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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昨日开始进入农历十

二月，民间俗称“腊月”，腊八飘香，年味

渐浓， 农历己亥猪年的脚步也越来越

近。 天文专家表示，同即将过去的农历

戊戌狗年一样，农历己亥猪年也是一个

平年，共有354天。

己亥猪年从2019年2月5日开始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文教育专

家赵之珩介绍说，农历戊戌狗年从2018

年2月16日开始，到2019年2月4日结束，

共354天。 即将到来的农历己亥猪年从

2019年2月5日开始，到2020年1月24日结

束，也刚好354天。 农历己亥猪年之后的

农历庚子鼠年因为有一个“闰四月”，这

一年共有384天。

赵之珩解释说，现在世界通用历法

有3种：阳历、阴历和阴阳历。 阳历是按

照太阳两次通过春分点

（即两次“春分”

节气之间 ）

的时间间隔为1年，叫做“回

归年”，周期为365．2422天，这就是目前

世界通用的“公历”。 阳历的长度是平年

365天，闰年366天。

与阳历不同的是，阴历是按照月亮

圆缺变化周期安排的， 每个月平均为

29．5306天，1年12个月，有354.3672天，比

阳历的年少11天左右。

己亥猪年有6个大月和6个小月

为了协调阳历与阴历之间的天数，

于是产生了阴阳历， 即现行的农历，采

用的方法是“19年7闰”法，即在19个农

历年中加上7个闰年。 农历闰年因为多

了个闰月， 因此一年有383天至385天，

而农历平年一般有353天至355天。

赵之珩表示，即将到来的农历己亥

猪年是一个平年，有6个大月

（

30

天）

和6

个小月

（

29

天）

，共有354天。

天文专家特别提醒说，正月初一是

农历生肖年的开始，具体到农历己亥猪

年，在2019年2月5日至2020年1月24日之

间出生的小孩都属猪。

据新华社电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

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军队文职人员管

理若干规定

（试行）

》，自2019年1月1日起

施行。

加强文职人员管理是军队正规化建

设的客观需要， 也是提高文职人员管理

法制水平的内在要求。 根据军队特殊要

求和文职人员身份特点，《规定》 重点对

文职人员的宣誓、内部关系、着装仪容、

礼节、对外交往等九个方面作出规范。

新招录聘用的文职人员应当进

行宣誓

为了加强文职人员的职业认同感，

强化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 借鉴军人宣

誓和公务员宪法宣誓做法，《规定》 明确

了新招录聘用的文职人员应当进行宣

誓，规范了文职人员宣誓的誓词、组织实

施宣誓的时机和有关程序要求。

为了建立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

内部关系， 增强部队向心力凝聚力战斗

力，《规定》明确文职人员之间、文职人员

与军队其他人员之间，政治上一律平等，

相互间是同志关系， 依据隶属关系和行

政职务构成上下级或同级关系。

《规定》 明确了文职人员着常服、礼

服、作训服的时机、场合和有关要求，同

时，参照现役军人和公安、检察院、法院、

铁路、税务等国家工作人员通行做法，明

确文职人员敬礼参照军人礼节有关规定

执行， 着文职人员服装时， 通常行举手

礼， 携带武器装备或者因伤病不便行举

手礼时，可以行注目礼。

为保持部队正规秩序， 根据文职人

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特点，《规定》

明确， 文职人员应当遵守用人单位作息

制度，通常不参加早操，休假探亲参照国

家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关规定执

行。同时，为保持转改人员福利待遇与现

役军官有关待遇保持一致，《规定》明确，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 现役干部转

改的文职人员休假探亲， 按照现役军官

有关规定执行。此外，《规定》还按照队列

条令的有关要求， 对文职人员参加集体

活动、 军事训练和执行任务时的队列动

作作出明确规定。

《规定》 对文职人员公开发表言论、

与境外人员交往、 参加地方活动以及禁

止行为也提出明确要求，同时，参照国家

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有关规定和

通行做法，《规定》 明确文职人员可以利

用休假探亲时间出境旅游， 明确了出境

次数、审批权限、办理程序。

此外，《规定》 还明确了对文职人员

实施奖惩的批准权限； 同时规定文职人

员思想政治教育、党

（团）

组织管理、安全

保密、档案管理、战时管理等按照军队有

关规定执行。

文职人员因私出境须填审查表

并逐级上报

在工作制度方面，《规定》 明确文职

人员应当遵守用人单位的作息制度，工

作时间按照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工作时间有关规定执行， 对休息日和

节假日执勤以及执行其他任务的文职人

员，在任务结束后，用人单位应当安排补

休。

在训练制度方面，《规定》 明确用人

单位根据实际需要， 可以组织文职人员

