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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8 日电 国
防部 2月 28日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
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媒体
记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任国强首先透露，今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4月 23日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周年纪
念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届时将在山
东青岛举行人民海军成立 70周年多
国海军活动。

有记者问，《退役军人保障法》的
制定进展如何？任国强说，退役军人
事务部日前形成了《退役军人保障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送中央和国家
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以及军队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任国强表示，《退役军人保障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对退役军人移交
接收、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
业、服务保障、优待抚恤等做了整体
设计和系统规范，建立了参战退役军
人特别优待、为退役军人建档立卡、

发放退役军人优待证、试行退役军人
安置责任制和考核评价等一系列创
新制度。

“待修改成熟后，将适时公开向
社会征求意见，届时按程序提交全国
人大审议。”任国强说。

针对记者关于中日防务部门举行
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专家组磋商有
关情况等问题，任国强表示，去年以
来，中日防务部门积极推进双方防务
交流合作，正式签署并启动运行海空
联络机制，举行机制首轮年度会议和
专门会议，为消除误解误判、保持东海
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19日
至21日，两国防务部门在日本东京举
行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专家组磋
商，一致同意加快建立海空联络机制
直通电话进程，充分发挥机制作用，促
进两国防务关系向前发展。

任国强还就中俄两军关系、中国和
柬埔寨两国军队将举行“金龙-2019”
联合训练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新华社北京 2月 28日电 3月 1
日出版的第 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新的起
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文章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
项重要改革。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党
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促进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
法，推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为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
要制度保障。

文章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
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
系，把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列在深化
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第一条，形成以
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
察合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已经显
示出多方面成效。一是有利于党对
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有
利于对公权力监督的全覆盖，三是有
利于坚持标本兼治、巩固扩大反腐败

斗争成果。
文章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的初心，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
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
着力点，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
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
使的任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
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
责任追究机制。权力监督的目的是
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
履职尽责、干事创业。

文章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继续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
向前进。第一，改革目标不能偏；第
二，工作职能要跟上；第三，各项规则
要跟上；第四，配套法规要跟上；第
五，协调机制要跟上。

文章指出，要规范和正确行使国
家监察权。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着党
和人民重托，必须牢记打铁必须自身
硬的政治要求。广大纪检监察干部
要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坚定理想
信念，提高政治能力，加强自我约束，
不断增强专业能力，强化纪法思维特
别是程序意识，主动接受组织监督，
在遵纪守法、严于律己上作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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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防范

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更加崇尚学

习、积极改造学习、持续深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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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要有好教材。这批教材阐释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

践要求，各级各类干部教育培训要

注重用好这批教材。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28日在京发布2018年
互联网发展报告，统计显示，截至 2018
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8.29亿，全年
新增网民 5653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59.6%，较2017年底提升3.8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去年我国网民人均每周
上网时长为 27.6 小时，较 2017 年底提
高 0.6 小时。网民群体中，学生占比最
高，达 25.4%；其次是个体户/自由职业
者，占比为20%。

报告指出，2018年互联网普及率在
城乡地区得到了同步提升。截至去年
12 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74.6%，较 2017年底提升 3.6个百分点；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38.4%，较
2017年底提升3个百分点。

报告同时指出，去年我国手机网民
规模达 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
网的比例高达 98.6%，全年新增手机网
民 6433万。手机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
5.83 亿，年增长率为 10.7%。线下网络
支付使用习惯持续巩固，网民在线下消
费时使用手机网络支付的比例由 2017
年底的65.5%提升至67.2%。

报告显示，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
达6.1亿，同比增长14.4%。在经历多年
高速发展后，网络消费市场供需两端“双
升级”正成为行业增长新一轮驱动力。
线上线下资源加速整合，社交电商、品质
电商等新模式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带动
零售业转型升级；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
深入应用，有效提升了运营效率。

据新华社河内2月28日电“我们这
两天的会晤富有成效，但有时候不得不离
开。”28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结
束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会
晤后如是说。

当天，美朝领导人的会晤比原计划提
前结束。因在解除对朝制裁和无核化措
施方面存在分歧，双方未能签署共同文件。

特朗普在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
示，过去两天的会晤“有成效”，但“没有
签署任何东西”，双方有很多选项，但决
定目前不去执行任何一项。他表示，双
方就解除对朝制裁范围相关问题没能达
成一致。

共同出席记者会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说，美朝在会晤中取得“切实进展”，但朝
方未能满足美方提出的“更多”要求，期待
双方代表团近期再次会面，“我仍乐观”。

截至目前朝方没有就会谈结果做出
表态。在代表团大范围会谈前，金正恩
回答媒体提问时再次强调朝方的无核化
意愿，表示“如果没有无核化意志，我就
不会来到这里”。

金正恩与特朗普当天上午按计划先
后举行了一对一会谈和代表团大范围会
谈。当地时间13时30分左右，朝美代表
团车队各自离场，未举行原定的共同文件
签署仪式。白宫方面通知媒体称，特朗普
记者会比原定计划提前两个小时举行。

