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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1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月 21 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完
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推动
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决定在全国
推广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分所
得税试点政策，推进结构调整，助
力创业创新；通过《居住证暂行条
例（草案）》，以法治助推新型城镇
化；部署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试
验区金融改革试点，为服务实体
经济积累经验。

会议决定，将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部分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
全国。一是从 2015年 10月 1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有限合伙制创投企
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
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2年以上，该
创投企业的法人合伙人可按投资
额的 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居民
企业转让 5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
权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享受
500 万元以内部分免征、超过 500

万元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优惠。二是从 2016年 1月 1日起在
全国范围内，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以
未分配利润、盈余和资本公积向个
人股东转增股本，高新技术企业转
化科技成果给予本企业相关技术
人员的股权奖励，个人股东和技术
人员可在 5年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
税。

会议认为，落实户籍制度改
革，用法治方式完善居住证管理，
保障持证人合法权益，是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农业现
代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
措，也有利于扩大内需。会议通过

《居住证暂行条例（草案）》。草案
规定在全国建立居住证制度，推进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向常住
人口全覆盖，要求各地积极创造条
件，逐步提高居住证持有人享有的
公共服务水平。草案还明确了居
住证持有人通过积分等方式落户
的通道。

条例修订：将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
风”等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常态化。

专家解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
焰军表示，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党规和法治一起
作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
一些腐败问题，必须出台严厉举措，刹住歪风，但
禁令并不是一阵风的运动，也需要在日常工作
中长期发挥作用，更严约束党员的党内生活。

例如，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不少党员干部
大吃大喝、出入高档会所、打高尔夫等违反八
项规定问题，而大吃大喝在以前的纪律处分

条例中没有具体明确的表述。新修订的条例
明确对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
喝等相关责任进行处分，一旦违反将依条例
严格查处，这对党员的约束力明显增强。

专家指出，此次修订的一个重要信号是：
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执纪越严。社科院中
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十八大
以来，党纪修订明显的变化是以问题为导向，
针对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制度
措 施 加 以 解 决 ，按 照 全 覆 盖 —— 从 严 执
行——更严要求的方向不断迈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据新华社昆明 10月 21 日电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中国世界
自然遗产发展公报（1985~2015）》显
示，截至目前，我国共有世界遗产48
项，总数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意大
利，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国。

这是 21日在云南澄江闭幕的
“纪念中国世界遗产 30周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70周年暨建立国家
公园体制专题研讨会”上发布的公
报。

公报显示，截至 2015 年 9 月，
全球已有 191个国家加入《世界遗

产公约》，1031 个项目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 802项、
自然遗产 197项、文化与自然双遗
产 32项。

我国于1985年12月加入《世界
遗产公约》，30年来已成为全球世界
自然遗产数量增长最多的国家。中
国 48 项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 30
项、自然遗产 10项、文化与自然双
遗产 4项、文化景观遗产 4项。其
中，自然遗产、双遗产的数量分别位
列世界第二、第一，两项合计占全世
界同类遗产总数的6.1％。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1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21日公布重新修
订的《中央定价目录》，大幅缩减定
价范围，政府定价项目与现行目录
相比约减少 80％左右，新目录将
于 2016年 1月 1日起施行。

这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的一个重要举措，将价格改革和
简政放权的成果以目录的形式固定
下来，同时实现政府定价权力清单

化，确保在目录之外无定价权。
记者从发展改革委获悉，新修

订的《中央定价目录》与现行目录
相比，定价种类由 13 种（类）减少
为天然气、水利工程供水、电力、重
要邮政业务等 7个种（类），约减少
46％；具体定价项目由 100项左右
减少到 20 项，约减少 80％。保留
的 20 项中，以发展改革委为主管
理的有 13 项，以行业主管部门为
主管理的有 7项。

本报讯 （记者温小娟）10 月
20 日上午，在我国传统节日重阳
节暨老年节来临之际，省敬老助老
总会在郑州市中原区中心敬老院
举行全省首批“金色家园”授牌仪
式暨帮扶慰问活动。

