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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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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记者高亢）记

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由中汽协、中

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中国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联合组织行业编

制的《电动汽车安全指南》10 日在京发布，

指南的推出将对提高我国新能源汽车安全

性、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健康发展起到重要

作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罗俊

杰表示，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

展，但随着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新能源汽车

产品的安全风险也在逐渐凸显。汽车产品的

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尤其是

新能源汽车正处于产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安

全更是重中之重。新能源汽车安全问题已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工信部高度重视新能源汽

车安全问题，开展了组织企业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广泛开展生产一致性专项监督检查等

多项工作。

中汽协常务副会长董扬表示，目前，但对

于电动汽车安全问题，全世界都没有研究透

彻，在国内标准还没有正式实施之前，中汽协

牵头联合行业制定的安全指南，以参考性和

指导性为原则将为行业进行指导。指南工作

得到了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行业积极性也

非常高，中汽协将持续组织行业企业结合实

践发展经验，不断提高和完善指南。

罗俊杰认为，指南的发布对提高全行业

对新能源汽车安全性的认知，提高安全性设

计、制造水平以及相关的售后服务，促进新能

源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记者 陈炜伟）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

吉喆 10 日在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说，按照中

央统一部署，国家将于 2019 年底实施普查年

度（即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2020

年1月开始实施季度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与全国数在总量、

速度和结构上的基本衔接。

据了解，自 1985 年我国建立核算制度以

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采取

分级核算制度，即国家统计局核算国内生产

总值，各省区市统计局核算本地区生产总

值。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后，国

家统计局将领导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工

作，组织各省区市统计局制定地区生产总值

核算方法、制定和规范统一核算工作流程，进

行统一核算，核算结果统一发布。

专家分析，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改革，对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据与国内

生产总值数据相衔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核

算数据质量、科学研判经济运行形势等，具有

重要意义。

宁吉喆介绍，目前，改革已进入实施的关

键阶段。要修订完善实施方案，为统一核算

提供过渡期和适应期。完善统一核算方法，

确保可操作性、地区之间的可比性以及核算

结果的准确性、完整性。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我国将于2019年实施
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王府井大街是北京地标性的

商业街之一，而近期在王府井百

货大楼东门广场出现了一个占地

70 多平方米的固定高台式“烟

客”吸烟区。记者发现，烟民在该

吸烟区“吞云吐雾”的同时常有游

客行人停留休息，其中还有不少

儿童在吸烟区奔跑玩耍。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公开表

示，该吸烟区在建设理念和规模

上，与国家控烟规划和北京控烟

条例规定不符，甚至有变相诱导

青少年吸烟的风险，建议立即拆

除。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

出，到 2030 年，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

降低到20%，而《“健康北京2030”规划

纲要》提出的目标是，到 2030 年，成人

吸烟率下降至 17%以内。受访专家认

为，控烟“底线”也是无烟人群的健康

“底线”，应牢牢守住。

据了解，进入冬季以来，北京市违

法吸烟投诉量大幅上升，表明广大群众

对在公共场所违法吸烟行为从熟视无

睹到不可容忍，纷纷拿起控烟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健康权益的意识在提升。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表示，像王府

井“烟客”一类的吸烟区在一定程度上

侵犯了公众利益，将原本的大众休闲区

变为少数人“吞云吐雾”独占的“乐园”，

让不吸烟的游客避之不及，特别是对老

人、儿童更是危害较重。

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

督所了解到，目前卫生监督执法部门正

在与东城区政府等单位进一步沟通协

商，东城区卫生监督部门也将对该吸烟

区进行现场执法检查。

（新华社记者 侠克）

70平方米“豪华”吸烟区现身王府井引争议

控烟“底线”如何守？

中国首部《电动汽车安全指南》发布

“豪华”吸烟区现身地标性商业街人口密集区引争议

近日，北京控烟志愿者反映在王

府井百货大楼东门广场出现了一个

占地 70 多平方米的固定高台式“烟

客”吸烟区。该吸烟区集中建有 13 根

不 锈 钢 柱 式 烟 灰 缸、18 把 不 锈 钢 座

凳、6 块固定金属围挡，其中包括两个

“烟客”广告牌和一个巨大的由许多

烟圈组成的造型。

记者发现，该吸烟区位于王府井步

行街紧急疏散广场和百货大楼紧急疏

散通道上，周围有金属围挡，并标有

“yanker”（烟客）字样。

腊月的北京虽然天气寒冷，但王府

井大街上市民、游客仍然络绎不绝，其

中不少人在该吸烟区驻足休息或“吞云

吐雾”，还有不少儿童在该吸烟区及周

边奔跑玩耍。

“这个吸烟区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咖

啡厅的室外休息区。”从四川来京旅游

的周先生说，本想带孩子进去坐坐休息

一下，却发现有不少人在吸烟，只好选

择其他地方。

市民李女士说：“王府井大街是北

京具有代表性的商业街，走在街上不时

能闻到避之不及的‘二手烟’，实在对不

吸烟的人有些‘不公’。”

北京控烟协会：大规模在公共场所建立吸烟室不妥

记者调查发现，“yanker”（烟客）

是一项由北京中渡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的“共享吸烟室”公益项目，宣称

旨在改善吸烟环境，解决吸烟与健康、

公共环境的矛盾问题。

据了解，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本身

就包括烟草零售，其“共享吸烟室”项

目目前已有 12 间投入使用，分别落地

长沙黄花机场、韶山景区、深圳宝安机

场等。该公司创始人兼 CEO 王梓霖

曾表示，希望在 2020 年落地 2000 个

“共享吸烟室”，覆盖全国主要地级市

等。

相关报告显示 ，截至 2018 年 12

月，我国至少已有 20 个城市相继出台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性法规。北

京、上海、深圳牵头立法进行全面禁

烟，执法力度不断加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公共场所

的吸烟室也相继关闭。2016 年 10 月

底，上海火车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

站和上海机场室内吸烟室全部关闭；

2019 年 1 月，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国内、

国际航站楼所有吸烟室关闭。

北 京 市 控 烟 协 会 会 长 张 建 枢 表

示，在全社会控烟已成共识的趋势下，

再大规模地在公共场所建立吸烟室显

然不妥，也与许多地方性法规相违背。

此外，《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第

十一条提出，吸烟区的划定应当遵守

下列规则：（一）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和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标识；（二）远

离人员密集区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

道；（三）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张建枢说：“王府井的‘烟客’吸烟

区用固定围挡方式设立在人口密集区

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处，给消防工

作也会带来安全隐患。”

控烟“底线”也是无烟人群的健康“底线”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