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役军人事务部、 财政部
日前发出通知， 再次提高部分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
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从2019年8月1日起，伤残
人员（残疾军人、 伤残人民警
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
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
“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
恤金标准、“三红”（在乡退伍红
军老战士、 在乡西路军红军老
战士、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
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提高10%，

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在
现行基础上每人每月提高200元，
烈士老年子女生活补助标准由现
行每人每月440元提高至490元，
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
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550元提
高至600元、 参战参试退役军人
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
600元提高至650元，农村籍老义
务兵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月增
加补助5元，达到每月40元。以上
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
政按比例承担。

提标后，一级因战、因公、因
病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分别为每
人每年88150元、85370元、82570
元， 分别比2018年提高了8010
元、7760元、7510元。

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
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分别
提高到每人每年27980元、24040
元和22610元。 在乡退伍红军老
战士、 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
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分
别提高到每人每年 61130元 、
61130元和27580元。

■据新华社

7月24日下午，91岁高龄的抗
美援朝老战士、 全国先进军休干
部、“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 朱再
保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举行。 省委主题教育
巡回指导第二组领导同志一行及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在家领导、全
体党员干部职工聆听了报告。报
告会感人肺腑、催人奋进，引起了
强烈反响和共鸣。（详见今日本报
A04版）

湖南岳阳洞庭湖畔的王家河
公园，矗立着一座身着旧军装、胸
前挂着 20�多枚勋章的老人塑像，
与屈原、范仲淹、任弼时等光照汗
青的名人比肩，让人流连忘返。这

就是王家河公园众多塑像中唯一
的健在者， 岳阳市军干所退休干
部朱再保。

朱再保何以获得如此殊荣？
这与他多年来热心公益、 以坚强
的毅力投身社会事业分不开。这
位91岁高龄的老人，拖着患病的身
躯， 已坚持社会公益事业长达40
年，如果不是纯粹而坚定的“共产
主义信仰”，如果不是初心不改，很
难有人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名曾
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
朱再保对生命的认识比常人更为
通透， 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宣誓
入党的他，当年的入党承诺就是：
“战友们用生命完成使命，倒在了

冲锋的路上。如今我还活着，哪怕
生命只有一个月， 也不能枉过一
天。”这么多年来，朱再保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兑现了当初的诺言。

朱再保这样的老兵， 也再次
证明“优秀的退役军人是党和国
家的宝贵财富”。在民族危难、国家
存亡关头，他们挺身而出，南征北
战，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立
下了卓越功勋； 在和平建设和改
革开放时期， 他们发扬人民军队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在促进
国家改革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部队是最能锻
炼个人意志的地方，可以说“铁打
的营盘造就铁打的兵”，这些优秀

退役军人经过了革命军人核心价值
观熏陶、经过了部队的艰苦磨练，早
就具备了坚韧的意志和高洁的品
质。在战场上，他们是子弟兵；在社
会建设中，他们又成了排头兵，并且
几十年如一日，不求回报，默默地为
地方建设贡献力量。

这些坚韧又有奉献精神的优秀
退役军人， 因为从不愿伸手向政府
提要求，不少人过着“苦行僧”般的
生活。就像朱再保，几十年来一直和
家人挤在当地军干所40平方米的老
房子里，生活极其清苦。尽管如此，
在资助“希望工程”时，他却将自己
的困难补助悉数捐给了失学的孩
子，其后又屡次组织社会募捐，用于

岳阳的救灾、环保。40年来，朱再保
奉献了累计18万个小时的志愿服
务，令他获得了“民间环保第一人”
的荣誉称号。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困顿
于风雪”，考虑到一些退役军人存在
的实际生活困难，2018年和2019年，
国家连续两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并加
大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提标力
度， 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关心关爱。

退役不褪色，热心即初心。91岁
的朱再保为我们展现了一代退役军
人的优秀风范。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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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4日讯 今日，记
者从三湘风纪网获悉， 华融湘
江银行党委委员、 常务副行长
张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殷宇璐 洪秀妍

7月23日21时20分许，贵
州六盘水市水城县鸡场镇坪地
村岔沟组发生一起特大山体滑
坡灾害，造成21栋房屋被埋。截
至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仍有
32人失联。

灾害发生后，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做好
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遇难者
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 要注意科
学施救，做好险情监测，防范次生
灾害。 习近平强调， 今年汛期以
来，一些地方降雨量大，防汛形势
严峻，自然灾害隐患较多，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本着对人民极端负
责的精神，积极组织力量，认真排

查险情隐患，加强预报预警，强化
灾害防范，切实落实工作责任，保
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 要尽最
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 全面排查
周边安全隐患， 做好防范新的地
质灾害和次生灾害工作。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7月24日下
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九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
党守初心、担使命的重要体现。改
革越到深处，越要担当作为、蹄疾
步稳、奋勇前进，不能有任何停一
停、歇一歇的懈怠。要紧密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高
改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
觉，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着力补
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抓落实，坚
定不移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破
除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
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
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关于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关于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
见》、《关于深化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管护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方案》、《关于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建立网
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意见》、《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
案》、《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

会议指出， 科技伦理是科技
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 组建
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 目的就是
加强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 推动

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
序、 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
系。要抓紧完善制度规范，健全治
理机制，强化伦理监管，细化相关
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规则， 规范
各类科学研究活动。

会议强调， 要着眼于统筹推
进知识产权保护，从审查授权、行
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
业自律等环节， 改革完善保护工
作体系， 综合运用法律、 行政、经
济、技术、社会治理手段强化保护，
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会议强调， 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的重要支撑， 是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物质基础。 要以推进城
乡公共基础设施一体化管护为方
向，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鼓
励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管护， 按产权归属落实管
护责任， 科学制定管护标准和规
范，合理选择管护模式。

会议强调， 统筹划定落实生
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
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 要以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
宜性评价为基础， 科学有序统筹
布局生态、 农业、 城镇等功能空
间，按照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
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建立健
全分类管控机制。

会议强调， 要围绕人民对美
好生活新期待， 推出一些更有针
对性、开创性的改革举措。要坚持
眼睛向下、脚步向下，鼓励引导支
持基层探索更多原创性、 差异化
改革， 及时总结和推广基层探索
创新的好经验好做法。

■据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九次会议强调 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推动改革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抓落实

退役不褪色，热心即初心评
论

华融湘江银行常务副行长
张建国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习近平对贵州水城“7·23”特大山体滑坡灾害作出重要指示

全力搜救被困人员，防范次生灾害

下月起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一级因战残疾军人抚恤金每人每年88150元

7月24日，救援人员从山体滑坡现场运出遇难者遗体（左）；滑坡现场（右）。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