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1日，江津东方爱情国际半程马拉松赛现场。 记者 万难 摄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4月21
日，由中国田径协会、市体育局、江津区
政府共同主办的2019重庆江津东方爱
情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在江津区元帅广
场鸣枪开跑。这是江津区首次举办的
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也是重庆首个以

“东方爱情”为主题的国际半程马拉松
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埃塞俄比亚、肯尼
亚、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以

及全国 30 余个省市及港澳地区的
10000余名马拉松运动员、迷你马拉松
爱好者参赛。

经过激烈角逐，男子半程马拉松的前
三名分别被来自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选
手赢得，重庆选手赵浩赢得男子半程马拉
松第五名。女子半程马拉松冠军由来
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摘取，中国选手张
开琴以01:20:55的成绩获得第三名。

江津东方爱情国际半马开跑
万余名选手参赛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4月21
日下午，在大连举行的中超第六轮比赛
中，重庆斯威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凭
借费尔南多的点球，1比1逼平对手，近
4轮联赛保持不败。

面对上轮才取得首胜的大连一
方，重庆斯威主帅小克鲁伊夫再次对
阵容做出调整：阿德里安顶替卡尔德
克出任前锋，罗皓和元敏诚、杨帅搭档
防线。

开场之后，重庆斯威反客为主，对
大连一方展开围攻。但让人没想到的

是，率先打破僵局的却是大连一方，第
68分钟，在接到朱晓刚的传球后，一方
外援卡拉斯科用一脚抽射帮助大连一
方打破僵局。落后的重庆斯威对大连
一方展开了围攻，第79分钟，阿德里安
突入禁区后造成赵明剑手球犯规，费尔
南多一蹴而就，帮助斯威扳平比分。最
终，重庆斯威1比 1客场逼平大连一
方，近4轮联赛保持不败。

本场比赛结束后，重庆斯威暂时排
在积分榜第四位。4月28日，重庆斯
威将坐镇主场，迎战广州恒大淘宝。

重庆斯威1∶1逼平大连一方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4月22
日是第50个世界地球日。21日，市生
态环境局和两江新区管委会在园博园
联合举办“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别
让地球流浪”主题宣传活动，为市民普
及自然资源和地球科学知识，进一步增
强人们保护地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
识。

当天，来自我市的100个环保家
庭参与了活动。为提高小朋友们的兴
趣，主办方举办了“我为地球清肺”“我
为地球美颜”“我为地球润肤”等一系
列互动体验项目，让小朋友们在游戏

的同时，掌握垃圾分类的方法，明白节
约用水的重要性，以及低碳出行的好
处。活动中，所有小朋友还在家长的
带领下共同亲手绘制了“爱心暖地球”
巨幅拼图，在一笔一划中进一步加深
了环保意识。

为普及生物多样性，鼓励小朋友们
亲近大自然，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我为
地球添彩”展厅，里面展示的乌龟、蜗牛
等小动物，以及摆放的蝴蝶、昆虫标本，
极受小朋友欢迎。他们时而向管理人
员提问，时而拿起手机拍照，好奇心十
足。

绘制“爱心暖地球”巨幅拼图

百个环保家庭共迎世界地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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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击

这是穿越百年的夙愿，这是走向深
蓝的远航。

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世代夙
愿，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人民海军在战火中诞生，在发展中
壮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一路劈波斩浪，纵横万里海疆，勇闯远
海大洋，逐步发展成为五大兵种齐全、
核常兼备的战略性军种。

进入新时代，人民海军坚定不移加
快现代化进程，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
流，加速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迈
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以
全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辉煌启航

历史不会忘记，从19世纪中叶到
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中国遭外敌从
海上入侵470多次。历史必将铭记，是
中国共产党人让中国有海无防的历史，
永远画上了句号。

1949年1月，在西柏坡指挥全国解
放战争的毛泽东作出一项历史性决定：
应当组成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

