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朝韩首脑会晤将于27日在板
门店南方一侧的 “和平之家”举
行， 这将是朝鲜战争后朝鲜最高
领导人首次踏上韩国土地， 引发
各方高度关注。 在各国专家学者
看来， 即将开启的这次历史性会
晤在多国积极推动下实现， 有望
成为实现半岛和平的起点。

多方促成“热启动”
美国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高级主

任斯坦加龙认为，中、美等国为创造朝
韩首脑会晤的必要氛围做出重大贡献。
没有各方落实安理会涉朝决议、推动对
话实现的一系列努力，今天的好局面就
不会出现。朝韩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展
开的一系列积极互动值得赞许，让半岛
气氛从对抗转为对话。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朝鲜研
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热宾说， 朝韩近
来一系列实际行动说明， 直接当事方
均确信俄罗斯和中国制定的“双暂停”
路线图可以为半岛局势带来积极成果。
如果即将举行的朝韩首脑会晤和朝美
首脑会晤能够取得化解半岛军事冲突
危险，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韩朝、 美朝
关系正常化等实际成果， 则有望实现

在多边协商基础上确立东北亚安全新机
制。

韩国青瓦台前秘书室室长、 第一次
韩朝首脑会晤亲历者朴智元认为， 中方
所倡导的“双暂停”和“双轨并行”等倡议
和思路， 是目前解决半岛问题的最佳方
案。 相信中方在未来半岛问题协商过程
中也将发挥巨大作用。

成果与挑战并存
亚历山大·热宾说，朝韩双方有望在

会晤期间就人道主义援助、离散家属团
聚、经贸合作等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双方
能就双边经贸合作的模式和方法取得共
识，将会促使双方就某些敏感问题达成
妥协，促进半岛无核化。相信双方都会力
争使本次首脑会晤取得成功，推动解决
上述问题。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道下
德成说，朝韩或许会在无核化问题解决
的前提下达成一些合作共识，但这个前
提有赖于朝美会谈结果。未来朝美首脑
会谈最乐观成果是双方就无核化和朝美
关系改善达成原则性共识，但真正实现
共识可能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有望开启半岛和平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迈

克尔·马扎尔认为，此次首脑会晤最重要
的影响是， 如果朝韩领导人在无核化问
题上确立经双方同意的路线图， 并就此
制定更多宏大方案， 这将为接下来的朝
美首脑会晤“奠定基础”。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朝鲜研
究中心研究员康斯坦丁·阿斯莫洛夫
说， 希望此次会晤有助于推动半岛局
势朝着本世纪初实施“阳光政策” 的
态势发展， 双方共同维护和平， 放弃

相互敌对。 目前朝韩双方已暂停在边
界地区相互敌对宣传， 如果这种缓和
趋势能持续下去， 半岛局势将进入回
暖新阶段。

韩国统一部前长官丁世铉说， 这次
会晤可能成为半岛冷战结构解体的起
点。只要会晤进行顺利，朝核问题能通过
对话得到解决， 韩朝关系或将以超出想
象的速度迅速恢复。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图为韩朝首脑会晤巨幅宣传画。 新华社发

5月1日起全国办理
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

5月1日起，全国实行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
一次”制度，确保申请人到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即可完
成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全部手续。

（均据新华社4月26日电）

新华简讯

全军军事训练监察
将强化督导问责力度

记者日前从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18年全军军
事训练监察将加大督导问题整改和训练追责问责力
度，下大力纠治同实战不符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对监察
发现问题突出的反面典型，要严厉追责、严肃查处，决
不姑息迁就。

� � � � 新华社杭州4月26日电 全国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4月26日在浙江
省安吉县召开。 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乡村振兴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的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
批示要求，进一步推广浙江“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做法，全面部署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各项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对会议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大任务，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本要求。 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关于建设好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重要指示， 顺应广
大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 动员各方
力量尤其是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整
合各种资源，强化政策措施，因地制宜，
突出实效，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各项重点任务，通过持续努力，加快补齐
突出短板，改善村容村貌，不断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水平， 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
中国作出新贡献。

