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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记者
朱超）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7 日证
实，经检察机关批准，北京市国家
安全局以涉嫌间谍犯罪依法对澳大
利亚籍人员杨军执行逮捕。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澳大利亚政府今天称，澳籍作
家杨军因涉嫌间谍活动被中方正式
逮捕，目前关押条件很差。澳方言
论是否是在干涉中国内政？

耿爽表示，经检察机关批准，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于 8 月 23 日以涉
嫌间谍犯罪依法对澳大利亚籍人员
杨军执行逮捕。“目前，此案正在进
一步办理当中。中国国家安全机关
依法办案，充分保障杨军的各项权
利。杨军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中方对澳方就该案发表声明表
示强烈不满。”耿爽强调，“中国是
法治国家。澳方应切实尊重中国司
法主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中方
依法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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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
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军
队……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这是 1934
年红军印发的 《什么是红军》 传单上的内容。
一张红纸上，476个字清晰可辨。每每读起，李
登科都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李登科是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的农民，他
的爷爷李玉才是一位老红军。“奶奶经常给我
讲，所以我记在心里面。当年红25军来我们这
发展红色政权，爷爷知道红军是为穷人翻身
的，坚决参加了红军。”李登科告诉记者，爷爷
脑筋比较灵活，表现突出，三四个月后就被任
命为特务班副班长。

1935年，李玉才回家的时候，遭到地方反
动民团的抓捕。他将缝到衣服里的红军传单撕
下来交给妻子刘立英，反复交代她：“红军是给
穷人打天下的，你要相信红军。”“你要拿生命
担保，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要保护好它。”

刘立英虽不识字，不知道传单上写的什
么，但她知道红军是好人，这是红军发的传
单，便决心将它保存下去。“小时候我见过奶奶
身上的伤疤，多少次拷打和审问，她都没承认

过。”李登科说。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在国民党反动军队

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反复搜查中，刘立英将这张
传单夹在家谱里，藏到房檐上，严密保存，即
使经受严刑拷打也没交出来。如今，李登科家
里保留着一张原比例的红军传单复制件，这是
他家的传家之宝；传单原件则保存在郧西县档
案馆，成了县里的宝贝。

郧西，地处鄂豫陕交界处，南临汉江天
险，北靠秦岭山脉。原郧西县史志办主任李仁
喜告诉记者：红 25 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后，来此时力量薄弱，先召开了郧西会议，做
出了建立新的根据地、迅速扩大红军等决定，
随后又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军民大会，说明红25
军为什么到此来、红军是怎样的军队等，许多
人当天就参加了红军。

据统计，郧西县2409名烈士中，半数以上
是在保护红军、支援红军中牺牲的。正是有了
当地穷苦百姓的支持，红25军在鄂豫陕革命根
据地充实了力量，来时部队 2500 余人，只用 7
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包括地方游击师、抗捐
军在内的6000多人。

郧西县关防乡二天门村前村支书贾开化
说：当时二天门村78户有76人参军，最多的一
家五口全部参军。“当年红 25 军来时，没到老
百姓房子里去，大家知道红军是文明的军队，
是穷人自己的军队。”

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这句话也一直在
郧西县村民丁祥根的嘴边重复。丁祥根的爷爷
丁敬礼就是在军民大会当天参加了红军组织的

“抗捐队”，后成为地方游击队的骨干成员，最
终却牺牲在反动民团手中。丁敬礼读过书，曾
任过镇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委员，红军发布的政
策和主张，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便自己编了
一首歌，走村串户地唱给大家听。

“打富救贫，打富救贫，我们有了自己的土
地自己能享受，吃得饱穿得暖，红军是穷人自
己的军队……”如今，丁祥根仍然记着几句歌
词，他这样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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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军 传 单 ，用 生 命 守 护
本报记者 叶 子

