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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并发
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指导意见》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
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

导，坚持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
坚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
攻方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促
进农村和谐稳定作为根本目的， 建立健
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
会治理体制，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
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建设
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

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指导意见》明确，到2020年，现代

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
成， 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好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 以党组织为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明显加强， 村民自治实践进一步深
化，村级议事协商制度进一步健全，乡村
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到2035年，乡村
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保障水平
显著提高，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
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
化。

《指导意见》还对加强和改进乡村治
理的主要任务、 组织实施等提出了具体
要求。

� � � �日前，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
再次抛出“强制技术转让”“网络黑客攻击”等陈词滥调，还表示“知
识产权盗窃正是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激进立场的主要原因”。

再过几天， 中美两国元首将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
会期间举行会晤。在这样的节骨眼上，美国一些人又出来散播
谬论、制造杂音，不利于双方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

纳瓦罗曾在其代表作《致命中国》中，对中国进行污蔑，被
媒体称为“鹰派中的鹰派”，在中美经贸磋商中多次扮演不光
彩的“搅局者”角色。去年5月与11月双方谈判前，还有去年12
月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后，他都曾发表强硬言论攻击中国。就
在两国元首将在日本大阪举行会晤前夕， 纳瓦罗又对中国泼
脏水，并且放言：我们要么得到很多，要么没有。

从纳瓦罗的一系列言论中，人们不难看出，以臆想代替事实、以
情绪代替理性，正是美国一些人的思维习惯。纳瓦罗们罔顾事实真
相，无视国际贸易运行的规律和规则，而是陷在唯我独尊、你输我赢
的零和博弈思维中，给中国罗织“盗窃知识产权”等“罪名”，大肆炮制
“中国威胁论”耸人听闻。这些偏激的做法不仅荒谬，而且危险。

中方《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明确指出，
历史和事实充分证明， 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不是
偷来的、不是抢来的，而是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得来的。

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已建立起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适
应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重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
导作用，取得显著成效。2018年，中国提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达到150
多万件，已经连续8年名列世界第一；中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已
达到356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近19倍；中国向美国支付的知识产
权使用费达到86.4亿美元，占中国购买知识产权总额的将近1/4。

事实最有说服力，公道自在人心。对于一些人炒作中国知识产
权问题，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就公开表示，
这里面存在一系列纯属夸大的事情，一些人所做的就是“妖魔化中
国”。在2019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
事弗朗西斯·高锐更是对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表示
祝贺，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的典范。

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缺乏事实依据，完全站不住脚。美国
一些人一再把这些谬论拿出来抛售，企图混淆视听，注定不会得逞。
少制造噪音杂音，多为平等对话、解决问题创造必要条件和氛围，才
是务实而有建设性的态度。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散播谬论
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
辛识平

———记者再走长征路

不朽的红色雄鹰
———人民军队航空先驱冯达飞的故事

多兵种军校学习历练
冯达飞1901年7月31日出生于连州东

陂镇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早逝，他自小
与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母亲相依为命。

1919年7月，冯达飞中学毕业后，考入
广东陆军测绘学校。1921年又转入西江讲
武堂，次年毕业后任粤军中尉。1924年5月，
他被选送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大队学习。
1924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冯达飞外孙女婿、 连州市历史文化
研究会理事乔国华介绍说：“1925年8
月， 冯达飞被广东革命政府和党组织选
派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校、 苏联红军步
兵学校深造。”

“1929年年底，冯达飞参加了百色
起义。”黄兆星说，“当时广西省（现在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军械库被我军接管，库
里虽有许多武器，但大部分已残缺不全。
能否及时修理好这些武器， 对起义成败
关系重大。”

冯达飞临危受命，带领一支20多人
的队伍进入军械库。凭着过硬技术，经过
10多个昼夜奋战，赶在起义前夕抢修出
了20余挺重机枪、5门迫击炮和3门山
炮，为起义立了大功。