会议代表参观了安吉县天荒坪镇
余村，重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思想，并考察了安吉县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现场。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是
新时代做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的
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切实落实到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各环节， 推动建
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胡春华强调，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 必须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遵循乡村
建设规律和特点，加强规划引领，因地制
宜确定整治任务和建设时序， 充分发挥
农民主体作用，注重建管并重，持续健康
向前推进。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健全长
效投入机制，及时足额拨付项目资金，加
强监督考核，强化示范引导，确保按时按
质完成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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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对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重点任务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
� � �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
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
府，高筑神州风雨楼……”在
河北乐亭县的清平书社，悠扬
的三弦琴声伴随着悦耳的大
鼓声，李大钊的故事再一次被
鼓书艺人唱诵。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
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
29日。1913年冬， 他东渡日
本， 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
治本科学习。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
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
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起草的《警告全国
父老书》迅速传遍全国，李大钊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他先后发
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1919
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几十篇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
立。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反对日、英帝国主
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逮捕了
李大钊等80余人。4月28日，军阀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
绞杀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
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李大钊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
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 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
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据新华社石家庄4月26日电）

李大钊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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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服皇马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王亮）北京时间4月

26日凌晨，欧冠4强赛首回合再战一场，拜仁主场1比2不
敌皇马，这已是拜仁连续第6场输给皇马。

本场比赛，第8分钟和第34分钟，拜仁两大主力
罗本和博阿滕先后因伤下场， 这让拜仁的实力大打
折扣。尽管在第28分钟，J罗送出妙传，基米希接球突
入禁区后右侧小角度推射得手， 帮助拜仁率先取得
进球。但第44分钟和第57分钟，马塞洛和阿森西奥
各入1球，帮助皇马完成了逆转。

拜仁主帅海因克斯赛后表示：“过早的伤病让比
赛变得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没能抓住机会。面
对皇马这样的球队， 我们其实很少能创造出这么多
机会，球队显得没有效率。”

比赛一度落后，但拜仁连损大将，并被动用掉两
个换人名额，皇马的运气也是够好。因此，又有球迷
调侃，老天爷又“扶”了齐达内一把。

本场比赛之后，皇马对阵拜仁已连续取得6场胜
利， 他们也是第一支对阵拜仁取得6连胜的球队。巧
合的是，去年欧冠8强赛，皇马也是客场2比1获得胜
利，最终还拿到了冠军。

尽管拜仁输掉了首回合的比赛，但好在1比2并
不是“2比5”，他们在客场逆袭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不过，目前皇马在国内联赛战绩一般，西甲暂列
第3，冲冠几无希望，国王杯也已止步8强，欧冠是他
们本赛季最后的希望。可以预见，双方下一场的较量
将会比本场更加惨烈。

次回合欧冠4强赛，将于北京时间5月2日和3日
凌晨2时45分进行， 这次首先进行的就是皇马和拜
仁的较量。

———国际专家学者眼中的第三次朝韩首脑会晤

“一箭五星”成功发射
“珠海一号”02组卫星
4月26日12时42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采用“一箭五星”的方式成功将“珠海
一号”0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人民空军多型多架战机
绕飞祖国宝岛

人民空军26日出动轰-6K等多型多架战机， 绕飞
祖国宝岛，用战机航迹丈量祖国大好河山。

朝方专列运送
中国遇难者遗体和伤员回国

北京时间25日深夜，朝鲜安排的专列从平壤出发，
运送此前在重大交通事故中遇难的中国同胞遗体和伤
员回国。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到车站送行，再次
向中方表达对遇难者及家属的深切哀悼， 并登上列车
慰问伤员。

东风-26导弹列装火箭军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6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列装火箭军部队的新型号武器装备是东风-26导弹。

朝韩关系“热启动”面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