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法續嚴打嚴重暴力犯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最高人民法院
昨日舉行貫徹落實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
精神專題視頻會議，提出繼續加強對嚴重暴力犯
罪的震懾，加大對涉槍涉爆、拐賣傳銷等犯罪的
懲治力度，嚴懲危害食品藥品安全、污染環境、
暴力傷醫、校園欺凌等群眾反映強烈的犯罪，增
強人民群眾安全感。
據悉，人民法院將嚴厲打擊各種滲透顛覆破

壞、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極端等違法犯罪

活動，積極參與禁毒鬥爭，嚴懲毒品犯罪，最大
限度減少毒品的社會危害。嚴懲網絡造謠、電信
網絡詐騙、倒賣個人信息等犯罪，加強對新型網
絡犯罪的研究應對，推動提升網絡治理能力。
同時，人民法院將推動構建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促進反腐敗鬥爭深入開
展。依法嚴懲涉黑涉惡犯罪，堅持辦理涉黑涉惡
犯罪案件與查處「保護傘」同步進行，促進完善
線索移送、反饋機制。

退役軍人事務部加緊起草保障法
成立百日接訪逾2.3萬人 受理信件超過千封

香港文匯報訊 據軍報記者微信公號消息，國家退役軍人

事務部自今年4月16日組建到7月24日為止整整100天，

來信來訪接待組受理信件達上千封，大廳日均接訪量數百

人次，共計接訪逾2.3萬人。其中，最多的一天接待了

1,600餘人。據了解，退役軍人事務部內部組織架構還在

籌組完善中，但擬訂退役軍人保障法已被列入該部黨組重

要議事日程。退役軍人事務部副部長錢鋒表示，依法維權

是退役軍人的殷切期盼，出台退役軍人保障法，是規範退

役軍人工作的總綱，是解決各種矛盾問題的關鍵。他們已

經採取了超常措施，在保證立法質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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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 家 領 表 後 排 隊 有 序 進
入。」聲音從大門處傳來，

在退役軍人事務部成立百日當天，清
晨6時就有老兵來到位於北京朝陽區
的國家退役軍人事務部辦公地點進行
探訪。
「這樣的情景是常態，很多人要說
出憋在心裡多年的話，反映他們的訴
求。」來信來訪接待組的工作人員一
邊將老兵從大廳讓進接談間，一邊介
紹說：「耐心接訪是穩定情緒、了解
訴求、化解矛盾的基石。」

接訪大廳日均接訪數百人次
位於一樓的接訪大廳，面積約兩間
教室大小，霧化降溫設備、電子登記
設施等一應俱全，8個接訪窗口同時開
放，每個窗口上方的電子屏顯示着所
接待的省份。來訪者穿過東側一段
走廊，刷完身份證並填寫《退役軍
人事務部來訪登記表》後，可進入
接訪環節。
統計顯示，近百天時間裡，來信來
訪接待組受理信件達上千封，大廳日
均接訪量數百人次，共計接訪逾2.3萬
人。其中，最多的一天接待了1,600
餘人。
「老兵所反映的正是我們所關注
的。」一位工作人員說，他們已將來
訪者填好的表格按不同省份分類存
放。退役軍人事務部曾在5月8日、5
月16日分兩批次，通過發函、當面交

辦的形式，與來訪人數較多的省份政
府對接，督促當地盡快辦理符合政策
的訴求，對於不符合政策的訴求，要
努力做好解釋說明工作。
在此基礎上，他們及時匯總老兵的
來訪訴求，將數據及相關情況按日、
周、月進行梳理分析，呈報給各業務
組組長及部領導，作為決策和完善政
策的依據。7月17日，來信來訪接待組
通過總結3個月來的接訪情況，提出6
條有針對性的建議，已被全部納入專
題研究範圍。
「我們是紐帶，連接着退役軍人和
各業務組及決策部門。」來信來訪接
待組的工作人員表示，隨着內部工作
機制的不斷完善，以及8月1日開通官
方網站後，退役軍人反映問題的渠道
將愈加暢通。

