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谁掌握了互联网， 谁就把握住了时
代主动权。

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站在人
类历史发展和党和国家全局高度， 科学
分析了信息化变革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
挑战， 高度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网信
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深入阐述了网
络强国战略思想， 系统明确了一系列方
向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对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网信工作作出重要战
略部署。 这是一篇科学回答信息化提出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纲
领性文献，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的行动指南。

互联网是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 ，互
联网快速发展的影响范围之广、 程度之

深，是其他科技成果所难以比拟的。当今
世界，谁能更好认识和把握信息化大势，
谁能更好适应和引领新生产力发展方
向， 谁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变革， 谁就能赢得新的全方位综合国力
竞争。 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
逢的机遇，我们不能有任何迟疑、任何懈
怠，必须将机遇紧紧抓在手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互联网、发展互联网、
治理互联网，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
道，形成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指引我国
网信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从建设网络
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 到我国数字经济
规模跃居全球第二，再到网上交易、手机
支付、 共享出行等新技术新应用广泛普
及， 充分表明党中央关于加强党对网信
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决策和对网信工作
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是完全正确的，

充分表明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对实践的指
导是科学有力的， 充分表明我们党紧紧
抓住了信息化为我国抢占新一轮发展制
高点、 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的有利
契机。

网络强国战略思想， 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做好网信工作的根本遵循。在这次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用“五个明确”高
度概括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 明确网信
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
位，明确网络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明确
网络强国建设的原则要求， 明确互联网
发展治理的国际主张， 明确做好网信工
作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
活的时代，互联网还没有出现，对于这些
问题，他们不可能给出具体答案。网络强
国战略思想， 是我们党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和实践创新的科学成果， 是充分运用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信息化提出
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创造性回答， 必须
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

“纷繁世事多元应， 击鼓催征稳驭
舟”。面对信息化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党中央第一次召开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工作会议进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就加
强网上正面宣传，维护网络安全，推动信
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发挥信息化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主动参与网络空间
国际治理进程等重大问题给出答案、指明
方向，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远见卓识和对机遇的把握能力、对
挑战的驾驭能力。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奋力推进网络强
国建设， 我们就一定能把握时代主动权，
赢得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载4月22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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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网络强国战略思想
——— 一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网信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朝鲜宣布中止核导试验
半岛局势转圜再添利好

宣布中止核导试验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全会

并作报告。他表示，核武器及运输打击
手段的开发事业都已科学进行，在实现
核武器兵器化已经得到验证的条件下，

“朝鲜不再需要任何核试验和中远程及
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北部核试验场也完
成了自己的使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表示，朝方
有关决定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半岛局势，
有助于推动半岛无核化和半岛问题政
治解决进程。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表声明称之
为“有意义的进展”，为即将举行的韩
朝、朝美首脑会晤取得成功创造了“非
常积极的环境”。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
天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 这对
朝鲜和全世界都是“非常好的消息”。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浩荣认为， 朝鲜此次宣布中止核导
试验， 是按照自己有关核武建设的战
略部署来行事。 经过这几年的核武建
设， 朝鲜现在自认为已经不需要再进
行核导试验。

重心转入经济建设
会议决定，要对朝鲜的人力物力资

源进行总动员，集中全力投入到发展社
会主义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斗
争中。而为了能够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维护朝鲜半岛
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朝鲜将积极与周边
国家以及国际社会进行密切联系与对
话。

高浩荣认为，过去5年，朝鲜主要把
精力放在核武建设上，经济建设相对比
较滞后。既然朝方认为核武建设已经完

成，现在则需要转向经济建设。综合考
虑国内外形势发展，朝鲜此次宣布中止
核导试验，一个重要考量是为经济建设
创造和平宽松的外部环境。

局势有望实现转圜
朝韩双方此前商定，4月27日在板

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韩朝
首脑会晤。此外，特朗普此前对媒体表
示， 他与金正恩将在5月或6月初会面，
但具体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梁亚滨表示，
朝方宣布中止核导试验为朝韩、朝美首
脑会谈创造了良好氛围，也有利于半岛
的和平稳定，是朝着最终弃核的关键一
步。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朝鲜目前宣
布的举措相当于“冻结”，而美国一直主
张要的不是“冻结”，而是“退回”。

高浩荣认为，去年朝鲜半岛局势紧
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鲜不断进行核
试验， 现在朝鲜宣布中止核导试验，半
岛局势有望实现转圜。现在问题的关键
是如何真正实现无核化，这是朝美之间
亟需解决的难题。

（据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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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朝中社21日报道，20日
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自
2018年4月21日起， 朝鲜将中
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并废弃北部核试验场。分析人士
指出，朝方这一举措为半岛和平
稳定再添利好因素。 与此同时，
朝鲜宣称已完成核武建设，半岛
无核化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 � � � 1925年8月，青岛。病榻
上的青年，面貌英挺、身材清
癯，却已是病入膏肓。他想说
话却不时被剧烈的咳嗽打
断，咳出来的是一口口鲜血。
前来探视的同道友好， 见到
这一幕不禁潸然泪下。 青年
并不讨论自己的病情。 在弥
留之际， 他向身边的同志留
下遗嘱：“希望全体同志好好
工作， 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
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
实现而奋斗到底。”

