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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
根据中央要求，民政部、财政部日
前下发通知，向部分健在的抗战
老战士、老同志发放一次性生活
补 助 金 。 发 放 标 准 为 每 人 5000
元，9月份之前发放到位。

具体发放对象包括 4类：抗日
战争时期的在乡复员军人和残疾
军人；移交政府安置的抗日战争
时期军队离休干部、无军籍职工；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在 国 民 党 军 队 服
役，后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编
入解放军序列的在乡复员军人；
参加过抗日战争，后回乡务农的
原国民党抗战老兵。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财
政部门要密切配合，结合当地实
际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尽快组织
实施向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发放
一次性生活补助金工作，确保 9月
份前将一次性生活补助金发放到
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手中。

陆军第 31集团军某师“红四连”，是抗日
战场上赫赫有名的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
当年的番号是八路军第 129 师 385 旅 769 团
10连。1937年 10月上旬，769团侦察得知，
代县阳明堡西南约 3公里处有一个日军飞机
场。分析敌情后，决定夜袭机场。19日晚，3
营营长赵崇德率领官兵渡过滹沱河，神不知
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
战，以伤亡 30余人的代价，击毙日军百余人，
毁伤敌机 24架。129师师长刘伯承接到捷报
后，异常兴奋，赞不绝口：“首战告捷，打得好，
打得好！” （据新华社福州8月11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
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将带薪
休假、错峰休假、“2.5天小短假”一并提出，被
誉为是休假制度的“破冰”。那么，这“三假”如
何落实到位，又怎样考验着单位、企业的“调假
智慧”？

如何避免“画饼充饥”？
一度引发猜测的“2.5天弹性作息”8月 11

日水落石出。意见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
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
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
创造有利条件”。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在“工作前途考量”
与“请假成本”叠加之下，一些上班族仍有顾
虑。一些民众还担心，周五休假“弹性”，是否
意味彼时加班“有理”？

广东财经大学旅游管理与规划设计研究
院院长张伟强教授说：“要让小短假落到实处，
首先需要对多出来的 0.5天假期给予界定，如
果定义为占用了工作时间，那么怎样去补，就
要有明确政策。”

北京旅游学会副秘书长刘思敏也表示：
“‘鼓励’而非统一、‘夏季’而非全年、‘有条件’
的单位而不是全部，也说明这项政策惠及的群
体和人数是在一定范围内的。”

怎样突出“量身订制”？
去年北京人的“APEC 假”令不少外地人

羡慕，而此次意见提出的“错峰休假”让这种
“意外之喜”成为可能。

意见明确提出，鼓励错峰休假。在稳定全
国统一的既有节假日前提下，各单位和企业可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将带薪休假与本地传统节
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错峰休假。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杜炜指
出，落实错峰休假首先要合理安排和调整休假
制度，结合南北方、少数民族特色，适当调整假
日品种；其次是可拆分现有的长假，分解成多
个与民族节日相契合的“小长假”。

事实上，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在践行带薪休
假与当地民族节假日灵活结合的方式。每逢
壮族三月三、傣家泼水节等，当地便施行灵活
变通的休假模式，通过“挪假”“拼假”的方式让
人们“玩得好、休得好”。

私企“重灾区”如何“攻坚”？
“带薪休假难，主要难在私企。”国家行政

学院教授竹立家说，“我国 80％以上的劳动力
在民营企业，收益不稳定，必须努力工作以保
住岗位。”

今 年 初 公 布 的《国 民 旅 游 休 闲 纲 要
（2013—2020 年）》中提出，“到 2020 年基本落
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要达到这一目标，
广大私企、民营企业劳动者权益无疑是重点攻
坚对象。

专家指出，带薪休假在制度层面已经解决，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全面落实，这需要用工单
位、劳动监察部门、工会和员工等多方面加力。

