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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5日电
（记者刘慧） 长生生物 15日发布
公告称，14 日收到深交所对该
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的决定书，根据相关规定和深交
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深交
所决定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

根据公告，2018 年 10 月 16
日，长生生物主要子公司长春长
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违法
违规生产疫苗，被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给予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
处罚没 91 亿元等行政处罚。其

违法行为危害公众健康安全，情节
恶劣，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触及了相关规定中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情形。

2018 年 11 月 16 日，深交所启
动对长生生物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机
制。

公告显示，长生生物于1月15
日继续停牌一天，于1月16日起开
始复牌，自复牌之日起，深交所将
继续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本次复牌后退市风险警示期
为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三十个
交易日后存在暂停上市风险。

长生生物被实施强制退市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1月
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第2期将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
素质干部队伍》。

文章强调，重视吸取历史经验
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我们学习

中国历史上的吏治，目的是了解我
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为建设高素
质干部队伍提供一些借鉴。正确的
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
证。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贯彻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把德才标

准，坚持公正用人，拓宽用人视野，
激励干部积极性，努力造就一支忠
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文
章指出，要严把德才标准。干部在政
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
德等方面都要过硬，最重要的是政治
品德要过得硬。要坚持公正用人。公
正用人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在组织路线上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
选人用人的根本要求。公正用人，公
在公心、公在事业、公在正气。要拓宽
用人视野。要打开视野，把干部队伍
和各方面人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要
激发干部积极性，在选人用人上体现
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激励干
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
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既是攻坚战也是
持久战，一刻都不能放松，一刻也
不会放松。

“我们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
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从严治党
提出 6 项任务，对取得全面从严治
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具有重大指导意
义，为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
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
入”。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坚
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政
治生态展现新气象，反腐败斗争取
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
重大成果。同时也要看到，反腐败
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
治党依然任重道远。我们党全面领
导、长期执政，党员、干部时刻面
临被“围猎”、被腐蚀的风险。现
实一再表明，反腐败斗争不能退，
也无处可退，必须将“严”字长期
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 年 ， 是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
键之年，做好纪检监察工作责任重
大。全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 6项任务：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强化思想
武装；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保证全
党集中统一、令行禁止；弘扬优良
作风，同心协力实现小康；坚决惩
治腐败，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强
化主体责任，完善监督体系；向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这 6 项任务，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
性，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担当作为，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松劲、不
停歇，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团
结统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坚强保障。

打铁必须自身硬。夺取全面从
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必须建设
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
军。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和国家监督
专责机关，要忠诚于党、忠于人
民，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一体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
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
机构改革，在更高水平上深化转职
能、转方式、转作风，推动纪检监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带头加强机
关党的政治建设，健全内控机制，
经常打扫庭院，清除害群之马。广
大纪检监察干部要经得起磨砺、顶
得住压力、打得了硬仗；要发扬光
荣传统，讲政治、练内功、提素
质、强本领，成为立场坚定、意志
坚强、行动坚决的表率。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
强的力量。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8900 多万党员、在一个 13 亿多人
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
刻不能松懈。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
和执着，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
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
觉，我们就一定能迎来海晏河清、
朗朗乾坤。
（载1月16日《人民日报》）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在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中

所载棉花种子发芽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传回的照片
显示，棉花的种子有发芽的迹象。

1月15日，嫦娥四号生物科普
试验载荷项目团队发布消息称，随
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的生物科普
试验载荷中，棉花种子成功发芽。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记者 刘赞

俄日外长此次会谈，是两人作
为两国领导人指定的谈判负责人在
和平条约新谈判机制下的首次磋
商。

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
对双方在南千岛群岛的共同经济活
动以及推进两国公民免签制度等问
题上有积极表态，但在争议领土主
权归属这一核心问题上却没有丝毫
让步。

拉夫罗夫重申，日本必须“完
全”承认二战结果，包括俄对南千
岛群岛的主权，否则其他问题将难
以取得进展。他还表示，他在会谈
中向日方指出，日本在国内法中称
这些岛屿为“北方领土”，这对俄
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分析人士认为，拉夫罗夫上
述表态将俄日双方的分歧摆到了
台面上，令日方处境十分尴尬。
日方如果接受俄方要求，就会完
全丧失要求俄方“返还领土”的
根据。

去年 11 月，安倍与俄总统普
京在新加坡会晤，商定依据 1956
年签署的《日苏共同宣言》加快日
俄缔结和平条约谈判进程。这一宣
言规定苏联在日苏缔结和平条约后
把四岛中的齿舞、色丹两岛交给日
本。

