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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记
者陈菲） 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在同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的54位全国人大代表座谈
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支持和
保障代表履职的重要意义，尊重代

表、服务代表、接受代表监督，把
联系人大代表、发挥代表作用等工
作做得更好，充分彰显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优势和特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代表们踊跃发言，介
绍履职情况和经验，对人大工作和其
他方面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本报北京4月21日电（记者孙
懿）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
会议21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
出席。

艾力更·依明巴海副委员长主持
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 171 人出席
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生态环境部部长李
干杰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2018年
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任马晓伟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
于医师队伍管理情况和执业医师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农业农村部部长韩
长赋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乡村产
业发展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作的关于研究处理对解决执行
难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

栗战书出席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次会议二次全会

栗战书同部分人大代表座谈

本报北京4月21日电（记者王
比学）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九次委员长会议21日下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
鹰向会议作了关于新增人事任免事
项的汇报。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人事

任免事项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
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
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
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
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
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栗战书主持委员长会议

本报北京 4月 20 日电 （张晓
东） 4 月 20 日，由中国和俄罗斯两
国师范类高校最高学府——北京师
范大学、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联合
主办、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
北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北师大外
文学院俄文系、中俄师范类高校联
盟共同承办的“奔向莫斯科”俄语
奥林匹克竞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
开幕。来自全国15所师范大学的近
百名学子，将通过紧张、活泼的赛
制环节，赛出自己的俄语水平，赢
取赴莫斯科留学的席位。

开幕式由北师大俄罗斯研究中
心主任刘娟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副
校长周作宇、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

主任梅尔尼科娃、莫斯科国立师范
大学语言学院副院长萨拉帕斯在开
幕式上致以热情洋溢的贺词。周作
宇副校长指出，北京师范大学一贯
高度重视俄罗斯研究工作，目前已
经形成了“一个中心 （俄罗斯研究
中 心）、 一 份 期 刊 （《俄 罗 斯 文
艺》）、一个联盟 （中俄师范类高校
联盟）、一系列活动”的蓬勃发展的
局面。这首先要得益于北师大俄罗
斯研究中心的全力投入与热情工
作。令人惊喜的是，在俄罗斯研究
中心的推动下，这项赛事“两地开
花”：“奔向北京”中文奥林匹克竞
赛从今年开始将在莫斯科师范大学
举办。

“奔向莫斯科”俄语奥赛开幕“奔向莫斯科”俄语奥赛开幕

这是穿越百年的夙愿，这是走向深蓝的远航。
从长江之畔的村庄起步，一路穿越溪流江

河，一路涉过激流险滩，奔向大海，拥抱大洋。
航空母舰接续下水，新型战舰批量入列，转

型建设硕果累累，海上维权实现历史性突破……
在中国海防建设史上，海军的阵容从来没有像现
在这样威武雄壮。

70 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新时代崭新征程气
壮山河。

辉煌启航

1949年1月，在西柏坡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
泽东作出一项历史性决定：应当组成一支保卫沿
海沿江的海军。

1949 年 4 月 23 日，伴随着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的胜利凯歌，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诞
生，中华民族开启了向海图强的新篇章。

“4月23日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今年已经
93 岁的东海舰队原副参谋长黄胜天，是目前唯一
健在的海军初创见证人。老人清晰记得，就在南
京解放的当天下午，党中央、中央军委下令三野
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华东军区海军，任命张爱
萍为司令员兼政委。

“海军成立时的全班人马，加上张爱萍一共才
13个人，5名干部、8名战士。”黄胜天说，这大概
是世界上最小的一支海军了。

今天，陈列在白马庙海军诞生地纪念馆中的
665 张历史照片、164 件珍贵文物、383 份文献史
料，清晰记录着人民海军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的
峥嵘岁月。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几乎从
零起步的人民海军走上了建设发展的快车道——

1949 年 8 月 15 日，华东军区海军在南京成立
海军学校；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上，第一支海军
受阅部队接受检阅；

1949 年 11 月 8 日，第一期 3500 余名学员结业
后上舰，成为海军第一批骨干力量；

1950 年春节，已修复、改装大小舰艇近百
艘，海军有官兵无舰艇的局面初步扭转；

1950 年 4 月 23 日，华东军区海军成立一周年
暨军舰命名授旗典礼，为134艘舰艇命名、授旗。

1955年1月，海军配合陆军、空军解放一江山
岛，这是我军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

70 年来，在战火中成长壮大的人民海军，已
经成为一支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
的海上钢铁长城。