本报北京8月27日电（记者陈
劲松） 日前，中国作家协会 《诗
刊》社第36届“青春诗会”新闻发
布会和闽东诗群研讨会在京举行。
第36届“青春诗会”将于2020年夏
季在福建宁德霞浦县举行，为期 5
天的诗会将聚集全国优秀诗人和诗
歌评论家到霞浦，加强诗歌交流互
动，丰富闽东文化内涵。诗会由

《诗刊》社、福建省作家协会、中共
宁德市委宣传部、宁德市文联、中

共霞浦县委、霞浦县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

闽东诗群研讨会上，谢冕、梁
鸿鹰、刘福春、王光明等著名诗
人、诗歌评论家对闽东诗群这一独
特的地域文学现象进行分析与探
讨。中共宁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
彪介绍宁德市情及闽东诗群情况，
霞浦县县长颜谋元介绍承办等情
况。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
主席吉狄马加发来贺信。

第36届“青春诗会”花落霞浦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正式发布。其中对深圳有五大战略定
位，其中之一就是法治城市示范。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彭伶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对优良的营商环境来说，法治是其重
要内涵，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是其重要特
征。而法治又是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重
要保障，因此，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用足用好立法权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意见》明确提出了 5个“率先”，其中第二个“率先”
就是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

“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是实现
‘法治城市示范’战略定位的必然要求。而深圳要
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必须要有法治作为保障。”
彭伶表示，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
将深圳打造成为法治城市示范，是推动深圳成为

“高质量发展高地”“可持续发展先锋”的坚实保
障和强大助力，是深圳成为“城市文明典范”“民
生幸福标杆”的坚强基础和评价指标。

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是一大亮点。《意
见》 要求在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
前提下，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
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

1992 年，中央正式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
权。截至目前，深圳市共制定法规229件，现行有
效法规168件，其中经济特区法规130件。“‘急用
先立，先行先试’是深圳立法的重要原则。经济
特区立法权为深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也
积累了经验。而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问题先学
法，制定决策遵循法，解决问题依照法，已经成
为深圳特区治理与发展的有效模式。”彭伶说。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毛寿龙认
为，深圳是外向型经济，如何把国际上一些法律
原则与本地的法律资源进行对接，促进高水平开
放，是深圳要面临的课题。这其中经济特区立法
权就可以发挥作用，先行先试。

打造服务型政府

“深圳90”“不见面审批”“秒批”这些热词近
年来和深圳一直联系在一起，这是深圳在政务改
革上一次又一次的创新，对提升政府效率，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有着重要推动作用。《意见》 要求，
优化政府管理和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立群表示，推进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是处理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优化政府管理和服务非
常重要。这涉及到市场的开放、公平、有序等多个
方面水平的提高。“市场体系的完善，很大程度取决
于政府职能转变和相应职能的提高和完善。”

围绕优化政府管理和服务，《意见》也提出了
很多措施。

——完善企业破产制度。对于构建良好的营
商环境，公平高效的制度环境是重中之重，其中
完善企业破产制度就是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以厘
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张立群表示，完善企业破
产制度，是完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作用的关键环
节，是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必
不可少的制度安排。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责
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龙朝晖表示，“负面清单”是从企业工商管理改革
切入，打破许可制和审批制，扩大了企业自主权
和创新空间。“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从政府行政
体制改革切入，规范政府权力，做出明细界定，也明
确政府的责任。“通过三个清单，使政府看得见的

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
施展得到更清晰的界定。如果说权力清单是针对
政府乱作为，那么责任清单则是针对政府不作
为，而负面清单让市场主体有作为。”龙朝晖说。

社会治理智慧化

3月18日，深圳地铁、出租车、机场大巴等交
通场景上线深圳区块链电子发票功能。过去因为
公共交通细碎、票额小等开具发票的烦恼将随着
区块链电子发票的上线逐步得到解决。只需要在
手机上点击几下，发票就可以开出，还可以发送
到邮箱等，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更加省心。

