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融媒媒选选粹粹
2017 年 9 月 8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梦妮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 、上海 、天津 、杭州 、金华 、宁波 、福州 、南京 、济南 、武汉 、西安 、成都 、郑州 、哈尔滨 、长沙 、贵阳 、广州 、南昌 、重庆 、合肥 、兰州 、银川 、昆明 、南宁 、沈阳 、长春 、太原 、石家庄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海口 、拉萨 、西宁 、青岛 、喀什 、无锡 、徐州 、台州

4 新华每日电讯

2013 年，南非德班；2014 年，巴西福塔莱萨；2015 年，
俄罗斯乌法；2016 年，印度果阿；2016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
杭州非正式会晤……

几年来，来自四大洲的五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保持
开放、包容，找准了合作之道，谋求共同发展。

万丈高楼平地起。如今，金砖合作基础已经打下，整体
架构轮廓初现。回望来时路，我们有“金砖国家不搞一言堂，
凡事大家商量着来”“金砖国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
是知行合一的行动队”“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启示。

面向未来，金砖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加强合作的重要
任务。“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
个“金色十年”，需要总结成功经验，勾画合作愿景，踏上新
的征程。

金砖合作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上，金砖厦门会
晤也必将被历史铭记。请与新华社记者一起，回顾《习近平
厦门三日》，听习主席勾画第二个“金色十年”。

有这样一束光，它指引方向，给你力量，成就你现在的
模样……

有这样一束金光，它指引着五彩帆船，乘风破浪，穿行
世界，镌刻中国印记……

9 月的厦门，金砖会晤聚五洲宾朋。中国主场外交再掀
高潮，迎来十九大前“收官之作”。

“金砖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既是息息相关的利益共同
体，更是携手前行的行动共同体。”习近平主席的睿智话语
在世界回响……

南非的工人、俄罗斯的女孩、印度在华留学生、巴西大
提琴手……精彩的金砖故事在娓娓诉说。

新华社重磅推出的 3D 微视频《金砖之光》，从不一样
的角度展现“金砖”合作机制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影响
力。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份中国制
造业 PMI 达到 51 . 7%，总体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与此
同时，俄罗斯中央银行上调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测至
1 . 7% — 2 . 2%，巴西经济今年连续两个季度正增长……

事实面前，“金砖褪色”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当世界经
济深陷国际金融危机泥潭、举步维艰之时，金砖国家是引领
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金砖”概念首创者吉姆·奥尼尔
直言，金砖国家的全球 GDP 比重高于他此前的任何一种
设想，金砖国家是一个成功的概念。

金砖发展的潜力不可限量。金砖国家已进入经济爬坡
过坎的关键阶段。闯过这一关口，加强改革创新，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是为练好“内功”；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发挥各自
优势，是为借好“外力”。金砖五国内外兼修、握指成拳，激发
各国增长潜力和 30 亿人民创造力，将会开辟巨大的发展空
间，续写更精彩的发展传奇。

金砖厦门会晤，“金砖+”横空出世，意味着互利共赢的朋
友圈将越扩越大，也意味着金砖机制将更加开放、更富有创
新活力，更意味着《金砖不褪色 未来更耀眼》。

(综合：李洪磊)

请扫描二维
码，听习主席勾画
金砖合作第二个
“金色十年”。

2020 年，我们要实现一个大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什么样

的？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请扫描二维码，看

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一承诺意味着什么。

“一诺千金”为了谁
中国火星村(模拟火星基地)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红崖地区，那里有哪些

特殊的地质地貌特征？真的跟火星上一样吗？

▲请扫描二维码，走

进中国火星村，欣赏那

片神奇的土地。

你好火星！探秘火星模拟基地

最近，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一则由中国自主研发的自行式模块运输车在陆路轻而易举

运载几千吨重船只的短视频迅速走红，让数十万海外网友一睹“中国神器”的风采。

▲请扫描二维码，欣

赏这一“中国神器”的风

采。

如何让几千吨的船陆上行走
在古代，民众都玩哪些“时尚”运动呢？正在天津博物馆举办的一场中华古代体育文物

展，集中展示了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之精髓。

▲请扫描二维码，看

看古人都玩些什么“时

尚”运动。

中国古人都玩什么“时尚”运动

澳大利亚学者在博茨瓦纳观察发现，非洲野犬会通过打喷嚏的方法投票，来决定犬群是

否出发猎食。

▲请扫描二维码，看

非洲野犬是如何通过打

喷嚏来“投票”的。

动物也“投票”！打喷嚏决定出征
现代人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是个大困扰，每到中午都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而趴桌

子睡觉实在不舒服，“共享睡眠舱”能解决这个难题吗？

▲请扫描二维码，一

起 去 体 验“共 享 睡 眠

舱”。

共享睡眠舱来了，能解乏吗

请扫描二维
码 ，感受“金砖之
光”的巨大感召力。

请扫描二维
码，一起展望金砖
国家合作发展的
光明前景。

和洽机制

和煦金光

和衷共济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中国网事”记
者乌梦达、叶前)日前，财政部、中央直属机关
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联合印发了《中央和
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经费管理办
法》，首次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使用
财政资金开展党建活动进行了规范。

办法明确规定，党建活动经费不能发放
任何形式的个人补助，到常驻地以外开展党
建活动，原则上每两年不超过一次，一般不得
乘坐飞机。多位受访专家告诉新华社“中国网
事”记者，该办法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首次
明确划出红线，也在于给出了基层党组织党
建经费使用的明确指导。