精彩跨越

临沂舰、黄冈舰、烟台舰等新型导弹护卫舰
密集下水，昆明舰、合肥舰、西宁舰等新型导弹
驱逐舰陆续入列，首艘国产航母、新型万吨级驱
逐舰首舰先后举行下水仪式……

近年来，媒体经常用“像下饺子一般”来形
容中国海军新型舰艇的列装速度。

在不断“刷屏”的新闻背后，是中国海军主
战装备成建制更新换代的大跨步飞跃。

“新型舰艇纷纷入列，反映的是国家实力为军
队建设提供的强大支撑。”全国人大代表、海军岳
阳舰舰长赵岩泉说。

曾几何时，中国海军还过着“新三年旧三
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紧日子，但在过去的几
年间，海军先后入列一大批新型武器装备，已基
本形成二代为主体、三代为骨干的主战装备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海军聚焦新时代使命任
务，核心军事能力大幅提升，主战武器装备更新换
代，现代后勤建设不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务实高
效，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大踏步前进。

从2009年到2019年的短短10年间，人民海军
新型主战舰艇数量，已从十位数向百位数递增。
国际军事观察家评价，这 10年，人民海军装备的
发展变化，超过了以前半个世纪。

新型导弹驱逐舰入列，人民海军水面战斗舰
艇区域防空能力有了质的飞越；

新型万吨级登陆舰入列，人民海军开始具备
整建制投送两栖作战力量的能力；

新型导弹护卫舰入列，成为执行远海任务的
中坚力量……

还有歼-15 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新型战斗
机、预警机、反潜巡逻机整建制改装，新型导
弹、鱼雷实现战斗部署……

人民海军装备自主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越
走越稳，发展受制于人越来越少；人民海军装备
体系越来越完备，攻防短板越来越少。

2012 年 9 月 25 日，辽宁舰正式入列。电视机
前，黄胜天热泪横流，感慨万端：“中华民族的航
母梦已经做了近百年了，海军官兵盼望航母也盼
了半个多世纪。”

深蓝召唤

强军之要在胜战。
面对大量新型装备的列装，海军加快提升水

面舰艇、潜艇、航空兵、陆战队和岸防部队等多
兵种的联合作战能力，带有实战化背景、突出全

要素合成的海空联合演练成为一种常态。
今年1月，由海军合肥舰、运城舰、长白山舰

和洪湖舰组成的远海训练编队，在南海、西太平
洋等海域进行远海联合训练后返回湛江军港。

34天、10000海里……如今，对于海军舰艇来
说，这样的出岛链训练演练早已是“家常便饭”。

驱船闯大洋，砺剑海天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军建设发展进入了“黄金

时期”。从东海、南海再到太平洋，从空中、水面再
到水下，人民海军的舰艇编队、航空兵一次次突破
岛链，一系列实战化课题在远海大洋轮番上演。

能力，在淬火磨砺中显著增强；转型，在蹄
疾步稳中加速推进。

从操作小船小艇到驾驭艨艟巨舰，随着装备的
更新换代，海军指挥员能力素质也“水涨船高”。

上百名全训合格的舰艇长踏浪大洋，80%以上
的师团级指挥员经历了远海风浪“洗礼”，一支全
新的人民海军正在从容拥抱大洋、走向世界。

海军强，海权兴，国运昌。

和平担当

出东海、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跨越印度
洋……4月上旬，由西安舰、安阳舰、高邮湖舰组
成的海军第32批护航编队向亚丁湾高速航行。

600多年前，沿着这条航线，郑和的船队抵达
东非、红海。34 年前，也是沿着这条航线，人民
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走出国门，访问巴基斯坦、斯
里兰卡、孟加拉国。

古老航线集聚中国力量，浩瀚大洋彰显大国
担当。中国海军 32 批护航编队接力奔赴亚丁湾，
维护世界和平之心一如往昔。

“我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如需帮助，请在16频
道呼叫我。”11年间，这条以汉英两种语言播发的通
告从未间断，已然成为航经中外商船的“平安之音”。

据海军参谋部统计，自 2008年 12月中国海军
执行首批护航任务以来，共为 6600 余艘次中外船
舶护航，助力亚丁湾、索马里这个世界上“最危
险海域”重新成为“黄金航道”。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海
外撤侨、远航访问、海外医疗服务、国际救援等
兵力行动“含金量”不断提高，展示了开放、自
信、和平的大国海军形象。人民海军走向世界，
意味着世界多了一支维护和平的坚定力量。

“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
伟大号召，必将激励站上强军兴军新征程的人民
海军，创造新的伟大奇迹。

（据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记者李学勇、樊
永强、黎云）

向 着 深 蓝 出 发向 着 深 蓝 出 发
——献给人民海军成立献给人民海军成立7070周年周年

近日，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2019 年毕业生
预计达到834万，将再创毕业生人数新高。

《关于做好2019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要求，要把“稳就业”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
和更充分就业。为保障毕业生平稳就业，各地也
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应届毕业生无论是选择
求职就业、创新创业，还是选择到基层工作，都
能得到更多保障。

