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部对北京、上海、重庆、沈阳、太原、厦门6个城市的697
个历史建筑和公园进行摸排，发现会所74个，一些会所有政府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消费记录。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摸排出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公园内建造高档餐厅、会所73
个。 国家税务总局对97家在历史建筑和公园内开设餐饮企业、
会所或用于办公用房情况进行核查， 发现部分会所有党政机
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消费记录。国家工商总局对部分城市在工
商部门登记、住所设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内会所进行摸
排。国家旅游局在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昆明6个城市
旅游景区调研中，发现6处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建造
办公和接待场所、为少数人提供服务问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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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一种高危疾病
很多高血压病人尽管平时忌

盐、忌肉、不能熬夜、不能生气、不能
这个，不能那个，但最后还是头昏眼
花，胸闷乏力，晚上失眠了，甚至性
功能都下降了， 最要命的是并发症
也不断出现，脑出血、猝死、心肌梗
塞、脑血栓、肾衰竭，哪一条都能要
人命。 为什么吃了多年的药，受了
多年的罪， 最终还是无法摆脱高血
压噩梦一般的折磨，直到被高血压
并发症夺去生命？

近日， 高血压绿色食疗科普书
籍《吃菜降压》为高血压病人详细讲
解健康人为什么不得高血压以及高

血压病的来龙去脉。

一本书也许能改变高血压患者
的命运

由中国佰草通源中老年慢性病
研究中心推出的《吃菜降压》一书，由
于观点新颖，内容详实、学术严谨及
图文并茂、浅显易懂，一面世即受到
全国各地读者的热烈欢迎。 这本书不
仅让医学界找到了攻克高血压的一
个方向，更重要的是它让每个高血压
病人增强了信心，充满了战胜高血压
的希望。

● 它是一本高血压患者必须要
读的全新书刊， 它也许能改变高血
压患者的命运，并且此书在湖南省

是免费赠送的；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正式通过

绿色食疗方法康复高血压的指导教
材，让广大高血压患者通过对高血压
食疗方式的深入了解，从而让自己摆
脱降压西药的危害，达到少吃药甚至
不吃药的目的。

●该书介绍了国内最新的高血
压治疗方法， 并完全超越了传统的
治疗方法。

很多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在认真
阅读了这本书后，都深有感触的说：
“高血压病人可以少吃降压药，但一
定要认真看看这本书。

如何走出高血压治疗潜规则

吃药降压，似乎已经成了高血
压病人的“潜规则”，多数重症患者
甚至把降压药片当饭吃，然而，当你
庆幸血压降下来时，心、脑、肾等其
他部位却发生了并发症，导致脑梗、
心梗、 中风或者肾衰竭。 另一个更
惊人的现象是， 许多患者在同时服
用药效相同而名字不同的多种降压
药物， 在重复服药的同时不仅增加
了发生低血压或药物中毒的风险，
而且大大增加了副作用的危害！

治疗高血压， 必须严格控制使
用降压药， 避免毒副作用的二次伤

害，争取用安全性高、副作用小的绿
色食疗方法取代传统的降压药，使
人体自身血压调节机制得到全面恢
复。 这就是本书想告诉所有高血压
病人的话！ 湖南省的高血压患者如
果想了解更详细的高血压食疗方
法， 想通过吃菜降压的绿色食疗方
法控制高血压， 并且学习更多高血
压康复知识， 只要拨打一个电话就
可以免费得到这本价值二十多元的
科普新书，本次活动仅限前 300 名
电话报名者，送完即止，望广大高血
压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读懂这本书，多年的高血压有望治好———吃菜降压绿色疗法全国推广

《吃菜降压疗法》湖南省免费赠阅

领书
热线

要闻速递…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北京
市考察工作时强调， 建设和管理
好首都，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北京要
立足优势、深化改革、勇于开拓，
以创新的思维、扎实的举措、深入
的作风， 进一步做好城市发展和
管理工作， 在建设首善之区上不
断取得新的成绩。

习近平十分关心北京的发
展。25日，他在北京市委书记郭金
龙、市长王安顺陪同下，来到北京
市就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首都更
好发展特别是破解特大城市发展
难题进行考察调研。26日，他主持
召开座谈会， 听取北京市工作汇