划红线，为何设置“八个严禁”？

该办法对活动内容、地点、用餐等做出限
制性规定，即“八个严禁”。包括严禁借党建活
动名义安排公款旅游、到明令禁止的风景名
胜区、组织会餐或安排宴请、组织高消费娱乐
健身活动；严禁购置固定资产、套取资金设立
“小金库”、发放任何形式的个人补助、转嫁党
建活动费用等。

事实上，这些严禁都是有的放矢。近年
来，多地查处曝光的案例显示，本应严肃认
真、富有生气的党组织活动，却在一些地方异
化为娱乐消遣和变相福利，甚至成为“四风”
的典型问题。

2015 年 10 月，浙江省苍南县龙港广播
电视站负责人擅自决定将党组织活动的地点
从永嘉变更为苏州等地，并组织 67 名工作人
员、2 名工作人员家属及 3 名工作人员子女分
两批跟随旅行社前往苏州市盘门、虎丘、太湖
国家湿地公园以及常熟市沙家浜等景点旅
游。

近日，北京市委巡视组向北京市地铁运
营有限公司反馈巡视情况指出，一些基层党
组织普遍把旅游参观作为组织活动的重要方
式，党组织活动有娱乐化和福利化倾向；对北
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巡视反馈意见
中也提出，集团领导干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期间，借开展“践行中国梦”主题活动之
机到敦煌月牙泉游览。

还有个别地方滥用党建经费变相发福
利。2013 年，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新泰村
“两委”会议决定，打着“党员活动”的幌子，给
与会代表每人发了一个电饭煲，每个价值
265 元。2013 年至 2015 年，福建省福鼎市供
销社总公司党支部以开展“七一”党员活动
为由，将每年活动经费违规发放给公司 14

名党员作为补贴，3 年共发放 13020 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首次对

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使用财政资金开
展党建活动进行规范，有助于纠正部分基层
党组织党建活动的“异化”和“跑偏”，规定中
与八项规定、反“四风”等一脉相承的”八个禁
止”相当于给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划出了明
确的红线。

给指引，党建活动经费怎么花？

事实上，不少基层党员表示，除了划红
线，这个新规一个重要意义是对“能做什么”
给出了指导。

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使用党费开展党
建活动是一个主要支出。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肖
滨说，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前，有的基层
党组织存在使用党费组织旅游、购买发放购
物卡等违规行为。随着作风建设的不断深入
和对此类行为的“零容忍”和公开通报，一些
基层党组织出现“怕花党费”的情况，因为担
心不合规被追责，宁愿不花。

广州一基层党支部负责人说，开展“两
学一做”等党建活动尽量选择在单位集中
学习或参观免费展览等不花钱的形式，但
长此以往，也存在党建活动过于单调、效果

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近年来，不少基层党组织党费都存在
结余。

此次中央三部委联合印发《中央和国家
机关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经费管理办法》既
明确划出了八条红线，也对如何把党费用到
实处给出了明确指引。支出项目包括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讲课费、租车费、场
地费以及资料费和其他有关费用经批准后据
实报销。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说，这些范围
都是在一些公用经费中常见的项目，但很有
针对性，如租车费就是考虑到公车改革的实
际情况，再如场地费是考虑到机关办公楼面
积和使用的规定后，不少单位没有满足集体
活动需要的场地，而且这都体现了党和政府
节约资源、购买服务市场化的导向。

对于不少基层党组织而言，此次明确党建
经费可以用于交通和住宿，拓宽了党建活动的
范围，提高了丰富性和参与性。为防止频繁到
外地异化成公款旅游，办法又明确到外地开展
活动被限定为每两年最多进行一次。

习惯在规矩之下活动

此次有关基层党费使用规定的出台，受
到基层党员干部的普遍欢迎。多位基层党组

织负责人反映，办法最大的特点在于可操作
性强，指引明确。

北京一基层党支部负责人表示，过去确
实对党建经费能干什么“犯嘀咕”，现在看到
这个规定，只要依规对照执行，就能够避免
“怕出问题而不敢干”。他举例，把党建活动经
费分解为租车费、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费、住
宿费、场地费、讲课费、资料费和其他费用，并
分别给出详细定义，“灰色地带”就消除了。对
于这样实施性的意见，越是规定细致，可操作
性就越强。

肖滨说，在“八项规定”实施之前，基层党
员干部活动的主要矛盾是规范问题，也因为
规范不到位、规定不明晰，出现了不少违规案
例。在中央严令之下，“乱”的问题得到了解
决，新的矛盾表现在“静”上，一些基层党员干
部面对各种规矩就“迈不开腿，不知道怎么开
展工作”，新规的意义在于让全体党员干部习
惯在规矩之下活动，并且有章可寻，无后顾之
忧。

汪玉凯等专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
着《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等条例的修订实施，再到《中
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经费管理
办法》，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不断健全，
党内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党组织和党员也要
习惯在规矩之下活动。

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经费该怎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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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鹭岛，风正帆

悬。9 月 3 日至 5 日，金

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成功举行。

金砖五国领导人会

晤，10 个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展开对

话，全球约 1000 名工商

界人士聚首，习近平主

席多次发表讲话……共

识在沟通中凝聚，方向

在擘画中清晰。

大厦之门，金砖闪

亮 。五色风帆 ，激扬世

界。新华社重磅推出的

融媒产品，一定会给您

带来不一样的“金砖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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