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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5月 17日电 美国
总统特朗普 17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
室会见正在对美国进行访问的习近平
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
头人刘鹤。

刘鹤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及彭丽
媛教授对特朗普总统及夫人梅拉尼娅
的亲切问候。特朗普总统对此表示感
谢，并请刘鹤转达他和夫人对习主席
夫妇的亲切问候。

刘鹤表示，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
下，中美关系取得重要积极进展。当
前中美关系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阶
段，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相向而行，相互尊重，共同努力，推动
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特朗普表示，我高度珍惜同习近平
主席的良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我
愿同习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
推进美中关系持续发展。

会见中，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深
入交换意见。刘鹤表示，我这次访美
是按照两国元首共识，就中美经贸问
题同美方继续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
与美方一道努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妥善处理和解决双方关切的经贸问
题，确保经贸合作继续成为中美关系
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特朗普表示，美中在经贸领域保
持良好合作关系十分重要。美中两国
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市场潜力巨大，双
方开展经贸合作拥有广阔空间。希望
两国经济团队共同努力，积极解决双
方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美中应重
点在能源、制造业领域加强贸易投资
合作，扩大农产品贸易和市场准入，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为两国人民带
来更多实际利益。

美国副总统彭斯、财政部长姆努
钦、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等美方官员参加了会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习近平主席特使、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本报记者 温小娟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
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
众”。这意味着新的时期，博物馆要充分发
挥自身的“连接”作用，探索“新方法”，更好
地吸引和服务已经融入网络时代的“新公
众”，让历史文物活起来。

央视相继推出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
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点燃了公众的
热情，引发了社会对博物馆馆藏的极大关
注。在互联网时代，博物馆也不可避免地融
入这股潮流，唯有此才能“连接”更多的年轻
人。我省各级博物馆除了组织专题文物展
览、举办文物知识公益讲座、免费“鉴宝”外，
紧跟时代步伐，利用新媒体直播、微博微信
平台、数字影像等方式参与展示文物已成常
态，以此吸引“新公众”——指尖上的读者。

纵观近年来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可以发
现，当代的博物馆职能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
域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关联，比如2001年的

“博物馆与建设社区”、2006年的“博物馆与
青少年”、2015年的“博物馆致力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等。除了依靠科技、互联网等方
面的连接，我省许多博物馆将视线投向当地
的社区、学校、机构等，并组成多元群体，不
断创新藏品阐释与展示的方法。如河南博
物院开创的“历史教室”，形成了博物馆、图
书馆、学校相结合的模式，是面向公众尤其
是广大青少年开展博物馆教育的特色品牌。

今年3月，郑州市文物局启动“文物知识
进校园活动”，选派全市博物馆、纪念馆的优
秀讲解员，走进大中专院校进行宣讲，通过宣
讲、民间曲艺等形式，演活文物背后的故事，
引发同学们对历史文物的兴趣与思考。

我省还不断推动国有博物馆与非国有
博物馆相互连接，洛阳、开封、郑州相继出台
非国有博物馆扶持办法，拿出真金白银助推
非国有博物馆发展，填补我省博物馆门类空
白，形成了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博物馆网络
体系，让更多群众接受多样性、专题性、特色
文化的熏陶。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5月 18
日，第十五届（2017年度）全国博
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
在上海揭晓，由河南博物院、洛阳
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谁调清
管度新声——丝绸之路音乐文物
展”入选本次推介精品奖。

“谁调清管度新声——丝绸
之路音乐文物展”首次集合了国
内丝绸之路沿线六省区十多家博

物馆126组近300件珍贵文物，全
面呈现了丝路音乐文化的交融历
史和中国古代音乐的魅力。展览
分“华夏与西域——丝路之前的音
乐文化”“凿空与涌流——两汉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化”“百川
归海——隋唐时期的丝路音乐盛
景”“天乐妙响——丝路沿线所见
佛教音乐”四个部分，展品包括贾
湖骨笛、王孙诰编钟、北朝石堂拓

