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瑜拟参访港澳深厦
新华社北京 3月 4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安

峰山 4日应询表示，高雄市长韩国瑜拟于 3月
22日至 28日率高雄市参访团到香港、澳门、深
圳、厦门等地参访，开展交流合作。我们欢迎并
支持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开展两岸城市
交流合作，共同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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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做好基层宣讲工作
全市党委中心组学习和基层理

论宣讲经验交流会举行，尹弘出席
本报讯（记者 洪俊杰）全市党委中心组学

习和基层理论宣讲经验交流会昨天下午举行。

市委副书记尹弘出席并指出， 全市各级党委
（党组）要突出政治学习，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坚持
好、运用好、完善好中心组学习制度，不断提高
中心组学习的质量、水平、成效。

尹弘指出，要坚持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统
揽中心组学习，在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
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上下功夫。坚
持把夯实思想根基作为中心组学习的根本任
务，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坚持系统
学、跟进学、联系实际学，不断提高应对重大挑
战、抵御重大风险、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

尹弘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感，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引向深入。要
把中心组学习同落实好国家发展战略、完成好
先行先试任务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工作的科学
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守正创新，全
面推进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坚持联
系实际、分类分层，把“大道理”转化为“小故
事”，进一步做好基层宣讲工作。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主持会议。

会上宣布了有关表彰决定。 浦东新区区委、长
宁区委、虹口区委、奉贤区委、市教卫工作党
委、嘉定区委宣传部作交流发言。

代表建议委员提案分办完毕
本报讯（记者 陈琼珂）记者从昨天召开的

上海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会
议上获悉，今年本市“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
提出代表建议 906 件、 市政协委员提出提案
805件，目前已分办完毕。

今年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体现出量增质
升的特点。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建议和政协提
案总数达 1711件， 比 2018年同期的 1487件
增加 15.1%。其中，人大代表建议共有 906件，

城市建设管理方面的建议有 278 件， 最受关
注。相关政协提案 805件，社会建设、经济建设
方面的提案占比较大。

目前， 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已分办完毕。

市政府办公厅会同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市
政协提案委，按照“谁主管、谁主办，谁牵头、谁
主办，指定谁、谁主办”的原则逐一明确主会办
单位。其中，代表建议和提案承办量较大的部
门是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
局、市公安局等。

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寅
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负
春、市政协副主席李逸平出席。

29届华交会落下帷幕
本报讯（记者 吴卫群）昨天，第 29届华东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华
交会，展览规模、到会客商均略有增长, 出口成
交与上届基本持平。本届华交会招展总规模为
12.65万平方米，共 11个展馆，较第 28届增加
展览面积 2900 平方米， 展位总数共计 5868

个。本届大会 14个交易团组织近 4000家企业
参展，其中境外参展企业 452家。

采购商和与会人数略有增长。本届华交会
到会境外客商 22757人，比上届增长 2%，来自
111个国家和地区。 进馆与会人数近 8万人次
（含境内1.6万人次）。与会客商排名前10位的国
家和地区依次为：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
湾、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印度和意大利。

出口成交基本持平。本届华交会累计成交
23亿美元，与去年基本持平。成交额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日本、韩国、美国、英
国、法国、中国香港、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俄
罗斯。

扫码重温
“今日中国”

“今日世界”

侠肝义胆除汉奸 马晓云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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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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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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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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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

在攻打王家庄据点时，马晓云不
幸牺牲，时年 38岁。

“爆炸大王”震渤海 陈宝凤
据新华社电 陈宝

凤， 山东高青人，1925

年出生。1941年加入民
兵队参加抗战，曾被选
派到鲁南、胶东学习各
种地雷的特点、 埋法，

掌握了借助地形、地物
埋藏地雷的技巧。194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日军在山
东境内的高苑一带实行
“囚笼” 封锁策略。1941

年底，陈宝凤率领“飞行
爆炸组” 在高苑通往魏家堡的公
路上埋设地雷，炸死日军 4名，炸
毁汽车 1辆。 这次胜利对爆炸组
是一个大大的鼓舞。1942 年春，

陈宝凤在魏家堡附近布下地雷，

炸死修建炮楼的敌人 4名， 迫使
敌人暂停修建炮楼工事。1943年
夏，陈宝凤埋下“连环雷”，炸死十
几名日军、伪军。

在连续遭遇地雷战打击后，

日军被迫派出大批排雷工兵进行
排雷。为此，陈宝凤又成功研制出
“二起雷”，为避免敌人识别，他还
用马蹄、轮胎、布鞋、皮鞋等各类
印膜在埋有地雷的干土上留下痕

迹，让敌人防不胜防，成
功炸死多名排雷工兵。

为了不暴露目标，

陈宝凤埋地雷几乎都选
在晚上。每次埋完雷，他
都会一直守在附近，及
时阻止不知情的群众靠
近。 有时他带的干粮早
已吃光， 但他仍坚持埋
伏在草丛中， 一直到爆
炸任务结束。

