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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党中央决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

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

领导指挥体制。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政治

决定，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

度的重大创新举措，是加强党对人民解放军和

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确保党和国家

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

武警部队从组建伊始，就明确定性为国家

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受中央军委统率，其后

因形势任务和力量构成的变化，多次调整领导

管理体制，但武警部队主体的武装力量属性始

终没变，中央军委对其实施统一领导指挥是内

在要求。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

彻党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

对领导，为更好进行伟大斗争、确保国家政治安

全，为确保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现

代化武装警察部队，按照“军是军、警是警、民是

民”的原则，对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进行调整

是必然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武警部队

高度重视，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从政治和全

局的高度统筹谋划、部署推进武警部队建设改

革，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作出一系列重大

决策指示，党的十九大明确作出“深化武警部队

改革，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重大战略部署，

为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指明了正确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

关键和核心，是加强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武警部

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军委对武警部队统一

领导指挥，是落实《宪法》关于中央军委领导全国

武装力量、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的规定，坚持依

法治国、依法治军，强化党管武装的根本要求，是

有效解决武警部队体制性障碍和突出矛盾问题、

全面加强武警部队建设的关键之举。

这次领导指挥体制调整，武警部队归中央

军委建制，武警部队建设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

建制关系组织领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与武警部队各级相应建

立任务需求和工作协调机制，有利于加强国家

武装力量整体建设和运用，有利于武警部队有

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有利于实现领导管理和高效指挥的有机统一。武警

部队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重要武装力量，肩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的神圣使命，主要承担执勤、处突、反恐怖、抢险救援、防卫作战等

任务。领导指挥体制调整后，武警部队根本职能属性没有发生变化，不列入人民

解放军序列。

改革航船云帆高扬，强军步伐铿锵坚定。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不仅

是全军的大事，也是全党全国的要事。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四个意识”，积极主动协调配合，做细做实相关

工作，确保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有序转换、稳定运行。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 经
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环境保护税收入归属问题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环境
保护税为地方收入。

《通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税法》将于 2018年 1月 1
日起施行。根据该法规定，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
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
人，应当依法缴纳环境保护税。为
促进各地保护和改善环境、增加环
境保护投入，国务院决定，环境保护
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

“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更要管好、护
好、运营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四好农村
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在各地干部群
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认真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精神，进一步深化认识，聚焦问题，完
善机制，推动“四好农村路”迈入高质量
发展的新阶段。

“农村路就是乡亲们的致
富路、民心路、幸福路”

“近年来，‘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农村特别是贫困
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
凝聚了民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湖南
省常宁市塔山瑶族乡敖头村村民盘久
余感同身受。

从常宁市区出发，沿着蜿蜒曲折的
洋塔公路行车2个小时，就来到塔山瑶

族乡。而在公路通车前，同样的路程需
要颠簸一天。路通了，塔山这片“世外
桃源”成了热门旅游景点，曾经因无路
而贫瘠的山村因路逐渐富起来。“公路
为村里带来了财富，聚拢了人心。路有
了，乡亲们的心也敞亮了。”盘久余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既是充
分肯定、极大鼓舞，更是殷切期望、巨大
鞭策。

在西藏拉萨曲水县白堆村，自从公
路通到了村里，村里成立了村级农机合
作社，不仅村里土地的耕、播、收全部实现
机械化，还可跨村作业挣钱。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德吉央宗说：“村里通公路从根
本上盘活了劳动力资源，让群众增强了
获得感。我们现在干劲儿十足，一定要
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推动农民脱
贫致富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完善体制机制，建“四好”
农村公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把农村

公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好。”
荔波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莫正来表示，
围绕这一目标，下一步荔波县要把农
村公路“毛细血管”逐步打通，推动

“公路+旅游”“公路+产业”发展模式
不断完善。

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短缺、维护资
金不足是一些地区面临的现实困难。
吉林省汪清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张汝
海说：“围绕总书记指出的‘聚焦突出
问题，完善政策机制’，我们要整合部
分涉农资金，在一些道路建设项目上
加强投资保障，确保农村公路建得快、
建得好。”

“福建全面推行农村公路路长
制、乡村道专管员制度、农村公路灾
毁保险制度，实施农村公路生态示范
工程、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加
大人力、物力等要素投入，做到‘镇镇
有干线、村村通硬化、路路有人养’。”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总工程
师王增贤说，我们要落实好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构建建养并重、安全舒适、

服务优质的“四好农村路”，为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
有力的交通保障。

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公路通，百业兴。青海省交通运输
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王晓莉说：“农村
公路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重要抓手。我们一定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加快推动

‘四好农村路’建设，为农民脱贫致富和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交通扶贫已进入攻坚拔寨
的关键冲刺期。交通系统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采
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准的安排，
进一步完善政策设计，加快推进新时代

‘四好农村路’建设。”交通运输部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吴春耕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推动农村公路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指示引起热烈反响

今年冬天已过大半，华北地区却不见
“雪姑娘”的踪影。国家气候中心统计显
示，11月以来，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为2.1
毫米，较常年同期的15.3毫米严重偏少，
达到2011年以来的同期最低值，形成了
今年东北雪皑皑，而华北“贫雪”的现象。

