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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2日电（记者 梅世
雄）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军地 12 个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指出，退役军人是重要的人
力资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要力量。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于
更好实现退役军人自身价值、助推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都具有
重要意义。

《意见》明确，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政府推动、政策优
先，市场导向、需求牵引，自愿选择、自主
作为，社会支持、多方参与，调动各方面力

量共同推进，保障退役军人在享受普惠性
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和公共服务基础上再
给予特殊优待。

《意见》要求，提升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能力，完善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培训
体系，将退役军人教育培训纳入国家学
历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依托普通高校、
职业院校等教育资源，促进现役军人与
退役军人教育培训相衔接、学历教育与
技能培训互为补充，不断改善知识结构，
提升能力素质。加大就业支持力度，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招收退役军
人适当放宽年龄和学历条件，同等条件
下优先招录，加大从退役军人中招录公
务员的力度。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

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符合条件
的可享受税收优惠。强化就业服务，实
施后续跟踪扶持，对出现就业困难的退
役军人及时提供帮扶。

《意见》还要求，优化退役军人创业环
境，政府投资或社会共建的创业孵化基地
和创业园区可设立退役军人专区，有条件
的地区可专门建立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
地。退役军人创办中小企业，享受金融和
税收优惠，鼓励社会资本设立退役军人创
业基金，拓宽资金保障渠道。建立健全服
务体系，加快建设全国贯通、实时共享、上
下联动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信息平
台，成立就业创业指导团队，引入社会力
量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意见》强调，要把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健全工作机
制，明确任务分工，纳入绩效考核，加强
监督检查，严格追踪问效，确保政策落实
落地。对在中央政策之外增设条件、提
高门槛的，坚决予以清理和纠正；对政策
落实不到位、工作推进不力的，及时督查
督办；对严重违反政策规定、造成不良影
响的，严肃追究责任。要加强思想政治
和择业观念教育，大力宣传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典型，弘扬自信自强、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发扬人民
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退役不褪色、
退伍不褪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中再立新功。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12部门联合发文部署

坚持政策优先大力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覃
重
军
团
队
及
学
生
在
中
科
院
分
子
植
物
卓
越
中
心/

植
生
生

态
所
合
成
生
物
学
重
点
实
验
室
内
（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摄
）
。

新
华
社
记
者

丁
汀
摄

新华社上海8月2日电（记者 张泉
王琳琳）中科院研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
人工创建了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是
继原核细菌“人造生命”之后的一个重大
突破。北京时间8月2日，该成果在国际
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

历经 4 年，通过 15 轮染色体融合，
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植生生态所
覃重军研究团队与合作者采用工程化
精准设计方法，成功将天然酿酒酵母单
倍体细胞的 16条染色体融合为 1条，染
色体“16 合 1”后的酿酒酵母菌株被命
名为SY14。

经鉴定，染色体三维结构发生巨大
变化的 SY14 酵母具有正常的细胞功
能，除通过减数分裂有性繁殖后代减少

外，SY14 酵母表现出与野生型几乎相
同的转录组和表型谱。从而颠覆了染
色体三维结构决定基因时空表达的传
统观念。

此外，单条染色体真核细胞的“诞
生”，突破了人们对于真核生物和原核
生物界限的传统认知。

生物学教科书中将自然界存在的
生命体分为具有被核膜包裹染色体细
胞核的真核生物和染色体裸露无核膜
包裹的原核生物，真核生物通常含有多
条线型结构的染色体，而原核生物通常
含有一条环型结构的染色体。

专家表示，该成果表明，天然复杂
的生命体系可以通过人工干预变简约，
甚至可以人工“创造”自然界不存在的

生命。
覃重军表示，该研究对于提升疾病

防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酿酒酵母三分之一基因与人类基

因同源。人类的过早衰老与染色体的
端粒长度直接相关，端粒的缩短还与许
多疾病相关。与天然酵母的 32 个端粒
相比，SY14 酵母的单条线型染色体仅
有 2 个端粒，为研究人类端粒功能及细
胞衰老提供了很好的模型。

自然科研机构中国区总监保罗·埃
文斯表示，这些酵母菌株也可成为研究
染色体生物学基本概念的强大资源，包
括染色体的复制、重组和分离等，这些
都是生物学领域长期以来十分重要的
主题。