1944年 2月，陈宝
凤带病在通往高苑县城

的公路上埋地雷，不慎牺牲，年仅
19 岁。陈宝凤壮烈牺牲后，渤海
军区召开人民武装代表大会，追
认陈宝凤为 “民兵英雄”“特等爆
炸大王”，并决定在全区普遍建立
“大安子爆炸组”，广泛开展“大安
子爆炸运动”。

英雄虽去，精神永存。“爆炸
大王” 的故事一直在当地代代传
颂。 在高青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
的陈宝凤英雄事迹展板前， 参观
者常常驻足观看，深情缅怀。1973

年， 著名国画家乍启典等还绘制
了连环画《丁寨铁西瓜》，陈宝凤
就是主人公丁大安的创作原型。

科创板上市审核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系统准备就绪，保荐机构可申请科创板 EKey证书
本报讯（记者 张杨）近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通过会员专区向各保荐机构发布通知，

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系统已完成开发测试

工作，系统准备就绪。自 3月 4日起，各保荐机
构可向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申请科创板
发行上市审核系统 EKey证书， 用于科创板发

行上市审核系统登录和相关业务办理。

分析人士称，此举标志着科创板发行上市
审核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马晓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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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年前，1963年 3月 5日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
56年前的今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

同志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一个亿万人
民学习雷锋的高潮，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
起。从此,雷锋精神培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
长。3月 5日也成为了学雷锋纪念日。学雷锋
活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持久并卓有成
效地开展起来，涌现出许多学雷锋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精神文明建
设和思想道德建设。

1940 年 12 月 18 日， 雷锋出生在湖南
省望城县安庆乡简家塘村 （现为长沙市雷
锋镇雷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雷锋 1960

年参军, 同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伍
后，他刻苦学习、苦练本领、表现突出，荣立
二等功 1次、三等功 2次。他克己奉公,助人
为乐,为集体、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1962

年 8 月 15 日， 雷锋同志不幸因公殉职，年
仅 22 岁。雷锋同志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
士。

雷锋，因为在工作中勤奋努力，在生活
中热心助人， 成为道德模范和 “助人为乐”

“无私奉献”的代名词。

1963年 1月 7 日， 国防部命名雷锋生
前所在班为 “雷锋班”。1963 年 2 月 7 日，

《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近整版篇幅推出独
家长篇通讯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

并加了编者按。同日配发评论员文章《伟大
的普通一兵》 和一个整版的 《雷锋日记摘
抄》， 以及罗瑞卿总参谋长的题词手迹等，

打破常规， 以空前规模向全国亿万人民全

面介绍普通一兵的事迹、言行、品德、素质
和风貌。 雷锋的伟大， 仿佛一块燃烧的火
炭，迅速燎原到普通中国人的心灵，影响了
几代人的道德观。2月 9日， 总政治部向全
军发出通知， 号召全军开展宣传和学习雷
锋同志模范事迹。

1963年 3月 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

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在头版
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
学习”。 之后每年的 3月 5日也就成了学习
雷锋的纪念日。

2014年 3月 11日， 习近平指出：“雷锋
精神是永恒的。”几天后，习近平来到河南兰
考调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又指

出：“很多东西存在的时间
虽然短暂，但这短暂铸就了
永恒， 焦裕禄精神是这样，

井冈山精神、 延安精神、雷
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
精神都是这样。”

（本报记者 陆军 整理）

这是毛泽东关于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
题词。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2019年 3月 4日，在山东明集镇一家敬老院，志愿者为老人修指甲。在学雷锋纪念日即将
到来之际，多地开展义务劳动、送温暖等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雷锋精神。 新华社发

长五B择机首飞
空间站飞行任务将拉开序幕
今年将发射8到10颗北斗卫星

综合新华社北京 3月 4日电 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 4日透露，我国空间站飞行任务即将拉开
序幕，下半年，空间站核心舱、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
和首飞载荷将先后运往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发射
场合练。后续，择机进行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首飞
任务。