其一，要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对重点企
事业单位进行不定期检查。其二，工会方面加
强对职工带薪休假权益的积极争取和切实保
障。其三，建立健全职工权益追溯机制，在职工
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集体协商机制维权等。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1939 年，16 岁的王岳西参加
八路军，走上了英勇抗战的道路。

1942年 10月 15日，日寇调集
日伪军 7000 余人，对我清水泊根
据地进行大“扫荡”。

王岳西所在的清东独立团遭
受重大损失。当时在团里担任侦
察参谋的王岳西，带领剩余被围
困人员，继续英勇顽强与敌作战，
确保了清水泊根据地未被日军全
面摧毁。

郭园是日军为了掠夺山东寿
光 的 食 盐 而 安 设 的 一 个 据 点 。
1943 年 11 月，清东独立团决定拔
除这个据点。

王岳西和敌工干事许冠堂想
办法托乡亲介绍混进盐工队伍，
伺机对把守据点的基层伪军头目

进行思想策反。一个叫陈义明的
伪军班长很快被争取了过来。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寒夜，陈
义明派自己班的战士到据点两个
重要的岗楼站岗，并按照商定的
方案做好一切内应准备。

部队到达据点后畅通无阻，神
不知鬼不觉地插入据点院内，动作
迅疾地冲进敌营。这次战斗大获
全胜，没费一枪一弹，全俘伪盐警
一个中队 100多人，缴枪 80余支。

解放战争时期，王岳西参加
了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战
斗。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担任过
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中央军委
办公厅副主任、总参装备部顾问
等，1988年离职休养。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 11 日宣布，为增强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市场
化程度和基准性，央行决定完善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
自 8 月 11 日起，做市商在每日银
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
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
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
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
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据了解，当前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中间价的形成方式，是由中国
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

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
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
报价作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
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
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
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中间价，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
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
合确定。

8月 11日实施新报价方式后，
人 民 币 对 美 元 中 间 价 为 6.2298
元，较上日下调逾 1000个基点，创
2013年 4月 25日来新低。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11 日对外发布的《关于加强城市
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
适度满足居住区基本停车和从严
控制出行停车，以停车产业化为
导向，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
有效缓解停车供给不足，加强运
营管理，实现停车规范有序。

这个意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
以居住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轨道交通外围站点（P＋R）、医
院、学校、旅游景区等特殊地区为

重点，在内部通过挖潜及改造建
设停车设施，并在有条件的周边
区域增建公共停车设施。鼓励建
设停车楼、地下停车场、机械式立
体停车库等集约化的停车设施，
并按照一定比例配建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

在市场准入方面，意见提出，
企业和个人均可申请投资建设公
共停车场，原则上不对泊位数量
做下限要求。改革停车设施投资
建设、运营管理模式，消除社会参
与的既有障碍。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
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意见
一大亮点就是首次直接谈及优化调整休假
安排。特别是针对当前旅游供需时空错配
等问题，明确提出在稳定全国统一的既有
节假日前提下，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
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作息安排，包括
创造条件依法实施周五半天工作、周末两
天半的休假制度。单位和企业可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将带薪休假与本地传统节日、地
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错峰休假。

我国目前正值国民旅游休闲消费的黄
金发展期，而全国旅游供需上的时空错配
问题十分突出。近年来，各种全国性的“挪
假”“拼假”现象总是被人诟病，主要原因之

一就是“一刀切”。作为领土大国和人口大
国，我国地域十分辽阔、民族众多、南北气候
差别大。“一刀切”的放假方式，肯定会造成

“扎堆旅游”。放假、休假要错峰，要有弹性，
关键是在尊重有关劳动法规和放假条例的
前提下，把更多放假、休假安排的主动权放
给省级地方人民政府，交给企事业单位。
这是政府科学管理、简政放权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全国性的“五一”黄金周取消
后，立足省情，广东 2009 年以来就以联席
会议形式，每逢“五一”等假期，就发出休假
倡议，在保证生产、工作正常进行同时，引
导居民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前后集中安排休
假，形成事实上的旅游黄金周。

