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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 24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 11 月 23 日下午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
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
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
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
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
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海良教授就这
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中共中
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习
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
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
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
如，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

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
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
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
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
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
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
这个根本立场。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
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
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
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
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

经济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
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重要保证。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
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
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
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
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24 日电
近期，南方部分地区发生罕见冬
汛，北方则迎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这些不寻常的天气现象或许都与
厄尔尼诺有关。

北京市气象局气候中心副主任
王冀介绍，自10月以来，内蒙古中部
和西部、京津冀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
偏多 3倍以上。北京地区从 19日到
22日出现持续不断的雨雪天气，特别
是 22日达到顶峰，整个城区出现大
到暴雪。这是否与厄尔尼诺有关？

“近期华北的冷空气，与厄尔
尼诺有间接联系。而南方降水异
常则与厄尔尼诺导致的大气环流
尤其是副热带高压异常有关。”国
家气候中心气候监测室正研级高
工周兵介绍，今年的极强厄尔尼诺
和印度洋全区持续偏暖，共同导致
了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
位置偏西。受副高外围气流的引
导，来自孟加拉湾和副高西侧偏南
暖湿气流不断向我国南方地区输
送，造成南方罕见的冬汛现象。

南汛北雪或与厄尔尼诺有关

据新华社长沙 11月 24日电
组织部长一般不得与同级党委书
记同籍贯，不得直接分管政府工
作，不得担任各类项目建设指挥
部负责人。湖南省委组织部日前
出台了《关于从严加强市县党委
组织部长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
力图进一步提高组织工作科学化
水平。

这一规定从明确组织部长选
任标准和条件、任职回避和交流有
关规定、聚焦主责主业要求，到提
出加强教育培训、述职评议考核、

日常管理监督、支持指导力度的措
施，再到明确不胜任现职的情形，
均从严提出要求。

《规定》提出，组织部长不得在
本人成长地任职，一般不得与同级
党委书记为同一籍贯（出生地、成
长地）；不得直接分管政府工作，不
得担任各类项目建设指挥部负责
人，一般不兼任其他部门或机构主
要负责人；凡在德的方面评价不
高，或廉政方面存疑，或违反组织
人事纪律受到过党纪政纪处分的，
一律不能担任组织部长。

湖南规定

市县组织部长任职回避成长地

生活关怀
ATTENTION

据新华社柏林 11月 23日电
很多人认为乘坐小客车时坐在副
驾座位不安全。不过，德国保险业
协会旗下的保险公司事故研究部
门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
不正确乘坐，后座其实更不安全。

研究人员在分析交通事故的
数据后发现，在交通事故中出现
人员受伤时，70％的情况是，同一

车内坐前座和坐后座的人受伤同
样严重；20％的情况是，坐后座的
人伤势更重。

专家认为，坐后座不安全主要
可归因于两点。一是车辆后座安
全标准较低。安全气囊、预紧式安
全带几乎成为前座的标配，但在后
座还较少见。二是乘客行为常出
现不当，坐后座的人不系安全带。

乘坐不当 后座更危险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23 日
电 美国国务院 23 日发布全球旅
行警告，提醒美国公民在旅行中防
范恐怖袭击。

美国国务院当天在网站发布
公告说，当前信息情报显示，包括

“伊斯兰国”、“基地”、“博科圣地”
等在内的极端和恐怖组织继续在
全 球 多 个 地 方 策 划 实 施 恐 怖 袭
击。公告警告美国公民在 2016 年
2 月 24 日前外出旅行过程中保持
警惕。

公告说，目前恐怖组织在实施
袭击过程中可能使用的策略广泛，
武器包括常规性武器和非常规性
武器，袭击对象可包括官方目标和
普通目标。

公告还说，除了恐怖组织可能
发起的袭击外，某些个人受这些恐
怖组织极端思想煽动而发起“独
狼”式袭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公
告列举了一系列在过去被极端分
子视为袭击目标的场所，其中包括
运动赛事现场、剧院、露天市场等。

美国发布全球旅行警告

11月 24日下午，小米科技在北京发布了红米 Note3、小米平板 2以
及小米空气净化器 2。红米 Note3 使用铝合金机身，拥有指纹识别功
能。小米平板 2同时发布 MIUI7以及 Windows10两个系统版本。小米
空气净化器 2体积比小米空气净化器 1减小 40%。 新华社发

小米添新货

土耳其击落俄军战机
普京称这是“恐怖主义帮凶在我们背后捅刀”

这是 2015年 10月 3日在叙利亚拉塔基亚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拍摄的苏－24战机。 新华/法新

11 月 23 日，全球首台 1700 吨公路运架装备“TLJ1700 步履式架桥
机”及其配套运梁车在河北省秦皇岛市设计制造完成，通过验收，将用
于科威特海湾大桥建设项目。 新华社发

