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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全票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
新华社消息

4月16日
至20日，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贵阳
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了贵州
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
在
贵州参选的中央提名的代
表候选人习近平同志，
以全
票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
20日上午，
大会举行正
式选举。
当大会宣布习近平
同志在选举中以全票当选
党的十九大代表时，
全场爆

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当前，
贵州正处于脱贫
攻坚、同步小康的关键时
期。
“带着对贫困地区群众
的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在
贵州参选，这是对贵州各
级党组织的极大信任，是
全省广大党员的巨大光
荣，是对贵州各族人民的
亲切关怀，是对贵州脱贫
攻坚的巨大激励。”党员干
部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到贵州参选，
展现了党中
央新的作风形象，
树立了良
好导向，
对于进一步密切联
系党员群众，
加强和规范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推动
实施脱贫攻坚等重大国家
发展战略，
具有重大意义。
代表们纷纷表示，
习近
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十九大
代表，是730多名省党代会
代表的共同意愿，
代表了全
省170多万名党员的共同心

声，
充分体现了4000多万贵
州各族干部群众对习近平
总书记的衷心爱戴，
体现了
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衷心拥护。
贵州省党代会代表、
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教
师刘芳说：
“ 听到总书记全
票当选的消息，我非常激
动，这是人心所向、众望所
归。我是一个盲人，虽然眼
睛看不见，但我的心能感

国务院：
扩大高校毕业生
求职创业
补贴范围

会代表、
钟山区大湾镇海噶
村第一书记杨波说。
代表们表示，一定要
把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参
选并全票当选的消息带回
去，告诉广大党员、群众，
把总书记的关心和激励转
化为干事创业、脱贫攻坚
的实际行动，凝心聚力，实
干苦干，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刘茁卉 王新明）

一季度快递业务收入增速
4倍于GDP
新华社消息

新华社消息

经李克
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日前印
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
见》
。
《意见》提出了5个方面
的政策措施。包括：坚持实
施就业优先战略，支持新
就业形态发展，促进以创
业带动就业，抓好重点群
体就业创业，强化教育培
训和就业创业服务。
《意见》指出，优化 创
业环境，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
发展创业载体，加快创业
孵化基地、众创空间等建
设，允许各地对创业孵化
基地给予一定奖补。鼓励
地方对首次创办小微企
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高
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
开展一次性创业补贴试
点 。拓 宽 融 资 渠 道 ，有 条
件的地区可通过财政出
资引导社会资本投入，设
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基金，为高校毕业生创业
提供股权投资、融资担保
等服务。
《意见》强调，鼓励 高
校毕业生多 渠 道 就 业 ，扩
大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
补贴对象范围，实施留学
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启动
支持计划。稳妥安置化解
过剩产能企业职工，促进
分流职工转岗就业创业。
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
业制度，探索对劳动者在
农村常住地进行失业登
记，并提供相应的就业服
务和政策扶持。完善就业
援助长效机制，确保零就
业家庭、低保家庭至少一
人稳定就业。

受到总书记对贫困地区的
关心、关怀。作为一名普通
农村教师，我将继续做好
本职工作，用心、用情回报
学校、回报社会。”
“作为一名驻村干部、
基层党员，
我们有信心把贫
困搬下山、把幸福带上山。
用我们的努力把总书记的
关心、
党中央脱贫攻坚的惠
民政策变成群众看得见、
摸
得着的幸福生活。
”省党代

