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1月 8日，科学的星空中，
一颗璀璨的明星悄然陨落。

7年前的那个冬日，他顶着纷飞的
雪花，从英国归来，震动海外。有外国
媒体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
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他就是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黄
大年。他向吉林大学打报告，创设
移动平台探测技术中心，启动“重载
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
制”课题。

在他的努力下，我国在这一项目
的数据获取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

速度至少缩短了 10年，而在算法上，
则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
司长高平说：“是‘千人计划’成就了
他，让他义无反顾、全身心地实现理想
抱负，抒发他的爱国热情。”

(据新华社长春5月17日电)

生命，为祖国澎湃
——追记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更多感人故事
请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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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美国媒体5月15日报道美国
总统特朗普曾向俄罗斯“泄密”之后，
多名支持特朗普的官员16日对此事
进行辩解，称特朗普未做危害国家安
全的事。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
斯特率先在白宫召开记者发布会，
力图回应媒体质疑。麦克马斯特
说，媒体关于特朗普上周会见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俄罗斯驻美大使
基斯利亚克时泄露“敏感情报”的报
道出发点有误。

“在那场会谈中，总统和（俄罗斯）
外长所讨论的内容是完全合适的，这
些内容也和总统与其他领导人会晤时
所交谈的内容一致。”麦克马斯特说。

麦克马斯特说，特朗普和拉夫罗
夫确实谈到反恐议题，但表示特朗普
意在强调美俄双方在反恐方面持有相

同立场。
当天晚些时候，白宫新闻发言人

斯派塞也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
同样问题。他说，特朗普有权向其他
和美国有共同利益或者面临共同威胁
的国家分享信息。

“总统并未被告知他向俄方所分
享的信息的来源，因此他也不可能向
俄方泄露情报来源。”斯派塞说。

麦克马斯特和斯派塞都未说明
特朗普向俄方透露了什么信息。但
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官员的话
称，特朗普向俄方透露的情报或来
自以色列，并与近期“伊斯兰国”策
划的新型袭击方式有关。

根据此前报道，“伊斯兰国”或使
用笔记本电脑袭击民航客机。美国已
经开始评估是否禁止来自一些国家的
旅客在飞机上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

对于媒体所报道的内容，麦克马
斯特和斯派塞都表示不满。他们认为
更值得警惕的是白宫官员向媒体泄露
秘密的行为。

“那些违背保密协议，将信息告
诉媒体的人放大了国家面临的风险。”
麦克马斯特说，“这些信息可以用来使
美国公民陷入危险境地。”

斯派塞说，特朗普和拉夫罗夫会
谈时，只有三名美国官员在场，分别是
麦克马斯特、国务卿蒂勒森和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鲍威尔。

白宫的立场也获得了部分国会
议员的声援，共和党参议员里施当
天接受采访称特朗普没有过错。“这
件事不是由美国总统造成的，而是
由级别低于总统的某个叛徒泄露出
去的。”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6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当今世界经济合作的重要倡议”

“能促成激动人心的伟大行动”“回答了

当 今 国 际 社 会 面 临 的 许 多 重 大 问

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落下帷幕，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上

的演讲，得到与会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

国际组织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携手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与会代表的共

同心声。

万里丝路，连通东西方，跨越古与

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将“一带一路”

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

新之路、文明之路，擘画了“一带一路”建

设的目标和路径，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

“一带一路”、怎样建设好“一带一路”等

重大问题。

和平之路，意味着构建以合作共赢

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和平安宁

的发展环境。繁荣之路，聚焦发展这个

根本性问题，目标在于实现经济大融合、

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开放之路，要

求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

问题，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创

新之路，意义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倡

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

方式。文明之路，追求以文明交流超越

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

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以此为蓝图，“一

带一路”建设开启了新的征程，必将开创

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

新空间，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互利共赢才有行稳致远，开放包容

才能携手同心。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进

一步扩大合作共识，明确合作目标，细化

合作举措，我们就一定能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行稳致远，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

同体方向迈进，让这一伟大的事业像古

丝绸之路一样千古流芳。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 17日电 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
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就进一步落
实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提出要求。根据
意见，国家机关须充分利用立法和司
法解释的制定过程、围绕热点难点问
题向社会开展普法，并建立法官检察
官等以案释法制度。

意见明确，国家机关要把普法纳入
本部门工作总体布局，与其他业务工作
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各部门要按照

普法责任制的要求，制定本部门普法规
划、年度普法计划和普法责任清单。

意见的另一大亮点是要求在法律
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对
社会关注度高、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
重大事项，要广泛听取公众意见。除
依法需要保密的外，均要公开征求意
见，并说明相关制度设计。当法律法
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出台后，要以通俗
易懂的语言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权利义务、权利救济方式等内容向
社会公布，方便公众理解掌握。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强化国家机关普法责任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三论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

白宫为“泄密”事件灭火
呼吁警惕“内奸”

5月16日，在美国华盛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发

水墨画卷东江湖

5月17日，在南非开普敦，参观者在中国华为公司展台参观。非洲规模最大
的电力能源、表计及智能电网展“2017非洲电力周”16日在开普敦开幕，展会吸
引了全球80多个国家的300余家厂商参加，其中包括多家中国企业。 新华社发

