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建省
1988年4月26日， 备受全国乃至世界关注

的“中国共产党海南省委员会”“海南省人民政
府”正式挂牌成立。

1980年6月底， 国务院和广东省召开了海南
岛问题座谈会。1983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批转了《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
要》，决定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
给予海南行政区较多的自主权。

1984年2月24日， 邓小平在谈到办好经济
特区时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
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 就是不是收， 而是放。”

“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
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在这一思
想的指导下，按照“以开放促开发”的方针，海南
岛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

1986年8月，国务院决定将海南行政区从广东
省划出， 赋予海南行政区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
理权限，实行计划单列。1987年，党中央和国务院
决定在海南岛建省， 并使之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
特区。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千
百年封闭落后的海南岛终于迎来了大开放大发展
的春天，海南历史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 � � � 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 准确定位了我
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 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 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
和实践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 十三大报
告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
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
社会。 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
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
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十三大报告
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明确
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
提出，是对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重要突破，是党
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同时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有力
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实践。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准确的历史定位

———新中国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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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 （记者 蔡
矜宜 ）19日至20日，2019广州轻工集
团“双鱼杯”全民乒乓球黄金大赛（湖
南赛区） 在长沙县文化体育服务中心
进行， 长沙县乒协一队夺得公开组冠
军，下月将代表湖南参加全国总决赛。

今年是广州轻工集团“双鱼杯”全
民乒乓球黄金大赛来到湖南的第6年，
大赛在常规的公开组（成年人）基础上，

首次增设了少儿组，拓宽了覆盖面。
省乒协秘书长肖向阳介绍，“双鱼

杯”经过多年打造，在我省已拥有不错
的群众基础，为实现“全民乒乓”，青少
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目前全国总决
赛只设置了公开组， 但我认为增设青
少年组将是发展的趋势。”

经角逐， 长沙县乒协一队获公开
组冠军，少儿甲组男、女子冠军分别由

长郡中学一队、 湖南正浩乒乓球俱乐
部夺得， 湖南省体育职业学院包揽了
少儿乙组男、女子冠军。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乒乓球协会、
广东省乒乓球协会、 广州轻工工贸集
团有限公司主办， 年度总决赛将于11
月23日至24日在广州举行， 来自山
东、 湖南等16个分赛区的冠军队伍将
展开对决。

� � � � 据新华社武汉10月20日电 中国
选手卢嫔嫔20日上午在第七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军事五项女子障碍跑
（500米）比赛中，以2分10秒9的成绩
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

据军事五项竞赛委员会介绍，国
际军体理事会军事五项女子障碍跑原
世界纪录为2分12秒4。军事五项是军
运会项目中最精彩、最艰苦、最残酷、
最锻炼军人素质的项目， 是衡量各国
军队战斗力的一种标志， 而障碍跑又
是军事五项中难度最大、 最考验军人
综合素质的一项。

今年6月底，正在全力备战军运会

的卢嫔嫔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介绍
说，在军事五项队，要成长为一名金牌
运动员， 至少要跑8万多公里越野，要
在二层楼高的绳梯爬上跳下将近1.6
万次。

“敢想才能做得到。”那次采访中，
卢嫔嫔还表示， 自己在最佳年龄参加
军运会， 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为
此，她在备战期间，针对自己的不足，
做了针对性训练，中午吃了饭，就去投
弹场上练投弹，强化肌肉记忆；晚上也
加练自己的弱项， 改正训练中存在的
问题。

记者20日在比赛现场看到，卢嫔

嫔在全速冲过终点的那一刻大喊一
声。 随后她没有像很多选手那样选择
倒在海绵垫上休息， 而是双手撑膝缓
缓劲， 过了一会和教练紧紧地拥抱在
一起。

八一军事五项队副队长兼女子组
主教练李春梅表示， 能够取得今天的
成绩，是一代代“军五”人奋斗出来的
结果， 我们军事五项都有五种精
神———祖国至上的爱国精神、 忘我牺
牲的奉献精神、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
整体作战的协作精神、 不断进取的创
新精神， 我们也是在传承老一辈的这
种“军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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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手打破
军事五项女子障碍跑世界纪录

� � � � 10月20日， 在武汉
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公路自行车女子
公路团体决赛中， 中国
队以4小时05分46秒的
成绩获得金牌。 图为中
国队选手赵茜沙、 普译
娴、梁洪玉和孙佳君（从
右至左）庆祝夺冠。

新华社发

15项世界互联网领先科
技成果在乌镇发布

据新华社杭州10月20日电 20日，15项闪耀全球的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在浙江乌镇召开的第六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这些成果有望为人类生活、科技
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赋予强大动力。

据了解，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面向全球征集了
数百项各类领先科技成果， 涵盖了与互联网相关的基
础理论、 技术、 产品、 商业模式等领域， 聚焦人工智
能、 5G、 大数据、 云计算、 数字化制造、 工业互联网
等技术门类。

