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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

据新华社济南 8 月 10 日电 （记
者 魏圣曜 孙晓辉）在山东金乡县王
杰村，一座苍松翠柏环绕的院落内，一
尊3米多高的白色人物雕塑肃穆矗立，
雕塑后的展厅内，安放着雕塑原型——
英雄王杰的照片、日记、生活用品等遗
物。这里就是王杰纪念馆。

王杰，1942年生，山东金乡县人。
1961 年 8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2 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他以雷锋为榜样，从小事做起，处
处以身作则，“以服从祖国的需要为快
乐”，为了党的事业“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逐步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
战士。他热爱学习，写下了10多万字
的日记。

王杰关怀战友，爱护集体财产，帮
助群众做好事从不留名。他勤奋工作，
在执行训练、施工和抗洪救灾等各项任
务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被大家称为

“闲不住的人”“不知疲倦的人”。他在
部队里年年是优秀战士，两次荣立三等
功，当了班长，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
和一级技术能手。

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江苏省
邳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军
事训练。在炸药包即将发生意外爆炸
的危急关头，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
和人武干部的生命安全，他毅然扑向
炸药包，献出了自己 23岁的年轻生
命。

英雄王杰：舍命扑向炸药包

据新华社长沙 8 月 12 日电 （记
者 谭畅）曾日三故居位于湖南省宜章
县玉溪镇南关街。88岁的曾凡葵言谈
间充满对伯父的敬仰之情：“他是最令
曾家骄傲的人。”

曾日三，又名曾日山，是中国工农
红军高级指挥员，1904年生于湖南宜
章城关镇曾家湾一个读书人家庭。
1919年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
后到宜章第一区高小任教，后任国民党
宜章县署督学。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发动
宜章暴动，将县长杨孝斌等宜章县反动
上层人物一网打尽。暴动胜利后，曾日
三作为正直青年被吸收到县苏维埃政
府参加革命工作。他表示要摆脱封建
家庭，跟共产党干革命。同年2月，他参
加中国工农革命军，任第3师秘书。4
月，随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任红4军
第29团秘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起，曾日三任红4军军部
秘书、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
了保卫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苏区的斗
争。其间，与吴仲廉结为伉俪。朱德为
他们担任主婚人。1931年起任红3军
政治部主任、红3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福建军区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
次反“围剿”斗争，屡建功勋。

1934年10月，曾日三参加长征，
任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
率部担任后卫。他经常到前线阵地进
行政治动员，指挥战斗，有力保障了主
力部队的作战行动。中央政治局沙窝
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
路军，红5军团改番号为红5军，曾日
三任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被编入
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
队。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反
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一、四方
面军的团结，后被调到红9军任政治部
主任。

1936年10月，曾日三随部西渡黄
河，转战甘肃省河西走廊。参与指挥古
浪、永昌等战斗。后任西路军政治部组
织部部长、红9军代政治委员。1937
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他任西路军第三
支队政委，率200余人突围，艰苦转战
在祁连山区。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他
要求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每一个
指战员都要做钢铁战士。

1937年4月27日，曾日三在红柳
园子遭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伤病员和
妇女先撤，他率部担负阻击任务，最后
落入敌手。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义凛
然，高喊“红军万岁”，壮烈牺牲，时年
33岁。

曾日三：屡建功勋的红军高级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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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人类历史值得铭记
的日子：74年前的这一天，日本侵略
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正义战胜了邪
恶，光明战胜了黑暗。

正义不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
发动的那场战争，给包括中国人民在
内的世界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犯下罄
竹难书的战争罪行。面对亡国灭种
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打

败了穷凶极恶的侵略者，赢得了近代
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
全胜利。历史潮流浩浩汤汤，无可阻
挡。74 年过去了，那场战争所昭示
的真理颠扑不破：好战必亡，正义必
胜！

任何力量都吓不倒中国，任何苦
难都压不倒中国。回望那段历史，当
时日本国力何其强大，日军手段何其
残暴，野心家们甚至妄想三个月灭亡
中国。面对强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
倒，更没有屈服，而是万众一心共赴
国难，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在