保障平稳就业

前不久，北京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张怡已经拿
到一份录用通知。“我曾经一度担心在春招时会被
用人单位问及婚恋情况，担心碰到对女性求职者
的隐形歧视。但所幸并没出现这样的情况。”张怡
对笔者坦言。

为保障毕业生享有平等的求职权利，今年 2
月，人社部等9部委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
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其中强调，各类用人单
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拟定招聘计划、发布招
聘信息、招用人员过程中，不得有限定性别 （国
家规定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等情况除外） 或性

别优先、询问妇女婚育情况等行为。
今年，广东省对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实行就业择业期政策。“新的就业择业期政策从 4
月8日就已经开始实行了。这意味着从我们这一批
本硕毕业生开始，毕业两年内都能够和应届生享
受同等待遇，博士师兄师姐甚至可以享受五年。”
今年毕业的广东学子付文说。

支持创业热情

“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机器人，已经在谈合作
准备投产了。”今年年初，在武汉街道口孵化基地
中，武汉大学的王同学与团队成员终于设计出属
于自己的产品。在毕业季来临之前，他们就已经
通过当地政策和学校提供的环境，实现了自己的
想法。

除了选择就业，毕业时选择自主创业的同学
也很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表
示，要加强扶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力度。如
加强创业培训，加大创业担保贷款的支持，实施
创业补贴政策，提供咨询辅导、项目孵化、场地
支持等一揽子创业服务。

为鼓励学生们的创业热情，拓展就业新渠

道，各地也纷纷出招。对毕业两年以内的本市户
籍高校毕业生，上海市新增了首次创业一次性
8000 元补贴政策。四川省则鼓励引导天使基金、
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等社会资本支持大学生
创新创业。

鼓励走进基层

《关于做好2019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
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中明确，2019年全国招募2.7
万名“三支一扶”人员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

（水利）、支医和扶贫等服务，为基层各项事业发
展提供人才支持。

学医的胡建南已经做好准备前往基层乡村。
“没想好自己毕业能做什么的时候，看到了辅导员
发的‘三支一扶’通知。我就突然想，我是从农
村出来的，回去为农村做点事也挺好。”

为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
作，江苏省做出了许多健全高校毕业生在基层成
长成才的保障措施。其中包括建立体现基层一线
专业技术人才工作实际特点的职称评价标准，合
理设置评审条件，对论文、科研、外语、计算机
应用等不作硬性要求。

为834万毕业生就业保驾护航
李 贞 刘山山 刘瑞祺

洛南：郁金香园区迎客

4月 21日，地处秦岭大山深处的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首届郁金香
大型园区开门迎客。图为游客在赏花游园。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今年 4 月 22 日是第 50 个世
界地球日，主题为“珍爱美丽地
球 守护自然资源”。

4月21日，位于浙江省湖州
市的长兴金钉子地质博物馆内，
来自槐坎中心幼儿园、小学的孩
子们在专业老师的讲解、指导下
了解地球知识，探索地质奥秘。

吴 拯摄 （人民视觉）

博物馆里
看地球

据新华社科伦坡 4月 21 日电
斯里兰卡多地21日遭遇连环爆炸袭
击，已有 207 人死亡、470 人受伤。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当天证实，
两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中遇难。

当地时间21日8时许开始，斯里
兰卡接连发生8起爆炸，地点包括位
于首都的科伦坡香格里拉大酒店、肉
桂大酒店、金斯伯里大酒店和科伦坡
代希瓦勒动物园附近一家酒店，位于
科伦坡市内的圣安东尼教堂、位于市
郊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位于东部城
市拜蒂克洛的一座教堂和科伦坡德
曼塔戈达地区一处住宅区。

斯里兰卡警方消息说，目前系
列爆炸已造成 207 人死亡，其中包
括 35 名外国人，另有 470 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当晚报道，死亡人数已
上升至228人。

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证实，两

名中国公民在爆炸中遇难，受伤中
国公民人数正在进一步核实。使馆
已启动应急机制，并提醒在斯中国
公民注意人身安全。

斯里兰卡当局宣布，从当地时
间21日18时至22日早6时，斯里兰
卡全岛实施宵禁。截至目前，斯警
方已逮捕 7 名爆炸案嫌疑人，并表
示将进一步调查。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
这一系列爆炸事件。斯里兰卡当局
表示，这一系列爆炸中大部分都是
自杀式袭击。斯里兰卡国防国务部
长鲁万·维杰瓦德纳表示，当天的袭
击是“恐怖袭击”。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呼吁民
众保持镇静，不要轻信未经权威部
门证实的消息，并表示警方和军方
正在进行调查，请民众配合。

（参与记者：唐璐、朱瑞卿）

斯里兰卡连环爆炸致200余人身亡
两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中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