省级老同志任克礼、张德广、
李志斌、张以祥、吴全智、李中央等
出席。

仪式上，中原区中心敬老院、
淮河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阳光花
苑社区托老中心被授予“金色家
园”称号。省敬老助老总会向这三
家“金色家园”捐赠了郑州日产汽
车、电视机、轮椅、多功能播放器等
总价值 30 多万元的助老物资，鼓

励他们不断提升养老管理服务品
质，为建设和推广“金色家园”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金色家园”是省敬老助老总会
重点推出“金色助老工程”品牌项
目，是利用公共和社会等资源，建设
集居住生活、学习娱乐、活动健身、
康复医疗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养老场
所，推广学养、动养、乐养、医养相结
合的养老模式。通过持续跟进“金
色家园”试点运营管理，指导其继续
提高服务质量，以点带面，推广经
验，逐步形成全省“金色家园”网络，
推进养老事业的社会化、系统化、规
范化，让更多老年人能够健康、幸
福、体面、有尊严地生活。③9

有这样一群老人，她们的平均
年龄超过 60岁，却热爱跳舞，希望
通过舞蹈乐己乐人。这就是济源
市沁园街道办东留村居委会的“大
妈舞蹈队”。

10 月 19 日晚 7 时 30 分，在位
于济源市汤帝路与沿河路交叉口
处的一个小广场内，随着一曲《亲
爱的姑娘我爱你》的伴奏音乐欢快
地响起，十几位大妈踩着鼓点，轻
快地跳了起来。

听说要采访她们，呼啦啦一下
子来了六七位大妈。她们异口同
声地争着说：“要写就写我们的领
队张小丽，没有她就没有我们今天
的快乐。”

说起成立舞蹈队的事儿，今年
50多岁的张小丽说：“退休之后没事
干，我就去广场跟人家学跳舞，但他
们跳舞时间不定，我就琢磨着自己
跟着电脑学，学会了再教大家。”

说干就干。从 2012 年开始，
张小丽在电脑上下载一些中老年

健身操的视频，没有舞蹈功底的她
就跟着一遍遍地学。学了几首之
后，她就自己掏钱买了一台音响，
约了几位街坊邻里的老姐妹，一起
出去跳舞。她在前边教，姐妹们就
在后边比葫芦画瓢地跟着学，现在
大家已经学会了 200多支舞曲。

“小丽救了我的命啊！”61 岁
的党桂娥看起来依然很年轻，说话
时，她的眼睛已经湿润，“家里连着
遭了几次变故，对我的打击很大，
身体不好精神也不好，我都有了轻
生的念头。是小丽给我做工作，教
我跳舞。现在身体好了，病也没
了，跟这帮老姐妹在一起，别提有
多开心了。”

现在的快乐舞蹈队已经发展
成为当地一个“草根”文化品牌。
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些陌生的面孔
加入她们的队伍。

正所谓“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这群乐观开朗的老人用最真实的行
动，诠释着“最美不过夕阳红”的真
谛，也用她们积极向上的心态感染
着周围的每一个人。③10

本报讯 （记者刘 洋）用摄像
头在人群中搜索出可疑分子不再
是好莱坞大片里才有的场景，高
科技人脸识别系统已经进入博物
馆安防领域；无毒无味的烟雾不
再是为演出助兴，而是让窃贼辨
不清方向，束手就擒……10 月 19
日，在省群艺馆召开的“2015（郑
州）国际博物馆协会安全委员会
第 41 届年会”上，诸多高科技安
防系统让人大开眼界。

本届年会由国际博协安全专
业委员会、中国博协和河南省文
物局主办，中国博协安全专业委
员会与河南博物院承办，是国内
举办的博物馆安全方面规格最高
的一次会议。年会吸引了包括国
际博协安全委员会主席威廉·海
卡门在内的 30 多位国际代表和
国内 60 多家重点博物馆的 100 多
名代表及特邀安防专家。会议期
间不仅有国际博物馆安全方面的

论坛，还有多家机构带来最新博
物馆安防科技的展示，为国内外
博物馆提高安保技术、提升安保
理念提供很好的参考。

据了解，目前已经有多种高
科技手段进入博物馆安防领域。
比如在参观者无知觉的情况下自
动记录其参观信息的人脸识别系
统，还有可以防止文物被“掉包”
的显微图像辨识技术，充分保护
外出展览文物的安全。