1949年4月23日，伴随着百万雄
师横渡长江的胜利凯歌，人民海军在江
苏泰州白马庙宣告诞生，中华民族开启
了向海图强的新篇章。

“4月23日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
天。”今年已经93岁的东海舰队原副参
谋长黄胜天，是目前唯一健在的海军初
创见证人。老人清晰记得，就在南京解
放的当天下午，党中央、中央军委下令
三野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华东军区
海军，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

“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一缺人
才，二缺军舰，三缺舰炮。”海军诞生地

纪念馆馆长徐进说，人民海军成立之
初，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只有从原国民
党海军中起义的部分小型舰艇，全部家
底加起来也不过几千吨，还不如大国海
军的一艘驱逐舰。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
下，几乎从零起步的人民海军走上了建
设发展的快车道。

1375次对敌作战中，人民海军取
得了击沉击伤和俘虏敌舰船418艘、击
落击伤敌机574架的辉煌战绩，创造了

“小艇打大舰”“海上拼刺刀”“空中白刃
战”等令人惊叹的战斗奇迹。

70年来，在战火中成长壮大的人
民海军，已经成为一支捍卫国家主权和
安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应对多种安
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海上钢
铁长城。

精彩跨越

临沂舰、黄冈舰、烟台舰等新型导
弹护卫舰密集下水，昆明舰、合肥舰、西
宁舰等新型导弹驱逐舰陆续入列，首艘
国产航母、新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先后
举行下水仪式……

近年来，媒体经常用“像下饺子一般”
来形容中国海军新型舰艇的列装速度。

在不断“刷屏”的新闻背后，是中国
海军主战装备成建制更新换代的大跨
步飞跃。

曾几何时，中国海军还过着“新三
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紧日子，
但在过去的几年间，海军先后入列一大
批新型武器装备，已基本形成二代为主
体、三代为骨干的主战装备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海军聚焦新
时代使命任务，核心军事能力大幅提

升，主战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现代后勤
建设不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务实高
效，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大踏
步前进。

从2009年到2019年的短短10年
间，人民海军新型主战舰艇数量，已从
十位数向百位数递增。国际军事观察
家评价，这10年，人民海军装备的发展
变化，超过了以前半个世纪。

深蓝召唤

“体系练兵”“背靠背对抗”“出岛
链”“远海训练”“海上维权”“战备巡
逻”……近年来，这些让人耳熟能详的

“军事术语”，日益成为海军官兵练兵备
战的“关键词”。

面对大量新型装备的列装，海军加
快提升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陆战队
和岸防部队等多兵种的联合作战能力，
带有实战化背景、突出全要素合成的海
空联合演练成为一种常态。

今年1月，由海军合肥舰、运城舰、
长白山舰和洪湖舰组成的远海训练编
队，在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进行远海
联合训练后返回湛江军港。

34天、10000海里……如今，对于
海军舰艇来说，这样的出岛链训练演练
早已是“家常便饭”。

驱船闯大洋，砺剑海天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军建设发展进

入了“黄金时期”。从东海、南海再到太
平洋，从空中、水面再到水下，人民海军
的舰艇编队、航空兵一次次突破岛链，一
系列实战化课题在远海大洋轮番上演。

上百名全训合格的舰艇长踏浪大
洋，80%以上的师团级指挥员经历了远
海风浪“洗礼”，一支全新的人民海军正

在从容拥抱大洋、走向世界。

和平担当

出东海、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跨
越印度洋……4月上旬，由西安舰、安
阳舰、高邮湖舰组成的海军第32批护
航编队向亚丁湾高速航行。

据海军参谋部统计，自2008年12
月中国海军执行首批护航任务以来，共
为6600余艘次中外船舶护航，助力亚
丁湾、索马里这个世界上“最危险海域”
重新成为“黄金航道”。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军亚丁湾
护航、海外撤侨、远航访问、海外医疗服
务、国际救援等兵力行动“含金量”不断
提高，展示了开放、自信、和平的大国海
军形象。人民海军走向世界，意味着世
界多了一支维护和平的坚定力量。

