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丁思林，1913年4月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
丁家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2年5月参加红军。1934年后，任红四方面军第
31军第93师第274团参谋长、第271团团长。1935年参
加长征。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 丁思林任八路军第129师
386旅772团1营营长。1938年9月， 任386旅新1团团
长。他以英勇的精神和紧张的工作，协同与团结全团
官兵，把一个新的部队，锻炼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富于
我军优良传统的主力团。1939年2月， 在曲周县香城
固的伏击战中， 全歼日军安田中队和40联队补充大
队，打死日军250余名，俘虏8名，毁掉汽车9辆，缴获
火炮3门，枪百余支，粉碎了敌人破坏冀南根据地的阴
谋。 因表现出色， 新1团被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赞誉为
“模范青年团”，后又被八路军前方总部授予“朱德青
年团”的光荣称号。

1939年7月5日， 日军109师团107联队3000多人
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6日，丁思林率新1
团在云族镇同敌人激战两天。8日， 日军纠集兵力再次
发动进攻，为掩护部队撤退，他主动阻击日军进攻。激
战中，丁思林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6岁。

为了表达对丁思林的哀思， 时任八路军129师政委
的邓小平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悼丁思林同志》
一文，赞扬他“不仅是一个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好的指
挥员，而且从十年的斗争中，锻炼出了他的忠于民族，忠
于劳动人民，忠于党的坚强的意志，同时他还富有青年的
突击精神，勇于任事、不怕困难、奋勉前进的特质”，因此，
他为上级同级所信赖，为下级所尊敬，他的牺牲，“是全师
的重大损失”。 （据新华社武汉11月19日电）

王亮

11月18日，2018年苏州太湖马拉松
赛女子组最后阶段，赛事志愿者两次进
入赛道向正在冲刺的中国选手何引丽
递交国旗， 严重影响到何引丽的节奏。
在第二次接到国旗后，因何引丽在全力
冲刺，又下着雨，国旗意外从其手中掉
落。随后，何引丽在和国外选手的比拼
中失利，以5秒之差获得第二名。

志愿者是否可以进入赛道递交
国旗？国旗从何引丽手中掉落，又该
怎么看待？

体育比赛中， 运动员身披国旗庆

祝胜利是常见场景， 一般是由教练或
者工作人员把国旗交给选手， 但无一
例外都是在赛后。同时，任何正规的体
育赛事，赛场或赛道都禁止运动员、裁
判以及医务人员以外的人进入。

在18日的这场马拉松赛中， 志愿者
不但两次进入赛道，而且是在冲刺阶段。

马拉松赛，看着是简单的跑步，其实
专业化、科学化程度非常高。一个小小的
因素，都会干扰选手的注意力、打乱选手
的节奏，更别提在关键时刻，突然冲出一
个大活人，还交给你一个东西了。

据了解， 志愿者向国内冠军递国
旗，是组委会安排的一个环节，以达成

选手身披国旗冲过终点的视觉效果和
宣传目的。这本是件好事，但采取什么
形式递交，具体什么时候进行，组委会
赛前和选手们进行过交流吗？

上述不专业、不严谨，直接影响了
选手的表现， 也导致国旗意外掉落，最
终酿成了这起尴尬的风波。

近几年，马拉松堪称“网红”运动，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举办马拉松赛
事，但比赛的专业程度、赛事品质的提
升，似乎没有跟上体量扩张的速度。本
次苏州太湖马拉松赛出现的风波，令
人遗憾，但也是好事，它提醒我们：发
展一项运动，要量变，更需质变。

责任编辑 谢卓芳 李特南 王亮 2018年11月20日 星期二
时事·体育 20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习近平同马克龙
互致贺电

庆祝“中法环境年”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1

月19日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电，庆祝“中法环
境年”正式启动。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
文明衰。中法双方共同决定举办“中法环境年”，就是为
了加强双方在生态环境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携手应对全球环境挑
战。中方愿同法方共同努力，同国际社会携手前行，保
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马克龙在贺电中表示， 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保护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人类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
也是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 中国正在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积极参与多边气候治理进
程，这为法中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法方愿同中方共
同努力，引领世界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转型。

� � � � 据新华社斯里巴加湾市11月1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在斯里巴加湾同文
莱苏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高度
评价中文关系积极发展势头， 一致决定建
立中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做政治互信、经
济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的好伙伴。

习近平高度赞赏哈桑纳尔长期关心和
重视中文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第一次
到访文莱，文莱人民的热情友好、特别是沿
途欢迎的青少年脸上洋溢的真挚友好笑容，
令人感动。这是中文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真
实写照。文莱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不愧
“和平之邦”的美誉。中国和文莱历史文化联
系悠久深厚。两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也是

相互信赖的朋友和伙伴。双方决定建立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就是要做政治互信、经济互
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的好伙伴，让合作成
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为
两国关系发展掌好舵。 中方赞赏文方坚定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将继续支持文莱走符
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方视文莱为建
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合作伙伴，愿
将“一带一路”倡议同文莱经济多元化战略
“2035宏愿”相对接，做好两国互利合作大
文章。中方欢迎文莱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愿
同文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渔业、能
源等领域合作，分享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