內部架構在籌組完善中
據了解，退役軍人事務部內部組

織架構還在籌組完善中，政研組、
軍休退伍組、權益維護組、優撫褒
揚組等各業務組辦公區位於辦公樓
的三層、四層。儘管每個組的職責
分工不同，但擬訂退役軍人保障法
是共同的一項基礎工作，這項任務
被列入退役軍人事務部黨組重要議
事日程。
「依法維權是退役軍人的殷切期

盼，出台退役軍人保障法，是規範退
役軍人工作的總綱，是解決各種矛盾

問題的關鍵。」主抓立法工作的錢鋒
說，因起草工作時間緊任務重、標準
要求高、協調難度大，他們採取了超
常措施，在保證立法質量的前提下提
高效率。
「兼收並用和制度創新是解決難題

的兩大舉措。」一名直接參與起草工
作的同志介紹說，退役軍人工作中的
很多問題，是幾十年積累形成的，以
前很多出台的政策已無法解決新問
題、滿足新需求。為此，起草退役軍
人保障法在繼承銜接的同時，強調重
構新的制度設計。此外，在加強立法
的同時，涉及退役軍人工作相關法律
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全面清理工作也
在同步進行。
「比如，《退役軍人保障法（初

稿）》中第二章移交和接收、第九章
退役軍人的管理和監督，都是此次立
法中的新內容。」該工作人員表示，
立法內容設計上，倡導科學制定退役
軍人工作法律政策體系，通過立法保
護退役軍人的合法權益。
7月19日，退役軍人事務部在京召開

《退役軍人保障法（初稿）》徵求意
見座談會。軍委機關有關人員和退役
軍人、現役軍人代表，相關領域專家
教授等出席會議，就完善《退役軍人
保障法（初稿）》廣泛展開研討，提
出建設性意見。開門立法、民主立
法、科學立法的氛圍在退役軍人事務
部內相當濃厚。

中國冷原子鐘完成測試 3000萬年誤差一秒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國政府網消息，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到西藏自
治區考察。
李克強首先來到林芝，一下飛機直奔米林縣

羌納鄉西嘎門巴村。這是一個移民村，村民由
貧困地區搬遷而來。李克強走進村民貢桑家
中，和他們一家6口坐在沙發上拉起家常。
李克強詳細詢問，家裡主要收入來源是什

麼？一年掙多少？看病和孩子上學方便嗎？現
在還有什麼困難？貢桑說，他家從交通不便的
墨脫縣搬遷到這裡，如今靠務農、土地流轉、
旅遊接待等，全家年收入達15萬元人民幣，醫
療和教育都有保障。全村共有72戶，九成都達
到他家這樣的收入水平。李克強說，看到你們

通過易地搬遷在高海拔地區也脫了貧，過上小
康生活，我很高興。祝你們生活更加富裕幸
福，扎西德勒！

6歲藏女送上「特殊禮物」
在村民貢桑家，李克強輕輕拍着貢桑6歲女
兒益西卓瑪的肩，問她上學了嗎？小女孩脆聲
回答：「上幼兒園大班。」李克強又問：「能
不能寫幾個字給我看看？」小卓瑪一筆一劃在
本子上分別用漢語和藏語寫下自己的名字，並
把它作為禮物送給總理爺爺。得知益西卓瑪在
藏語中是「智慧仙女」的意思，李克強笑着
說：「祝你好好學習，長大後就像你的名字一
樣智慧美麗。」

李克強考李克強考察西藏 甫落機即探訪移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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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下午6時30分，退役
軍人事務部辦公樓裡仍然繁
忙。「我們正在研究出台國

家再次提高部分退役軍人和其他優撫對象撫
恤補貼標準的文件。」優撫褒揚組一名工作
人員說。
「國家越強大，社會越發展，越不能辜負退

役軍人。接收安置好退役軍人，是我們的職
責，不僅是對他們獻身國防的肯定，也有利於
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國防和軍隊建設事業，激勵
現役軍人忠實履行黨和人民賦予的使命任
務。」在退役軍人事務部部長孫紹騁看來，退
役軍人事務部的成立，就是要整合分散的責任
主體，不僅是退役軍人事務部本身，還有退役
軍人事務部與其他相關部門，需統籌協調形成
合力，統一保障標準，明確權責清單，將退役
軍人的權益保障和對退役軍人及軍屬的服務，