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朝领导
人举行了“非常好且有建设性的”会晤，
讨论了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相关经济
事务的多种措施，但“未达成协议”，双方
团队期待今后继续会面。

新华社北京2月 28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为即将出版发行的第五批全国
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他强调，我
们党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
学习走向未来。要加快推进马克思主
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大国建设，坚持把
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重中之重，坚持理论同实际相
结合，悟原理、求真理、明事理，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持“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按照忠诚干净担当的要求提高自己，
努力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使
思想、能力、行动跟上党中央要求、跟
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

习近平指出，善于学习，就是善于
进步。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都告
诉我们，没有全党大学习，没有干部大
培训，就没有事业大发展。面对当今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进行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波
澜壮阔实践，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
机遇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防范和应对
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就必须更加崇尚学习、积极改造学
习、持续深化学习，不断增强党的政治
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
号召力，不断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的能力。

习近平强调，抓好全党大学习、干
部大培训，要有好教材。这批教材阐
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
要求，各级各类干部教育培训要注重
用好这批教材。

第五批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由全国
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
写，包括《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将改革进行到底》《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
观》《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
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全面推
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 14本，由人
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马晓云：铁血抗日映丹心

我国将在青岛举行
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

《求是》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习近平为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

要求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
学习型政党学习大国建设

序 言

习近平
2019年2月27日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中国网民规模

达8.29
手机网民占比达98.6%

亿

有“进展”无“协议”

河内“金特会”提前结束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8日在回应朝
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突然结束且
未签署共同文件一事时说，中方非
常希望朝美双方继续保持和开展
对话，继续互释诚意，共同致力于
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构建朝鲜
半岛和平机制。

陆慷说，过去一年多来，朝鲜
半岛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半岛问题
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这

一成果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事实上，朝鲜半岛形势过去几

十年的发展变化和曲折经历告诉我
们，坚持对话协商才是唯一出路，相
向而行方能行稳致远。”陆慷说。

他说，中方非常希望朝美双方
继续保持和开展对话，继续互释诚
意，切实尊重和照顾彼此合理关切，
共同致力于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和
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中方将继
续为此发挥自己建设性的作用。

外交部：

希望朝美双方继续保持和开展对话

第29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3月2日在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开幕，图为2月28日，中国短道速
滑队在当地进行场地适应性训练。 新华社发备战“大冬会”

2月 28日，在越南首都河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二）与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右二）举行会谈。当天，美朝领导人的会晤比原计划提前结
束。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8 日电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
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3 日在北京召开。建议会议
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十三届一次会
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并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讨
论外商投资法草案等。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3月3日召开

马晓云，原名马方杲，1906 年 9
月 4日出生于山东省长山县北旺庄
（今淄博市经济开发区北郊镇北旺
村）。1924年加入东北军。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马晓云
回到家乡，发动乡亲声援东北人民抗
日，同时筹集枪支，组织联庄会。
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家乡发
动组织抗日队伍。同年底，与哥哥马
耀南、弟弟马天民参与黑铁山起义，
并把筹集到的 3支手枪和几百银圆
全部献给起义部队。1938年 4月，马
晓云所部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
第5军第7支队，马晓云任支队长。7
月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
三支队第7团团长。

1939 年夏，马晓云奉命率领部
队插入敌后，开展对敌斗争。他带
领战士实施拔掉敌人据点、炸毁日
军火药库、破坏铁路使日军军用列
车出轨等行动，牵制了敌人对抗日
根据地的“扫荡”。7 月 22 日，其兄
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
队司令员马耀南牺牲，更激起他报
家仇国恨的决心。同年马晓云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1940 年初，马晓云被派到延安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 年初夏回
到山东，任清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在

此期间，日寇疯狂推行“强化治安运
动”，对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铁壁合
围”，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马晓
云率队与日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们处决叛徒、击毙汉奸、消灭匪特，
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开创了
清西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使清西抗日
根据地得到巩固。此后，上级根据斗
争形势的需要，批准成立了清西专员
公署，马晓云被任命为专员。

1944 年 1 月，根据中共山东分
局、山东军区的指示，清西军分区改
为渤海军区第 6军分区，马晓云任副
司令员。为更有力打击敌人，部队分
两路行动。司令员许云轩率一部去
小清河以南作战；政委李曼村和马晓
云率一部拔除青城县王家庄据点。8
月 10日，在攻打王家庄据点时，马晓
云不幸牺牲，时年38岁。

马耀南、马晓云、马天民一家三
兄弟，都为抗日牺牲。徐向前亲笔题
词：“马耀南、马晓云、马天民烈士永
垂不朽。”

马晓云的后人马可说：“马家一
门三英烈，他们不怕牺牲、舍小家为
大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革命精
神一直激励着我们，我们也会永远将
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据新华社济南2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