血与火中淬炼出伟大的抗战精神，开
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
新征程。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战争留
给中国人民的记忆刻骨铭心，中国人
民也因此对战争有着更深的理解。
中国人民深知，和平是需要争取的，
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
惜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
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
的。纪念战争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
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

坚守。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

主题。中日两国化干戈为玉帛，两国
人民共同期待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对中日两国来说，“以史为鉴”是对战
争最好的纪念，也是对未来最好的期
许。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
保卫人民和平生活能力的伟大国家，
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抗日战争到
新中国成立70年，历史反复证明，无
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中国
人民有着“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
脊梁。越是遇到艰难险阻，中国人民
越能迸发出坚韧不拔的力量，披荆斩
棘一往无前，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新华社沈阳8月14日电）

历史昭昭 正义必胜
新华社记者 徐扬

新华时评

据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史竞
男 谢滨同）今年以来，针对网络文学
领域存在的低俗色情等问题，“扫黄打
非”部门大力组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
7月底，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转办涉
嫌传播低俗色情淫秽内容线索347条，
查办刑事案件10起、行政案件67起，
约谈70余家网站并责令整改。

全国“扫黄打非”办部署北京、上海
查处晋江文学城、起点中文网、米读小
说、番茄小说等违法行为并公开曝光；
浙江查办“3.28”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案，刑拘 3人；湖北成功办结武汉
“8.03”非法经营案，8人被判刑；北京连
续查处“红袖添香”“17K中文网”“豆瓣
网”“新浪微博”“磨铁中文网”等多起网
站传播淫秽色情小说案件，给予行政处
罚；河北查处微信公众号“七米文斋网”
传播淫秽色情小说及漫画案件，对公众
号负责人予以行政拘留十日；湖南查处

“看呗网”传播淫秽色情小说案件，予以
行政罚款并关闭网站；安徽查处“笑穴
中文网”传播淫秽色情小说案件，已由
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全国“扫黄打非”办专项整治网络文学
查办刑事案件10起、行政案件67起，约谈70余家网站

前7个月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量稳中有降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2019年1-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

显示，前7个月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量稳中有降，土地成交量价同比跌幅近30%。易
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商品房销售面积已连续3个月同比下降，表明楼市已
有所降温。 （据新华社）

暑期不少人选择出境旅游避暑放
松。但在一些签证中心办理签证的遭
遇却让他们非常“上火”。多项服务价
格高出市场价四五倍之多；预约后仍要
排队四五小时但交四五百“插队费”可
免；一家三口办同一项目寄材料时却被
要求交三份快递费……新华社记者调
查了解到，京沪等地一些签证中心已背
离“简化签证手续、提高服务效率”的设
立初衷。

收费随意、收费昂贵、不
花钱就得“受罪”

“感觉处处都是坑！”上周董小姐和
家人在北京办理签证时遭遇“任性”收
费。

临时要求增加翻译文件，收取高
价翻译费。“签证中心工作人员要求
我提交房产证翻译件，并提出收取
110元/页的翻译费。”董小姐告诉记
者，她觉得收费太贵，提出想自己翻
译。工作人员则称，自己翻译也可
以，必须重新排号办业务。董小姐想
想此前长达数小时的排队时间，只好
掏钱。

被无理要求支付 3 份高额邮寄
费。“一站地铁的距离，签证中心索要快
递费80元，即便使用网约跑腿服务，这
个价格也高出四五倍。”董小姐说，更令
她气愤的是，她一家三口办同一业务一
起交材料使用同一个收件地址，但却被
告知须交3份快递费。

董小姐还告诉记者，本来是签证中
心为避免自取证件的客户白跑一趟的
短信提醒服务，价格高达20元一条。
如果不交，取件时就可能白跑一趟甚至
多趟。

董小姐的遭遇绝非个案。北京
居民史女士发现，自己提前在签证中
心进行网络预约后，仍要排队四五个
小时。此时有工作人员反复劝导她，
现场花四五百元“插队费”购买VIP
服务即可免去排队。史女士发现工
作人员收取费用后都未提供正式发
票。

