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冯玉祥，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夏阁
镇竹柯村人，是杰出的爱国将领，著名的
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历
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察哈尔
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赴美“考
察水利”，参与创建民革，任民革中央执行
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部委员会主任。

1911年， 冯玉祥等人领导陆军第20
镇与第6镇第2混成旅在滦州起义， 成立
北方革命军政府，力主共和，冯玉祥任参
谋总长。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 宣布称
帝，冯玉祥不顾其威胁利诱，毅然加入讨
袁护国的行列。1917年，冯玉祥率部队攻
入北京，参与平定张勋复辟。他支持孙中

山护法运动，公开通电全国，主张罢兵息
争，南北议和，并反对曹锟贿选和军阀混
战。1924年9月，冯玉祥被曹锟任命为第3
路军总司令，发动“北京政变”，出任国民
军总司令，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
国家大计。

北伐战争中， 冯玉祥慨然接受李大
钊的建议，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
就任联军总司令，举行五原誓师，有力配
合北伐。此后，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
在陕甘等地颁布治理条例， 改革地方行
政机构，扶助工农运动。九一八事变后，
冯玉祥发表通电，指责国民政府“压制民
众、诚心媚外”，提出了抗日救亡的13项
主张。他支持19路军英勇抗敌，强烈反对
国民党的卖国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

助下， 冯玉祥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
盟军，亲任总司令，收复察东四县，成为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
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

冯玉祥积极促进抗日爱国力量的发
展，参与“福建事变”，调停西安事变，主
张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卢沟桥事变
发生后，冯玉祥抱着共赴国难的愿望，以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奔走各地，
呼吁团结抗战。

抗战胜利后， 冯玉祥接近爱国民主
力量，靠拢中国共产党，抵达美国后，发
表《告全国同胞书》，痛斥蒋介石镇压学
生运动、迫害国民党民主派领袖宋庆龄、
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罪行，在美发起旅
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并被公推为主席。

1948年1月1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在香港成立， 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
常务委员和中央政治部委员会主任。他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先后发表《告别留
美侨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准备出
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回国
途中不幸因轮船失事遇难，终年66岁。

冯玉祥身经百战， 在中国近代历史
进程中的关键时刻，作过重大贡献。他出
生贫苦，对劳苦大众情深义重，对贪官污
吏深恶痛绝，被世人称为“布衣将军”。周
恩来评价他：“自滦州起义， 中经反对帝
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
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决御
侮，都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

（据新华社合肥5月5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千余名跑友畅跑松雅湖畔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王亮）5月4日上午，“不忘初

心·青春绘制中国梦”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活力跑活动在
长沙市松雅湖湿地公园开跑， 千余名跑友在松雅湖畔畅跑，
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

本次活动旨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激励广大青年弘
扬“五四”精神，响应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号召，展现当代青年
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活动由湖南省体育局主办，
长沙市体育局、长沙县人民政府承办。

活动设置了男子10公里活力乐跑、 男子5公里迷你跑、
女子10公里活力乐跑、女子5公里迷你跑四个组别，起点在
松雅湖湿地公园友谊林，环绕松雅湖景区一圈，正好十公里，
千余名跑友在松雅湖畔形成了一道奔跑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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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日前，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政府投
资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9年7
月1日起施行。

制定政府投资条例是深化投融资体
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对此
高度重视。 将政府投资纳入法治轨道，既
是依法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的客观需要，也
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的内在要求。《条例》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 确保
政府投资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政府投资

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
公共领域项目，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国
家建立政府投资范围定期评估调整机
制，不断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和结构。

二是明确政府投资的主要原则和基
本要求。政府投资应当科学决策、规范管
理、注重绩效、公开透明，并与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 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
措政府投资资金； 安排政府投资资金应
当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

三是规范和优化政府投资决策程

序，确保政府投资科学决策。进一步规范
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制度， 重大政府投资
项目应当履行中介服务机构评估、 公众
参与、专家评议、风险评估等程序；强化
投资概算的约束力。

四是明确政府投资年度计划的相关
要求。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国务院其他
有关部门以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按照规定编制政府投资年度计
划，明确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及规模、建
设工期等事项， 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应当
和本级预算相衔接。

五是严格项目实施和事中事后监
管。 政府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应当符合规
定的建设条件，并按照批准的内容实施；
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规定确保
落实到位， 建设投资原则上不得超过经
核定的投资概算； 政府投资项目应当合
理确定并严格执行建设工期， 按规定进
行竣工验收， 并在竣工验收合格后办理
竣工财务决算； 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实
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政府投资年度计划、 项目审批和实施等
信息应当依法公开。 中铁总:

