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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投
票15日结束。当晚公布的初步计票
结果显示，31岁的奥地利外长库尔茨
领导的中右翼人民党赢得 31.6%的
选票，将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这
将使他成为欧洲最年轻的总理。

库尔茨在2010年竞选维也纳市
议员，隔年担任移民融合部部长，成
为当时内阁最年轻的部长。他在27
岁当上外交部长，2017年3月《时代》
杂志将他评选为“新世代领袖”之
一。除了年轻有为之外，库尔茨还有
着超高颜值，甚至还有“完美女婿”的

封号，选举前的呼声相当高。
近年来，欧洲政坛已出现不少年

轻面孔。在库尔茨之前，39岁的马克
龙成为自拿破仑以来法国最年轻的
国家元首。另外的例子还有38岁的
利奥·瓦拉德卡以及于里·拉塔斯，前
者刚被爱尔兰议会选为该国有史以
来最年轻的总理，而后者在去年 11
月成为爱沙尼亚总理。欧洲40岁出
头的首相或总理还包括41岁的比利
时首相夏尔·米歇尔、43岁的马耳他
总理穆斯卡特以及44岁的卢森堡首
相贝泰尔。（摘编自《信息时报》）

欧洲政坛频现“小鲜肉”

本报讯 根据环保部等部委之前
共同印发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
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
市）的清洁能源替代——电代煤、气
代煤工程，10月底前需全面完工。

《行动方案》要求，10 月底前，
“2+26”城市一共要完成300万户以
上的以电代煤、以气代煤。目前，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六省
（市）已相继制定了行动计划。比如，
山西省提出10月底前将完成100万
户“煤改电”“煤改气”和集中供热的

清洁供暖工程；山东省提出，对 7 个
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济
南、淄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
泽）确定的以气代煤、以电代煤居民
用户，采用电锅炉、电地热等方式采
暖的，年用电量超出4800度的部分，
暂不执行居民阶梯电价第三档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不久，国家
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北方地区清洁供
暖价格政策的意见》。其中，对于“煤
改电”方面，意见指出，适当扩大销售
侧峰谷电价差，以进一步降低谷电价
格，降低居民用电成本。（摘编自《上
海证券报》）

北方多省份力推清洁能源供暖

■数字中国

1149.02公斤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16 日公布，中
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
选育的超级杂交稻“湘两优
900（超优千号）”，平均亩产
1149.02公斤，创下世界水
稻单产的最新、最高纪录。

41169
最 高 检 16 日 通 报 ，

2016 年以来，全国检察机
关对网络电信侵财犯罪案
件 共 提 起 公 诉 15671 件
41169人，同比上升88.6%。

人过中年，很多人站也
不舒服，坐也不舒服，觉得浑
身上下像生锈一样，最初不
在意，直至腰膝关节疼痛麻
木、肿大变形，严重影响到生
活。【千年活骨膏】是以跳伞
员腰膝关节病为课题，潜心
研制而成的准字号产品。其
方精选骨碎补（补骨生髓）、
千年健（祛痛消肿）...等36味
地道中药，遵照古法加入香
油，手工熬制成膏。适用于
膝关节退变、骨刺、滑膜炎、
半月板损伤、颈腰椎间盘突
出、膨出等症引起的疼痛、肿
胀、僵硬、坐骨神经疼、蹲起
困难等病症。经络疗法，穴
位贴敷，按疗程使用效果更
佳。千金易得，健康难寻！
免费热线：400-000-6578
400-999-6131（北京空总
医院本草堂医药部）全国免
费邮寄，药到付款。陕食药
监械（准）字2014第2260065
号 陕 医 械 广 审 ( 文) 第
2017060092号 请在医务人
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经济信息

香油膏
妙治颈腰椎 膝关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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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会报告
是这样“炼成”的