全球首台1700吨公路
运架装备研制成功

俄罗斯一架苏—24 战斗机 11 月 24 日
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叙利亚一侧坠毁。
土耳其方面称，这架战机因侵犯该国领空
遭土耳其军方派出的 F—16 战机击落。但
上述说法遭俄方否认。

俄罗斯方面表示，这架战机当天全程
未离开过叙利亚领空，并且是遭地面火力
攻击，而非被 F—16 战机击落。

土耳其曾发警告
土耳其总统府消息人士 24 日说，遭击

落的是一架俄罗斯苏—24 战机。土耳其
军方称，这架战机事发时侵犯了土耳其领
空，土耳其军方在 5 分钟内向其发出了多
达 10 次警告，对方均未理会。

根据土耳其军方的说法，警告未果后，

土军方出动 F—16 战机将这架战机击落。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这架战机坠

毁在叙利亚拉塔基亚省北部一处山区。
上述说法得到土耳其媒体证实。土耳其
新闻电视台播出的一段视频显示，这架战
机起火，拉出一道长长的白烟，坠毁在一
处山区。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公布的另一段
视频显示，两名飞行员弹射出舱，利用降落
伞下落。

俄罗斯称未曾越境
事发后，俄罗斯方面就这起事件作出

回应，并否认土耳其方面的说法。
俄罗斯方面同时否认该国战机曾进入

土耳其领空的说法。

俄方在声明中写道：“事发时，这架战
机正处在 6000 米高空。根据我们目前得
到的信息，飞行员已成功弹射。具体情况
仍在调查中。”

普京当天回应此事时表示，俄战机当时
是在叙利亚拉塔基亚北部山区执行打击武
装分子的任务，并没有对土耳其构成任何威
胁。他说，俄罗斯始终把土耳其看作是友好
国家，不知道土耳其为何要击落俄战机。“我
不能用其他言论来评论今天发生的事件”，
这是“恐怖主义帮凶在我们背后捅刀”。

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早就发现叙利
亚恐怖分子从其占领区向土耳其运输大量
的石油和石油产品，使得大量资金流入到
恐怖分子手中。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入园难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办幼
儿园占比较少，不足幼儿园总数的三
成。武汉市江汉区银河幼儿园是公办
幼儿园，幼儿园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
每次招生都只需几小时就能完成，不
少来晚了的家长只能遗憾错过。

多位家长表示，私立幼儿园学费

贵，幼师流失率高、办学质量参差不
齐。专家指出，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
投入欠账，遭遇到“二孩来袭”，高品质
幼儿教育需求高速增长的刚性需求无
法得到满足。而普惠制幼儿园由政府
出资进行补助，取消入园费、赞助费等
高昂收费项目，解决“入园难”问题，成

为家长的新期待。
多位专家和园长认为，扩大普

惠性优质公办幼儿园的比例，是各
地政府需要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

（（据新华社武汉据新华社武汉1111月月2424日电日电））

普惠，离普通大众还有多远？

二孩咋上幼儿园成普遍担心

尽管老二还有两年多时间才上幼
儿园，可武汉市民刘先生早就开始托
人为孩子挑选一所合适的公办幼儿
园。在他看来，伴随着全面放开二孩，
今后几年肯定会迎来生育的小高峰。

“民办幼儿园条件好是好，可是学

费太高有点吃不消，现在好多家长都
想把孩子送到公办幼儿园去，学校招
生名额就这么多，不早点未雨绸缪怎
么行？”

伴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行，
专家预测，下个人口高峰将在 2017年

前后到来。也就是说，之后的学前教育
可能会迎来第一波入学高峰。但与此
同时，以幼儿园每月 2000元费用计，3
年幼儿园学费就是 7.2万元，比大学学
费还贵，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前，“上不
起幼儿园”会成为很多家长的烦心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放开二孩，并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发展学前教育，鼓励普惠
性幼儿园发展。然而，随着适龄儿童增多，原本就紧张的幼儿园优质学位可能会更加供不应求，入园难、入
普惠园难问题，究竟能否解？怎么破？

公办的上不了 民办的上不起

普惠制幼儿园还有多远？

俄罗斯一架苏－24战斗

机11月24日在土耳其和叙利

亚边境叙利亚一侧坠毁。土

耳其方面说，这架战机非法侵

入土领空，多次警告无果后，土

军方出动F－16战斗机击落

俄战机。俄罗斯方面则说，这

架战机当天全程未离开过叙

利亚领空，而且是在叙利亚境

内坠毁。俄土各执一词，局势

骤然紧张，当天晚些时候，普京

在索契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

拉二世时狠批土方做法，称此

事将严重影响俄土关系。

▲这是俄罗斯军机被土方击落后坠
毁的画面。

普惠制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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