中国“创造”世界首例单条染色体真核细胞

新华社南宁8月2日电（记者 曹祎铭）“李
明瑞烈士纪念馆自 1985 年开放至今，已经接待
干部群众 160 多万人次。每年都有不少学校师
生、党员和入伍新兵来到纪念馆参观瞻仰烈士
英灵，缅怀烈士的英雄事迹。”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流市党史办主任廖騉东说。

李明瑞，1896 年生，广西北流人，1930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是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领导人，
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

1918 年，李明瑞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
学习，1920 年毕业后任桂军排长，在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因军功显著升任连长、营长、
团长等职。1925 年冬，李明瑞率部参加讨伐军
阀邓本殷的南征战斗。

在北伐战争时期，李明瑞先后任国民革命
军第七军旅长、师长、副军长，率部转战湘、鄂、
赣、皖、苏等省，参加贺胜桥、箬溪、德安、王家铺、
龙潭等战役战斗，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虎将”。

1929年 4月，蒋桂战争爆发，李明瑞以拥护
蒋介石为名倒戈桂系。同年5月，李明瑞率部回
到广西，就任军事特派员、第四编遣区主任、广西
绥靖公署主任，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一起主
政广西。同年10月，李明瑞与俞作柏举旗反蒋，
后因部下叛变失败。反蒋失败后，李明瑞受中国
共产党影响，毅然投身革命，决定移师百色、龙州
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他对所部官兵说：“革
命，跟共产党走，这是我们唯一要走的路。”

1929年12月与翌年2月，李明瑞与邓小平、
张云逸、俞作豫等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
建左右江苏区，任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

1930年 11月，红七军和红八军一部在河池
整编决定北上。李明瑞、张云逸率领主力从河
池出发，转战千里，先后历经激战梅花村、强渡
乐昌河和崇义突围等战斗，并于 1931 年春到达
湘赣革命根据地。

1931 年 4 月任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
指挥在赣江以西的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独立一
师。李明瑞率部在河西击溃安福县守敌，连克
茶陵、安仁、攸县等城，有力配合中央红军取得
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5 月，李明瑞任红七军军长。7 月，率部东
渡赣江，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在江西于都桥头
圩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师，受到中央红军总政委
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的接见和嘉奖。在参加第
三次反“围剿”战斗中，李明瑞率领红七军配合
友军东进全歼黄陂守敌毛炳文师两个团。9
月，红七军全歼韩德勤五十二师。第三次反“围
剿”胜利后，红七军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

1931年 10月，李明瑞在“肃反”中被错杀于
江西省于都县，时年 35岁。1945年被追认为革
命烈士。

今年 7 月 1 日，经过近 10 个月的闭馆重修，
位于北流市城区的李明瑞烈士纪念馆重新面向
公众开放。“李明瑞的英雄事迹会一直激励着我
们坚持永远跟党走。”廖騉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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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 于佳欣）针对美
方拟提高对中国 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征税税率，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2日发表谈话。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美方这两天有两个动作，
一方面发表声明，要把对中国 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
的征税税率由 10%提高到 25%，另一方面四处散风，
要和中方恢复谈判。

发言人指出，美方不仅不顾全世界的利益，甚至
也不顾美国普通农民、企业家和消费者的利益，对中
方玩弄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这种做法对中方不会
有任何作用，也使世界上反对贸易战的国家和地区
感到失望。

发言人说，对于美方升级贸易战的威胁，中方已
经做好充分准备，将不得不作出反制，以捍卫国家尊
严和人民利益，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捍卫世界
各国共同利益。同时，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解决
分歧，但前提是必须平等相待和信守诺言。

发言人表示，美方对中方的种种无端指责，根本
目的是打压中国的和平发展。中方一贯认为，坏事
可以变成好事，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我们对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充满信心。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 赵文君）针对
拼多多购物平台上涉嫌销售侵权假冒商品，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 2 日发出通知，将加大打击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等违法行为力度，实施全链条打击、落实经营
主体责任。

通知说，将打击包括“傍名牌”在内的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其他商标侵权、相关虚假宣传和违法广告
等违法行为，发现涉嫌重大违法线索，要对生产、销
售等相关环节进行全链条调查处理。属地监管部门
应逐一排查，对于情况属实的应依法从严查处，并及
时向社会披露。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拟提高对中国
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征税税率发表谈话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对制售侵权假冒商品实施全链条打击