驾驶缴获的敌机战斗
1932年1月起， 冯达飞先后担任湘

赣军区参谋长、独立三师师长、红八军代
军长，兼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这期
间，参加反围剿斗争，他各方面的军事才
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1932年4月， 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
州，缴获国民党军阀张贞的两架飞机，其
中一架受损严重不能使用。

冯达飞奉命日夜兼程，赶赴漳州，检
修飞机。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在当地能工巧
匠的协助下终于把飞机修复。

由于战争形势发生变化， 冯达飞奉
令把缴获的飞机飞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首府瑞金。没有航空炸弹，他就把迫击炮
弹绑起来挂在炸弹架上， 还装上几捆传
单。在没有导航和飞行路线图的情况下，
毅然从漳州驾机飞越高山峻岭， 向瑞金
飞去。

当冯达飞驾驶飞机飞越敌占区时，
敌人以为是自己的飞机，有的抬头观望，
有的打旗联系。冯达飞利用敌人的错觉，
扔下迫击炮弹，狠狠打击了敌人。

拒敌诱降英勇赴死
“1934年10月，冯达飞参加长征，编

入陈赓领导的干部团 。” 乔国华说 ，
“1935年至1936年， 任陕北红军大学教
员。1937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
第四大队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在石
井坑的突围大血战中， 冯达飞不幸腿部
中弹受伤被捕。

面对国民党的劝降， 冯达飞义正词
严地拒绝。1942年6月8日， 冯达飞被害
于上饶集中营，年仅41岁。

2017年11月3日， 经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党委政治部组织局批准， 随着响亮的
凿刻声，冯达飞的英名，被镌刻上北京中国
空军英烈墙。 （新华社广州6月23日电）

� � � �位于广东连州市东陂镇达
飞巷16号的一座老屋， 曾经
走出一位人民军队航空先驱。

他， 就是冯达飞。
提及冯达飞的经历， 连州

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黄兆星
说：“冯达飞既懂航空、 步兵炮
兵理论和技术， 又有指挥大兵
团作战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
术能力，同时又掌握了英、俄、
德3门外语，在我军早期高级指
挥员中可以说极为罕见。”

�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2日电 华为美国公司日前在美国
华盛顿特区地区法院起诉美国商务部，认为美国商务部扣押
华为设备并迟迟不作出相关决定的行为“非法”。

法院公开的诉讼文件显示，2017年，华为将包括一台计算机
服务器和一台以太网交换机在内的多件原产于中国的电信设备
运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独立实验室检测，完成检测后计划将
设备运回。当年9月，这些设备在运回中国的途中被美国商务部以
调查是否需要出口许可为由，扣押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

华为美国公司起诉美商务部

� � �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蔡矜宜）
“这次比赛的水平简直不亚于省运会，太
精彩了！” 今天下午，2019年湖南省首届
“创业、创新杯”企业乒乓球赛在长沙雨
花区东山全民健身中心收拍， 最终湖南
日报社代表队获得混合团体第一名，陈
俊安斩获嘉宾单打冠军。

“能够跟专业队退役高手杨辉龙打
一场那么漂亮的球， 虽然输了也值！”来
自湘潭步步高联队的乒乓球发烧友杨
军，尽管50多岁，但打起比赛来活力不逊

年轻小伙。为了提升竞技性与观赏性，给
草根球手提供与高手过招的机会， 每队
可邀请一名湘籍外援 (非现役专业队员)
参加混合团体赛，这也成为首届“创业、
创新杯”的最大亮点。

首届“创业、创新杯”设男女混合
团体、嘉宾单打两个项目，吸引了来自
全省32支代表队、200余名乒乓球爱好
者参赛，由各企业法人亲自“挂帅”参
赛，与员工同场竞技、共享全民健身乐
趣。经过两天的角逐，湖南日报社、出

