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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就支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出指导意
见。《意见》 涉及十个方面共有三
十一条。

《意见》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赋予
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使命，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必
将对构建我国改革开放新格局产生
重大而深远影响。支持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有利于探索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
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有利于我国主动参与和推动
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
开放型经济，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有利于推动海南加快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造成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亮点，彰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增强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意见》 提出，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赋予海南经济特
区改革开放新使命，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对海南的战略定位，《意见》
提出，要把海南建设成为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试验区，打造成为我国面
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
门户；建设成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为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
新经验；建设成为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打造业态丰富、品牌集聚、环
境舒适、特色鲜明的国际旅游消费
胜地；建设成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
保障区，深度融入海洋强国、“一
带一路”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重
大战略，全面加强支撑保障能力建
设，切实履行好党中央赋予的重要
使命，提升海南在国家战略格局中
的地位和作用。

《意见》 提出，到 2020年，与
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
际开放度显著提高；公共服务体系
更加健全，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
强；生态文明制度基本建立，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一流水平。

到 2025 年，经济增长质量和
效益显著提高；自由贸易港制度初
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
平；民主法制更加健全，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
现；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领
先水平。

到 2035 年，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走在全国前列；自由贸易
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
熟，营商环境跻身全球前列；人民
生活更为宽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迈出坚实步伐，优质公共服务和创
新创业环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生
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居于世
界领先水平；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

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到本世纪中叶，率先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形成高度市场化、国
际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制度体
系，成为综合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
领先的地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
本实现，建成经济繁荣、社会文
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
海南。 （据央视“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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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支持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出指导意见

综合新华社消息 美国总统特
朗普 13 日晚宣布，已下令美军联
合英国、法国对叙利亚政府军事设
施进行“精准打击”，以作为对日
前叙东古塔地区发生“化学武器袭
击”的回应。

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晚9时发
表电视讲话，指责叙政府在东古塔
地区发动了“化武袭击”，并称刚
刚已下令美军对与叙政府化武储备
相关的目标进行了精准打击。他表
示，美军的行动旨在对生产和使用
化武者产生“强力威慑”。美方已
准备对叙利亚进行“持续打击”，
直到叙政府停止使用“化武”。

特朗普还在讲话中指责俄罗斯
和伊朗支持叙政府，也应对“化武
袭击”负责。他同时指责俄罗斯未
能遵守 2013 年作出的确保叙利亚
去化武的承诺。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
德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记者会上

说，此次美军对叙打击目标包括 3
处设施，分别涉及“叙政府化武研
发、储存设施以及指挥中心”。美国
防部长马蒂斯当晚表示，美军当天
对叙的军事行动是“一次性”打击。

叙利亚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
说，叙军防空系统对来袭导弹进行
了高效拦截，击落了其中大部分，
也有导弹击中目标。位于大马士革
东北部拜尔宰地区的科学研究中心
遭袭，包括教学中心和科研实验室
在内的建筑受损，但未造成人员伤
亡。数枚射向霍姆斯附近一处军事
设施的导弹偏离目标，爆炸造成３
名平民受伤。

俄罗斯总统普京 14 日表示，
美国及其盟友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
击是侵略行为，俄罗斯对此予以强
烈谴责。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
当天在声明中说，美国在其盟友的
支持下对叙军用和民用设施进行武

力打击的行动并未获得联合国安理
会授权，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和
国际法的侵略行为。美方举动将为
恐怖分子创造有利条件，并再次加
深当地人道主义危机，甚至将导致
新一轮难民潮。

普京说，俄罗斯对美国及其盟友
的侵略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并将召集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召开紧急会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4
日就美国、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发
动空袭答问时说，中方一贯反对在
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有关方面应
回到国际法框架内，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问题。

华春莹说，中方一贯反对在国
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主张尊重各国的
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任何绕开安
理会采取的单边军事行动都有悖《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违反国际
法原则和基本准则，也将给叙利亚问
题的解决增添新的复杂因素。

华春莹表示，中方敦促有关方
面回到国际法框架内，通过对话协
商解决问题。

谈及中国在叙利亚公民情况，
以及他们是否受到了空袭影响，华
春莹说，中国政府高度关注他们的
安危，驻叙使馆同他们保持密切联
系。目前，在叙中国公民都安全。

俄军总参谋部行动总局局长鲁
茨科伊 14 日表示，美英军当天共
向叙利亚目标发射 103 枚巡航导
弹，叙防空兵用苏联生产的防空武
器成功击落其中71枚。

俄侦察通报显示，为拦截美英
导弹，叙利亚防空兵动用了苏联制
造的 S－125、S－200、山毛榉等
型号防空导弹。

鲁茨科伊说，由于所有美英导
弹均未飞入俄防空区，因此俄未动
用其防空武器。俄驻叙防空兵目前
处于战斗状态，部分俄战机在空中
执勤。

美英法对叙利亚发动“精准打击”
普京：美国及其盟友是侵略行为
中国外交部：敦促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
键一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必由之路。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
程上，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
且要办得更好、办出水平。”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经
济特区建设的历史功绩，深刻总结经济
特区建设的宝贵经验，对办好经济特区
提出明确要求，对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作出重大部署，充分体现了在新时代
新起点上继续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
进、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的坚
定决心，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指明
了前进方向。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
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今年是
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30 年来，海南主
要经济指标实现数十倍甚至百倍增长，
从一个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
的重要窗口。海南经济特区取得的成就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
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生动缩影。40
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
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我们
党带领人民在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中，开辟了中国道路，释放了中国活
力，凝聚了中国力量，实现了从“赶上
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书
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海南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改革
开放 40 年来的伟大征程，充分证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充分证明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都
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
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
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
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充分证明人民是
改革的主体，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这是一
条正确之路，正是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让我们成功开辟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让社
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这是一条强国之路，正是改革开放极
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我们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景。这是一条富民之路，正是改革开放让7亿多贫困人口成
功脱贫，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
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
满者。在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这是我国扩大对
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
求，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以昂扬的精神状
态推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国人民一定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上越走越自信、越走越自豪。 （载4月1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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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记者 刘莉莉 赵嫣） 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当地时间 13 日晚
宣布军事打击叙利亚。叙利亚国家
电视台 14 日报道说，当地时间 14
日凌晨，美国等国对叙首都大马士
革发起军事行动。