从旅游客源上说，不同地区的不同人

群，想法不同，需求不同；就目的地而言，旅
游黄金季因地区、季节不同而不同。全球
看，从北美到欧洲，不同国家不同州，从公
共假日到中小学生春秋假，各有不同。说
到底，就是因地制宜。

当然，要落实好因地制宜、弹性休假，
地方政府应主动作为，把带薪休假制度纳
入议事议程，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实施细
则，使错峰和弹性有据可依。此外，管“出
文”更要管“落地”。地方有关部门应鼓励
用人单位引导职工灵活安排全年休假时
间，应注意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活动，检查用
人单位落实带薪年休假规定情况，切实保
障职工休闲休假的权利。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全文详见

据新华社成都 8月 11日电 由成都军
区牵头组织的代号为“联合行动—2015D”的
联合演习，10日在四川理塘高原训练场展开
作战筹划和战斗准备。

据了解，我军今年将在全国各地，展开
使命课题联合训练、联合专项训练、军种间
互为条件训练和中外联合训练等 4个系列百
余场联演联训，共有 50多个军以上单位、530
多个师旅和直属团、170 多支战略战役支援
力量参训。

“联合行动—2015D”演习，是 5 场使命
课题联演的首场演习。这 5场代号为“联合
行动—2015”的使命课题联合演习，140多个
团以上部队参加，总兵力达 14万多人。

联合专项训练由总部有关业务部门、各
军区、各军兵种组织，围绕联合指挥控制、联
合通信与信息系统运用、联合情报保障、联合

信息对抗、联合装卸载、近距离火力支援、联
合防空反导等训练课题，在全国多地域、多海
域、多空域展开专项试验和专攻精练，探索重
点作战要素和关键时节联合行动方法和规
则，提高诸军兵种部队协同行动能力。

军种间互为条件训练重点围绕航空兵突
击与地（海）面防空、侦察监视与伪装防护、导
弹突击与反导作战等课题展开，促进军兵种
间训练资源共享，提高训练质量效益。

中外联合训练重点在反恐、特种作战、维
护海洋权益、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维和等领
域，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哥伦比亚、泰国、土
耳其等 10多个国家展开 20余场联演联训。

2014年 3月，我军成立了全军联合训练
领导小组，集中统管全军的联合训练，促进了
我军联合训练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层次
的融合。

央行调整人民币
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

我国将加快推进
城市停车设施建设

“首战告捷，打得好！”
——记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

部分抗战老战士
将获发5000元补助金

王岳西：荣光总在风雨后

视觉 新闻

8月11日，一台重达388吨的1000KV主变压器，抵达国
内目前在建规模最大的特高压交流变电站苏州特高压变电
站，标志着这一重大工程进入电器安装阶段。

8月 11日，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的黑龙江垦区五大连
池农场用飞机为玉米喷施营养液，为玉米“贴秋膘”。

均为新华社发

8月 10日，志愿者走进深山找到部分残骸，并送往位于
成都的建川博物馆收藏。一架美军运输机 1944年在“驼峰
航线”执行任务时，坠毁在西藏林芝境内的无人区。

避免“画饼充饥” 突出“假节合一”

休假从纸上到落地有多远

用简政放权激活弹性休假

我军将举行百余场联演联训

鼓励弹性作息
有条件的单位可优

化调整夏季作息，让

职工将周五下午与

周末结合外出度假

落实职工带薪休假
各级政府要制订带薪

休假实施细则计划，抓

好落实

鼓励错峰休假
在稳定全国统一的

既有节假日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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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地传统节日相

结合，错峰休假

国务院出台意见要求优化休假安排

在 7 月
份举行的一
场 演 习 现
场 ，参 演 部
队通过被山
洪冲毁路段

（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制图/单莉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