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万吨级
大型海上医疗救护平台，入列10年多
来，和平方舟先后访问43个国家和地
区，为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患者提供
诊疗服务23万余人次。

48艘战舰铁流澎湃，76架战机振
翅飞翔，1万余名官兵雄姿英发……
2018年4月12日，新中国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海上阅兵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
新一代海军官兵光荣接受习近平主席
检阅，展现了人民海军装备体系创新发
展的强劲脉动，展示了向海图强的澎湃
之势。

“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海军”的伟大号召，必将激励站上强
军兴军新征程的人民海军，创造新的伟
大奇迹。
（新华社记者 李学勇 樊永强 黎云）

（据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新华社科伦坡4月21日电 斯里
兰卡多地21日遭遇连环爆炸袭击，已
有207人死亡、470人受伤。中国驻斯
里兰卡大使馆当天证实，两名中国公民
在袭击中遇难。

从当地时间21日早8时许开始，
斯里兰卡多地接连发生8起爆炸，地点
包括位于首都的科伦坡香格里拉大酒
店、肉桂大酒店、金斯伯里大酒店和科
伦坡代希瓦勒动物园附近一家酒店，位
于科伦坡市内的圣安东尼教堂、位于市

郊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位于东部城市
拜蒂克洛的一座教堂和科伦坡德曼塔
戈达地区一处住宅区。

斯里兰卡警方消息说，目前系列爆
炸已造成207人死亡，其中包括35名
外国人，另有470人受伤。据当地媒体
当晚报道，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28人。

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证实，两名
中国公民在爆炸中遇难，受伤中国公
民人数正在进一步核实。使馆已启动
应急机制，并提醒在斯中国公民注意

人身安全。
斯里兰卡当局宣布，从当地时间

21日18时至22日早6时，斯里兰卡全
岛实施宵禁。截至目前，斯警方已逮捕
7名爆炸案嫌疑人，并表示将进一步调
查。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一
系列爆炸事件。斯里兰卡当局表示，这
一系列爆炸中大部分都是自杀式袭击。
斯里兰卡国防国务部长鲁万·维杰瓦德
纳表示，当天的袭击是“恐怖袭击”。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呼吁民众
保持镇静，不要轻信未经权威部门证实
的消息，并表示警方和军方正在进行调
查，请民众配合。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
马辛哈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谴责当天的
爆炸案，并呼吁斯里兰卡民众在此悲痛
时刻更加团结。

多国政要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袭击，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呼吁共同
打击极端主义。

（参与记者：唐璐、朱瑞卿）

据新华社昆明4月21日电 （记者
林碧锋）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
21日表示，脱贫攻坚战以来，扶贫资金
管理取得显著成效，扶贫资金项目监管
全面加强，各地要推进扶贫项目资金公
告公示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广泛参与进
来。

全国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
设暨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培训班21
日在云南省富源县举行。欧青平在培
训班上指出，各地要抓住关键环节，重
点抓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发现问
题和省级党委政府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反馈问题整改；规范和完善县级脱贫攻
坚项目库建设，坚持现有目标标准，精
确选择扶贫项目，加强入库项目审查，
精心组织项目实施，全面实施绩效管
理，及早谋划2020年后的项目库建设
工作。

欧青平说，各地要扎实推进扶贫项
目资金公告公示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广
泛参与进来；积极探索开展扶贫项目资
金后续资产管理，加快建立扶贫资产管
理制度，落实监管责任；深入持续开展
扶贫领域警示教育，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做好扶贫项目资金总结工作。

国务院扶贫办

推进扶贫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向基层延伸

斯里兰卡因地形之故被称为“印
度洋上的一滴眼泪”。4月21日，这个
美丽的岛国留下了她的眼泪。

从早上8时许开始，斯里兰卡全
国范围内接连发生8起爆炸，从首都
科伦坡到东部拜蒂克洛，从教堂到酒
店，震惊全岛。截至目前，连环爆炸
已导致超过 200 人身亡。而科伦坡
发生的爆炸最多，整座城市沉浸在悲
伤里。

