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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4月
16 日，新一届国务院在中南海举
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监誓。

根据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
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
法》，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国
务院任命的 42 个部门和单位的 92
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上午 11 时许，国务委员兼国
务院秘书长肖捷宣布宪法宣誓仪式
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随后，领誓人左手抚按宪
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在后方
列队站立，跟诵誓词。

宣誓后，李克强要求大家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忠于宪法、依宪施政，践
行宗旨，勤勉尽责，清正廉洁，坚
持发展第一要务，贯彻新发展理
念，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多兴利民
之事、多解民生之忧，努力创造无
愧于国家和人民的新业绩。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孙春兰、
胡春华、刘鹤，国务委员魏凤和、
王勇、赵克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仪式。

新一届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李克强总理监誓

4月16日，新一届国务院在北京中南海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监誓。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
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
的风貌。

“ 如 果 海 南 岛 更 好 发 展 起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更有说
服力，更能够增强人们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海南争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
例，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
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深情
的嘱托，激发起海南干部群众开
拓进取、奋勇拼搏的旺盛热情，
鼓舞起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昂扬干劲。

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
步。早在 1984 年，邓小平同志
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
区后就曾提出：“我们还要开发
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
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
利”。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
多，自 30 年前划定为经济特区
之后，海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进入了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的历史新阶段，成为我国改
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海南等经济
特区的巨大变化，充分体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卓越成就，
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
国命运的关键一招。40 年来，
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昭示世人，通向现
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
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
通罗马。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
服力，发展是硬道理。从一个年
生产总值仅有 57.28 亿元的边陲
海 岛 ， 发 展 成 年 生 产 总 值 达

4462.5亿元的国际旅游岛，海南的
发展成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性
进步的缩影。当前，我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海南要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
探索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确保如
期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
见》确定的目标。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
力，人民是中心和主体。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从
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
复出现的问题背后查找体制机制弊
端，我们才能找准深化改革的重点
和突破口。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
高无上的地位，着力提高保障和改
善民生水平，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革
发展成果才会更多更公平惠及人
民。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
力，实干是必由之路。继续发扬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
区精神，保持爬坡过坎的压力感、
奋勇向前的使命感、干事创业的责
任感，以舍我其谁的信念、勇当尖
兵的决心大胆探索，以实事求是、
真抓实干的态度务实求变、务实求
新、务实求进，就一定能抓住难得
的历史机遇，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道虽迩，不行不至”，一切伟
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一代又一代人
的接续奋斗中实现的。习近平总书
记对海南的要求和期待，也是对全
国各地的要求和期待。沿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历史前进的逻
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
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中
华民族一定会对人类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载4月17日《人民日报》）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有说服力
——四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海南建省办特区 30周年大会
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4月 16日电 （记
者张汨汨 黄书波） 中国空军新型
战机歼－10C 于 16 日开始担负战
斗值班任务，标志着空军攻防作战
体系进一步完善，有效履行使命任
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歼－10C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
三代改进型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
配装先进航电系统及多型先进机载

武器，具备中近距制空和对地面、
海面目标精确打击能力。2017年 7
月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

歼－10C战机列装空军后，实
战实训逐步展开，飞行人才稳步成
长 ， 在 空 军 “ 红 剑 － 2016”“ 红
剑－2017”体系对抗演习中发挥重
要作用，为空军新质作战能力的提

升打下基础。
走实训之路，练打赢之功。驻

训高原、砺剑雪域、穿越山谷，
歼－10C 的战斗航迹贯穿着“一切
训练都是为了作战”的理念，实现了
从“练为战”到“练即战”的转变。

歼 － 10 系 列 战 机 的 发 展 历
程，见证了改革开放为中国航空工
业和空军建设发展注入不竭动力的

过程。与歼－10C先后列装空军航
空兵部队的歼－20、运－20、歼－
16、 轰 － 6K 和 苏 － 35 等 新 型 战
机，为空军战略转型提供有力支
撑，使空军官兵深切感悟到改革开
放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必由之
路。

在练兵备战中实战实训、按纲
施训，空军越来越多的飞行员具备
通飞歼－20、歼－16、歼－10C等
多种新型战机的能力。空军航空兵
某旅副旅长吕威说：“实战实训只
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
收获过硬的战斗力。驾驭新装备，
牢记新使命，新时代空军飞行员要
飞出大国空军的威武和气质。”