开展队列、军事体育等训练活动，训练活

动可以安排在下午工作

（操课）

时间的最

后1小时进行，文职人员通常不出早操。

在休假探亲制度方面，《规定》 明确

文职人员休假探亲，参照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有关规定执行， 执行军委

下达的重大战备训练或者非战争军事行

动等专项任务累计时间超过6个月的，经

军级以上单位批准， 执行任务期间休息

日、 节假日未休息的天数可以计入本人

当年应休假探亲天数。

在因私出境制度方面， 参照国家机

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通行做法， 统筹

考虑文职人员身份属性和军队安全保密

特殊要求，《规定》 明确文职人员可以利

用休假探亲时间出境旅游， 因私出境的

文职人员应当向所在党组织提出书面申

请，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填写《军队文职

人员因私出境审查表》， 逐级上报审批。

文职人员因私出境无正当理由不按期归

队的， 从超期之日起停发工资和津贴补

贴，并根据军队有关规定给予处分，其中

连续超过15日的，视为自动离职，予以解

聘或者辞退。

信息时报讯

据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消息， 国家监委、 最高法

等五部门公告发布以来， 推动了追

逃追赃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公告发

布期间 (8

月

23

日至

12

月

31

日

)，

全国共计从 46 个国家和地区追回

外逃人员 441 人 (

含

117

名国家工

作人员

)， 其中主动投案 165 名，

包括“百名红通人员” 蒋雷、 王清

伟等。

根据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

决策部署，2018 年 8 月 23 日，国家

监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

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

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

(

以下简称“《公告》”

)。

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各

省区市追逃办制定周密方案， 充分

发挥《公告》对外逃人员的法律震慑

和政策感召作用， 加大缉捕追逃力

度， 推动追逃追赃工作近期取得显

著成效。 据统计，《公告》期间(8

月

23

日至

12

月

31

日

)， 全国共计从

46 个国家和地区， 追回外逃人员

441 人(

含

117

名国家工作人员

)，其

中主动投案 165 名，包括“百名红通

人员”蒋雷、王清伟等。 其中外逃时

间最长的 23 年，年龄最大的 79 岁。

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正告所有外逃职务犯罪嫌疑

人，早日放弃幻想、认清形势，尽快

投案自首、 积极退赃， 争取宽大处

理。

中新

农历己亥猪年是平年共有354天

2019年2月5日至2020年1月24日之间出生的小孩都属猪

《军队文职人员管理若干规定（试行）》印发

文职人员可利用休假探亲时间出境旅游

五部门“追逃”公告成效显著

追回外逃人员441人

北京昨晨现日偏食

信息时报讯

据《北京晚报》报道，昨

天清晨，天象剧场上演本年度的“开门大

戏”———日偏食。7时不到，在北海北岸的

五龙亭已经聚集了五六十位摄影爱好

者，大家长枪短炮静候日出。 天文摄影爱

好者小白告诉记者， 这里是这次日偏食

观测的好地点， 因为从五龙亭恰好可以

拍到日偏食与景山万春亭“同框”。

据北京古观象台王玉民博士介绍，

这次日食， 在亚洲东北部、 太平洋西北

部、阿拉斯加西南部可以看到。 在北京，

我们所能看到最大食分只有 0.316，也就

是说太阳被遮住的部分还不到直径的 1/

3。 ”在北京观看，本次天象初亏在早晨 7

时 37 分，食甚在上午 8 时 34 分，复圆在

上午 9时 41分。

除了本次偏食之外，今年的 12月 26

日还将发生一次日环食的天象， 最大食

分将达 0.9701，食带宽 117.9 公里。 王玉

民介绍，本次环食带从沙特阿拉伯开始，

经过阿拉伯海、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苏拉威西海、在太平洋

西部结束。 在非洲东北部、 亚洲

（除北

部）

、印度洋北部、大洋洲西北部、太平洋

西部可以看到偏食。“我们在中国可以看

见偏食，时间倒是很不错，初亏是 12 时

54 分，食甚为 13 时 47 分，复圆在 14 时

39分，食分是 0.15。”专家表示，12月的环

食在北京地区适宜观测， 不过他也提醒

大家，观测日食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千万不能用肉眼直接观看， 更不能用望

远镜观看。

昨日，北京景山万春亭顶上空现“带食日出”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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