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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武汉 9 月 12 日
电（记者徐海波 伍欣）位
于大别山革命老区腹地的湖
北省黄冈市英山县红山镇邵
河村，山清水秀，空气清
新，“高颜值”的农家小洋
楼处处可见。这里就是彭干
臣烈士的家乡。

正在村党员群众服务中
心建设现场监督施工的邵河
村支书王仕成说，服务中心
大楼建成后，将在二层修建
邵河村革命烈士纪念馆，展
示彭干臣等 20 余名邵河村
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让革
命烈士的精神代代相传。

彭干臣，1899 年出生
于安徽省英山县（今属湖北
省），1919 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 年 4 月加入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 年 12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 年 5 月，彭干臣与许继慎等人被安徽党组织选派考
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军校教导团任连党代表，为中共
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委员。 1925 年 1 月，他参加第一次东征作
战，因战功显赫升任营党代表。 6 月到上海开展工人运动。
10 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与朱德等同班。

1926 年秋，彭干臣奉命提前结业回国，加入叶挺独立团
参加北伐战争。 10 月独立团扩编成立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
长兼任武昌卫戍司令，彭干臣任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代理武昌
卫戍司令。 1927 年 3 月，彭干臣按中央指示，带领一批军事
骨干秘密潜回上海，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协助周恩来指
挥工人作战。 5 月护送周恩来到武汉。

大革命失败后，彭干臣潜回家乡组织革命活动，后赴南昌
参与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南昌起义第二天，彭干臣被任命为
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失败
后，他潜回上海，从事秘密革命工作。 1929 年春夏之交到
1930 年 5 月，在周恩来领导下参与在上海举办的中央军政干
部训练班，培养训练了一大批军政领导干部。 1929 年 8 月任
中共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0 年 5 月任中共满洲省
委军委书记，秘密组织东北地区的军事斗争。 12 月任中共顺
直省委军委书记。 1931 年夏被调回上海，协助周恩来领导中
央军委日常工作，并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2 年春，彭干臣奉中央指示到闽浙赣苏区，先后任红十
军参谋处长、新十军参谋长，参与指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反

“围剿”作战，协助方志敏率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巩固和扩大了
苏区。1933 年任彭（湃）杨（殷）陆军学校教育长、校长。1934 年
11 月，他参加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于浙赣、
皖赣边，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吸引敌
人，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1935 年 1 月中旬，彭干臣在上饶、德
兴间怀玉山地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 35 岁。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

作战指挥者——— 彭干臣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9 月 12 日电
（记者骆珺 郝薇薇）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日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习近平首先对不久前日本关西地区和北
海道分别遭受台风、地震灾害，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慰问。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
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中
日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地区重要国家，应
该共同担负起责任，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
稳定和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今年是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近一段时
期，安倍首相和日本政府多次在对华关系上

展现积极姿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
系正步入正常轨道，面临改善发展的重要机
遇。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相向而行，保持
改善向好势头，推动中日关系稳中有进，得
到新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日双方要始终恪守和遵
循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巩固政治基础，把
握正确方向，建设性管控分歧，特别是日方
要妥善处理好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积极
营造良好气氛，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我们欢
迎日本继续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实
现共同发展繁荣。“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
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试验田。中方

愿同日方一道，着眼新形势，为两国务实
合作开辟新路径，打造新亮点。中日双方
应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建设和平、
稳定、繁荣的亚洲。双方要坚定维护多边
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和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双方要
弘扬民间友好传统，赋予其新的时代内
涵，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安倍晋三感谢习近平主席对日本遭受
台风、地震灾害表达的慰问。安倍表示，
日本长期以来致力于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
程，中国的发展也为日本带来积极和重要
影响。当前日中关系正回到正常轨道，双

方合作空间进一步扩大。日本希望同中国
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
荣。日方愿作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高
层交往，争取更多合作成果，加快推进日
中关系改善和发展。为此，日方愿努力增
进两国民间友好，妥善处理好敏感问题。
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日方坚持在两国政
治文件中确认的立场，这一点没有任何变
化。日方重视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
重要作用，希望就事关地区和平稳定的重
大问题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彭干臣（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张苑）“真龙汽车城杯”第五届广西万村篮
球赛桂林赛区决赛日前在 GBL 篮球公园圆满落幕。