版投资控股、 华时捷环保队分获团体
前三名，嘉宾单打冠、亚、季军的获得
者分别为陈俊安、王瑰曙、赵昌富。

本次赛事由省乒协、 省职工文体
协会、长沙市体育局、雨花区人民政府
主办，长沙市雨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长沙市雨花区东山全民健身中心承
办。作为承办场馆，东山全民健身中心
的健身氛围十分火热———开设了羽毛
球、气排球、篮球、乒乓球、游泳、综合格
斗等6个运动场馆和1个国民体质监测
服务中心， 是目前全省最大的民营资
本建设运营的全民健身中心。 开馆不
到两年， 这里已组织各级各类全民健
身赛事活动100余场，直接参加体育锻
炼人口达20多万。

湖南省首届企业乒乓球赛收拍

乒乓风云“东山”再起

� � �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王亮 通
讯员 文进）2019年芙蓉区“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第十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暨第五届老年人运动会21日在长沙市一
中双语中学开幕，来自芙蓉区的57支代表
队、600余名选手热情参与。

本次运动会以“普天同庆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全民健身运动会助力芙蓉超越”
为主题，设拔河、团体跳绳等9个项目。老年
人运动会设钓鱼、门球等12个项目。

本次运动会，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
及各街道均派出队伍参加，展现了“全民健
身、全民健康”的时代风采。

长沙芙蓉区
举行全民健身运动会� � � �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王

亮）省国资委系统“迎国庆、强国资、
展风采”球类运动会开幕式暨“湘煤
杯” 篮球赛开赛仪式22日在长沙理
工大学体育馆举行。 来自省国资委
机关和省属监管企业的“体育达人”
们， 将在4个月的时间里比拼球技，
传递全民健身理念， 展现国资国企
人的精神风貌。

记者从赛事组委会了解到，本
次球类运动会6月开赛， 将在9月落
幕，设羽毛球、气排球、篮球、网球、
乒乓球5个球类项目。篮球赛是本次
球类运动会首个开赛项目， 省国资

委机关代表队、 湖南建工集团代表
队、 湘煤集团代表队等18支队伍参
加。其余项目，乒乓球比赛7月20日
进行，气排球比赛的时间是7月26日
至27日， 网球比赛将于9月14日进
行，羽毛球比赛的时间是9月21日。

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表示，“举
办球类运动会， 旨在持续推动国资
系统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不
断丰富业余文化生活， 增强职工身
体素质， 团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以
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强健的
体魄投入到我省国企改革发展的各
项工作中去。”

省国资委举行球类运动会

新华简讯

� � � �据朝中社23日报道，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收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亲笔信。 金正恩表示，“信中包含良好
内容”，他将“慎重考虑（信中）有趣的
内容”。朝中社同时播发了一张金正恩
坐在桌前阅读信件的照片。 但报道没
有披露亲笔信的具体内容和金正恩收
到信的时间。

金正恩：

特朗普亲笔信包含良好内容

� � � �据俄罗斯媒体22日报道， 俄罗斯
总统普京日前说， 俄不会放弃南千岛
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据俄罗斯第
一频道电视台网站22日报道， 普京日
前在回答该频道记者有关“俄将来是
否会降下南千岛群岛上的俄罗斯国
旗” 这一问题时说，“我们没有那样的
计划”。

普京：

俄罗斯不会放弃南千岛群岛

� � � �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说， 他已
经将原定于23日开始的非法移民打
击行动推迟两周， 以给予共和、 民主
两党更多时间寻求政治解决非法移民
问题的方案。

（均据新华社6月23日电）

特朗普：

推迟非法移民打击行动

（《指导意见》全文，请扫新湖南二维码）

� � � � 据新华社罗马6月23日电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
第41届会议23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中国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屈冬玉在首轮选举中以高票当选粮农组织新任总干事，
成为该组织历史上首位中国籍总干事。

当日， 屈冬玉在与来自法国和格鲁吉亚的候选人的竞争中
胜出，成为粮农组织第九位总干事。他将于今年8月1日上任。

屈冬玉出生于1963年， 现任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长
期从事农业农村工作，曾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中国农
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成为该组织历史上首位中国籍总干事

屈冬玉当选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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