才取
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条件，探索建
立技术移民制度。对持有外国人永

久居留证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在创办
科技型企业等创新活动方面，给予中
国籍公民同等待遇。围绕国家重大
需求，面向全球引进首席科学家等高
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改革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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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 3 月 23 日电
除月岩外，陨石是人类获得的唯一
地球外岩石样品，堪称“天外珍
宝”。在中国第 30 次南极科学考
察中，我国科考队员在南极发现一
块 1300 克的陨石，经科学检测为
珍贵的灶神星陨石。

据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副院长缪秉魁教授近日在上海市曹
杨中学作科普报告时介绍，在中国
第 30次南极科学考察中，科考队员
在南极格罗夫山地区发现 583块陨
石。经过近一年努力，桂林理工大
学对其中 149块样品进行了分类研

究和命名。其中，最大一块陨石达
1300克，经检测为灶神星陨石。

缪秉魁介绍：“这种岩质的陨
石有来自火星、月球和小行星三种
可能。根据矿物成分和氧同位素
分析，排除来自火星和月球的可
能，应来自灶神星，为钙长辉长无
球粒陨石，属于灶神星陨石。”

灶神星是木星和火星之间的
主小行星带的第 4 号小行星。一
般认为它具有类似地球的核幔壳
结构，是认识类地行星起源的理想
研究对象，也是国际深空探测的重
要目标之一。

近日，在匈牙利展出的“肉身
坐佛”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中国文
物部门已初步确认其为福建 20 年
前被盗的“章公六全祖师”肉身
像。然而，就在记者现场探访后不
久，荷兰突然单方面撤展并运走了
这尊佛像。

从照片上看，佛像底座上“章
公六全祖师”等汉字明明白白地交
代了其祖籍。但是，这件文物在
1996 年就到了荷兰私人收藏家手
里，在近 20 年时间里，荷兰方面一
直非但没有对文物的真正来源进
行彻查，反而心安理得地把它写进
博物馆展品宣传册，甚至公然租借
到外国展出。

国际博物馆理事会的《伦理守
则》明文规定，“博物馆不得通过购
买、受赠、租借、遗赠或交换等手段
获取所有权不明的艺术品；在某一
个国家的合法所有权并不是有效
证据”。在任何交易中，赃物就是
赃物，永远都不能被漂白。

目前常被用于海外流失文物
追索的多边国际条约是 1970 年的

《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
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
的公约》和 1995 年的《国际统一私
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
物的公约》。当然，这些公约存在
不少漏洞，例如有关文物溯及力时

效的规定，它对非缔约国也没有法
律效力。就荷兰而言，2009 年才
加入“1970 公约”，这意味着公约
对 1996 年的佛像交易没有法律效
力；荷兰议会至今未批准“1995 公
约”；中国和荷兰也没有签订文物
归还的双边条约。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文物追索
中，即使能验明正身，也并不意味着
会有圆满的结局。但即便如此，佛
像也应物归原主，因为除了法律，这
世间还应有伦理与道德的约束。

就算“章公”佛像失踪经年，就
算转手多次，就算所谓买卖“手续合
法”，也绝对改换不了它的那颗中国
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包括荷
兰在内，一个普遍接受的伦理原则
是：人类遗骨遗骸应归还原属国。

“章公”佛像疑点曝光之后，立
即在远隔万里的原籍福建省阳春村
引起轰动。对于阳春村村民来说，
这并不只是一件文物，更是祖先的
遗骸。叶落归根，不仅是中国人眼
中，也应是世界上广为接受的一种
普世认识，在荷兰恐怕也不例外。

就“章公祖师”来说，是把他人
祖先的遗骸锁进自己的地下室，还
是 让 其 回 归 故 里 ？ 答 案 显 而 易
见。人们希望，荷兰方面能设身处
地地考虑中国村民们的情感与合
理诉求，配合中方行动，早日让“章
公祖师”回家。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南极发现珍贵陨石

■新华时评

早日让“章公祖师”回家

我国探索建立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

领导报告无“小事”
深入推进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

突出抓好重点抽查
对拟提拔为副处级以上干部人选，拟列为副厅级
以上后备干部人选，以及转任重要岗位人选等，
一律进行核查核实

扩大随机抽查比例
将随机抽查比例由目前的3%～5%提高到10%

进一步加大抽查核实力度

进一步强化抽查核实结果的运用

建立干部诚信档案

研究细化抽查核实结果处理政策

强化责任追究

加强检查通报

制图/王文齐

阳春三月，陕西省汉中市近百万亩油菜花争相绽放。金灿灿的油菜花海随风摇曳，连绵
起伏，把山峦、青瓦白墙的村庄点缀成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引无数游人驻足观赏。新华社发

▲3月 23日，游客在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定军山下的油菜花海游览、留影。

▶这是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定军山下油菜花海（3月 23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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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从不同角度拍摄的灶神星陨石（2014年 3月 20日摄）。
新华社发

巴时隔7年举行国庆阅兵

3月 23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参加阅兵式的巴基斯坦女兵
方队接受检阅。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