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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时事播报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 6 月 29 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
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
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人
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
衰成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定《中
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是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对增强“四个意
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对确保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确保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
确保人民军队永葆性质、宗旨、本色，对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要坚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
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贯彻到人
民军队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党
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要坚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定不移
正风肃纪，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坚持勇于自我革命，不断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会议要求，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军队党
的建设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要突
出书记队伍和班子成员，抓好学习培训，提
高抓党的建设的意识和能力。要强化领导
督导，确保《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
例》有效执行、落地见效。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
选举工作，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
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规范完善党内选举制
度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有力推动了基层
党组织建设。制定和实施《中国共产党基
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是落实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发扬党内民主、尊重
党员民主权利、规范基层党组织选举的具
体举措，对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
织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
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
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巩
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选举制度规定，
提高党内选举质量，保障党章赋予的党员
权 利 ，增 强 党 的 意 识、政 治 意 识、规 矩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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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要严格代表资格条件，确保选出合格
的代表。要合理分配代表名额，优化代表
结构，确保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比例。要
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班子结构合理
的原则提名委员候选人。要坚持教育在
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肃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和换届纪律，
确保选举风清气正。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中国共
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实施的组织领
导，
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
加强谋划，
精心
组织，全程把关。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教育引导党员和代表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保
证选举工作平稳有序。要强化基层党组织
书记和党务骨干培训，
提升工作规范化水平。
要加强督促落实，确保《中国共产党基层组
织选举工作条例》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三峡工程今年首次泄洪 近期或迎新一轮洪水
受长江中上游强降雨影响，进入三
峡水库的水量持续增多。为腾出一定
库容迎接近期可能到来的洪水，三峡枢
纽于 29 日上午开启两个泄洪孔，加大
下泄流量。这是三峡枢纽今年首次泄
洪。
近期长江上游乌江、岷江、沱江有
强降雨。受此影响，三峡水库入库流量
27 日下午开始增长。28 日 14 时，三峡
水库入库流量达 4 万立方米/秒，是 27
日 14 时的两倍。为应对此轮来水，长
江防总要求将三峡水库下泄流量上调
至日均 3.5 万立方米/秒。
29 日 8 时，三峡电站 34 台机组全
开，总出力超过 2000 万千瓦，接近满发
状态。
目前，长江上游东部、长江中下游
自西北向东南的强降雨过程仍在继
续。记者从长江委水文局获悉，7 月 1
日至 2 日，长江上游干流附近有中到大
雨，局地暴雨。3 日，嘉陵江上游、汉江
上游有大雨，局地暴雨。7 月上中旬，三
峡水库可能迎来新一轮洪水。
（新华社）

公布《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产品质量监管
工作。近年来，
我国化妆品产业迅速发展，
市
场规模逐年增长，
在促进经济发展、
推动消费
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一
些新情况、新问题，有必要对 1989 年制定的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进行全面修改，制定
新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
例》
）。
《条例》共 6 章 80 条，
从四个方面对化妆
品生产经营活动及其监督管理予以规范。
一是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完
善了化妆品和化妆品原料的分类管理制度，
简化了注册、备案流程，鼓励和支持化妆品
研究创新，
优化企业创新制度环境。
二是严守质量安全底线。明确了化妆
品注册人、备案人的主体责任，加强了生产
经营全过程管理和上市后质量安全管控，确
立了化妆品和化妆品原料的安全再评估制
度以及问题化妆品召回制度，进一步保障化
妆品质量安全。
三是完善监管措施。建立化妆品风险
监测和评价制度，规范执法措施和程序，增
加责任约谈、紧急控制、举报奖励、失信联合
惩戒等监管措施，提高监管的科学性、有效
性、规范性。
四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综
合运用没收、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
证件、市场和行业禁入等处罚措施打击违法
行为，对严重违法单位的有关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罚款，将严重违法者逐出市场，为守法
者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浙江舟山连岛工程
节点性工程合龙

6 月 29 日，三峡枢纽开启泄洪孔泄洪（无人机照片）。

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

29 日，连接浙江舟山本岛和岱山岛的
舟岱大桥主通航孔桥顺利合龙，舟山灰鳖洋
海面，三座 180 米高的主塔成功“牵手”，标
志着距全桥贯通又近了一步。
“舟岱大桥全长 28 公里，是连接舟山本
岛与岱山岛的唯一海上通道，建成后将结束
岱山‘孤悬海上’的时代。”浙江省交通集团
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常务副总指挥吴波
明说，主通航孔桥是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
控制性工程，全长 1630 米，主跨 2×550 米，是
在综合考虑船舶通航、航空限高及建造成本
等多重要素下的最合理设计方案。
据介绍，舟岱大桥主通航孔桥于 2017
年 9 月开建，桥面由 113 片钢箱梁拼焊而成，
总重量约为 27800 吨，桥下通航孔可容纳 10
万吨级油船航行，为宁波舟山港区海上大型
运输船舶提供了良好通行条件。

大陆赠台大熊猫
“圆圆”
顺利产下
“二胎”