片等一大批丝绸之路沿线最重要
的音乐文物遗存。

据悉，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
精品推介活动自1997年以来，已持
续举办了十五届。此次推介活动共
评选出10个精品奖、11个优胜奖、2
个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和2个国际
及港澳台合作入围奖。这些获奖展
览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文物展品活起
来的深度和社会关注度。②40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刘宏冰）5月18日，以“超级连接的博
物馆：新方法、新公众”为主题的第
42个“国际博物馆日”河南主会场活
动，在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开幕。

河南主会场活动以“让红色文
化融入血脉”为副主题，精心设计
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展和《光辉历程——党的一大至
十九大专题展》，信阳市第二届红
色故事大赛精彩上演，两位革命烈
士家属现场捐赠了革命文物并讲
述了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博物馆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重要内容，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优
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据介绍，河南已建成各类博物
馆、纪念馆340座，基本形成了以河
南博物院为龙头、以国有市县级博
物馆为主体，以非国有博物馆为补
充的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博物馆网
络体系，每年有近6000万人走进博
物馆，感受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信阳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

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还是红四
方面军等多支主力红军的创建地
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
脚地。这里建成开放了一批红色
遗址、红色主题博物馆，并通过各种
服务活动，很好地发挥了遗产价值。

据悉，当日，除信阳主会场活
动外，包括河南博物院、大河村遗
址博物馆及安阳、洛阳、开封、许
昌、平顶山等全省各地博物馆推出
了一系列专题展览和博物馆进校
园、进社区活动，让公众感受到博
物馆文化的传播和魅力。②40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揭晓

我省“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入选

“国际博物馆日”河南主会场活动在信阳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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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濮阳市

开展卷烟销售大户治理

“豫烟雄风 辉煌河南”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各地在行动

□王显坤

濮阳市烟草治理办，自开展烟草
市场综合治理及大户专项整治工作以
来，严格落实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实施
方案，逐户排查持证情况、守法经营情
况、“一户一码”落实情况，严厉查处零
售市场涉烟违法行为，打击二次批发
大户，维护经营秩序。

近期，濮阳市再次查处一销售大
户。5月9日，濮阳市烟草专卖局直属分
局接到线索，王助乡菜市场宏义超市非
法销售卷烟。经过摸排，5月11日，在濮
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濮阳市公安局濮
水分局、濮阳市工商局、濮阳市工商局开
发区分局、濮阳县烟草局的配合下，直属
分局对王助乡菜市场宏义超市进行了检
查。工商、烟草、公安三部门共出动执法

车辆13台，执法人员60余人。
执法人员在其经营场所及三个仓

库内发现大量违法卷烟。经执法人员
辨识和当事人供述，这批卷烟为非法
渠道购进，包括红旗渠（天行健）、泰山
（红将军）、利群（新版）、红旗渠（新版
银河）、双喜（软国际）、红旗渠（芒果）
等共 14 个品种 947 条，标值 5.89 万
元。濮阳市烟草专卖局直属分局依法
对上述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带
回本局暂为保管。

此次行动部署周密，烟草、公安、
工商及兄弟单位密切协作，行动迅速，
战果显著，查扣涉案卷烟品种数量多、
案值大，是今年濮阳市烟草市场治理
行动开展以来又一次极具影响力的一
次战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审
理中。

□吴冰

5月8日下午，商丘市烟草市场综合整
治“百日行动”，总结表彰暨深化物流寄递
环节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会议对荣获商丘
市烟草市场综合整治“百日行动”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的单位进行了表彰奖励。
会议下发了《商丘市物流寄递环节涉烟违
法行为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要严格落实省烟草整治
办部署的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物流寄递
环节涉烟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商丘
市对物流寄递环节涉烟违法行为专项治
理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工商、烟草、公
安、交通、邮政等五部门要建立物流寄递
环节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协作机制，充分
发挥协作机制整体合力优势，把物流寄
递环节涉烟违法行为专项治理持续开展