“不能单纯评判这种现象是否正
常。”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
象服务副首席信欣说，水汽是降水的物
质基础，空气的上下运动是动力条件。

信欣说：“能不能降雪就看两者的缘分
到没到。”暖湿气流裹挟大量水汽不远
千里从海洋向陆地“迁移”，遭遇有聚
合、抬升功效的天气系统，在“你来我
往”的过程中，暖湿气流和冷空气以合
适的势力强度相遇，就会带来降水。

与华北不同，东北地区从11月起就
接连迎来降雪，这和东北地区地理条件
和气候有关系。东北地区南边是渤海和
黄海，东边是日本海，水汽条件较好。而

华北的西南风，大多从陕西、山西而来，
属于“无源之水”，也就“无缘”降雪。

降雪日数在减少，但极端性却增加
了。这个极端性体现在，要么很难下场
雪，要么出现极强降雪直奔“破纪录”。
例如，2009年 11月 12日，石家庄积雪
深度达到 55厘米，创下目前中国省会
城市的最深积雪纪录。

为何雪少了但极端性却增多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加速变

暖，冬季变短了，气温低、能保证下雪日
子的基数减少了，使得降雪日数减少。
但同时，暖冬频发，冬季平均气温高了，
空气承载的水汽量加大，水汽条件比以
前更有利于出现强降雪。”信欣说。

专家介绍，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气
候变化最终的综合结果体现为，华北雪
日震荡减少，逐年之间的差异加大，更
容易出现极端降雪。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华北冬天为何越来越“贫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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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通知

明确环境保护税为地方收入

殴打、往身上浇开水、在网上传播
个人隐私……近年来，中小学生欺凌事
件时有发生，行为手段层出不穷。为防
治学生欺凌行为，教育、公安、民政、妇
联等11部门近日一齐向学生欺凌行为

“亮剑”，共同印发了《加强中小学生欺
凌综合治理方案》。而这是否真的能让
我们的孩子免于欺凌的恐惧？

明确欺凌界定 完善监控系统

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提
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
罪案件1988人，经审查批准逮捕1180
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3911人，经审查
起诉2449人。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安全教育与
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李雯认为，当前
应对学生欺凌的实践中有两个主要困
扰，一是对学生欺凌的认识不清、认识
混乱，二是解决学生欺凌实际问题的措
施不力、实效不强。

防治欺凌，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学生
欺凌。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秀超介
绍，方案首次对学生欺凌作出明确界

定，指出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内
外、学生之间，一方单次或多次蓄意或
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
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
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何秀超说，方案还提出加快推进校
园视频监控系统、紧急报警装置等建
设，学校根据实际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
员会。

细化惩戒等级 措施还需落实

针对学生欺凌的不同情形，方案明
确了不同的惩戒措施：情节轻微的一般
欺凌事件，由学校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
批评、教育；情节比较恶劣、对被欺凌学
生身体和心理造成明显伤害的严重欺
凌事件，可请公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

对实施欺凌学生予以训诫；屡教不改或
者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必要时可
将实施欺凌学生转送专门（工读）学校
进行教育；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
犯罪的学生欺凌事件，处置以公安机
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为主。

受访专家提出，方案的实施为中小学
生欺凌问题的综合治理开下“药方”，但是
否取得成效，还要看能否具体落实到位。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翠微学校
校长刘小惠认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基
本任务，校园欺凌引起社会的高度重
视，对于校园管理者来说更要采取“零
容忍”态度。一方面要采取客观严谨的
态度，区分好学生欺凌与打闹嬉戏，不
要“泛化”地给孩子扣上欺凌的帽子。
另一方面，对出现问题的“苗头”要加以
重视，从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等角度正
确引导，预防校园欺凌行为的出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提出，要清醒认识到，确保将中小学
生欺凌防治工作落到实处，仅凭一纸文
件是做不到的，还需要政府、家庭、社
会、学校等各方面长期、艰难、细致的工
作和共同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11部门“亮剑”响鼓必须重锤

孩子能否就此免于欺凌的恐惧？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 财
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四部门 27日对外发布公告
称，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
月 31日，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
车辆购置税。

据了解，此前于 2014 年 9月 1
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期间，已对
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实施免征车辆购
置税政策。

公告明确，将通过发布《免征车
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实
施管理。今年12月 31日之前已列
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对其免征车
辆购置税政策继续有效。

公告要求2018年 1月1日起列
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须同时符合以
下要求：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
的纯电动汽车、插电式（含增程式）
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符合
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通过新
能源汽车专项检测，达到新能源汽
车产品专项检验标准；新能源汽车
生产企业或进口新能源汽车经销商
在产品质量保证、产品一致性、售后
服务、安全监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等方面符合相关要求。

此外，四部门将根据新能源汽
车标准体系发展、技术进步和车型
变化等情况，适时调整列入目录的
新能源汽车条件。

未来三年新能源汽车
继续免征车辆购置税

12月27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纳帕海湿地风景宜人，丰富的鸟类资
源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游玩。 新华社发

12 月 27 日，福州
市乌山小学的师生在迎
新年活动中展示书法技
艺。当日，乌山小学举
行了一场荟萃琴棋书
画茶艺的迎新年活动，
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
与素质教育深度融合
的成果。 新华社发

书香雅韵
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