报，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就推进北京发展和管

理工作提出5点要求。一是要明确
城市战略定位， 坚持和强化首都
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
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
能， 深入实施人文北京、 科技北
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
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
都。 二是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
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产
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 突出高
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
碳化，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
域人口均衡分布， 促进区域均衡
发展。 三是要提升城市建设特别
是基础设施建设质量， 形成适度

超前、相互衔接、满足未来需求的
功能体系，遏制城市“摊大饼”式
发展，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高
度负责精神， 打造首都建设的精
品力作。 四是要健全城市管理体
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尤其要加
强市政设施运行管理、交通管理、
环境管理、应急管理，推进城市管
理目标、方法、模式现代化。五是
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 应对
雾霾污染、 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
任务是控制PM2.5， 要从压减燃
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
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
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
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
真进行责任追究。 ■据新华社

把北京建成国际一流的宜居之都
习近平视察北京，提出压减燃煤、严格控车应对雾霾污染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七次会议25日审议了关于确
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
念日的决定草案和设立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
决定草案。

分析人士表示， 以立法
形式作出两个决定， 是将民
众的愿望转变为国家意志的
一次重要行动。

忘记过去的苦难， 可能
招致未来的灾祸。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
南京大屠杀这段悲惨的历史
不仅仅属于南京、 属于中国，
而且属于整个世界，是人类的
浩劫和文明之殇，“对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进行国家公祭，可
以体现出中华民族对于人权
的思考和对生命的尊重。”

专家表示， 设立纪念日
和国家公祭日来铭记历史，
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英烈和
死难的同胞是国际上通行的
做法。

朱成山说， 设置纪念日
纪念或悼念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中牺牲的英烈和死难者
是一种国际惯例， 我们遵守
这样的国际惯例， 有助于中
国与世界在认识上进行沟
通，在思想上形成共识。

“对于一个公民来说，爱
国是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规
范，在和平时期，我们爱国就
是要表达对抗战先烈的缅
怀， 对侵华日军屠杀的无辜
同胞的哀悼。”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
说。

同样在全国人代会上提
出相关建议的全国人大代
表、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安进说， 长期以
来， 抗战胜利纪念日这样一
个重要的日子不但没能像传
统节日一样得到重视和纪
念， 而且有被一些国人特别
是年轻一代逐渐淡忘的趋
势， 这是促使他提出建议的
直接原因。 ■据新华社

将民众愿望转变为国家意志
专家评议中国设立纪念日和国家公祭日

6城74会所藏身历史建筑和公园
一些会所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消费记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
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 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审议通过《事业单位人
事管理条例（草案）》。

会议确定了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任务措施：牢
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
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促进形成“崇尚一技之长、
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
围，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
能的积极性；创新职业教育
模式，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
设置和调整、 人事管理、教
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
办学自主权。建立学分积累

和转换制度， 打通从中职、
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
通道。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
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大力推
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
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
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积
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
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做到
学以致用。开展校企联合招
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
试点，鼓励中外合作。完善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 高技能
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
教师的政策。

■据新华社

国务院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
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多部门联动摸底会所消费

近期，“会所中的歪风”
成为各地区各部门在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
整治的重点， 一些在公园和
文物保护单位开设的私人会
所被停业整顿， 一些在名人
故居、 文化遗址等场所开展
的经营活动被叫停。

2013年12月22日，中央
纪委与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联合下
发《通知》，要求严肃整治“会
所中的歪风”。此后，公安部、
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
工商总局、国家旅游局、国家
宗教局等8部门，结合各自管
理职能，开展调研摸底、清理
整顿工作。北京、辽宁、吉林、
黑龙江、上海、浙江、江西、河
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
云南、甘肃、宁夏、新疆等16
个省区市对在历史建筑、公
园等公共资源中建造私人会
所现状进行摸底、清理整顿。
初步调查发现， 各个城市在
历史建筑、 公园等公共资源
中建造私人会所问题不同程
度存在，有的建设豪华、违法
经营、侵占群众利益，助长了
不正之风，社会反映强烈。

摸排
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