有日本媒体分析说，俄方在此
次会谈中态度强硬一方面是为了回
应俄罗斯国内舆论反对移交两岛的
声音，另一方面也是以必须获得俄
国内舆论理解为由，迫使日方作出
让步。

俄方的强硬立场让日方颇为尴
尬。不过，日方并未与俄方针锋相
对，而是表现相对低调。

河野此次访俄前，俄方已多次
向日方施压，包括抗议日方近期
就争议岛屿发表的言论。据日媒
报道，对于河野此次访俄将遭遇
困难，日方此前已有一定思想准
备。为防止拉夫罗夫在联合记者
会上大谈俄方强硬主张而让河野
面临难题，日方选择在会谈结束
后不举行联合记者会，而是双方
各自召开记者会。而河野在记者

会上仅仅说，他向俄方“明确传达
了日本的主张”，但对具体内容却
拒绝透露。

日媒分析称，日方多年来一直
依靠两国首脑会谈来推动领土问题
的解决。安倍即将于本月下旬访
俄，河野此行也是为安倍“打前
站”。面对俄方强硬表态，河野竭
力保持低调，主要是怕刺激俄方从
而对接下来的首脑会谈产生影响。

与俄罗斯签署和平条约一直是
安倍希望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去
年 9月连任自民党总裁后，安倍加
快了对俄外交步伐，一改日方长期
坚持的要求俄方全部归还四岛才能
与之签署和平条约的立场，与普京
达成以《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
快和平条约谈判的共识。

据日媒报道，安倍想借普京今
年 6月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
国集团峰会之际与其就领土及和平
条约事宜达成基本协议。但从此次
拉夫罗夫的强硬表态看，日方看来
有些一厢情愿。日方目前寄希望于
安倍访俄能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不
过俄方在短期内软化立场的可能性
很小。

“打前站”不顺

安倍访俄面临严峻考验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本月

14 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拉夫罗夫会后强调，俄对

南千岛群岛 （日方称北方

四岛） 的主权问题“不容

讨论”，南千岛群岛是俄

罗斯领土。

分析人士认为，拉夫

罗夫的强硬表态显示，俄

方在领土问题上丝毫没有

让步，日方希望在部分解

决领土问题的基础上尽快

与俄方缔结和平条约的计

划遭遇挫折。这预示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月下

旬访俄时将在领土问题上

面临严峻考验。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记者侯晓晨） 针对加拿大总理
特鲁多称中国在加籍被告人谢伦
伯格走私毒品案中“随意”作出
死刑判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5 日表示，公诉机关指控的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中方敦促加方尊重法治，尊重中
国司法主权，纠正错误，停止发
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说，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
相关信息十分具体详尽，被告人
谢伦伯格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

活动，伙同他人走私冰毒 222.035
千克，行为构成走私毒品罪。公诉
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

“毒品犯罪是世界公认的严重
罪行，社会危害极大，各国都予以
严厉打击，中国同样对毒品犯罪严
惩不贷。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
真正的法治精神。”华春莹说，加
方有关人士的言论缺乏最起码的法
治精神，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我们敦促加方尊重法治，尊
重中国司法主权，纠正错误，停止
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她说。

外交部：

中方敦促加方尊重法治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言论

据新华社首尔 1月 15日电
（记者田明 耿学鹏） 韩国国防
部 15 日发布的 《2018 国防白皮
书》 删除了之前视朝鲜为“敌
人”的表述，同时对部分有针对
朝鲜意味的军事用语作出修改。

国防部发布的相关材料显
示，白皮书在阐述国防目标的章
节中，宽泛地将“威胁和侵犯韩
国主权、领土、国民生命、财产
安 全 的 一 切 势 力 ” 称 为 “ 敌
人”，替代之前把朝鲜视作“敌
人”的表述。

白皮书还修改了此前版本当中
有关“三轴体系”的表述。除将这
一体系名称改为“压制、应对核武
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核心战
斗力建设”外，还将该体系下“杀
伤链系统”“大规模惩罚报复”等
用词修改为“战略目标打击”“压
倒性应对”等较为中性词汇。

韩国每两年发布一次国防白皮
书，《2016 国防白皮书》 中称朝鲜
对韩方“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只
要这些威胁存在”，朝鲜“政权及
其军队就是我们的敌人”。

韩国《2018国防白皮书》

修改“敌”朝表述

1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站在摆满快餐的白宫国
宴厅餐桌前。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关门 14日进入创纪录的第 24天，导致大量
联邦政府雇员被迫无薪工作或强制休假。白宫厨师也告假离岗，14 日
的白宫宴会只得以快餐招待来宾。 （新华社/美联）

美政府“停摆”白宫宴会吃快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