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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7年 12月 27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公布，自2018年 7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12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八十四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7年 12
月 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 7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12月27日

第八十五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7年
12月 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 7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12月27日

第八十六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决定》已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7年 12月 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7年 12月 28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12月27日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本报讯 正军职离休干部、军事科学
院原政治部副主任吴夫向同志，因病于
2017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吴夫向系山西临汾人，1924年 10月
出生，1937年 10月入伍，1937年 1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学员、宣传员、宣传
队分队长兼文书、指导员、教导员、科长、
宣传部副部长，副主任、主任、训练部副部
长，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研究员、
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政治处主任等职。

吴夫向同志逝世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七次委员长会议 27日在京
举行，张德江主持会议

■张德江 27日在京主持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闭幕会并发表讲话 （均据新华社）

本报讯 副军职离休干部、原甘肃
省兰州军分区司令员刘德彬同志，因病
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在武汉逝世，享年
104岁。

刘德彬系湖北石首人，1914 年 6月
出生，1930年 1月参加红军，1932年 7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干
事、指导员、教导员、团长、青海省公安总
队司令员、独立师师长、兰州军区公安部
队处长、兰州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刘德彬同志逝世
本报讯 正军职离休干部、原第一军

医大学政委王怀祥同志，因病于 2017年
11月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1岁。

王怀祥系山东博兴人，1926年 4月出
生，1945年 2月参加革命，1946年 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代理排
长、书记、参谋，43军 128师 383团干部处
处长，炮兵508团政委，43军128师政治部
副主任、副政委，43军后勤部政委，第一军
医大学训练部政委、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王怀祥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
查文晔、刘欢、石龙洪）国务院台办发言
人安峰山 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
询表示，任何势力以任何形式搞“台独”
分裂的图谋和做法，都必将遭到两岸同
胞坚决反对，也不可能得逞。

有记者问：舆论普遍认为，近期台湾
当局以各种方式限制两岸交流，挑动两
岸敌意，打压迫害岛内主张和平统一的
力量和人士，大幅降低“公投”门槛，放任
“台独”势力鼓噪“台独修宪”等，由此可
预见两岸关系前景不容乐观。请问有何
评论？

安峰山表示，我们注意到近期台湾
方面动作频频。去年“5·20”以来，台湾
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单方面破坏了两岸关系的
共同政治基础，给两岸关系带来严重冲
击，使当前两岸关系形势日趋复杂严
峻。台湾当局不思如何改善两岸关系，
反而继续一意孤行，一方面在岛内放纵
和支持“台独”分裂势力，搞“去中国化”
的“台独”分裂活动，另一方面对岛内支
持两岸交流合作、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与和平统一的力量和人士进行打压迫
害，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敌
意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要
强调的是，任何势力以任何形式搞“台
独”分裂的图谋和做法，都必将遭到两岸
同胞坚决反对，也不可能得逞。

关于日前新党四名人士遭台检调部
门强行搜索住所并被带走侦讯，安峰山在

答问时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
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
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对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主张两
岸和平统一、积极维护和推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台湾政党、团体和人士表示高度
赞赏。台湾当局袒护和纵容“台独”分裂
分子，打击迫害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力量
和人士，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自然激
起两岸民众强烈愤慨和共同反对，更无法
阻止两岸民众交流交往的趋势。

对于新党主席郁慕明表示将成立
“新党服务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台办相
关部门对接，安峰山应询表示，我们乐见
并支持新党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服务
两岸同胞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任何势力以任何形式搞“台独”分裂都不可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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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无人问津的
野菜野果成了城里人争相抢购的绿色
食品，塔山这片“世外桃源”也成了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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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不通，发展就难搞。”云南大理

州鹤庆县松桂镇东坡村村务监督委员
会主任李月逵说，以前村里只有坑坑洼
洼的泥土路，村民种的农作物，养的黄
牛、山羊等都卖不出去。“村里的路通
了，乡亲们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致富
奔小康的路也更多更宽了。农村路就
是乡亲们的致富路、民心路、幸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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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义太大了，可以说从根本上盘活了
劳动力资源，让群众切切实实增强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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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公路让百姓有了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幸福感。”浙江省磐安县高二乡
乡长陈滨潮说，“我们要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指
示，让这种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完善体制机制，建

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

村公路

“来来来，都尝一尝我们山里产的
蜜柚。”站在“果园公路”边，贵州省荔波
县拉岜村村支书覃树友招呼记者，“今
年村里通的这条四级路，解决了我们山
乡水果运输难题，外地客商可以直接开
着卡车到村里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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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建得好却管不好的问题，
吉林省公路管理局局长沈瑞峰说，吉林
在全省基本建立了“县道县管、乡村道
乡村管”的管理体系，617个乡镇全部建
立了农村公路管理站，并配备管理和养
护作业人员，确保农村公路有人监管、
有人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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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农村公路建设高度重视，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何
光中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做
好农村公路工作的根本遵循，今后我
们将推动‘四好农村路’迈入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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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旅游城市广西桂林东北部越城
岭山脉腹地，一条崭新的双向四车道高
速公路延伸在青山绿水之间。“资源县
虽然离桂林市区不远，但 3年多前项目
刚开工时，在这个广西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里，几乎没什么游客。现在县城里
车多了，新建了很多餐馆、酒店，沿线旅
游产业、竹原料加工产业等逐步兴起。
这条路为资源县带来了脱贫致富和乡
村产业振兴的希望。”中铁建投资集团
桂林公司董事长李恩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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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柏油路直接铺到了

乡镇。去年，所有村又通了公路。群
众脱贫进程大幅加快。”青海省果洛
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当洛乡党委书记
扎西才旦说，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当洛乡要努力打造集牲畜养
殖、饲草种植、粪肥加工为一体的现
代农牧产业格局，让贫困群众早日脱
贫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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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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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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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党对武警部队绝对领导的重大政治决定
■人民日报评论员

据铁路部门消息，全国铁路将于12月28日起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图为

27日，天津动车客车段动车运用所工作人员对“复兴号”动车组进行巡检，为铁

路调图做好安全保障。 新华社发

12月 28日起全国铁路
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2要 闻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宋歆 程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杨

学嘉、郁琼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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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未来三年继续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