按计划，空间站将于 2022年前后建成，这是我
国长期在轨稳定运行的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全面提
升我国载人航天综合应用效益水平。

据介绍，今年是我国空间站建造任务的关键之
年。目前，空间站核心舱和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五
号 B运载火箭正在抓紧研制生产，将于年底前进行
发射场合练和首飞任务准备工作；执行空间站飞行
任务的航天员也在按计划抓紧选拔训练，核心舱载
荷正在积极开展初样阶段研制，其他各系统都在按
工程总体计划安排抓紧各项工作准备。

在开展空间站研制建设任务的同时， 工程全线
还在抓紧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 新一代载人飞船等
专项预研项目的实施工作， 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方案
研究论证，以及相关关键技术攻关，为载人探索开发
地月空间奠定基础。据了解，2016年 9月 15日发射
入轨的天宫二号目前运行稳定， 正在组织开展在轨
拓展试验和载荷实验，计划今年 7月后受控离轨。

记者 4 日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了
解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今年将继续高密度全球组
网， 计划发射 8—10 颗北斗导航卫星， 完成所有
MEO卫星发射， 进一步完善全球系统星座布局，全
面提升系统服务性能和用户体验。据介绍，自 2018

年底北斗三号工程建成基本系统、开通全球服务以
来，北斗系统运行平稳，经全球范围测试评估，在全
球区域定位精度优于 10米， 在亚太区域定位精度
优于 5米，满足指标要求。

“雪龙”返回北半球
考察成果丰硕
在北半球航行的“雪龙”号（3 月 4

日摄）。

北京时间 3 月 4 日凌晨 3 时 28

分，“雪龙”号极地考察船载着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考队队员， 由东经 107 度 01

分穿越赤道，返回北半球。

新华社发

陈宝凤画像。

新华社发

故宫明年满 600岁
推重磅展品“贺寿”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2020年，紫禁城将满 600岁。故宫人将如何庆
祝它的“大寿”？这个大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在故宫
博物院 4日举行的发布会上有了答案。

“我们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它庆生。”故宫博
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故宫博
物院将推出最好的展览，在最优质舒适的参观环境
中向公众展出———从书画器物、宫廷文化、文人雅
士、节庆风俗、世界文明、考古发现等方面，展现
600 岁的紫禁城和 95 岁的故宫博物院的深沉魅
力。

2019年 3月，“龙凤呈祥———故宫博物院藏龙
凤题材文物展”；2019 年 4 月，“宫廷御医药展”；

2019年 7月，“良渚玉文化展”；2019年 11月的“故
宫文房特展”和“洪武、永乐、宣德瓷器大展”；2020

年 5月，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亮相；2020

年 9月，“《清明上河图》与历代风俗画”展；2020年
12月，“康、雍、乾瓷器大展”……

这一系列持续到 2020年底的展览， 将使紫禁
城绽放出炫目光彩，也会让一直喜爱故宫的观众们
大饱眼福。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通过不断创新的展览和品
种丰富的文创产品，拉近与公众的距离。2018年，故
宫接待观众数量首次突破 1700万。

故宫博物院对观众进行分析后发现了几个新
的趋势———

年轻观众成为参观 “主力”。2018年的观众中，

30岁以下观众占 40%，30—40岁观众占 24%。这些
数据证明，故宫博物院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
目光。

观众参观时长增加。“以前， 很多观众跟着导
游，半个小时就从午门走到了神武门，没有看展览
就直接出去了。”单霁翔说，现在分布在各处的展览
每天都迎来络绎不绝的观众，大家看展览越来越细
致，在故宫博物院流连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淡季参观人数大大增长，实现“旺季不挤、淡季
不淡”。2018年，故宫博物院实行每日限流 8万人措
施的天数达到 76天。刚刚过去的 1、2月，本是参观
淡季，但由于“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的
举办，参观人数同比增加 50%以上，尤其是来参观
的北京市民大幅增长。

观众参观的区域不再集中于“中轴线”附近，更
多新开放区域得到了观众青睐。钟表馆、珍宝馆等
常设专馆参观人数不断增长，2018年的参观人数达
524万人次，比 2013年翻了一番。

“紫禁城建成 600 年来临之际，故宫博物院将
以更深切的情感、更多元的形式、更贴心的服务，

为观众带来最好的文化体验和博物馆之旅。”单霁
翔说。 （新华社北京 3月 4日电）

2月 17日，在 2019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
会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做主题演讲。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