一份党代会报告需要多
长时间来起草？根据新华社
披露的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
八大报告诞生历程，党代会报
告的起草时间短则10个月，长
则历时一年有余，起草工作多
在党代会召开年份年初，或此
前一年第四季度启动。例如，
党的十八大在2012年11月召
开，十八大报告起草工作在当
年1月正式启动。十六大报告
的起草工作则启动较早，十六
大于2002年11月召开，报告
起草工作在2001年10月下旬

便已启动。
一般来讲，起草工作正式

启动的同时便会成立文件起
草组。以十八大报告文件起
草组为例，2012 年 1 月，中央
成立由习近平同志任组长，李
克强、刘云山同志任副组长，包
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
部分省区负责同志在内的文
件起草组。而在十七大报告
文件起草组中，除了组长与两
名副组长，也有来自中央机关、
国家部委、军队的负责同志，有
地方的领导干部，有专家学者。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于 2017年 10月 18日在北京开幕。在这历
史时刻，本报特推出“十九大时光”栏目，与您
一起聆听党心民心交融共振的前进足音。

在党代会召开前夕，一般
会召开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
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出席及列
席会议的成员还会分组讨论
党代会的报告稿。例如十五
届七中全会对报告作了70多
处修改；十六届七中全会共提
出239条意见，报告起草组据
此对报告稿进行了认真修改。

2012 年 11 月 1 日 至 4
日，在十七届七中全会召开期
间，十八大报告文件起草组根
据全会分组讨论所反馈的196
条意见（其中原则性修改意见

15条，具体修改意见181条），
对报告稿作了 41 处修改，提
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
议，修改后再次提交全会分组
讨论。各组经过认真讨论，又
提出5条意见，起草组建议修
改1处。当然，这并非意味着
修改的终止。根据大会期间代
表们的意见和建议，起草组还
会对报告进行修改，许多建设
性意见被吸收进报告最后的定
稿之中。可以说，直到发布前
一刻，报告始终处于修改状
态。（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

在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审查党的十八
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党代会报告是全面部署未
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报告，是开好党代会的关键。那么，这
份至关重要的报告是如何“炼成”的呢？

把调查研究工作贯穿起
草工作始终，是党代会报告起
草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在
十六大报告起草过程中，2001
年 11 月 8 日至 22 日，起草组
分成8个调研组，分赴广东、江
苏、上海、黑龙江、甘肃等16个
省区市进行调研。为保证调
研取得实效，起草组在出发前
向16个省区市发出了详细的
调研提纲。

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起
草过程中，则至少进行了3次
集中调研。十八大报告的起

草过程中，也至少进行了两次
集中调研。先是在 2012 年 2
月上旬，十八大报告起草组派
出7个调研组，分赴12个省区
市开展调研，召开各级各类座
谈会44次，对城乡社区、工矿
企业、农牧水产基地等116个
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同年3月
15 日，按照中央部署的 15 项
重点课题要求，46个承担单位
先后派出101个调研组，足迹
遍及29个省区市，召开座谈会
1073 场，深入 1433 个单位实
地调研，形成57份调研成果。

党代会报告起草早早准备

调查研究工作贯穿始终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
意见，也是党的历次全国代表
大会文件起草工作的重要经
验。2006年12月15日，中共
中央下发《关于对党的十七大报
告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各地
区各部门认真组织学习讨论，
共反馈了124份书面报告。

2012 年，中央办公厅曾
两次下发《关于对党的十八大
报告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
决定对党的十八大报告议题

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广
泛征求意见，同时通过一定方
式征求部分党外人士意见和
建议。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十
八大报告稿作出了许多重要修
改。比如在农民工子女接受教
育问题上，由“平等接受义务教
育”改为“平等接受教育”，“义
务”二字的删改意味深长；明确
提出“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
全监管体制机制”，为日后理顺
监管体系提出了政策导向。

广开言路凝聚共识

会前会中反复讨论修改

■相关链接

最高龄党代表102岁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全国各选
举单位共选举产生了 2287名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据统
计，当选代表平均年龄为51.8岁。其中，55岁以下的1615名，
55岁及以上的672名。今年102岁的焦若愚是年龄最大的代
表，有81年党龄的他迄今是第九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