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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

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1999年2月中共中央印

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对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加强

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党

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

着农村改革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化，该

条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要求和实

践需要，党中央决定予以修订。

通知指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

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全面领

导乡镇、村的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 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

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大抓农村党支部、建强战

斗堡垒，取得明显成效。 当前，农村改革

不断深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动新

时代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满足农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党的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来抓，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农村改革发展

稳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

通知强调，《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

章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坚持

问题导向，总结基层创造的好经验好做

法，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作出全面

规范，是新时代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的基本遵循。《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坚持

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打赢

脱贫攻坚战、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提高党

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巩固党在农

村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指出，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

的优良传统，重视并抓好党的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

各级党委（党组）一定要从巩固党的执

政基础的高度出发，始终坚持农村基层

党组织领导地位不动摇，特别是县级地

方党委要把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采取有力措施，强化责任保障，推动《条

例》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要加强学习宣

传，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手机、网络

等媒介，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等方

式，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

入领会《条例》精神，尤其要宣传到每一

个农村党支部，使其全面掌握《条例》内

容，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

求上来，真正贯彻落实好《条例》。 要组

织开展培训，把《条例》纳入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行政

学院）教育课程，对县、乡、村党组织书

记进行专题轮训， 提高做农村基层工

作、抓农村党支部建设的本领。 要加强

监督检查，及时解决《条例》贯彻落实中

的有关问题。 中央组织部要会同有关部

门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各项规定得到贯

彻执行。

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

《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

告党中央。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0 日从国家航

天局获悉，嫦娥四号月球背面软着陆以

来，由多个国家和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

任务陆续展开。 着陆器上由德国研制的

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和巡视器

上由瑞典研制的中性原子探测仪开机

测试，获取的探测数据将通过“鹊桥”中

继星陆续传回地面，中外科学家计划共

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嫦娥四号任务的顺利实施凝聚着

诸多参与国的贡献。 除探测器上的德国

和瑞典载荷外，中继星上配置了荷兰低

频射电探测仪；俄罗斯合作的同位素热

源将保障嫦娥四号安全度过月夜；我国

在南美建设的阿根廷深空站参加测控

任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空间局

测控站也将发挥支持保障作用； 此外，

哈工大环月微卫星“龙江二号”上的沙

特微型成像相机已于 2018 年 6 月成功

传回了地月合影。

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 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与中国国家航天局就月球

与深空探测合作进行了讨论。 嫦娥四号

任务发射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月球

勘探轨道器-LRO 团队与嫦娥四号工

程团队科学家进行了密切沟通，商讨利

用美方在月球轨道运行的 LRO 卫星观

测嫦娥四号着陆，开展科学研究。 据悉，

美方向中方提供了 LRO 卫星的轨道数

据， 中方团队向 LRO 团队提供了着陆

时间和落点位置，期待将有更多科学发

现和成果。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

愿与各国航天机构、空间科学研究机构

及空间探索爱好者携手，共同探索宇宙

的奥秘。

信息时报讯

2019 年春节日益临

近，铁路、航空春运抢票大战也日趋“白

热化”。 由于返乡车票“一票难求”及机

票昂贵，今年选择“反向春运”的人群大

幅增加， 春节去往大城市团圆成新风

尚。

“反向春运” 是指年轻人将老家的

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年，

节后再返乡。 近两年，既省钱又尽孝的

“反向团圆”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成为不

少在城市打拼的“80 后”“90 后”陪伴父

母过年的“妙招”。

据来自携程等订票网站的消息，今

年“反向春运”现象凸显，上海、北京、广

州、深圳、杭州、南京、天津、青岛、宁波、

厦门是十大热门目的地，除夕前一周飞

往这些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过 40%，“四老一小” 旅客订单显著增

长，机票价格甚至比高铁票还便宜。

相关专家解释，“反向春运”流行的

背后，与返乡火车票一票难求或回乡机

票太贵密切相关。 而“反向春运”航线机

票价格堪称“白菜价”，最低仅 1.2 折，且

票源充足。 除夕前一周，哈尔滨飞北京

机票低至 1.3 折、人民币（下同）仅 180

元，比高铁票便宜约 126 元；重庆飞深

圳机票最低价 190 元，相当于打 1.2 折，

比高铁票便宜 629 元。 除了节省开支，

此招还能使许多人可以拿出更多时间

陪伴家人，感受不一样的春节。

携程大数据显示，成都、重庆、哈尔

滨、西安、长春、郑州、长沙、贵阳、合肥、

武汉是十大热门出发地。 这些城市所在

的省份，都是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从 1

月 28 日起，四川、重庆、河南、安徽、湖

南、湖北等地的老人们陆续踏上“反向

过年”之旅，“反向春运”航线迎来客流

高峰。 而 2 月 11 日将开启“反向春运”

返程高峰。

相关人士研判， 在进城旅游过年

“反向春运”热潮的带动下，北京、上海、

广州等以往春节“空城”的人气今年将

会有很大程度的回升。

中新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数据，2018 年 12 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

点；2018 年全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同比上涨 2.1%。

12 月份，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

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涨一降。 12 月

份，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2.4%，

影响 CPI 上涨约 0.72 个百分点。其

中，鲜果价格同比上涨 9.4%，禽肉

类价格上涨 5.4%， 鲜菜价格上涨

4.2%，畜肉类价格上涨 0.8%，鸡蛋

价格下降 1.4%。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

降。 其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

乐、 居住价格分别上涨 2.5%、2.3%

和 2.2%，其他用品和服务、衣着、生

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6%、

1.5%和 1.4%；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0.7%。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018

年 12 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同比上涨 0.9%；全年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 3.5%。

据新华社电

据教育部网站消

息，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中共中央

台湾工作办公室秘书局、国务院港

澳事务办公室秘书行政司联合下

发关于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

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有关问题的

通知。

通知指出， 在内地（大陆）学

习、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台居民申请

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中

小学教师资格的有效证件为港澳

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 港澳台居民可申请幼

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中等职业

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

习指导教师资格。

通知要求，港澳台居民申请教

师资格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规定的学历要求。 港澳台居

民申请教师资格，应达到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相应普通

话水平等级标准。

通知指出， 港澳台居民持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可在内地 （大陆）

居住所在地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和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

港澳居民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

行证、 台湾居民持五年有效期台

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可在内地

(大陆) 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 在考试所在地认定中小学

教师资格。 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

的其他条件、 程序和提交材料与

内地 （大陆） 申请人相同。 在内

地 （大陆） 就读师范专业的港澳

台居民执行就读省份相应师范生

政策。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全面规范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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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国际合作载荷开机测试

2019 年春节临近，调查显示选择“反向春运”的人群大幅增加

春节一线城市成热门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