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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记
者李学勇 李宣良 梅世雄） 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70 华诞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日出
席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人民海军成
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琴岛春意浓，黄海春潮涌。
青岛奥帆中心码头，担负检阅任
务的西宁舰按照海军最高礼仪悬
挂代满旗，五星红旗、八一军旗
迎风飘扬。来自 61个国家的海军
代表团团长齐聚检阅舰，共同等
待喜庆时刻的到来。

12时 40分许，习近平来到青
岛奥帆中心码头。在雄壮的乐曲
声中，习近平检阅海军仪仗队，
随后登上检阅舰。

13 时许，检阅舰鸣笛启航，
驶向阅兵海域。

此刻，人民海军 32艘战舰威
武列阵，战机振翅欲飞，远涉重
洋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 13国海军
18艘舰艇整齐编队。

14时 30分许，检阅舰到达预
定海域。海军司令员沈金龙报告
受阅部队准备完毕，习近平下达
检阅开始的命令。激昂的 《分列
式进行曲》在大海上响起。

受阅舰艇分成潜艇群、驱逐
舰群、护卫舰群、登陆舰群、辅
助舰群、航母群破浪驶来。受阅
飞机呼啸临空。

大 海 滔 滔 ， 铁 流 滚 滚 。 自
1949 年 4 月 23 日从江苏泰州白马
庙启航，人民海军在党的指引
下，一路劈波斩浪，逐步发展成

为一支能够有效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海上武装力量。

受阅舰艇通过检阅舰时，一
声长哨，官兵整齐站坡，向习主
席 致 敬 。“ 同 志 们 好 ！”“ 主 席
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
服务！”军乐作伴，涛声作和，
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同官兵的铿锵
回答相互激荡，统帅和官兵的心
紧紧连在一起。

新时代，新航程。习近平对
人民海军建设高度重视，先后多
次视察海军部队，发出“努力把
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
军”的号召。人民海军正以崭新
姿态阔步向前、逐梦海天。

15 时许，检阅舰调整航向，
向参加庆典活动的来访舰艇编队
驶去。

国际舰队检阅，是海军这一
国际性军种特有的海上礼仪活
动，是世界各国海军友好交流的
一种独特方式。

俄 罗 斯 、 泰 国 、 越 南 、 印
度、日本、菲律宾、孟加拉国、
文莱、韩国、新加坡、澳大利
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舰艇
悬挂代满旗，按照作战舰艇、辅
助舰船的顺序，以吨位大小排
列，依次通过检阅舰。

习 近 平 向 各 国 官 兵 挥 手 致
意。各国海军代表团团长在检阅
舰后甲板就座观礼。

15 时 30 分许，在 《友谊地
久天长》 的乐曲声中，庆祝人民
海军成立 70 周年海上阅兵圆满
结束。

习近平出席庆祝人民海军
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23 日 电
“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首届理
事会议 4 月 23 日在北京开幕。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倡
议源于中国，机遇和成果属于世
界。参与各方秉持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
丝路精神，努力把“一带一路”
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
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
路、文明之路。

习近平强调，我们高兴地看

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
在共建“一带一路”伙伴网络过
程中，媒体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
作用。“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
为各国媒体提供了便利的交流合
作平台。希望各理事单位发扬丝
路精神，加强沟通合作，在推动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面多
做工作，讲好“一带一路”故
事，为共建“一带一路”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让共建“一带一
路”更好更多惠及沿线国家民众。

“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首届理事会议
在京开幕

习近平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
者赵晓辉 张千千） 证券法修订
草案三审稿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修订草案中新增
了“科创板注册制的特别规定”
专节，并对科创板发行股票的条
件、注册程序、监督检查等基础
制度作出了规定。

修订草案首先明确，“对拟在
科创板上市交易的股票、存托凭
证的公开发行，实行注册制，其
发行注册适用本节规定”。

修订草案规定了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的条件，包括：具备健
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结构，具有
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
独立经营的能力，不存在对持续
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内部控制制度
健全且有效执行，最近三年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
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
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的刑事犯罪等。

修订草案规定，证券交易所
受理公开发行证券并上市申请，
审核并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
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
求，督促发行人完善信息披露内
容。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应
当将审核意见及发行人注册申请
文件报送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注册，并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在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
否同意注册的决定。

修订草案还对监督检查制度
作出了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对已作出的证券注册决
定，发现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法
定程序，尚未发行的，停止发
行；已经发行的，可以责令发行
人回购证券，或者责令负有责任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回证
券。

我国现行股票发行制度实行
的是核准制。为配合股票发行注
册制改革，根据国务院提出的议
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于2015年12月通过了授
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中调整适用证券法有关规定
的决定；2018 年 2 月，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又
作出决定，将上述授权期限延长
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今年 3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 《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随后
发布系列规则，科创板试点注册
制的相关制度规则准备就绪。目
前，注册制试点改革已进入实质
推进阶段。