据悉，广西万村篮球赛是目前全国参赛人数多规模较大的
乡村体育赛事之一，赛制参照中国篮球协会最新审定的篮球规
则执行，兼具群众性和专业性，被民间称为“中国农民
NBA ”。今年的第五届广西万村篮球赛是庆祝广西壮族自治
区成立 60 周年的重大体育赛事之一。

此次桂林赛区的比赛由桂林市体育局主办，桂林市篮球协
会承办，共有来自我市各县区的 13 支代表队，近 200 名运动
员参赛。自 9 月 7 日开赛以来，共进行了 27 场比赛，同时还
进行了定点投篮、 3 人运球投篮往返接力赛等特定项目的比
赛。最终，全州县全州镇北门社区队夺得第一名。

据主办方介绍，多年来，篮球运动在桂林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深受老百姓喜爱。此次比赛得到了我市各县区、村屯、社区的
积极支持，参赛队伍覆盖全市大部分行政村、社区。同时，此次赛
事也成为展示我市新农村风貌、农民新风采的“大舞台”。

第五届广西万村篮球赛

桂林赛区决赛圆满落幕

▲参加“东方－2018”战略演习的中俄参演官兵在俄罗斯楚戈
尔训练场进行敌后机降后快速前出训练（ 9 月 11 日摄）。

9 月 12 日，“东方－2018”战略演习全面展开联合战役行动指
挥演练，重点检验中俄两军联合作战筹划和组织指挥能力。

新华社发（杨再新 摄）

□陈丹

国际刑事法院 11 日声明，将依法
“继续工作”，不惧美国方面就阿富汗战
争所涉罪行调查发出的制裁威胁。

【“不惧阻吓”】

国际刑事法院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作为一家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将依照法
治的原则和首要理念继续工作，不惧阻
吓。”

这份声明旨在回应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前一天撂下的狠
话。后者声称，国际刑事法院如果开始调
查美国在阿富汗所涉战争罪，美方将制裁
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国际刑事法院根据联合国《罗马规

约》于 2002 年 7 月在荷兰海牙设立，负
责审理国家、检举人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委托审理的案件，有权就种族灭绝罪、战
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指控作出审判，
只追究个人刑事责任。

美国政府没有批准《罗马规约》，时
任共和党籍总统乔治·Ｗ·布什 2002 年宣
称不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去
年 11 月要求法院调查阿富汗武装冲突中
可能存在的战争罪行。一份长 181 页的
申请书写道，“所获情报提供合理依据，
认定美国军队和中央情报局成员在阿富汗
等地对冲突相关的在押人员施以折磨、虐
待、暴行、强奸与性暴力，尤其在 2003
年至 2004 年。”

按照博尔顿的说法，如果美方人员受
战争罪调查，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考虑禁
止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入境，冻结

他们在美资产并在美国法院起诉他们。
博尔顿还威胁制裁协助调查的其他国家
或个人。

【后援强大】

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监督机构，《罗
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亮出“后援团”，
说国际刑事法院得到 123 个成员以及
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民间团体“强力
合作与支持”。

多个大国声援国际刑事法院。法国
外交部发言人阿涅丝·范德米尔发布声
明，说国际刑事法院必须能够不受阻
碍、独立公正地行使权力。“法国和其
他欧洲伙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同它合
作并从资金方面予以支持。”

德国外交部在社交媒体“推特”的
账户说：“我们承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的工作，尤其在它遭受攻击时。”
博尔顿 10 日指认国际刑事法院对

美国和以色列等盟友是“彻底的威
胁”，称任何针对美国军人的调查“毫
无事实根据且不正当”。

美联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去年
11 月至今年 1 月底共收到来自阿富汗
的 170 万项战争罪指认。阿富汗人权
委员会主席西马·萨马尔说：“伸张正
义有助于促进阿富汗和平进程。”

设在阿首都喀布尔的“过渡司法协
调小组”帮助不少人向国际刑事法院申
诉。这一法律团体的成员伊赫桑·卡内
认为，一些反政府武装人员被抓获后遭
到虐待，获释后加入塔利班组织，更多
是为复仇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

卡内说：“如果他们觉得获得公
道，或许会停止战斗。”

（新华社专特稿）

▲ 9 月 12 日，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马斯登女校，孩子们与中国传统龙形
风筝合影。

