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3月21日，大（同）张（家口）高铁控制性工程大梁山隧道贯通，标志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重要配套工程大张高铁线
下工程完工，为年底开通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从大同乘高铁到张家口需40分钟左右，大同至北京的列车运行时间
将从6个小时压缩至100分钟左右。图为由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承建的大张高铁河北段（3月21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 � � �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21日召
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
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
泽、财政部长姆努钦近期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多轮电话磋商。双
方商定，莱特希泽、姆努钦将于3月28日至29日应邀访华，在北
京举行第八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刘鹤副总理将于4月初应邀
访美，在华盛顿举行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将于近期
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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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3月20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发
生洪水灾害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近日，印尼
巴布亚省发生洪水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佐科总统和
洪灾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遇难者和失
踪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我们对印尼人民遭受灾害感同身受。我
相信， 在佐科总统和印尼政府坚强领导下，
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就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洪水灾害

习近平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 � � �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3月2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致电莫桑比克总
统纽西、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和马
拉维总统穆塔里卡，就莫桑比克、津巴

布韦、马拉维三国遭受强热带气旋灾害
表示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热带气旋
“伊代”在莫桑比克、津巴布韦、马拉维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
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
难者和失踪者家属以及受伤者和灾区

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三国人民遭受灾
害，中方感同身受。相信在三国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三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
害，早日重建家园。

就莫桑比克、津巴布韦、马拉维遭受强热带气旋灾害

习近平向三国总统致慰问电

� � � �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教育工作的根本保证。 始终坚持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学校教育管理全过程，是
我们党领导教育事业的一条重要经验。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强调了党的领导对做
好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强党对思政课建
设领导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思想
政治理论课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了工作任务。

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加强党对
教育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党组织把
思想政治工作紧紧抓在手上， 教育和思政课建设取得显著成就。要
把思政课办得越来越好，就必须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着力
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首先就要深化思想认识。培养什么
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党立志于中
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 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
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铸魂育人。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牢牢掌握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权，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思想政治领导，才能确保学校思政课建设
的正确政治方向，确保学校用科学理论培养人、用正确思想引导人，培
养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就要明确责任、落实任务。习近平
总书记对各级党委、学校党委提出了明确要求，必须落到实处、落到
细处。对于各级党委来说，就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摆上重要议
程，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
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
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
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
好氛围。对于学校党委来说，就要坚持把从严管理和科学治理结合
起来，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要带头走进课堂，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
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配齐建强思政课专职教师队伍，建设专职为
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加强党对思
政课建设的领导，还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
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完善课程体系，解决好
各类课程和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惟其如此，方能为思政课建设
提供根本保证，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立德树人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不管什么
时候，为党育人的初心不能忘，为国育才的立场不能改。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坚持立德树
人、培根铸魂，我们就一定能培养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
实现亿万人民的伟大梦想筑牢坚实基础。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载3月22日《人民日报》）

党的领导
是思政课建设根本保证
� � �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新华社马尼拉3月21日电 总部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洲开
发银行（亚行）21日发表声明说，已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
签署框架协议，未来两大多边金融机构将开展更多联合融资项目。

声明说， 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当天在马尼拉会见了由亚投行
行长金立群率领的代表团， 双方共同签署了主权业务联合融资
框架协议。 这一协议将为两大机构未来联合融资的整体安排提
供指导，包括就联合融资事宜定期举行会议。

据亚行介绍，截至目前双方已有5个联合融资项目。亚行表
示，未来将与亚投行积极合作，为更多项目提供联合融资。

亚行成立于1966年，现有68个成员。亚投行于2016年1月正
式运营，总部设在北京，现有成员93个。

亚行称将与亚投行开展
更多联合融资项目

� � � � 3月21日，在日本举行的2019年花
样滑冰世界锦标赛双人滑比赛中，中国
选手隋文静/韩聪以234.84分的总成绩
获得冠军。图为隋文静（左）/韩聪庆祝
夺冠。 新华社发

� � � �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21日联合发布公
告，宣布今年空前力度的增值税税率下
调将于4月1日正式启幕，并公布了一系
列深化增值税改革的配套举措。

根据三部门发布的《关于深化增值
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从2019年4月1
日起，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
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 原适用16%
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
率的，税率调整为9%。此外，纳税人购进
农产品，原适用10%扣除率的，扣除率调
整为9%。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

加工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10%的
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公告称，从2019年4月1日起，适用
16%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6%的出口
货物劳务， 出口退税率调整为13%;原
适用10%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0%的
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率
调整为9%。同时，适用13%税率的境外
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 退税率为
11%； 适用9%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
境退税物品，退税率为8%。

公告明确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
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范围，同

时将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
由目前分两年抵扣（第一年抵扣60%，
第二年抵扣40%）， 改为一次性全额抵
扣。此外，自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12
月31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
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10%，
抵减应纳税额。

公告同时明确， 自2019年4月1日
起， 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
度。符合相关条件的纳税人，可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增
量留抵税额为与2019年3月底相比新
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三部门发布公告

空前力度的增值税税率下调4月1日启幕

新华简讯

商务部：

正在推进《外商投资法》
配套法规制定工作

� � � � 记者21日从商务部获悉， 为确保
《外商投资法》顺利实施，目前，商务部
正和有关部门一道，积极推进该法的配
套法规制定工作。

3月15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外商投资法》，该法将于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江苏响水爆炸事故：

� � � �记者21日从响水县政府新闻办公室
获悉，截至21日晚19时，江苏响水发生的
爆炸事故造成6人死亡、30人重伤。

21日14时48分左右，位于响水县生
态化工园区的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
生爆炸。截至19时，事故已造成6人死
亡、30人重伤，另有部分群众不同程度
轻伤。目前，现场救援还在继续进行。

造成6人死亡30人重伤

美监管机构：

� � � � 美国联邦航空局20日发布一份新
的“持续适航通告”说，该机构正对波音
737� MAX系列飞机新飞行控制软件安
装和飞行训练情况进行审查，这是该机
构当前首要任务。此外，波音向运营商
推出的有关737� MAX的其他“任何软
件、训练或其他措施”都将在优先审查
之列。 （均据新华社电）

审查波音飞控软件升级
是其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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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任意球

蔡矜宜

0比1，又输泰国 ！本届中国杯 ，即
便主办方 “用心良苦” 地将揭幕战对
手 ，从前两届强劲的冰岛 、威尔士队 ，
换成了实力较弱的泰国队， 国足仍无
法改变连续三届“开门黑”。

拿什么拯救你？中国男足。
有多少人是不到半场结束就愤怒

地关掉电视机； 即使是内心足够强大
的铁杆球迷， 怕也只能唉声叹气地熬
完90分钟。

尽管“兼职主帅”卡纳瓦罗赛前特

别强调，自己带来的大都是年轻人，中
国杯更多的是练兵和考察球员。 但纵
观整场比赛，意大利人也并未兑现“让
中国球迷看到一支值得骄傲的国家
队”的承诺。

说到底，毕竟足球，是一项11个人
在那7140平方米的草皮上， 想尽一切
办法进球的博弈。可看看这支中国队，
无论是传球、跑位、停球、射门，每一个
环节都破绽百出。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
是，国足整体散乱生疏，并且技战术素
养和精气神都不如对手泰国队。

别拿 “练兵 ”当借口 。即便年轻球

员大赛经验有限， 即便新老交替总会
带来阵痛期……可还记得两个月前的
卡塔尔吗？ 平均年龄24岁的西亚新贵
在亚洲杯上刮起强劲的 “青春风暴”，
一步步登顶封王。

中国杯自2017年首次举办，初衷是
希望中国队通过比赛提升国际大赛经
验，并从中获得更多国际足联积分。可
时至今日 ，国足5场比赛 ，常规时间内
一场未胜，进2球，却狂丢14球。

不以取胜为目的的比赛， 只能称
作“游戏”。如此“练兵”，中国杯的意义
只会湮没在苦涩的回忆中。

别拿“练兵”当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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