走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的中
国空军，围绕“空天一体、攻防兼
备”战略目标，接续建设实战空
军、转型空军、战略空军，转型发
展进入快车道，备战打仗能力发生
历史性变化，成为有效塑造态势、
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
重要力量。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表
示，改革开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
境。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空军全
力推进练兵备战，不断锤炼空天战
略打击能力、空天防御能力和空中
战略投送能力，坚定不移维护国家
空天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

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改进型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

歼－10C战机担负战斗值班任务

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0C战机进行飞行训练 （4月12日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武汉4月16日电
记者 李伟 俞俭

施洋，湖北省竹山县人，生
于 1889 年。1915 年，就读于湖
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7 年
毕业后与武汉法学界人士组织法
政学会，主张律师要保障人权、
伸张公理。

1919 年 五 四 运 动 爆 发 后 ，
施洋以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的名
义，召开紧急会议，提议发通
电，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并深入
学校，指导和推动学生的爱国斗
争。

1920 年秋，施洋在武汉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阅读了《共
产党宣言》 等马列著作。同时，
他还深入产业工人居住区，了解
工人疾苦，参与创办工人夜校和
工人子弟学校，宣传社会主义。
1921 年 10 月，他参加劳动组合
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积极从事
有计划的工人运动。1922 年 6
月，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7月底，他指导汉阳铁厂取得罢
工胜利，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
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顾问。

1923 年 2 月 4 日，京汉铁路

工人举行总罢工，施洋是罢工的领
导者之一。他积极组织武汉工人和
学生进行反对军阀吴佩孚的游行示
威。2 月 7 日晚，施洋被反动军警
逮捕。在敌人的法庭上，施洋怒斥
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以
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压倒了敌人。2
月 15 日 ，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优 秀 党
员、劳动者的律师施洋英勇牺牲，
时年34岁。

施洋故居在湖北省十堰市竹山
县有两处，一处在麻家渡镇桂花树
村施家湾，另一处在宝丰镇中心集
镇上。两处故居目前保存完好，已
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
教育的重要基地。

宁死不屈的劳工律师——施洋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6日电
（记者刘慧） 证监会 16日晚公布
了对万家文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和相关人员市场禁入决定书，驳
回了赵薇夫妇、龙薇传媒、万家
文化及相关当事人的申辩，最终
决定：对黄有龙、赵薇、孔德永
分别采取 5 年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

同时，证监会还对万家文
化、龙薇传媒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分别处以 60 万元罚款；对
孔德永、黄有龙、赵薇、赵政给予
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

证监会驳回了赵薇夫妇、龙薇
传媒、万家文化及相关当事人的申
辩，最终认定龙薇传媒在自身境内资
金准备不足，相关金融机构融资尚待
审批，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且贸然予
以公告，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严重误
导。

黄有龙、赵薇夫妇禁入证券市场
5年的行政处罚定了！

施洋像。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6日电
最高检 16日消息，近日，江苏、天
津、重庆检察机关依法对原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
主席项俊波涉嫌受贿案，河北省
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
杨崇勇涉嫌受贿案，中共甘肃省
委原常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原副
省长虞海燕涉嫌受贿案提起公
诉。

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涉嫌受贿
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
送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近日，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
察院已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
控：被告人项俊波利用其担任中
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
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
记、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或者利用职权和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
记、副主任杨崇勇涉嫌受贿一案，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天津市
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天津市
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近
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已
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崇
勇利用其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
省政府副省长的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职权和地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
取不正当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
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甘肃省
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虞海燕涉嫌受贿
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重
庆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重
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
诉。近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已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
虞海燕利用其担任酒泉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炼钢厂厂长、酒钢集
团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总经理、董
事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甘肃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中共
兰州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
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江苏天津重庆检察机关依法
对项俊波杨崇勇虞海燕提起公诉

每月花费 10 元可以随时定
位某一个特定手机号、每月花费
1000 元可以随时定位某些手机
号……近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
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名，涉案金额800多万元。

记者追踪调查了解到，这一犯
罪团伙买卖的公民个人信息，包括
手机定位信息、物流信息、机主信
息、电话查询、学籍档案、征信信
息等六大类，已形成了一条网络个
人信息买卖的黑色产业链。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山东破获一起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