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评论员
近一段时间， 中国科技领域创新不断传出令人振奋的好

消息：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试验样车下线，首次固体运载
火箭海上发射技术试验取得成功，中国以219台超级计算机第
四次夺得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上榜数量第一，17家中国机构跻
身《自然》杂志发布的“2019自然指数年度榜单”全球百强……

这些成绩的取得，殊为不易。每一次创新突破，既凝聚着广大科
研人员的智慧与辛劳，也折射出在今日中国，创新精神日益昂扬，创
新活力日益迸发，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正在开启更加美好的未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也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坚
实支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炮制出“强制技术转让”“盗窃
知识产权”“中国技术有害”等错误论调，滥用国家安全名义打压
中国企业，将科技问题政治化，企图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将中国
限制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这些科技领域的霸凌行径，与时代
潮流不符，与科学精神相悖，受到学界和业界的普遍反对。

面对打压，中国的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没有向强压低头，没有
在困难面前气馁，而是挺直脊梁、奋发图强，激发出更加强劲的创新
动力，把创新步伐迈得更稳健更坚实。中国人民有志气，中国创新很
争气，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创新之路，这一历史脉络分外清晰。

当年，面对西方国家等的严密封锁，我国科研人员艰苦创业，搞
出了“两弹一星”；上世纪90年代，尽管美国在空间相关技术领域实施
全面制裁，依然没有挡住中国成功研制出尖端的卫星和火箭；美国
政府曾阻止英特尔向中国出售用于研制超级计算机的处理器，中国
却成功推出了处理器完全自主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中国创新，就是这
么一路跋山涉水、闯关夺隘走过来的。美国《外交》双月刊发文
感慨，美国政府很可能正在为建设一个技术上更独立、可能也
更强大的中国铺平道路。《日本经济新闻》则评论说：封锁政策
的结果反而是使中国半导体变强大。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
的，创新还是要靠自己。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面对各种风
险挑战，最需要的是科学理性的态度、奋发有为的行动。下定决心，
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破解“缺芯少魂”之痛，夯实创新发展之
基，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就能始终立于不败
之地，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

近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在合作中自主创新，在开放中贡献世
界。中国北斗系统开通全球服务，中国空间站与各国科学家携手
探索宇宙奥秘， 中国企业与各国企业共同推进5G技术和产业的
发展……当美国一些人大垒自我封闭之墙， 不择手段打压别人
的时候，中国用不拒众流的胸怀、实实在在的行动告诉世界：科技
创新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开放合作才有光明未来。创新永无止
境，合作没有终点，在创新发展的时代进程中，中国将与世界继续
携手共进，写下更加精彩的新篇章。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用创新的钥匙开启未来
———坚定必胜信心，应对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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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6月25日，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
会议在北京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
信，对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 在中非关系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非领导人一致决定

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 同非洲联盟
《2063年议程》、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
对接，携手构建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
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共同实施中非合作
“八大行动”， 为中非关系向更高水平发
展绘制了新的蓝图。我高兴地看到，中非

双方同心协力， 积极推进峰会成果落实
工作，形成一批可喜的早期收获，给中非
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势头强
劲。中非双方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将为壮
大发展中国家力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贡献。希望
中非双方以此次协调人会议为新的契机，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沟通对接，深
化团结合作，扎实推进论坛北京峰会成果
落实和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增进中
非26亿人民福祉，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举行

习近平致贺信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25日上
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
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

常委会组成人员170人出席会议，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疫苗管理
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草案三审稿完善
了疫苗委托生产的条件和审批、有关信息
公开等规定，明确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
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规定了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的应急保障措施，加大了对疫苗违
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宪法法律委认为，草
案经过修改，已经比较成熟，建议提请本
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沈春耀分别作的关于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草案、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修改情
况的汇报。 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明确
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 完善了亲子关
系确认、隔代探望权、收养人的条件等相
关规定。 继承编草案二审稿完善了对继
承人的宽恕制度、 危急情况下的口头遗
嘱、遗嘱公证程序、遗产管理人制度等相
关规定。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胡可明作的关于土地管理法、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况的
汇报。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限定了征地范
围，完善了征地补偿标准、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程序， 更好地保障被征地农
民、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
权益，推进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为推进构建现代林业治理体系，促
进林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加快推进国

土绿化和提高森林质量， 全国人大农业
与农村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森林
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王宪魁作了说明。

社区矫正是完善刑罚执行、 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
要制度。作为刑事执行活动，其执行层面
的问题亟需在专门法律中予以规定。会
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社区矫正
法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
长傅政华作了说明。

密码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特殊重
要工作，直接关系国家安全。为进一步提
升密码法治化保障水平， 促进我国密码
事业稳步健康发展，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
提请审议密码法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
委托， 国家密码管理局局长李兆宗作了
说明。

为了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保障
公众健康，维护生态安全，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
作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
以特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受委员长会
议委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主任沈春耀作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栗战书委员长访问挪
威、奥地利、匈牙利情况的书面报告。

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良作的关
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审议了
有关任免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举行
继续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继承编草案等