新兴领域发展经验。 双方要加强教育、文
化、体育、卫生、旅游等领域合作，增进两国
青年一代了解和友谊，扩大地方交流，加强
司法、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要
深化在联合国、 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的沟
通协调和相互配合， 携手推动中国-东盟
关系和东亚合作实现更大发展。 中国支持
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 支持东盟实现全面
平衡发展。

习近平指出，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事关
中国和文莱切身利益， 也是两国人民共同
愿望。中方赞赏文方提出的双轨思路，即当
事国通过友好协商处理争议， 地区国家共
同维护南海稳定。 我们要持续推进海上合

作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将南海建设成
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哈桑纳尔表示，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愿以习主席此访为契机，加强双方在
贸易、投资、农业、旅游、教育、人文、司法协助
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福祉。文莱
愿加强文中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
协调，推动东盟同中国合作不断深化。文莱
对本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南海
地区和平稳定、推进海上合作感到高兴。

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了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规划等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文莱
达鲁萨兰国联合声明》。

� � �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11月19日，在
对菲律宾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菲律宾《菲律宾星报》、《马尼拉
公报》、《每日论坛报》发表题为《共同开辟中
菲关系新未来》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共同开辟中菲关系新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菲律宾共和国总统杜特尔特邀请，
我即将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 菲律宾风
景秀美，民风淳朴，国家发展日新月异，我
对这次访问充满期待。在这里，我谨向菲律
宾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中菲隔海相望、一衣带水，早在1000多
年前就已“舟舶相继， 商使交属”。600多年
前，中国航海家郑和七次远航，多次到访马
尼拉海湾及维萨亚、苏禄等地，传播友谊和
合作。苏禄国王带着菲律宾人民的美好祝愿
踏上通往中国的友谊之路，留下脍炙人口的
佳话。中国东南沿海许多居民漂洋过海来到
菲律宾，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菲律宾国父、
民族英雄黎刹的祖先就来自中国福建省晋
江市。新中国的开国名将叶飞出生于菲律宾
奎松省。他们都是两国人民共同的骄傲。

杜特尔特总统上任后， 中菲双方重回
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南海问题， 两国关
系经历风雨后，又见彩虹。短短两年多，中
国已成为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 第一大出

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二大游客来
源国。中菲民间投资热情高涨，文化团组往
来频密， 越来越多菲律宾水果摆上了中国
百姓餐桌， 越来越多菲律宾名胜列入中国
游客行程单。 中国坚定支持菲律宾禁毒和
反恐努力，支持马拉维战后重建，为菲律宾
维护国内和平贡献力量。 两国人民在灾害
面前守望相助， 谱写了一曲又一曲中菲友
好赞歌。

当前， 菲律宾人民在杜特尔特总统带
领下，推动实施“社会经济发展十点规划”、
“大建特建”， 开创了国家发展欣欣向荣的
局面。中国人民也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不懈努力。共同期盼、共同梦想将中菲
两国人民紧密连接在一起。

我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 就是同杜特
尔特总统就新形势下提升中菲全方位合作
深入交换意见，作出全面部署，推动中菲关
系在高水平上得到更大发展。

———深化政治互信， 推动中菲关系行
稳致远。中方愿同菲方一道，以更加开阔的
视野谋划两国关系发展蓝图， 就双边关系
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我
们要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分歧， 加强海
上对话合作， 让南海成为造福人民的和平
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坚持合作谋实，确保中菲关系根基
牢固。菲律宾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共建“一

带一路”的天然伙伴。中方愿同菲方一道，续
写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推动“一带一
路”框架内战略对接，深化经贸、基础设施建
设、农业、旅游等各领域互利合作，助力菲律
宾实施更多民生项目，让两国民众从合作中
不断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中方愿同菲方持
续深化防务、禁毒、反恐、执法合作，为两国
发展和地区和平稳定营造良好环境。

———坚持民心相通， 实现中菲关系恒
久如一。中菲两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
缘相通， 人民友好交往是两国关系的源头
活水。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要推动两国政
党、议会、地方、智库往来，加强教育、科技、
文化、青年交流，调动更多力量参与两国合
作，让中菲友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坚持携手共赢，促进东亚合作深入
发展。今年是中国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5周年。菲律宾去年成功举办东亚合作领导
人系列会议， 今年又接任中国-东盟关系协
调国，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中方坚定支持菲
律宾履行协调国职责， 愿同菲方携起手来，
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优化升级， 推动东亚合
作得到更大发展。中方将加大对菲律宾首倡
的东盟东部增长区投入，进一步提升双方合
作，打造同东盟合作新增长点，帮助菲律宾
棉兰老岛等地区更好发展。

40年前，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伟大进
程。40年众志成城、砥砺奋进，中国人民用
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工业
国、 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第一大外汇储备
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实
现了联合国标准下7亿多人口稳定脱贫。中
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我们
的改革不会停止、开放不会止步。