新华社福州8月2日电（记者 王成）
记者从福建省委巡视办获悉，截至今年 6
月底，福建省各设区市成立 456个交叉巡
察组开展巡察，共移交问题线索 1662条，
已立案审查 298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78 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5 人。这标
志着福建全面开展县级交叉巡察，破解

“熟人社会”监督难题取得初步成效。
福建省委巡视办相关负责人举例介

绍：“福州市晋安区去年尚未采用这一办

法，巡察期间对 10 个单位巡察，仅收到
37 件信访件；今年 2 月，由福州市巡察办
安排对该区新店镇开展交叉巡察，仅这
一个镇就已收到信访件140件。”

记者采访了解到，全面开展交叉巡察
后，巡察组与巡察对象不熟识，在个别谈话
时谈话对象没有思想包袱，敢于说真话、道
实情，干部群众反映问题更加主动，被巡察
单位的配合也更加积极。据介绍，交叉巡
察采取成建制交叉、半建制交叉、联动式交

叉、组合式交叉等多种方式，将工作重点聚
焦基层，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

为解决“地方干扰怎么办”问题，县
级交叉巡察实行“三报告”制度：巡察中
发现市管干部问题线索，直接向市委巡
察办报告；对巡察中以非正常程序和方
式打听巡察情况的，向相关部门报告并
登记备案；对相关部门提出的指导和要
求明显违背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的，直
接向市委巡察办报告。

福建：县级交叉巡察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罗沙 曹雪
盟）记者 2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
高人民法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近日联
合发布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维
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意见，充分发挥国
家司法救助、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的功
能作用，使残疾人享受到门槛更低、内
容更多、范围更广的法律服务，切实保
障残疾人平等充分参与诉讼活动。

意见提出，人民法院要在立案、审
理、审结方式以及调查取证、担保等环
节上方便残疾当事人进行各项诉讼活
动。对涉及交通不便残疾人的案件，可
由人民法庭直接立案；积极采用网上立
案、上门立案、电话立案等绿色通道快
速立案。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当事人
的诉讼引导，指导残疾人积极举证，依
法放宽职权调查取证的条件。

意见要求推广车载法庭、就地审
理、上门调解等巡回审判模式，促进当
庭结案，就地化解矛盾。人民法院应当
利用小额诉讼、督促程序、先予执行程
序等多种诉讼程序帮助残疾人尽快实
现其合法权益；应当加大执行力度，及
时实现残疾人合法权益。对于残疾当
事人胜诉案件，可以直接移送执行，加
快执行进度。

意见指出，刑事案件中残疾被告
人、残疾被害人以及残疾自诉人，民事、
行政案件中残疾当事人在经济困难的
情况下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
援助或者向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申请法
律救助。

人民法院要及时为残疾被告人指
定辩护人。被告人是未成年残疾人，
盲、聋、哑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
制自己行为能力的成年残疾人，或可能
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残疾人，没有
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
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对于经济确有困难的残疾当事人，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为其缓、减、免诉讼
费用，及时作出司法救助决定。

意见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严厉
惩处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
由等手段强迫残疾人劳动，以暴力、胁
迫手段组织残疾人乞讨以及组织未成
年残疾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
索等犯罪，切实保护残疾人的人身财产
安全，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同时，
意见要求依法对残疾被告人从宽量
刑。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中的残疾被
告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
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意见还就加强组织协调，不断健全
维护残疾当事人权益的长效机制等作
出了规定。

最 高 法 、中 国 残 联 发 文
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参与诉讼

（上接第1版）此役共牺牲新四军战士 53
名，其中时任新四军一师一旅一团二营六
连三排排长的陈永兴在带领全排在芦家
滩聚歼企图突围的日军中，光荣献身。他
的名字刻在了车桥烈士纪念碑上，为这方
红土地永远铭记。