记者当天下午前往科伦坡市内发
生爆炸的酒店和教堂。在肉桂大酒
店，昔日在酒店门前迎来送往的接待
人员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数十名
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军人。酒店大堂
内，室内喷泉已被关闭，平日人来人往

的咖啡厅也变得空空如也。
一名酒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

声轰响后，我们得知这里发生了爆
炸。酒店立刻组织住客撤离，目前酒
店内已空无一人。”

肉桂大酒店距离科伦坡地标性景
点——加勒菲斯绿地广场只有不到2
公里的距离。不见了往日漫天飞舞的
风筝，整个广场上只有警察在来回巡
逻，而广场对面便是另一处爆炸地点，
科伦坡香格里拉大酒店。

科伦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入口被
封锁线围得严严实实。记者站在封锁
线外看到，爆炸将酒店2楼一侧的玻璃
全部震碎，内部的桌椅一片狼藉，数名

警察正在勘查现场。
正在此时，酒店入口处的一名警

察要求查看记者的护照，他的工作证
上写着“反恐调查组”。这名警察对记
者说：“当下是特殊时期，为了大家共
同的安全，还请配合。”

当地时间下午3时许，记者来到
了另一处发生爆炸的圣安东尼教堂。
教堂外侧的道路被封锁了两三百米，
禁止车辆驶入。正在试图走近教堂
时，当地妇女尼尔马拉把记者拦住：

“不要再靠近了，这里实在是太危险
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
在我的国家。”

斯里兰卡民众动人的微笑曾经温

暖了无数来到这里的外国游客。然而
在今日的圣安东尼教堂附近，记者只
看到人们神情凝重地望着“受伤”的教
堂，教堂顶上片片屋瓦掉落，门口一地
玻璃碎片。

斯里兰卡曾一度饱受战火摧残，
30年的内战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格外珍
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今天的爆炸
不禁让我想起了曾经的战争，我希望
政府能够尽快调查清楚爆炸起因，杜
绝这样的流血事件。”50多岁的科利塔
在圣安东尼教堂附近告诉记者。

目前，斯里兰卡警方已经在全国
范围内加强安保。当局宣布，从当地
时间21日18时至22日早6时，斯里兰
卡全岛实施宵禁。

“希望不会再听到爆炸声。”科利
塔说。

（新华社科伦坡4月21日电）

斯里兰卡流下了眼泪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唐璐

斯里兰卡连环爆炸致逾200人身亡
两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中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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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1 日电 （记者
于文静）2018年我国乡村产业形态不
断丰富，特色产业快速发展，创响特色
品牌约10万余个，农产品网络销售额
达3000亿元。

21日，国务院关于乡村产业发展
情况的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受国务院委托，农
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作报告，介绍了上
述情况。

韩长赋在报告中说，近年来，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以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采取了一系列
有力措施，全力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目
前，乡村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现代农业
加快推进，乡村产业形态不断丰富，乡
村产业融合渐成趋势，利益联结机制逐
步构建，农村创新创业日渐活跃，产业
扶贫扎实推进。

报告显示，2018 年粮食产量
13158亿斤，连续7年保持在1.2万亿

斤以上。棉油糖、果菜鱼、肉蛋奶等生
产稳定、供应充足。规模以上农产品加
工企业 7.9 万家、营业收入 14.9 万亿
元。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接
待游客30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8000
亿元。

在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方面，报告指出，发展质量效益
不高，产品供给仍以大路货为主，优
质绿色农产品占比较低，休闲旅游普
遍存在同质化现象。同时，产业要素
活力不足，产业链条仍然较短，农产
品加工转化率仅为65%，比发达国家
低 20个百分点，产业基础设施仍然
薄弱。

报告提出，要强化政策扶持，加大
工作力度，大力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优
化产业空间布局，持续做强现代种养
业，大力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壮大
新型经营主体，着力打造产业园区，实
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大力推进农村创
新创业，深入推进产业扶贫，健全完善
政策体系。

2018年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3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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