中国博协副理事长、国际博
协安全委员会执委、河南博物院
院长田凯表示，中国博物馆的整
体 安 全 在 国 际 上 是 做 得 比 较 好
的，一些新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
先位置。河南博物院目前与一些
机构合作研发安保新技术，已经
在全国率先应用了博物馆参观识
别卡，可以有效记录参观者信息、
控 制 流 量 、分 析 潜 在 安 全 威 胁
等。④4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通过居住证暂行条例草案

新版《中央定价目录》公布

政府定价项目缩减80％

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全球第二

博物馆防盗迎来高科技
人脸识别、烟雾“擒贼”等技术纷纷亮相

“最严”党纪严在哪儿？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解读

条例修订：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
法。修订删除了 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
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修订后，条例
从原来的 3 编、15 章、178 条、24000 余字缩减
为 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例如，之前
与刑法等重合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内容，
不再单独规定于党纪中。

专家解读：中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
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现行党纪处分条例

2003年 12月颁布实施，但随着形势发展，已不
能完全适应从严治党新需要。最大问题是纪
法不分，其中近一半内容与刑法、治安管理处
罚法等重复，实际上难以用到，也浪费了行政
成本，甚至在极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以纪代
法、越俎代庖的情况。此次修订落实了从严
治党、党要管党的要求，强化违纪查处，为党
纪“加码”，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
从小错抓起，不让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备受各界
关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被不少党建专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
最全、最严党纪”。专家表示，在十八大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背景下，该
条例的修订意义重大：通过制度的刚性和建设性力量，真正实现让党员
干部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条例到底有哪些变化和规定？
如何突出体现党纪“从严”？

纪法分开：70多项与法律重合内容删除

条例修订：强化“负面清单”作用，将原有
条例规定的 10类违纪行为梳理整合、科学修
订为六类：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把党章
关于纪律的要求具体化，并在分则各章中按
照同类相近和从重到轻的原则进行排序。

专家解读：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
副主任庄德水介绍，例如滥发津贴等，以前虽
有制度约束，但过于零散碎片化，现在制度更
加规范，处分体系更完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过去，违
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严肃

问责的条款，修改条例整合明晰了党员的“负
面清单”，对党员干部禁止行为的事实范围进
行了调整，内容细化，可操作，不仅告诫党员
干部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罚
依据，违纪行为不再有空可钻。

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谢春涛说，比如原条
例第150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的提
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
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

“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
法，以前太具体反而容易有遗漏，让一些人钻
了空子。修改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

划定红线：强调追责 明确6类“负面清单”

十八大以来成果制度化：体现从严治党常态化

④④

全省首批“金色家园”授牌

快乐的“大妈舞蹈队”

10 月 21 日，工作人员用传统粉刷颜料粉刷布达拉宫。近日，西藏
拉萨布达拉宫迎来一年一度的“换装季”。数十名工人对宫墙、白塔、
窗框进行整体粉刷。 新华社发

布达拉宫迎“换装季”

图① 10 月 21 日，正阳县举行首届“尊老敬老”
表彰大会，真阳镇段庄村的 106 岁老人杨秀英与其
他老人共同领取“长寿金”。⑤3 胡瑞琪 摄

图② 10 月 21 日，沁阳市太行办事处东沁阳
村举办的百家宴上，老人正在品味“百家菜”。村
民纷纷制作自己家的“拿手菜”，与老人们共同分
享。⑤3 杨志强 摄

图③ 10 月 21 日，开封市多个公园景点推出老
人免费游园活动，引来四面八方的老人，他们登高远
眺、赏菊观景，格外开心。⑤3 李俊生 摄

图④ 10月 20日，上蔡县五龙镇高白玉村的留守
老人拿着新手机高兴地笑了。重阳节前夕，河南省人
民医院驻该村第一书记陈召起多方协调，由省人民医
院联手爱心企业向当地留守老人捐赠了 200部手机，
让他们方便和子女联系。⑤3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图⑤ 10月 20日，永城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在
向老同志介绍新书。为迎接重阳节的到来，该书店邀
请 3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参观新开业的新华书店营业
中心，并向老同志赠送养生书籍。⑤3 朱 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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