下去，深化扩大专项治理成果，推动物流
寄递环节涉烟违法行为专项治理再上新
台阶。

目前，物流寄递环节涉烟违法犯罪
活动频发、多发。1-4月份，商丘市在物
流寄递领域查获的假冒卷烟约占全部查
处假冒卷烟的76%。数据说明物流寄递
环节涉烟违法行为呈上升趋势，还需要
下大力气、集中力量强化治理。商丘市
烟草市场治理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
加大治理物流寄递环节涉烟违法行为的
工作力度，强化工作保障，确保专项治理
行动顺利推进并取得实效。

商丘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站在
新的起点，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更加昂扬
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扎实的成
效，为商丘烟草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为
商丘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郑州市
郑州市各县（市、区）及直属各单位烟草市场

综治办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烟草市
场综合治理工作，共组织集中行动78次，出动执
法人员363人次，执法车辆105台次，检查零售商
户6055户次，取缔无证商户9户。查处涉烟案件
84件，移交公安机关案件1件。查扣假烟走私烟
1774.1 条、真烟 6629.513 条，案值 115.7393 万
元，罚没款 3.9462元。省级媒体宣传 1次，市级
媒体宣传3次。 （康新艳）

洛阳市
洛阳市集中开展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共

开展集中行动37次，出动执法人员310人次，执法
车辆61车次，检查零售商户4265户次，取缔无证
商户31户，查处涉烟案件75件，查获假烟走私烟
80.1条，真烟非法流通686条，案值12.48万元，罚
没款0.43万元。全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有序推
进，烟草市场得到进一步净化。 （冯鋆浩）

焦作市
在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中，焦作市共开展

卷烟综合治理集中行动19起，行动中，共出动人

员272人次，车辆49台次，检查零售商户535户
次，取缔无证商户1户，查办各类涉烟案件13件，
移交公安机关案件 0 件，查获各类违法卷烟
174.7条(其中假烟走私烟12.7条、非法流通真烟
162条),案值 1.19万元，集中治理行动取得明显
成效。 （焦宣）

新乡市
新乡市在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中，全市共

开展集中行动34次，出动执法人员298人次，车
辆83台次，检查各类卷烟经营商户2411户次，查
办各类涉烟违法案件 28件，共查获各类违法卷
烟1700.9条（其中假烟走私烟137条，非法流通
真烟1563.9条），案值15.5万余元，罚没金额0.99
万元，烟草市场综合治理效果明显。 （杨阳）

许昌市
许昌市各部门共开展综合治理集中行动31

次，出动执法人员 1078人次，车辆 144台次，检
查各类卷烟经营商户4303户次，取缔无证商户9
户，查办各类涉烟违法案件 40件。共查获各类
违法卷烟 1485.4 条（其中假烟走私烟 801.8 条，
非法流通真烟683.6条），案值12.22万元，罚没金
额 0.14万元。市级媒体宣传 1次。许昌市烟草
市场综合治理工作平稳有序，效果明显。（李鹏）

南阳市
南阳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继续深入开

展，共开展集中行动49次，出动执法人员470人
次，出动执法车辆 101台次，检查零售卷烟经营
商户5248户，办理各类涉烟案件90起，移交公安
案件1起，拘留1人。查获假烟走私烟478.7条，
真烟 361条，案值 17.85万元，罚没款 1.2万元。

（王宇）

安阳市
安阳市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以“串码烟”

及大户治理为重点，扎实推进烟草市场综合治理
工作，共组织集中行动12次，出动执法人员1126
人次，出动执法车辆228台次，检查零售商户2771
户次，取缔无证商户2户；在市场环节查处非法真
烟5248条，假烟、私烟80.6条；在运输环节查处假
烟13条；共计查处违法卷烟5341.6条，案值37.29
万元，罚款1.74万元。 （张婕）

新野县
5月 9日，新野县工商、烟草、公安等部门对

全县农村烟草市场开展集中治理行动。当天行
动共计出动执法人员20人，执法车辆5台，对新
甸铺镇和五星镇两个乡镇市场进行检查，检查卷
烟零售商户 24户。查处违法假冒卷烟、串码卷
烟、擦码卷烟共计99.6条，案值5683.88元。