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不
可阻挡。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坚持合作共
赢理念，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愿同各国分享
中国市场的机遇和潜力，刚刚成功举办的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就是最好证明。中国
欢迎菲律宾和更多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
车。我们将同各国一道，坚定维护以世界贸
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国际政
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数百年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就曾占世
界30%， 但中国从未对外侵略扩张。1840年
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里， 中国频遭侵略蹂
躏之害，饱受战祸动乱之苦。孔子说：“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民相信，只有和平
安宁，才能发展繁荣。这不是权宜之计，更不
是外交辞令，而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
机统一。我们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
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之锚。

菲律宾谚语说：“抓住今天， 才能不丢
失明天。”中方愿同菲方把握机遇、顺势而
上，传承和发扬崇尚和平、讲信修睦的亚洲
传统，巩固和发展好两国关系，携手开创两
国和亚洲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

《专利代理条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专利代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自2019年3月1日起施行。

《条例》改进了专利代理师执业准入制度，规定
具有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专科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
可以参加全国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考试合格的，由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颁发专利代理师资格证； 符合
法定条件即可执业。

《条例》改进了专利代理机构执业准入制度，规
定专利代理机构的组织形式应当为合伙企业、 有限
责任公司等；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应当具备法定条件，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提交有关材料，取
得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否颁发专利
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决定。

《条例》完善了执业规范和服务监管，规定除法律
另有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自行在国内申请专
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也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
代理机构办理； 专利代理机构收费应当遵循自愿、公
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
步明确了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师执业的行为规范
及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专利代理行业组织应当加强
对会员的自律管理；要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优化服
务，改进检查监督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不专业酿风波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王亮
徐德荣 通讯员 文兰）11月18日，“巅
峰湖南·2018”六大名山连登积分联赛
南岳衡山站举行，来自国内外的1000
多名登山爱好者参赛。自此，2018六大
名山连登积分联赛圆满收官。

六大名山连登积分联赛以“全民
登山·全民健康”为主题，今年先后在东

安县舜皇山、韶山市韶山、长沙市黑麋
峰、涟源市龙山、石门县壶瓶山举行。本
次南岳站比赛由省体育局、衡阳南岳区
人民政府主办， 南岳区文体广新局承
办， 湖南泽途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执行。
比赛分越野登山组和徒步登山组(该组
不计排名)。 越野登山组赛道全长约18
公里，徒步登山组赛道全长约10公里。

在蹦床世界冠军罗丹的领跑下，
千余选手从南岳万寿广场出发， 穿过
胜利坊，途经神州祖庙、磨镜台、天柱
峰、民俗文化城等景区景点，到达衡山
之巅，再经过湘南寺、五岳殿、忠烈祠
等景点回到万寿广场。

最终，来自贵州的张交获男子越野
登山组第一名，女子越野登山组冠军为
长沙的甄燕南。同时，经过6站的比拼，
李文杰、陈定心、魏郭超获年度总积分
男子组前三名，年度总积分女子组前三
名得主为甄燕南、叶子和张仙凤。

千余登山爱好者决战南岳之巅

六大名山连登积分联赛收官

� � � � 11月19日2时7
分，我国成功发射第
四十二、四十三颗北
斗导航卫星，成功完
成北斗三号基本系
统星座部署。 北斗
三号基本系统将于
年底正式开通运行，
向“一带一路”国家
和地区提供基本导
航服务，迈出从国内
走向国际、从区域走
向全球“三步走”战
略的“关键一步”。

新华社发

中国北斗迈出“关键一步”

“模范青年团”团长：
丁思林

人民日报评论员

“回首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人民更加坚定地
认识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习近平主席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从“勇于探索、真抓实干”“敞开胸怀、拥抱世界”“聚
焦发展、造福人民”“立己达人、共谋发展”四个方面，
深刻阐释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
大历程，郑重宣示新时代中国造福人民、贡献世界的
坚定决心，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40年风雨兼程，40年砥砺前行，中国人民依靠自己
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 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
史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40年时间，中国
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高，中国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40年改革开放实践生动告诉我们，中国进行改革
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
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
平生活的时代潮流。40年改革开放历史深刻启示我们，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也是决定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一招，我们要胜利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就要坚定
不移走改革开放这条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
40年风雨前行的经验告诉我们，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
展中国，越是环境复杂，越是要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
力的措施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正如习近平主
席所宣示的：“中国的今天， 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将
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就要继续勇于探索、真抓实干，凭
着一股开拓创新的拼劲，一股自力更生的韧劲，奋进新
时代、开启新征程。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
件下取得的， 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
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就要继
续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推动更
高水平开放。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革的主体。将
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就要继续聚焦发展、造福人民，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
及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为人类进步事
业而奋斗。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就要继续立己达人、
共谋发展，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
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

“面向未来，中国将以更负责的精神、更开放包
容的胸襟、 更高质量的增长，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
时，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主
席的宣示，彰显40年改革开放积淀的底气，展现新时
代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在前进的道路上，始终
保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国就一定能创造让
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也一定能为人类和
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载11月20日《人民日报》）

只有改革开放
才能发展中国

———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峰会
主旨演讲

习近平在菲律宾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共同开辟中菲关系新未来

下期奖池：674514750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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