叶诚忠烈士，周宁县玛坑乡东坑里村
人，《沙家浜》中叶排长的原型。1944 年 1
月 5 日，拔掉江苏扬州宝应县大官庄敌据
点的战斗打响，新四军某部 52 团 1 营担负
主攻任务，叶诚忠时任副营长。是夜11时
总攻开始，将士们如猛虎般跃过壕沟扑向
敌人。战斗中，营长陶祖全腹部中弹，肚
肠溢出，他将肠子塞回肚里，继续战斗，终
因伤势过重英勇牺牲。副营长叶诚忠悲
痛万分，高呼为营长报仇，奋不顾身率领
战士冲向敌碉堡。就在接近敌碉堡时，敌
人一颗子弹射入了他的胸膛，鲜血立刻染
红了雪地，叶诚忠光荣牺牲。战斗胜利
后，为纪念烈士，宝应县委将大官庄乡命
名为祖全乡、躲羊镇命名为诚忠乡，铭记
烈士英名。

7 月 26 日，走访团不远千里来到这里
祭奠长眠于此的叶诚忠烈士。当地群众
得知“烈士家乡的亲人来了”，一大早便纷
纷自发赶来，守候在烈士陵园前，并一起
参与祭奠活动，情真意切。

“打战不怕死，当了营长、副营长还冲

在最前面，英雄！”追忆烽火岁月，亲眼目
睹当年战士们骑着大马斗志昂扬上战场、
现已 81 岁高龄的村民陈开财动情不已。
他说，英烈们的故事，这里的百姓，妇孺皆
知，永远铭记。

此情此景，深深感动着每一位走访团
成员。正如走访团团长、市政协副主席刘
国平所言：当年从闽东走出来的新四军指
战员转战大江南北，为抵御日本侵略者、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付出了惨重的牺
牲，闽东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也永远不
会忘记他们！

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随着闽东‘老六团’将士的一路征
战，源自闽东的‘红色基因’也在这里传
承。”一路追寻探访，众多走访团成员发出
感慨。

从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西溪南
新四军集训地，到苏南茅山新四军纪念
馆，到苏北郭村保卫战烈士陵园、车桥战
斗遗址，到沙家浜芦苇荡，每一处革命圣
地几乎都是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

括闽东英雄儿女在内的革命先辈的故事、
精神，在那里彪炳千秋、代代相传。

叶诚忠烈士长眠的小官庄镇烈士陵
园，成为当地廉政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青少年活动实践基地，每逢清明、
国家公祭日等节日，前来祭扫缅怀者络绎
不绝。当地退休教师韩贵河告诉记者：

“闽东烈士的故事，在这里家喻户晓。请
烈士家乡的亲人们放心，这里的人民永远
铭记这段历史，烈士的事迹、精神将永远
传承下去！”

志士出闽东，芦荡建奇功。在“芦荡
火种”燃起的沙家浜，当年在此养伤的 36
名伤病战士多数来自闽东，他们在阳澄湖
畔人民群众的掩护救助下，重建“新江
抗”，和苏南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70 多
年过去了，沙家浜人民一直惦记着来自闽
东的英雄们，并续写着两地新的故事。
2005 年，屏南白水洋和沙家浜两地互动，
举办了沙家浜·白水洋红色系列活动。去
年3月，沙家浜革命纪念馆赴闽东开启“寻
根之旅”，还和闽东革命纪念馆达成全国
爱国主义、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共建。
沙家浜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顾永忠

说：“在战争年代，闽东儿女的革命精神是
他们在抗日斗争中用热血和生命孕育的
崇高信念和优秀品质；在新时代，闽东儿
女的革命精神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创新
创业、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同样感怀于闽东英雄儿女的精神，在
当年郭村保卫战打响之地发展壮大起来
的万顺集团，不远千里来到寿宁下党，发
展定制茶叶，倾力扶贫。“昔日闽东英雄儿
女保卫我的家乡，现在我来闽东投身扶贫
事业，那段历史我们不会忘记！”董事长周
善红说。

不朽的丰碑，不解的情缘，“红色基
因”代代传。寻访归来，收获满满。

蕉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承东说：
“这一路走来，感觉是一次时光的对接，是
一次学习之旅、纪念之旅，内心受到了很
大的震撼和触动。闽东革命先辈为了中
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舍身奋战的牺牲精神，
正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所需要的精
神支撑点。”

闽东革命纪念馆馆长雷志华说：“四
天来，所看到的是闽东优秀儿女在中华大
地上发扬出来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沙
家浜，他们发扬的仍是我们闽东军民一家
亲的光荣传统，勇于战胜敌人、不怕牺牲
的精神。在中华大地上，这些红色的‘文
化之光’、红色基因，我们要代代传下去。”

追寻先辈足迹 不忘初心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