有分析指出，美方将此次行动
定性为一次性的精确打击，这表现
出避免事态扩大的意愿，但美国及
盟友将大量军力调动至叙利亚周
边，使地区形势空前紧张，美俄在

叙战场“擦枪走火”的风险上升。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指出，此

次打击“精确”且“适当”，是一
次性打击。他说，目前尚没有更多
对叙打击计划，但如果巴沙尔政府
再次使用化武，则另当别论。

目前美国及其盟友在叙利亚周
边特别是地中海部署了大量“杀
器”，包括航空母舰、“伯克”级驱逐
舰、“俄亥俄”级核动力攻击潜艇、
F／A18战机、E－2C预警机、E－6B
电子战飞机等，以及“战斧”巡航

导弹、“鱼叉”反舰导弹等。
军事观察家认为，加上中东地

区军事基地的支援，美军针对叙利
亚已具备完成中小规模军事行动的
能力。

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胡欣博士认
为，美方不愿与俄罗斯正面交锋，
将极力避免袭击俄罗斯在叙利亚的
军事存在。俄方此前也强硬表态，
如果俄军基地人员受到袭击，便会
击落来袭导弹甚至反击包括飞机军

舰在内的发射平台。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

德也表示，此次联合行动虽未提前
通知俄罗斯，但俄美军方曾通过常
用沟通渠道进行沟通，以避免双方
军队发生冲突。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特朗普
威胁将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之后，
叙利亚空军一部分飞机及人员已重新
部署至俄罗斯设在叙利亚的赫迈米
姆空军基地。俄媒将这一部署称为
俄方“为叙利亚军队作盾牌”。

美“有限打击”蕴藏“擦枪走火”风险

4月14日凌晨，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防空导弹的轨迹划破天空。 （新华社/美联）
据新华社长沙 4月 13日

电 （记 者 陈 文 广） 蔡 锷
（1882－1916），原名艮寅，字
松坡，湖南邵阳人，近代伟大
的爱国主义者，著名政治家、
军事家、民主革命家。

蔡锷年少求学时忧国忧
民 、 奋 发 图 强 ， 13 岁 中 秀
才，15 岁入湖南时务学堂，
17 岁赴日留学。1900 年，蔡
锷回国参加唐才常发动的自立
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复返日
本，改名为锷，投笔从戎，入
成城学校习军事，立志流血救
国，于 1904 年冬毕业于日本
陆军士官学校，与蒋百里、张
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

归国后，蔡锷先后在江

西、湖南、广西、云南编练新
军，整军经武，培养军事人才，
为 反 清 革 命 殚 精 竭 虑 。 1915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为四
万万人争人格，救国于危难，毅
然与唐继尧、李烈钧等在云南举
义，兴兵讨袁，并抱病亲任护国
军第一军总司令，率兵赴川南与
袁军顽强作战，最终迫使帝制取
消，共和恢复。蔡锷也以再造共
和之殊功，被誉为护国元勋。

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任四
川督军兼署省长，致力治川，但
因喉疾加剧，赴日就医，1916
年11月8日病逝世于福冈医科大
学医院，年仅 34 岁，次年 4 月
12 日，被国葬于岳麓山，为民
国国葬第一人。

护国元勋——蔡锷

据新华社广州 4月 14日
电 （记 者 李雄鹰） 邓 仲 元

（1886 年－1922 年），原名仕
元，别名铿，原籍广东梅县，
因其父在广东惠州惠阳淡水经
商，从而落户淡水。邓仲元早
年就读于惠阳，后肄业于崇雅
学堂。1905 年他 19 岁时考入
广州将弁学堂步兵科，毕业后
留校，任步兵科教员兼公立政
法学堂体操教习，不久任代区
队长。1907 年升任该校学兵
营排长兼代左队队官。

辛亥革命爆发后，邓仲元
与陈炯明等在惠阳淡水首义，
继而率兵进攻惠州，与敌作
战，身先士卒，率众击溃敌
军，迫使惠州守敌投降，光复
惠州。

1914 年他在日本加入中

华革命党，任军务部副部长，旋
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密谋在广
东举行起义，并任广东讨袁军
总 司 令 ， 与 朱 执 信 等 人 在 香
港、澳门设立指挥机关，与陈
可玉策动陆军团长邓承昉在饶平
起义，另命洪兆麟在惠州举事，
均未成功。

1922 年 3 月 21 日，邓仲元
亲赴香港接其老师周善培来广
州，傍晚抵达大沙头广九车站时
被人暗杀，经抢救无效于 23 日
去世，终年36岁。

孙中山痛失良将，追授邓仲
元“陆军上将”，安葬于广州黄
花岗。孙中山亲题“邓仲元先生
之墓”墓碑，胡汉民撰写“陆军
上将邓仲元墓表”。1929 年 7 月
24 日国民政府令拟照上将阵亡
例给恤。

“陆军上将”——邓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