首次审议社区矫正法草案、密码法草案等

�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王亮）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湖南赛区）总决
赛24日在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体育
馆落幕， 来自全省各地的70支代表队、
564名篮球少年参赛。 记者从省篮球协
会了解到，今年下半年我省将推出自己
的小篮球赛事“向上吧，篮球少年”，热
爱篮球的青少年将有更多的锻炼机会。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湖南赛区）
在全省14个市州进行了预选赛， 共有

1118支队伍、8429名小篮球运动员报
名参加。与去年相比，增加了100支队
伍、1000多名运动员。

通过各市州层层选拔， 各组别的优
胜队伍22日齐聚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70支代表队在U8组、U10男子组、
U10混合组、U12男子组、U12女子组等5
个组别中，进行了3天的激烈较量。最终
星齐体育队夺得U8组冠军，博才阳光实
验队拿到U10男子组冠军，U10混合组

冠军是芙蓉区青少年体育队， 博才寄宿
小学队问鼎U12男子组， 长沙市和平小
学队获得U12女子组冠军。 据介绍，除
U8组不参与全国大区赛，其他4个组别
的前两名将晋级全国大区赛。

省篮球协会常务副主席、 秘书长王
志诚告诉记者，开展“小篮球”是推动我
省篮球运动发展的基础。 他还透露，“从
今年开始， 小篮球赛事在全省将实行一
年两赛。上半年进行全国联赛，下半年省
篮协将联合湖南经视、 湖南翼腾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共同打造我省自己的
小篮球联赛———‘向上吧，篮球少年’。”

我省“小篮球”将一年两赛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湖南赛区）总决赛举行

� � �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 理论武装
就要跟进一步。

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
根据党中央要求， 中央宣传部组织编
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21章、99目、200条，近15万字……
《纲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
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主题，以“八个明
确”和“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主
要依据，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纲要》力求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做
到简洁明晰，突出政治性、思想性、理论
性，是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重要学习材料， 是广大党员干
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要在多思多想、学深悟透上下功夫，
在系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知行
合一、 学以致用上下功夫……中共中央

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明确提
出“要通过广泛的学习宣传阐释工作，推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一步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河南日报开辟专栏推出一批《纲

要》学习体会文章、理论阐释文章，营
造学习《纲要》的浓厚氛围。

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坚持领导干
部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当好表率、做
好示范、上好党课，带领全县党员干部
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学，真学真懂、真
信真用。县委书记余钟华说，《纲要》的
出版发行，对扎实开展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县
里将深入组织学习，全面学、系统学、
结合实践学，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心
里走、往实里走。

《纲要》在绪论部分重点阐述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复旦大学新
闻学博士研究生沈逸超说， 作为青年

学生， 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原创
性贡献， 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
主义思想方法， 在学习和工作中指导
实践，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 就会变成强
大的力量。

在广东， 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自2008年成立党支部以来，
公司党支部书记张显峰就积极推动党
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认真学习《纲
要》， 成为企业员工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张显峰看来，正是加强理论学习、坚
定理想信念， 使得企业的整个团队在
复杂困难的形势下能够迎难而上、攻
坚克难；正是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企业
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不断提升科学决
策水平和自身竞争力。

把干部群众思想武装起来，把党中
央决策部署落实下去。学习的热潮传遍
大江南北，思想的旗帜在神州大地高高
飘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豪情更加
澎湃……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学深悟透 知行合一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表彰大会举行
湖南省6名个人、3个集体获殊荣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组
织的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表彰大会25日在京举行。大会表彰了192名全国“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和98个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湖南省
6名个人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3个集体荣膺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中组部、中宣部在表彰决定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国广大公务员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
染防治攻坚战，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工作任务中，履职
尽责、担当作为，建功立业、造福人民，涌现出一大批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公
务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
化公务员队伍，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决定， 授予徐敏等
192名同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授予中关村管委
会创业服务处等98个单位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
号。受表彰个人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

湖南省6名个人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分别
为： 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作战训练大队副大队长于勇，省
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 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原总工程师

，泸溪县武溪镇党委书记邓建军（苗族），茶陵县卫生
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军，耒阳市公安局水东江派出所副所
长匡兵，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主任科员聂建刚。韶山市公安局
韶山冲派出所、宁远县委组织部、桃江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获
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

余元君

� � � �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25日提交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草
案二审稿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
妻债务的新司法解释规定，对夫妻共同
债务的范围进行明确规定。

草案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
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
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草案同时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
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据悉，现行婚姻法没有具体规定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
认定。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出台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其中第24条对此问题
作了规定。2018年1月，最高法出台关于
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有关问题的解释。

针对草案一审稿，有的常委会委员
和一些地方、部门、法学教学研究机构、
社会公众提出，新司法解释的规定比较
妥当，建议草案加以吸收，明确夫妻共同
债务的范围。“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属于民
事基本法律制度，涉及对夫妻一方财产
权利、夫妻另一方财产权利与债权人债
权之间的三方利益平衡。”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王轶表示，通过民法典完善
夫妻共同债务制度，体现了立法工作回
应人民群众所盼所需，有助于统一法律
适用，避免司法实践中对于夫妻共同债
务的认定出现困难和混乱。

结婚后借债算谁的
夫妻共同债务范围
拟在民法典中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