提高至全新水平。

研建管理保障服務體系
據了解，目前退役軍人事務部除起草法律

外，研究建立全國範圍內的退役軍人管理保障
服務體系也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此外，他們
正積極探索開闢保障退役軍人合法權益快速通
道，摸索為退役軍人就業創業提供支持幫助的
新途徑，開發資源搭建平台加強退役軍人教育
培訓、專業技能提升等方面的工作。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要相信未來會越來
越好，但是要給我們一點時間，把前面的工作
做扎實。」孫紹騁表示，退役軍人事務部將求
真務實，不斷增強退役軍人的獲得感、幸福
感，讓全社會崇尚英雄的氛圍越來越濃厚，讓
崇軍尚武的精神長城越來越堅固！

■軍報記者微信公號

「不斷增強退役軍人獲得感」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
凝哲 北京報道）2016年 9
月25日，中國太空實驗室天宮二號進
入太空，搭載了世界首台太空運行的
冷原子鐘。據悉，在軌近兩年時間
裡，冷原子鐘運行正常、狀態良好、
性能穩定，完成全部既定在軌測試任
務，成功驗證在太空環境下高性能冷
原子鐘的運行機制與特性，同時實現
天穩定度7.2×10負16次方的超高精度
（即精度優於3,000萬年誤差一秒），
將目前人類在太空的時間計量精度提
高1至2個數量級。
上述成果，被認為是基於冷原子

的太空量子傳感器領域發展的一個
重要里程碑，為太空超高精度時間
頻率基準的重大需求及未來太空基
礎物理前沿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科學
與技術基礎。前日，冷原子鐘的科
學成果作為亮點文章（Highlighting）
在線發表在國際重要學術期刊《自然
．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

原子能級躍遷頻率受更小干擾
據介紹，冷原子鐘是把原子某兩個

能級之間的躍遷信號作為參考頻率輸
出信號的高精度時鐘，同時利用激光
使原子溫度降至絕對零度附近，使原
子能級躍遷頻率受到更小的外界干
擾，從而實現更高精度。在微重力環
境下運行高精度原子鐘則具有更重要
意義，不僅可以對基本物理原理開展
驗證實驗，也可發展更高精度的導航
定位系統。
因地球輻射帶干擾及複雜的太空環

境，穩定運行一台精密的太空冷原子
鐘具有極大挑戰。
在載人航天工程總體領導下，在中
科院空間應用工程與技術中心統一組
織下，天宮二號太空冷原子鐘載荷分
系統中科院上海光機所在量子頻標及
冷原子物理等研究積累的基礎上，
經歷十餘年的攻關，突破了微重力
環境下運行的冷原子鐘物理系統、
長期自主運行的冷原子制備與操控
激光光學系統、銣原子鐘超低噪聲
微波頻率源等一系列關鍵技術，在
國際上首次實現冷原子鐘在軌穩定
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最高人民檢察
院大檢察官研討班昨日在深圳開班。據悉，今
年上半年，中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
項鬥爭，共批捕黑惡犯罪 37,398 人、起訴
15,548人。上海、北京、陝西檢察機關依法辦
理攜程親子園、紅黃藍幼兒園虐童案和米脂惡
性傷害學生案等社會高度關注的案件。制定全
面加強未成年人國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見，
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更加主動、精準的司法
救助。
據了解，最高人民檢察院成立掃黑除惡專項

鬥爭領導小組，會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
法部制定關於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
指導意見，出台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審查逮捕
指引，聯合公安部掛牌督辦24宗重大涉黑案
件。內地檢察機關共批捕黑惡犯罪37,398人、
起訴15,548人。依法嚴懲各類嚴重刑事犯罪，
共批捕533,247人、起訴762,292人，其中批捕
故意殺人、綁架、放火等嚴重暴力犯罪21,318
人、起訴22,109人。最高人民檢察院還會同有
關部門出台辦理恐怖活動和極端主義犯罪案件
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最高檢：上半年批捕逾3萬涉黑惡疑犯

■李克強昨日到西藏考察。 中國政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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