这只是深圳市智慧城市建设的缩影，随着大数
据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深圳
市的社会治理将更加智能化专业化。这也是《意
见》要求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内容。

毗邻香港是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初发展速度快
的重要因素，如今国家确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战
略，深圳又一次赢得了发展机遇。《意见》也明确
支持深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

腾讯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
示，腾讯扎根于深圳，20 年来的发展离不开兴办
经济特区等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带来的红利，离不
开深圳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艰苦奋斗”精
神。“当前，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正在推动深圳各行
业的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升级，腾讯将结合自身应
用型创新优势，帮助产业与消费者形成更具开放
性的新型连接生态，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
深圳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地的进程中扮演好‘数字
化助手’角色。”该负责人表示。

而早在2015年，腾讯就与深圳市签署了推进智
慧城市发展的战略合作协议，深圳市在利用云计算
和大数据提升政府决策和城市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
性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城市信息安全能力建设。

用法治为一流营商环境护航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解读之二

本报记者 张一琪 韩维正

据新华社郑州8月27日电（记
者刘怀丕） 记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
悉，27 日，郑州机场开通郑州-吉
隆坡跨境电商专线货运包机。该航
线往返班期为每周三班，由波音
757-200F机型执飞，载重量每班25
吨，包机当天往返。

郑州-吉隆坡跨境电商专线货
运包机首航当天往返舱位货品总量
接近50吨。包机全年计划出口货物
以跨境电商贸易产品为主，首班全

部是电商平台货物；进口货物主要
为社群跨境团购水果和海鲜，首班
进港为水果包机，全部运的是东南
亚“猫山王”榴莲，计划以后运输
龙虾、山竹、香蕉等。

据悉，郑州-吉隆坡跨境电商
专线的开通，打通了中部地区到东
南亚的航空货运，填补了郑州跨境
电商出口东南亚货运航线的空白，
为河南乃至周边地区跨境电商商品
出境打开了一个重要的通道。

“郑州—吉隆坡”电商包机开通

本报北京8月27日电（记者严
冰） 今日，第 14 届莫斯科航展于莫
斯科东南郊茹科夫斯基空军基地隆
重拉开帷幕。中国作为主宾国以“中
国馆”形式联合参展。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围绕军机、民机、航电
系统、航空复合材料等四条主线共组
织10大类15项重点航空产品和专业
装备系统亮相，集中展示了其创新科
技、产品和服务能力。其中，我国自

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首次走出国门，“翼龙”Ⅱ无人机首次
亮相莫斯科航展，这也是“翼龙”无人
机首次成系列参加莫斯科航展。

作为独联体国家最大的航展，莫
斯科航展是国际航空工业、航空科技
界开放的重要交流平台，也是中俄两
国航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自
2009 年首次参加莫斯科航展，中国
航空工业已连续第六次参展。

中国航空工业亮相莫斯科航展

走进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

8月 26日上午，北京瑞思学员 12名“文化智愿者”走进北京俄罗
斯文化中心参观交流，小学员们参观俄罗斯画展，学习俄罗斯舞蹈，
体验俄罗斯文化的魅力。

图为中心工作人员与小学员交流互动。 郭幸福摄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长征源合唱团，由于都县160余名红军后代组成，自2010年11月组建以来，足迹遍及北京、广东、山东、陕西、贵州、福
建、上海等地，举办公益演出近300场。图为8月27日，合唱团的部分成员在于都长征渡口演唱红色经典歌曲《长征组歌》。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敲 锣 打 鼓 迎 功 臣

8月 27日，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的村民们聚集在街道两旁，敲锣
打鼓迎接回到家乡的立功英雄王宝虎 （左二）。王宝虎刚刚荣获武警部
队第22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荣誉称号。

刘春辉、钱志强摄影报道 （人民视觉）

红 军 后 代 唱 长 征红 军 后 代 唱 长 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