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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8月19日电 只能电子支付而不接受现金支付，
商家这样的行为在安徽将被集中整治。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合
肥中心支行了解到，安徽省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工作组已经成
立，即将开展拒收人民币现金集中整治工作，维护人民币流通秩
序，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近年来，非现金支付方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愈加广泛应用，也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拒收人民币现金的现象，据了解，有关
拒收人民币现金的投诉多涉及停车场、小超市、美食街商铺等。

“这种做法既损害了人民币现金的法定地位，也侵害了普通
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剥夺了消费者对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尤其
是老年人和一些无法使用手机的群体，其权益受到的侵害程度
更大。”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党委委员王亚洲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出台整治拒收现金公告，进一步规范社会经
济主体对支付方式的选择和应用。

据了解，对于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的整治旨在维护人民币
的法定地位，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包括现金在内的各类支
付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促进支付方式多元化和谐发展，对支付行
为、业态发展和技术创新不会产生带有偏向性的影响。

“旅游、餐饮、零售、交通运输行业以及行政事业、公共服务
和大中型商户等单位涉及的消费领域广、覆盖面大，因拒收现金
行为产生的不良影响程度也较高，我们将在综合治理的基础上
重点关注，对不正当竞争、恶意或采取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的行
为，予以坚决查处。”王亚洲说。据介绍，消费者发现拒收现金或
者采取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的行为，可以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
城市政务热线、专项投诉电话等各种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中央军委党
的建设会议 17 日至 19 日在北京召开。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
建设工作，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强国强军的必然要
求。全军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新
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聚焦备战打仗，全面提高我军加强党
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质量，为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完成好新时代军队使
命任务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7 日上午 9 时 30 分许，习近平来到京
西宾馆，在热烈的掌声中，亲切接见会议
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
出，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坚持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军队，特别是召
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狠抓全面从严
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坚持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
持以理论武装凝心聚魂，坚持把党组织搞
坚强，坚持贯彻军队好干部标准，坚持正
风肃纪、反腐惩恶，带领全军寻根溯源、革
弊鼎新，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
硬。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发生全面深
刻变化，为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要认

真总结经验，把取得的成果巩固好、发展
好。

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
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衰
成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下大气力解决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方面存在的矛盾问题和短板弱项，把我
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抓得更紧更
实，把我军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力。

习近平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是我军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的首
要任务。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引导全军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
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要坚持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
的强军思想武装官兵，铸牢部队对党绝对
忠诚的思想根基。要落实党委统一的集体
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做到一切工作
都置于党委统一领导之下，一切重要问题
都由党委研究决定。要健全党领导军队的
制度体系，全面规范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
工作。

习近平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
强则军队强。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
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强我军党
的组织体系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
力、组织力、执行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
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要适应改革后的

新体制新职能，坚持军委管总、战区主战、
军种主建总原则，找准各级各类党组织职
能定位，优化组织设置，健全制度机制，
改进领导方式，把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
来。

习近平指出，军级以上高层党委在我
军党的组织体系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站稳政治立场，把准
政治方向，坚定政治信念，提升政治能力，
确保政治过硬。高层党委要抓备战打仗，
提高战略谋划能力、真打实备能力、改革
创新能力、科学管理能力、狠抓落实能力。

习近平强调，强军之道，要在得人。要
把培养干部、培养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队伍，着力集聚矢志强军打赢的各方面优
秀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
人唯贤，突出政治标准和打仗能力，深入
解决选人用人突出问题，把强军事业需要
的人用起来，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岗位
上。要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制定和落实
好优秀年轻干部培养规划，对看得准的要
重点培养，放在备战打仗一线、吃劲要紧
岗位和急难险重任务中摔打磨练。

习近平指出，人才资源是强军兴军的
宝贵战略资源。要加紧构建“三位一体”
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加大联合作战指
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
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培养力
度。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加强文职人员
队伍建设。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
和约束并重，鼓励实干，鼓励创新，帮助解

决现实问题，把大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充分调动起来。

习近平强调，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
和韧劲，坚持严字当头、全面从严、一严到
底，深入推进我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要穷追猛
打，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决破除。
要加快转变治军方式，按法定职责权限履
职用权，依据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开展工
作。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严格纪律执
行，用铁的纪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
从严治军。

习近平指出，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
移抓下去，不会变风转向。要坚持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
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完善
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扎紧制度笼
子，不给权力脱轨、越轨留空子。要坚持
标本兼治，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注重
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引导大家正心修
身、律己持家、清廉为官，自觉抵御歪风邪
气的侵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
席许其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
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会议，并就贯彻落实
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我军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
张升民出席会议。各战区、各军兵种、军
委机关各部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
防科技大学和武警部队党委书记、副书记
以及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

新华社南宁 8月 19 日电 8 月
的广西骄阳似火，坐落于广西东兰
县主城区烈士陵园内的韦拔群纪
念馆每天仍会迎来不少前来瞻仰、
参观的群众。“韦拔群烈士是我们
永远的骄傲，他的英雄事迹永远激
励着我们。”东兰县壮乡英雄文化
园管理处主任黄高线说。

韦拔群，1894 年生，广西东兰
人。早年就读于广西法政学堂。
1916 年初在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
的护国军，参加了护国战争。后进
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在黔军
张毅部任参谋。

在 五 四 运 动 的 影 响 下 ，1920
年，韦拔群离开黔军，在广州参加

“改造广西同志会”，并担任该会政
治组副组长，积极投入讨伐旧桂系
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

1921 年 9 月，韦拔群返回家乡
东兰县，从事农民革命运动。先后
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后称农民
自治会）和“国民自卫军”（后称农
民自卫军），把农民运动和武装斗
争逐渐结合起来。1923 年夏指挥
农民军三打东兰县城，揭开了右江

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1925 年初
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
业后回东兰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主
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农会和
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
1926 年领导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
会，任主任，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仍在当
地坚持武装斗争。

1929年 12月，韦拔群参与领导
百色起义，建立右江苏区，任右江
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
7 军第 3 纵队司令员。 1930 年 10
月，红 7军集中在广西河池整编，把
原来的 3 个纵队改编为 3 个师，韦
拔群任第 21师师长，率部留守右江
苏区。他坚决服从党的决定，并把
第 21 师 1000 多名精壮官兵补充到
即将远征的两个主力师，表现出以
全局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红 7 军主力离开右江苏区后，
韦 拔 群 带 领 百 余 人 留 在 右 江 地
区。他发动群众，组织扩建部队，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
争。他一家 20 人，有 10 多人包括
他的儿子韦述宗惨遭敌人杀害。

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
他坚定地说：“革命者要不怕难，不
怕死，坚决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
的一切。”1932 年 10 月 19 日凌晨，
韦拔群被叛徒杀害于广西东兰赏
茶洞，时年 38岁。

“韦拔群身上始终具有一种坚
定的救亡图存的历史自觉。”东兰
县党史办主任韦忠朝说，“韦拔群
的事迹更是激励着我们共产党人
为了人民利益而奋斗不止。”

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东
兰县贫困地区面貌有了明显改善，
2017 年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
6590 元，比 2016 年增长 8.5％。面
对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韦拔群家
族的后人韦述斌说：“尽管生活越
来越好，但革命意志不能丢，我们
还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强调

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

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安徽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

韦拔群：不怕难，不怕死，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

居民手持港澳通行证
(资料图)。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申领发放办法》，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
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认真
贯彻执行。本办法自 2018
年9月1日起施行。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