你关心的都在这里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如何进一步
减轻企业和低收入参保人员今年的社保缴
费负担？国家税务总局社会保险费司副司
长王发运 29 日在新一期税务讲堂视频中
详细讲解了有关政策。
据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延长阶段性减
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
通知》，包括延长阶段性减免政策实施期限
和 2020 年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下限继续执
行 2019 年标准、允许以个人身份参保人员
2020 年自愿暂缓缴费两项新政策。

王发运说，对中小微企业实行三项社
保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政策，执行期限延长
到 2020 年 12 月底；对湖北省以外省份的大
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
位）实行三项社保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
政策，执行期限延长到 2020 年 6 月底；对湖
北省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保单
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执行到 2020 年 6
月底。
“2020 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
可继续执行 2019 年标准。各省 2020 年社
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可继续执行 2019

年缴费基数下限标准，个人缴费基数上限
按规定正常调整。”
王发运说。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
2020 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
可自愿暂缓缴费。2021 年可继续缴费，缴
费年限累计计算 ；对 2020 年度未缴费月
度，可于 2021 年底前进行补缴，缴费基数
在 2021 年当地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
内自主选择。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参加
三项社保的，参照中小微企业享受单位缴

费部分免征政策。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
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位，可继续申请缓缴
三项社保费至 2020 年 12 月底，缓缴期间免
收滞纳金。
目前，全国有 18 个省份和 3 个计划单
列市的企业社保费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王发运提醒，各地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
保费政策实施期限实施办法和操作流程存
在一定差异，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要关注
了解本地实施办法，
依规操作。

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6 月 28 日下午 1
点 53 分 顺 利 产 下 幼 崽 ，喜 获“ 二 胎 ”
（上
图）。幼崽性别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确认。
大熊猫“团团”和“圆圆”2008 年 12 月赴
台，
次年农历大年初一首次与台湾民众见面。
它们在2013年7月6日生下女儿
“圆仔”
。
（以上均据新华社）

“健康人生 无毒家园”2020 年禁毒宣传月，我们在行动！
乔司街道
6 月 4 日早上，乔司街道禁毒办在华荣
城宣传禁毒活动，乔司街道禁毒办工作人
员详细介绍了什么是毒品，毒品对个人、家
庭和社会的危害，毒品的预防方法，诱导青
少年吸食毒品的根本原因，以及作为公民
该如何履行禁毒的义务，帮助青少年远离
毒品等方面知识;还分析了我国毒品问题的
特点，介绍了我区的毒情，列举了一些具体
案例，希望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
观，筑牢拒绝毒品的思想防线、行为防线和

生活防线，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在
活动现场摆放禁毒展板 6 余块，发放禁毒宣
传手册 180 份，以及禁毒小礼品 100 份，禁
毒环保袋 150 个，180 名居民群众受到了禁
毒教育。

临平街道
6 月 9 日，临平街道禁毒办组织工作人
员到区第五人民医院开展禁毒流动课堂进
医院活动。现场发放《禁毒法》、
《家庭禁毒
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使在场群众了解毒
品的种类和危害及国家对易制毒化学品和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管制等内容。告诫
广大群众不要听信市面上关于毒品可以治
病等谣言。宣传活动共发放禁毒资料 85
份，禁毒环保袋 80 个，禁毒宣传小礼品 65
份，85 名居民群众受到了禁毒教育。
6 月 17 日，临平街道禁毒办组织禁毒
社工走进杭州耀龙织造有限公司，设立禁
毒咨询台，就毒品的定义、种类，毒品对个

人、家庭、社会的危害性，如何预防、抵制毒
品侵害和关于毒品的一些法律依据与处罚
等，为广大务工人员进行了详细讲解。同
时，结合拉横幅、发放宣传画册和展示毒品
仿真样品细心地给务工人员讲解禁毒知识
和沾染毒品的严重后果，教育大家珍惜生
命、拒绝毒品。当天，发放宣传画册 65 份，
禁毒小礼品 50 份，禁毒环保袋 65 个，65 名
务工人员受到了禁毒教育。大家认识到毒
品不可沾，引导大家把禁毒知识带给家庭
成员和亲朋好友，使临平街道成为禁毒斗

争的一道防线和重要阵地。

五常街道
6 月 22 日，五常街道禁毒办开展禁毒
宣传进校园活动，禁毒办工作人员向学生
们讲解禁毒知识，还发放了宣传资料和宣
传小礼品。平安办工作人员徐洪、眭燕福
被五常中学聘为“禁毒教育校外辅导员”，
为加强禁毒教育师资力量，推动学校预防
毒品教育工作深入开展。

仁和街道
6 月 22 日上午，平安建设办公室（一）
联合妇联、团工委、仁和中心小学、云会小
学开展以“健康人生、无毒家园”为主题的
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由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宋国平、平安建设办公室（一）主任卓
小强、妇联主席朱宏燕、团工委书记余鹂文
为前期评选出的优秀作品进行颁奖。活动
利用同学们的作品强化禁毒宣传教育，提
高学生群体的防毒意识，努力营造浓厚的
禁毒氛围。

内容由余杭区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