当日，由新西兰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潍坊风筝扎制和放飞活动作为体验课走
进惠灵顿马斯登女子学校。来自山东潍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风筝的代
表性传承人郭洪利向新西兰儿童展示了传统中国风筝的扎制技巧，并让大家动手
体验制作和放飞风筝，受到学校师生的欢迎。 新华社记者郭磊 摄

中国纸鸢“飞到”新西兰 “东方－2018”战略演习

展开联合战役指挥演练

无惧美国制裁威胁

国际刑事法院坚持调查美在阿富汗所涉战争罪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9 月 1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在全国有序推开“证照分离”改
革，持续解决“准入不准营”问题；决定再
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三分之一以上并简
化审批，为市场主体减负；听取清理证明事
项工作进展汇报，要求加大力度消除群众办
事烦忧。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向全国有序推开已在上海自贸区等试点的
“证照分离”改革，破解“准入不准营”难
题，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
力，增强发展动力。会议决定，按照该放给
市场的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管好管到位
的要求，从今年 11 月 10 日起，在全国对

第一批上百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推进“照后
减证”，对不必要设定审批、市场机制能够
有效调节、可由行业自律管理的事项直接取
消审批或改为备案，并加强市场经营过程的
监管；对目前不能取消审批、但通过事中事
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行为的审批
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由市场主体作出承
诺、达到审批条件即可获批经营，发现与承
诺不符的依法撤销审批决定并从重处罚；对
涉及公众健康和安全等不宜采取告知承诺方
式的审批事项，要优化准入服务，分门别类
减少申报材料和环节、压缩审批时限、提高
透明度，为创业创新主体进入市场消除障
碍。会议强调，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在
放宽准入的同时要把更多力量放到创新和强
化事中事后监管上，加强公正监管。

会议决定，在确保质量安全、公正监
管的前提下，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并简化审批程序。一是再取消 14 类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使实施生产许可证
管理的产品类别进一步从 38 类减至 24
类。对取消许可的一些涉及公众健康和安
全、环境保护等产品，可转为强制性认
证，列出正面清单并向社会公示，强制性
认证费用原则上由财政负担。采取支持措
施，鼓励企业开展自愿认证，推动树立品
牌、拓展市场。二是对保留的生产许可证
简化审批程序。将发证机关组织的发证前
产品检验改由企业在申请时提交符合要求
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对除危险化学品外
的省级发证产品实行现场审查后置，企业
提交相关材料并作出质量安全承诺后即可

领取许可证。三是推行“一企一证”，对
一家企业生产不同类别产品的只发一张许
可证。会议要求，要落实监管责任，强化
证后监管，推动“中国制造”提质升级。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前
期清理证明事项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
上，把索要证明的单位作为下一步清理
工作重点，从源头上减少证明事项。群
众办事时，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不得索
要证明，对确需在法律法规规定外提交
的证明要由索要单位列出清单并经司法
行政部门核准。对必须提交的证明事项
推广告知承诺制。坚决纠正任意索要证
明等问题。切实解决群众办事的难点和
“痛点”。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在全国有序推开“证照分离”改革 持续解决“准入不准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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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他提出 6 点倡议：一是加强战略对接，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共同体建设深入对接，同时与东盟
各国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有机衔接，共同落实好以政治安全、
经贸、人文交流三大支柱为主线、多领域合作为支撑的“ 3+
X 合作框架”，推动双方关系提质升级。二是促进贸易和投资
合作，充分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
平台的作用，扩大从东盟国家进口，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扩大
对东盟国家投资，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全面生
效。三是加强国际产能合作，落实好《中国－东盟产能合作
联合声明》，打造融合度更深、带动力更强、受益面更广的
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四是推进互联互通合作，加快中
老铁路、印尼雅万铁路、中泰铁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及其南向通道等项目建设。五是深化创新合
作，着力构建区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
转化，大力开展科技人才培训、技术交流。六是密切人文交
流合作，深化文化、教育、卫生、旅游、青年、媒体、体育
等领域务实合作。

柬埔寨首相洪森、缅甸副总统敏瑞、越南副总理王庭惠、
老挝副总理宋迪、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副总统伊迪出席开幕式并
分别致辞。

开幕式前，韩正与洪森共同出席柬埔寨馆开馆仪式。开幕
式后，韩正巡视博览会展馆，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韩正出席第十五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

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