强行越站乘车
将加收50%票款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就公众关注的“买短乘长”问题，中
国铁路总公司5日表示， 如果旅客没有按规定补票强行越站乘
车，到站后铁路部门将加收已乘区间应补票价50%的票款。

根据中铁总发布的声明，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秩序，维护良
好旅行环境，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决定是否办理越站补票
手续。

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规定，在有运输能力的情况下
列车为有需求的旅客办理越站补票，铁路工作人员在办理旅
客列车越站补票手续前，会根据当前车内人数、前方站预售
车票情况，判断本车是否还有富余运输能力。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秩序， 在客流高峰期的重点列
车、重点区段，如果列车没有运输能力，将停止办理越站补票
手续，并引导旅客按车票票面标明的车次、区段、座号乘车，
防止出现严重超员情况，影响后续旅客乘车。如果旅客没有
按规定补票强行越站乘车，到站后铁路部门将加收已乘区间
应补票价50%的票款。

分“三步走”实现
“现阶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有着现

实而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深远的历史
意义，既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
键抓手，又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拓
展发展空间的强大动力。” 国家发展改革
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说，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乡村振
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 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是长期历史任务。这位负责人指
出，要按照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战略部署， 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紧密
衔接，分“三步走”来实现———

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
步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基
本打通，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城乡统
一建设用地市场基本建成，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的能力明显提升，农村产权保护交易
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稳步提高， 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健全，
经济发达地区、都市圈和城市郊区在体制
机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

到2035年，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更加完善。城镇化进入成熟期，城乡发展
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城
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基本建立，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全面形成， 城乡
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全面建成， 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 乡村治理体系更
加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本世纪中叶，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成熟定型。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面
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
意见提出， 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

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 包括有力有序
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放开放宽除个
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建立健
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制定财政、
金融、社会保障等激励政策，吸引各类人
才返乡入乡创业； 改革完善农村承包地
制度，稳慎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建立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等。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蔡继明说， 意见提出的户籍制度改革举
措，与以往改革一脉相承，旨在让为城市
建设、 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的外来人口
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住有所居、 学有所
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心有所安，不断
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 增强城市竞争
力和反哺农村的能力， 为最终完成工业
化和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

“既不能把改革误解为抢人大战，也
不能理解为放松房地产调控。”他强调，一
方面， 只有使住房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才能降低外来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
进城落户的住房门槛；另一方面，户籍制
度改革要惠及各个阶层，把已在城镇就业
的农业转移人口作为重点落户群体。

加快补齐乡村发展短板
针对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 基础设

施差距大、 产业发展水平差异以及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等问题， 意见提出建立健
全有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的
体制机制、 有利于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
发展的体制机制、 有利于乡村经济多元
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有利于农民收入持
续增长的体制机制。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指
出，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加快补齐农
村公共服务短板，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必须把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乡村， 坚持先建机
制、后建工程，加快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统
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必须完善
农企利益紧密联结机制， 实现乡村经济
多元化和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必须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鼓励勤劳致
富，统筹提高农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财
产性、转移性收入。

设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先行先试

意见提出， 选择有一定基础的市县
两级设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支
持制度改革和政策安排率先落地， 先行
先试、观照全局。

抓好试点对改革全局意义重大。 中国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
车伟说，当前在人口、土地、财政、金融、农
村产权和工商资本入乡等方面， 还有不少
体制机制障碍。 设立试验区着眼于破除现
行体制机制束缚， 明确改革重点、 为改革

“探路”、为基层探索搭建有效平台。
张车伟说， 设立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要遵循少而精、质量第一的原则，避
免区域平衡，防止部分地区把“帽子”一
戴了之。

“要边试验、边总结、边推广，条件成熟
时以法律等形式固化。”国家发改委规划司
有关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政府投资条例》

巴勒斯坦总统谴责
以对加沙地带“侵略升级”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5月4日电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4日
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升
级”，要求国际社会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阿巴斯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在与国际上的有关各方进行
联系，以制止以色列的侵略。”他呼吁国际社会为巴勒斯坦人
民提供国际保护。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4日晚发表声明说，截至当晚，200多
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发射至以色列境内。作为回应，以军出动
战机和坦克轰炸了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和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位于加沙地带的约120个军事
目标，并将继续对加沙地带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天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加沙
地带的轰炸共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30名巴勒斯坦人受
伤，死者中包括一名37岁孕妇和她年仅14个月大的女儿。

为拓展发展空间注入强大动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四大看点

� � �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的意见》5日发布。作
为现阶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顶
层设计的文件， 意见有哪些看
点？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负责人
及有关专家。

布衣上将，戎马焕章冯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