（以下简称《意见》）

国家邮政局20日发布今年一季度中
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
一季度全国快递业务收入984.6亿
元，
同比增长27.4%，
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4倍。
报告显示，
一季度全国快递业务量75.9亿件、同比
增长31.5%；日均快件处理量8433万件，人均快件使用
量为5.5件。从网点密度指标来看，网点人口密度不断
增加，网点面积密度继续稠密化发展，每万人有1.5个
快递网点、每千平方公里有22个快递网点。重点快递
企业乡镇网点覆盖率超过82%，上海、江苏、广东等８
省
实现乡镇全覆盖，
快递普惠程度大幅提升。
在行业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一季度快递有效申诉
量同比下降20.6个百分点，
环比下降10个百分点。72小
时准时率为64.3%，
较上年同期下降4.9个百分点。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监管研究处负责人
耿艳说，
从一季度快递指数分析，
快递行业开始从速度规
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预计今年二季度快递业务量将
超过100亿件，
快递业务收入将超过1200亿元。

（市）

阳光带来绿色能源
4月20日，工作人员正在对刚并网的长兴县海联纺织厂的屋顶光伏发电设备运行情
况进行检测。近两年来，受到国家优惠政策拉动以及“一站式”并网接入服务的完善，长兴
县清洁能源每年的上网电量已超过14600万千瓦时，完成电费结算近8000万元，在促进节
能减排和地方生态建设的同时还能带来经济收益，用电高峰时期还能起到有效调峰作
用，阳光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绿色能源。
摄影/新华社记者 徐 昱

反腐进行时

◎

国台办原副主任龚清概受贿5352余万获刑15年
新华社消息

20日，
河
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宣判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
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
室原副主任龚清概受贿案，
对被告人龚清概以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
个人财产人民币500万元；
对
龚清概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
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
1996年至
2015年，
被告人龚清概先后

利用担任福建省晋江市人
民政府市长、
中共晋江市委
书记、
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
府市长、
中共福建省委平潭
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书
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
务上的便利，
为相关单位或
个人在征用土地、工程建
设、
调整规划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
索取或非法收受相关
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5352.9186万元。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为，
被告人龚清概的行为
构成受贿罪。
鉴于龚清概到
案后，
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
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
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
实；
认罪悔罪，
积极退赃，
赃
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检举揭
发多人违纪违法线索，
具有
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法
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中国电信原党组书记常小兵受贿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消息

18 日 ，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电
信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
董
事长常小兵受贿一案。
保定
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
持公诉，
被告人常小兵及其
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指
控：
1998年至2014年，被告

人常小兵利用担任原邮电
部电信总局副局长、中国
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在
项目承揽、设备订购等事
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
上述单位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376.28801万 元 。提

请以受贿罪追究常小兵的
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
示了相关证据，常小兵及
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
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
常小兵进行了最后陈述，
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最后
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
判。

（赵文君）

中科院：4500万年前人类远祖
起源河南
新华社消息

渑池上河曙猿化石遗址立碑仪式
19日在河南省渑池县南村乡任村村上河组举行，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三门峡市等有
关负责人共同为渑池上河曙猿化石遗址揭碑。这标志
着4500万年前人类远祖起源地“锁定”河南渑池，从而
动摇了
“人类起源于非洲”
的论断。
渑池——
—垣曲盆地是中国古近纪地层和始新世哺
乳动物群的首次发现地，
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1916年
6月发现。
1985年至1994年间，
中外科学家在渑池县南村
乡任村村上河组发现了世界最早的具有高等灵长类哺
乳动物特征的曙猿化石
，
属始新世晚
期
任村上河动物群，
距今4500万年左右。
据悉，曙猿化石发现之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
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
由此古人类学界曾认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在非洲。
渑池上河曙猿化石遗址的发现，动摇了“人类起源于
非洲”的论断，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
万年，垣曲——
—渑池盆地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
最早的人类远祖起源地。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国发现曙猿的地方仅江苏、
云南、
内蒙古、
河南、
山西五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倪喜军表示：
“由于中外科学家在
渑池县南村乡任村村上河组发现的高等灵长类哺乳动
物化石之多在中国尚属首次，
因此，
渑池上河曙猿化石
遗址已经成为中始新世晚期最具代表性的化石点之
一，
也是国际公认的人类远祖起源地之一。
”

（沙拉木伦期）

（渑池上河曙猿）

（王 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