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2

要闻 NEWS

2018 年 1 月 13 日 星期六
编辑：王梓 美编：张妍 校对：一广

十九届二中全会 18 日召开
将审议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1 月 12 日召开会议，
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会议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 1 月 18 日至 19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
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稿在党
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
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
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
的集中体现。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在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
进程中、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我国现
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
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会议指出，我们党高度重视宪法在
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坚
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
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把实施
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采
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
督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了强有力
的政治和制度保障。
会议认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
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

根本成就，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政体，确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领
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斗目
标，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法治
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
权原则，等等，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共
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我国宪法确立的
一系列制度、原则和规则，确定的一系
列大政方针，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
强大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
全面贯彻。
会议指出，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
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为更好发挥宪
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对宪法作出适
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
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
上升为宪法规定。党中央决定用一次

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充分表明
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的高度重视。
会议认为，
这次宪法修改要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
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
导、
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体
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
要求，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必须贯彻以下
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严格依法按照程序进行；
充分发扬民主、
广泛凝聚共识，
确保反映人民意志、
得到
人民拥护；
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
不作
大改的原则，做到既顺应党和人民事业
发展要求，
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
保
持宪法连续性、
稳定性、
权威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外交部：
在华经营外国企业
应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2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欢迎外国企
业来华投资兴业，同时在华经营的外
国企业也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
有记者问，近日，万豪酒店集团在
其会员邮件和手机应用软件注册页面

将港澳台和西藏列为“国家”。目前中
国多个部门已对万豪酒店采取措施并
立案调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
“ 中方有关部门已经对此
作出了处理，你所提到的这家企业负责
人也已公开致歉。我想强调，香港、澳
门、台湾、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

客观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他表示，中方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
资兴业，同时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也应
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
国法律，尊重中国人民民族感情。这也
是任何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兴业、开展
合作最起码的遵循。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年底
服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新华社电 1 月 12 日 7 时 18 分，我国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
方式成功发射第二十六、二十七颗北斗导
航卫星。
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
是我国北斗三号工程第三、四颗组网卫
星。这次发射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2018
年首次发射，正式拉开新年度北斗高密度
发射序幕。
卫星入轨后，经测试及入网验证，可
对外提供服务。按照计划，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将于 2018 年底服务“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
这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
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分别由中国
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和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广东省委原常委
李嘉受贿案一审获刑 13 年
新华社电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12 日公开宣判广东省委原常委、珠海
市委原书记李嘉受贿案，对被告人李嘉以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二百万元；对李嘉受贿所得财物及其
孳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1 年至 2016 年，被告
人李嘉利用担任中共梅州市委副书记，梅
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梅州市
委书记，中共珠海市委书记，中共广东省
委常委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
人在工程承揽、项目选址、职务调整等事
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侄子李林
等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058.84 万元。

郑州市 2018 年兵役登记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和《河南省征兵工作条例》的相关规
定，国家实行兵役登记制度。 按照国防
部征兵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8 年征
兵准备工作的 通 知 》 要 求 ， 现 将 郑 州
市 2018 年度兵役登记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兵役登记对象
兵役登记的对象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18 至 24 周岁（1994 年
1 月 1 日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之间
出生）的男性公民,年底前满 17 周岁
未满 18 周岁的高中(含中职、职高、技
校)毕业生,本人自愿也可登记。 往年参
加过兵役登记的,可登录全国征兵网站
对个人登记信息进行核验更新并申请
报名应征。 兵役登记后有应征入伍意愿
的青年可立即选择应征报名，当年没有
入伍意愿的可选择缓征。

二、兵役登记时间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三、兵役登记方式
根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通知，“全
国征兵网” 已于 1 月 10 日正式开通，
网上兵役登记、应征报名和政策咨询工
作已全面展开，6 月 30 日前，所有适龄
公民均须自行登录 “全国征兵网”（网
址：http://www.gfbzb.gov.cn），填
写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信息（包括本人
姓名、公民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参军
意向等基本信息）， 根据网上提示打印
《男性公民兵役登记 / 应征报名表》；
符合参军基本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在校生和毕业生，还须打印《大学
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填写《应征入伍
高校学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
申请表》。不具备上网登记条件的青年,
可到常住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武

装部, 由工作人员协助网上兵役登记。
本人因特殊情况不能亲自前往登记的,
可以委托亲属携带学生本人相关信息
代为登记。

四、相关要求
1.兵役登记是《兵役法》规定的
基本制度, 适龄男青年都要自觉依法
登记。 公民有拒绝、逃避兵役登记等行
为的, 由县级人民政府强制其履行兵
役义务, 并可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和处
以罚款。
2.兵役登记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
律义务，各学校认真对待，督促适龄学
生按时完成登记工作，不错登、不乱登；
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也要依法组织或督促适龄公民及时登
录“全国征兵网”参加兵役登记工作。
适龄公民及家长可登录“全国征兵
网 ”、 关 注 河 南 征 兵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henanzhengbing）、 郑州市征兵微
信公众平台（zzszbb）了解相关信息，
也可致电咨询当地征兵办公室。
郑州市征办：63330942
金水区征办：63526097
中原区征办：67692540
二七区征办：68186157
管城回族区征办：67962390
惠济区征办：63639082
上街区征办：68921011
荥阳市征办：64662966
登封市征办：62862021
巩义市征办：64353860
新郑市征办：62693062
新密市征办：69881052
中牟县征办：62105066

郑州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二〇一八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