有一种责任重若泰山，有一种精
神穿越时空。

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
初夏五月，记者走进这些闪耀着红色
光辉的革命圣地蹲点采访发现，党的
十八大以来，面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百年目标，这些昔日遍洒英烈鲜血
的红土地，正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开启
脱贫攻坚新征程，展现出新的担当、新
的作为、新的风貌。

让老区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

初夏时节，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
昔日的贫困户左秀发一脸幸福。

两个多月前，经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评估并经
江西省批准，他所在的井冈山市成为
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

“摘帽”的贫困县。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井冈山市
市委书记刘洪说：“井冈山率先脱贫

‘摘帽’，这是我们向长眠在这片红土
地下4.8万余名革命烈士奉上的最好
告慰！”

看着墙上挂着的烈士证明，左秀
发轻声叨念：“爷爷，您的愿望实现
了！”

革命圣地，往往也是贫困发生地。
2015 年春节前夕，陕西延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
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强调：“我们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
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
完整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目标，井冈山、遵
义、延安、西柏坡，这些在中国革命史
上闪耀着光辉的圣地，又开始了新的

长征。
来自遵义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的统

计数据显示，2016年，遵义共减少农
村贫困人口23.61万人，贫困发生率下
降到 4.88%，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到
89%。

延安市老区扶贫开发局副局长李
红洲说，根据部署，延安将在 2017年
实现在册剩余的 1.02 万贫困人口和
292个贫困村全部脱贫。

经过努力，2016年，平山县40852
名贫困人口达到退出条件，164个贫
困村达到退出条件，全县达到整体脱
贫出列标准。

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

打赢脱贫攻坚战，其难度不亚于
长征中的冲关夺隘。

新的长征，必须要有新作为。

在井冈山，当地首创了“红蓝卡”
分类识别机制，根据贫困程度将贫困
户细分为“红卡户”（特困户）和“蓝卡
户”（一般贫困户），把“有能力”的“扶
起来”，“扶不了”的“带起来”，“带不
了”的“保起来”，“不能住”的“建起
来”。

在遵义，当地针对“一方水土养不
起一方人”的深山区、石山区、石漠化
严重地区贫困群众脱贫难问题，启动
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扶贫
行动。

在平山县西柏坡镇西沟村，光伏
扶贫的探索提供了兜底保障扶贫的新
思路。

在革命年代，井冈山、遵义、延安、
西柏坡……这些革命圣地孕育了伟大
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在脱贫攻坚中，
这些精神正在传承和光大。

（据新华社南昌5月17日电）

革命圣地的新长征赞歌
——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脱贫攻坚蹲点记

5月 17日清晨，湖南郴州资兴市东江湖湖面水汽弥漫，飘逸的薄雾和摇橹的轻舟构成一幅水墨
画。近年来，该市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保青山绿水，发展生态观光游，让当地居民受益。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17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
步减少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和降低物
流用能成本，为企业减负助力。相关
措施一年将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
元。

会议确定，在落实好前期已出
台涉企减负政策的基础上，再推出
一批新的降费措施：

一是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取消
电网公司向铁路运输企业收取的电
气化铁路还贷电价，等额下浮铁路货
物运价。将货运车辆年检和年审依
法合并，减轻检验检测费用负担。取
消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四省（区）
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加大鲜活
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实施力度。

二是推进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改
革，合理降低输配电价格。扩大发电
企业和用户直接交易规模。调整电价
结构，通过取消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
项资金、降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
标准、适当降低脱硫脱硝电价等措施，
减轻企业用电负担。采取降低管道运
输价格、清理查处乱收费等措施，降低
省内天然气管网输配价格。

三是减少经营服务性收费。行
政审批部门开展技术性服务一律由
其自行支付费用。取消行业协会商
会不合理收费项目，对保留的项目
降低偏高收费标准。规范金融机构
收费行为，深化商业车险改革减轻
企业保费负担。

会议要求，对各类乱收费行为要
抓典型，坚决曝光、重拳治理。全面
推开涉企收费公示制，各级地方政府
要在年内对外公布涉企收费清单。

涉企费用再降
年减负1200亿元

综合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5月 17日在人民大会堂同阿根廷总统
马克里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扩大两国各领域互利友好合作，推动中
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坚定不移加
强政治互信，扩大政府、立法机构、政
党、地方等各领域各层级交往，坚持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习近平赞赏阿根廷支持并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强调拉美是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愿
同拉美加强合作，包括在“一带一路”
建设框架内实现中拉发展战略对接，
促进共同发展，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

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联合声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7日在钓鱼台
国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习近平欢迎洪森正式访华并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
指出，中柬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中方高
度重视发展同柬埔寨关系，愿同柬方一
道，坚定不移推进中柬友好事业，深化
全面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
地区和平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柬明年迎来建交
60周年。双方要以纪念建交 60周年
为契机，推动中柬关系行稳致远、更好
发展。要提升经贸合作规模和水平，
实施好有关合作项目建设。

习近平分晤两国领导人

美国媒体报道，特

朗普在会谈中向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分享

了来自美国盟友的情

报。这些情报与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有关，

将这些情报告诉俄方

或对该情报来源造成

危险。

对此，白宫强调对

话未泄密，并认为更应

警惕白宫官员向媒体

泄密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