据介绍，鉴于注册制改革仍
处于试点阶段，经过实践，总结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再上升为
法律制度，更为稳妥。因此，在
此次审议稿中根据现阶段试点情
况对科创板注册制作出特别规定。

证券法修订草案
设科创板注册制专节

新华社记者 李宣良 梅常伟

劈波斩浪，战舰驰骋海面；穿
云破雾，战鹰呼啸临空……

23 日下午，一场气势恢宏的
海上大阅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展
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进入高潮。

碧海滔滔，舰阵巍巍。航母辽
宁舰、新型核潜艇、新型驱逐舰、
多型战机精彩亮相。铺展在黄海的
壮美画卷，浓缩着人民海军 70 年
辉煌征程，辉映出新时代宏伟蓝

图。
置身于阅兵现场，受阅装备排

山倒海的气势、雷霆万钧的轰鸣，
受阅官兵军容严整的英姿、高亢嘹
亮的口号，无不让人心潮澎湃、壮
怀激烈。

人民海军有信心、有能力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信心、
有能力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更
大贡献——这是坚如磐石的信心与
信念，这是人民海军的底气与豪气。

大时代催生大发展，大时代见
证大格局。

从执行首批亚丁湾、索马里海
域护航任务的武汉舰、海口舰，到
在战火纷飞的也门撤离多国侨民的
临沂舰，再到多次赴海外执行人道
主义救援任务的和平方舟医院船
……受阅舰艇中那些广为人知的身
影用行动证明，人民海军始终致力
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促进者，始终
致力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者、
维护者和贡献者。

海洋，共同的家园；和平，共
同的期待。

70 年，浩瀚大海见证了人民

海军的广阔胸襟与不懈努力。截至
2019 年 4 月，人民海军先后 100 多
次出访94个国家138个港口，迎接
37个国家 344艘次舰艇来访，与外
军联演联训60余次。

这次阅兵，来自五大洲的 61
国海军代表团、来自 13 个国家的
18艘舰艇参加。

中外海军相互了解不断加深，
彼此友谊持续增进，充分彰显出维
护海上和平、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
同体的决心和信心。

同一片海洋，同一个梦想。历史
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海军的发
展壮大是和平力量的增长，中外海
军的友好合作是世界人民的福祉。

壮哉！海上大阅兵！
壮哉！扬帆新航程！

壮哉！海上大阅兵

▲▲44月月2323日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这是这是““南昌南昌””号导弹驱逐舰号导弹驱逐舰。。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为中国某新型核潜艇图为中国某新型核潜艇
接受检阅接受检阅。。

◀◀图为图为““辽宁辽宁””号航空母号航空母
舰舰。。

4月23日拍摄的新闻中心媒体公共工作区。
当日，位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新闻中心试运行。新闻中心空间布局规划为综合服务区、媒体公共
工作区、媒体专用工作区、新闻发布区等8大功能区。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新闻中心试运行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 23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
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
的法官法、新修订的检察官法、
关于修改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
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27、28、29 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70 人出席
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 议 表 决 通 过 了 关 于 批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巴多斯关于
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的决定、

关于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
塞拜疆共和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
的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接受贺一诚辞去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
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夏光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
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闭幕，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法官法、检察官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予以公布

新华社青岛 4月 23日电 （记
者李学勇 李宣良 梅世雄） 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 日
上午在青岛集体会见了应邀出席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
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代
表中国政府和军队向出席活动的各
国海军官兵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说，海洋对于人类社会
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
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
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
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
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
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的和平安宁
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要共
同维护，倍加珍惜。中国人民热爱和
平、渴望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
道路。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
策，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新安全观。中国军队始终高举
合作共赢旗帜，致力于营造平等互
信、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
局。海军作为国家海上力量主体，对
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和良好秩序负有
重要责任。大家应该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增进互信，加强海上对话交
流，深化海军务实合作，走互利共赢
的海上安全之路，携手应对各类海
上共同威胁和挑战，合力维护海洋
和平安宁。

习近平指出，当前，以海洋为载
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

等合作日益紧密，中国提出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就是希望
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
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
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福祉。中国军
队愿同各国军队一道，为促进海洋
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表示，我们要像对待生
命一样关爱海洋。中国全面参与联
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
则制定与实施，落实海洋可持续发
展目标。中国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持续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
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
资源有序开发利用，为子孙后代留
下一片碧海蓝天。中国海军将一如
既往同各国海军加强交流合作，积
极履行国际责任义务，保障国际航
道安全，努力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
全产品。

习近平说，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国家间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
量，不能动辄就诉诸武力或以武力
相威胁。各国应坚持平等协商，完善
危机沟通机制，加强区域安全合作，
推动涉海分歧妥善解决。这次多国
海军活动，将召开以“构建海洋命运
共同体”为主题的高层研讨会，希望
大家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努力为推
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

会见前，习近平同出席海军成
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
团团长合影。

习近平集体会见外方代表团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