（新宣）

滑县
5月 11日，滑县工商、烟草行政执法人员在

进行市场检查时，在滑县上官镇上官村秦某的
门市内查获违法卷烟南京（红）、黄金叶（硬红旗
渠）、利群（新版）、苏烟（五星红杉树）、红旗渠
（新版银河）等共计 24个品种 542条违法卷烟，
案值 55303.58 元，经初步鉴定该批卷烟均为真
品卷烟。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刘振）

内黄县
5月 13日，内黄县工商、烟草执法人员，在内

黄县宋村乡代宋村大街路东董某的货物存放地
当场查获违法卷烟红梅（软黄）600条、利群（新
版）163条、南京（红）194条，共计3个品种957条
卷烟，案值62885.56元，经初步认定该批卷烟全
部为真品卷烟。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张文书）

为落实全省重点地区烟草市场
综合治理工作，对重点地区三相电使
用情况的掌握，及时发现查处卷烟制
假窝点。自去年 11月起在平顶山、
许昌、漯河三市开展为期半年的三相
电用户排查专项治理行动。三市夯
实,排查基础，聚焦工作目标，凝聚多
方合力，保持高压态势，源头治理取得
阶段性成效。截至4月底，三市共排查
三相电用户354806户。

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文件
下发后，三市工商、烟草、公安、电力等
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密切部门配合，发挥各自优
势，确保文件精神在三市落地生根。
走访调查，确保底数收集。多部门联
合对全市范围内三相电用户进行拉网
式排查，切实摸清用户底数，完善档案
资料。做到情况清，底数明，动态知。
对重点排查对象全面排查，严格落实
管控措施。对于疑似制假窝点，重点
监控。建立用电户黑名单制度，限制
曾经违法违规用户申请使用三相电，
并及时通报当地执法机关加强监管。
强化与公安部门联合，借助“航拍侦查
仪”进行排查，提升工作效率。认真解
决排查中出现的问题，不留安全隐患，
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加强协作，形成
执法合力。实行网格对接，实现信息
共享，大力开展联合执法和联合整治
工作。进一步强化外部联动，建立行
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形成标本兼治、惩
建并举、综合施策的工作格局。

强化宣传，营造浓厚氛围。采取
多种宣传手段，进行全方位、多角度、
立体化的宣传造势，教育引导群众，震
慑制假分子，营造浓厚的严打氛围。

（梅晓燕）

商丘市

对烟草综合治理总结表彰

工作动态

重点地区三相电排查

专项治理行动
取得阶段性成效

卢氏县工商、烟草部门联合对辖区市场进
行执法检查，围绕“四无”市场创建活动，严查
无证经营，强化串码烟和大户监管。 （李曜）

5月 15日，平顶山市公安、烟草联合在
鹰城广场开展了“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
罪宣传日活动。 （温志军）

5月 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
年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
法、新公众”。

周文雍，广东开平人，1905年8月
生。1923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
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中共广州市委
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

陈铁军，原名陈燮军，广东佛山人，
生于1904年3月。1924年秋，考入广东
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
步，铁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军改
为铁军。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2月11日凌晨，震撼中外
的广州武装起义爆发。广州起义给背
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在
激烈的战火中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
府”，周文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
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部长。因力量悬
殊，寡不敌众，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
文雍率领部分起义武装，与十多倍于自

己的敌人短兵相接，奋勇死战，最后杀
出一条血路，突围撤离广州，辗转到香
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

1928年 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
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
员，再次与陈铁军回到广州，重建党的
机关。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
雍与陈铁军同时被敌人逮捕。在狱
中，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
计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在共同
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
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
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

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
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
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婚
礼，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据新华社广州5月18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和陈铁军

探索“新方法”吸引“新公众”

让博物馆文物“活”起来
5月 18日，洛阳市举行博

物馆进校园暨“5·18国际博
物馆日”活动启动仪式。在启
动仪式现场，洛阳博物馆《丝绸
之路与洛阳——万里侯班超》
话剧与周公庙博物馆《拜师礼》
吸引市民驻足围观。同时为迎
接国际博物馆日，让文物保护
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洛
阳市开展博物馆社教活动展
演、“流动博物馆”宣传、博物馆
免费开放等系列活动。⑨3 本
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