他就是王尽美，中国共
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今年是王尽美诞生120周年，但他生命的刻度永远停在了27
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辞世的一位。

“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
乔有看沧桑。”这是王尽美写于1918年的一首小诗。那一年他刚满
20岁，刚刚在家乡考取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王尽美在泉城求学期间，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
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成立后，他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11月，他与邓恩铭等发起
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
麓下看沧桑。”这是王尽美最为著名的《肇在造化———赠友人》。王
尽美，原名王瑞俊。1921年在写下这首短诗后，他便将“尽美”变作
自己的名字，来彰显自己的志向与主义。那就是为全人类实现尽
善尽美的社会理想。

也是在这一年，他与邓恩铭作为济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
代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沪上归来的王
尽美，转身投入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在中共中央代表的指导
下，他在山东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担任书记。1922年1月，
他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
会。同年7月，他再赴上海出席党的二大。他所参与起草的《劳动法
大纲》，成为这一时期党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长期的忘我工作与
艰苦生活，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结核病。即便如此，他依然抱病组织
领导胶济铁路全线、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等，直至在工作的最前
线溘然而逝。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
恩铭不老松。”1961年，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挥笔写下了这
首《忆王尽美同志》，追忆英年早逝的革命战友。

在王尽美的家乡，今天的山东省诸城市，一座王尽美烈士纪
念馆承载着当地百姓对他的思念与牵挂。

（据新华社济南4月21日电）

王尽美：
三首小诗与27年人生

� � � �王尽美像

� � � �据新华社杭州4月21日电 阿里巴巴集团20日宣布， 全资收
购中国大陆唯一的自主嵌入式CPU� IP� Core公司———中天微系
统有限公司。对此，阿里巴巴集团技术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收购
基于阿里对芯片领域的长期关注和自身业务需求，并且希望借此
收购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芯片竞争“新赛道”上，提升中国芯片
竞争力。公开资料显示，杭州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
目前，该公司已成为当前我国极少数基于自主指令架构研发嵌入
式CPU并实现大规模量产的CPU供应商。

阿里全资收购中天微

� � � �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记者 陈昊 通
讯员 向晓玲 李常）近日，中国足协发布
了2018年全国女足精英球员第一期集训
名单， 来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
县年仅13岁的李嘉璇榜上有名， 成为该
县培养输送的首位“国字号” 足球运动
员。

李嘉璇就读于泸溪县白沙小学，
该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大抓校园足球文化，将足球体能
训练和技术训练纳入每周必修课，小
嘉璇正是在这种浓厚的校园足球氛围
中接触、爱上足球并最终脱颖而出的。
2017年4月，李嘉璇通过湖南女子足球
队“未来之星”选拔，后又入选省U14女
子足球队。今年2至3月，在成都举行的
全国女子足球U14春季训练营中，李嘉
璇的表现更是得到国家队教练员的一
致好评。

为推进校园足球开展， 该县先后新
建标准化足球运动场6个，组建了中小学
生足球队10支，7所学校被评为“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条件的学校
挑选了具有专业素养、 责任心强的教师
担任足球教练，组建足球队、兴趣组。

校园足球结硕果

泸溪有了首位
女足“国字号”运动员

� � � �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 （记者 蔡矜
宜） 在今天进行的中乙第四轮比赛中，
湖南湘涛华莱队主场3比2战胜深圳雷
曼队，2胜2平积8分排名南区第五位。

中乙前三轮， 湘涛队胜苏州队，平
海南、云南队保持不败，而上赛季南区
榜首深圳雷曼则遭遇三连平战绩。本场
比赛开场仅两分钟，庄佳杰的闪电破门
就为湘涛队梦幻开局。随后，深圳队曾
两度追平比分，好在老将刘帅的梅开二
度， 最终帮助湘涛队在主场再胜深圳
队。

作为球队新援，庄佳杰本赛季已攻
入4球，表现可圈可点，老将刘帅也宝刀
未老有3球入账， 一老一新成为球队目
前保持不败的两大功臣。下一轮，湘涛
队将迎来硬仗， 他们将于4月28日做客
成都， 挑战目前南区榜首的四川安纳
队。

3比2胜深圳雷曼

湘涛中乙延续不败

下期奖池：5283900535.62（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04 7 6 7
排列 5 18104 7 6 7 4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045 02 05 20 30 35 05+0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4

4

10000000 40000000

76923041923076

� � � � 4月21日，无人驾驶巴士
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附
近路面上行驶。

当日， 中国首款商用级
无人驾驶巴士在首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主会场———福州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亮相。峰
会期间， 该巴士将面向公众
开放试乘体验。

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将于4月22日至24日在福建
省福州市举办，主题为“以信
息化驱动现代化， 加快建设
数字中国”。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中国首款商用级无人驾驶巴士开放试乘

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