� � � � 1918年，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的一个殷实家庭。13
岁那年，他成为浙江嘉兴秀州中学的一名学生。入学才几
天，日本就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者烧杀抢掠的行
径深深刺痛了这位热血青年。那6年间，他开始阅读名人
传记，被牛顿、马斯德、爱因斯坦等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精
神深深打动，渐渐萌发了长大了也当一名科学家的理想。

1937年，程开甲考上浙江大学。此时，战火已烧到了
浙江，大学被迫内迁，师生们不得不开始流亡生活。颠沛
流离中， 他意识到， 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是科技落后。
1946年，这个吴江青年远渡重洋，求学英国，师从著名物
理学家波恩。

1950年，程开甲婉拒导师挽留，毅然回到当时一穷二
白的祖国，先后任教浙江大学、南京大学10年，期间撰写
了我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

1960年，他被一纸命令抽调至北京，从此“消失”在公
众视野之外。

3年后，程开甲第一次来到罗布泊。自此，他在这片
“死亡之海”潜心开始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

一次， 程开甲来到一个施工现场， 因为洞内存在高
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工作人员极力劝阻。他却说：
“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于是，他穿上简陋
的防护服，顶着昏暗的灯光进入了洞内。

1964年10月16日，东方一声巨响，罗布泊升起的蘑
菇云震惊世界。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 程开甲还参与主
持决策了包括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
地下平洞、 首次竖井试验等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
验，被称为中国“核司令”。

虽然在参加核武器研究的20多年时间里隐姓埋名，
没发表过论文，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但程开甲经常说，他
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

2018年11月17日，101岁的程开甲走完最后的人生
路。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这位“两弹一星”
元勋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为祖国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祖国和人民是不会
忘记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程开甲：

中国“核司令”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120 8 4 0 3 0 2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28675417.6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79 1 7 7
排列 5 19279 1 7 7 5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5000000

———共和国荣光

新华社记者

“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让
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 是国际社会的共同
责任。 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 勇担发展责
任，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
治理， 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

2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在会内会外引起热
烈反响。

前景广阔，造福人民
“从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中，可以看出

我们有信心，推动互联网发挥更好的影响
和更大的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表示，今年适逢互联网诞生50周年、中国
全功能接入互联网25周年， 互联网行业
持续蓬勃发展，中国将大有可为。

“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成为创
新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引擎。信息技术为制
造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效赋能，推动国
家不断前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泰集

团董事长南存辉说，公司深耕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努力探索物联网技术与智慧
能源的深度融合之路。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了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
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
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让我们
对抢抓新机遇、拥抱数字化，推动产业升
级的道路充满信心。”绍兴市委常委、诸暨
市委书记徐良平说。

共商、共治，加强网络空间治理
俄罗斯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

媒监督局局长亚历山大·扎罗夫认为，新
技术发展为各国合作应对网络风险、开展
共同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硬件支持。 他建
议， 各国应加强网络空间的相互信任，合
力应对挑战和威胁，尤其是打击互联网犯
罪。

网络安全战略专家秦安说，尽管欧美
等国提出了有关打击网络犯罪的公约，但
由于公约本身不完善，没有得到大多数国
家的认可。 秦安表示，此次大会组委会发

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
文件，提出了“四个共同体”概念，标志着
一个全球网络治理高质量的新阶段，有助
于各国在加强自身网络治理的同时，建立
和完善世界范围内的规则体系，推动全球
网络空间治理能力提升。

“网络安全治理，从来就没有谁能独
善其身。很多网络攻击和网络犯罪都是跨
国、跨境行为，网络黑客和服务器有时分
散在多个国家和地区。” 奇安信集团董事
长齐向东表示，全球化趋势下的互联网安
全，需要世界各国的联动与合作。

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出的“发展

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努力推动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等重要论述，让
与会者深有共鸣。

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马尔科姆·约
翰逊说， 中国在过去70年中取得奇迹般
的发展和成就，在国际电联中也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数字经济巨头
来自中国。他表示，当前世界互联网，协同

合作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应携手共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互联网发展
把准了脉搏，判清了趋势，指明了方向。进
入智能互联时代，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
存程度空前加深，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知乎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周源表示，开放合作、携手共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互联网更好造
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也需要
全球产业界携手合作、勇担责任，共迎风
险挑战。

“世界互联网大会进入第六个年头，
将最新技术成果向全世界分享，推进网络
空间国际协同治理， 做到了凝聚共识、弥
合分歧，起到了拨云见日的效果。”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张力说，全球
化进程正遭遇挑战，信息化发展也到了关
键节点， 希望各国政府能够携起手来，打
破藩篱壁垒、突破技术瓶颈，努力推动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更好造福全人
类。

（据新华社杭州10月20日电）

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致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贺信引起热烈反响

“双鱼杯”全民乒乓湖南赛首设少儿组
长沙县乒协一队晋级全国总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