多名受访对象向记者表示，他们感
觉这些签证中心，心中只有挣钱。

“哄”“唬”“硬”：忽悠掏
钱“三板斧”

记者在北京一家签证中心提供的
可选服务费用表上看到：短信通知20
元、快递80元、打印10元/页、照相40
元、贵宾服务390元、超级快签8421元
……不少人向记者反映，这些“天价”服
务号称“可选”，但往往“不得不选”。记
者发现，工作人员忽悠客户掏钱有其固
定套路。

——先“哄”。记者在多地签证中
心看到，工作人员会从客户进门开始就
向其推销付费排队的VIP服务。一份
服务的价格通常在300-600元左右。
记者从一些工作人员处得知，他们看准
了来办理签证业务的大多是经济条件
尚可的客户，对几十元数百元的费用痛
感不强。于是就反复给客户灌输所谓

“花钱买方便”的观念，忽悠客户多掏服

务费。
——再“唬”。“不按我说的，签证很

可能通不过。”这句话已成为“控制”客
户掏钱的“咒语”，十分灵验。董小姐告
诉记者，当她考虑不掏高额翻译费用，
直接递交材料时，就是这句话唬住了
她。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在不
愿按工作人员指令交费时，都听过这句
话。

——最后“硬”。对哄不听又唬不
住的客户，一些工作人员往往会强硬坚
持。上海罗女士在签证中心为自己和
儿子办理德国签证时被工作人员要求
额外复印一份经济来源证明。但此前
她已在相关官网查明并不需要。可在
工作人员坚持下，罗女士只能多复印了
20多页相关材料。还有些工作人员会
给不愿消费的客户找些“麻烦”，比如让
他们重新排队办业务或长时间等待。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
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已达

14972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华东
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楼嘉军表
示，面对人群如此广泛、利益涉及巨大
的市场，规制签证中心任性收费问题变
得愈发重要。

专家称签证中心“任性”
收费属违法行为

记者得知，不少消费者曾向12358
价格监管平台投诉签证中心“任性”收
费问题，但得到回复称：“快递等服务价
格问题属于市场调节价，经营者可根据
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行制
定价格。”这样的说法成立吗？

“签证中心是介于办理人与使领馆
之间的一个服务机构，主要进行业务咨
询、材料收集和初审、签证取回等工
作。”中国旅游研究院学者杨劲松称，不
少国家的使领馆会授权一个第三方机
构协助签证受理工作，该机构又在中国
本土找到合作企业在相应城市设立签
证中心。

记者了解到，目前驻华使领馆的签
证外包服务主要集中在VFS Glob-
al、TLS contact和BLS三家服务商。

专家提醒，市场化企业属性，并不
意味着签证中心就有权“任性”收费。
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邱宝
昌认为，签证中心因其与特定国家使领
馆之间的授权关系，具有独占属性，实
际形成了市场支配垄断地位。“利用这
种垄断独占地位实施高收费、乱收费，
已经违反了反垄断法十七条相关规定，
是违法的。”邱宝昌建议，市场监管部
门、反垄断执法部门应该对相关违法行
为及时进行查处。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使领馆作为委托
方也应加强管理，定期对负责签证中心
实际运营的受委托方进行考核，如果存
在乱收费或设置不合理交易条件等损
害签证人权益的行为，应该及时终止其
业务委托关系。

杨劲松认为，应让办理者的评价能
影响到签证中心资质、绩效的考核，以
此形成其改进服务的压力。

针对有网民反映个别欧洲国家在
华签证中心出现额外收费等问题。外
交部领事司表示，正向有关国家驻华使
领馆了解情况并沟通意见和看法。“我
们希望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切实保障
正常签证申请秩序，为双边人员往来提
供便利。”

（新华社上海8月14日电）

一条短信20元、一份快递80元、打印一页10余元……

办签证你花过这些冤枉钱吗？
新华社记者 王默玲 杨洋 何曦悦 何欣荣

“任性”收费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的7月份主
要经济数据显示，尽管部分指标增速
出现短期波动，不过制造业投资增速
连续三个月回升、城镇新增就业全年
任务完成近八成等诸多指标释放出积
极信号。

怎样研判当前经济形势？下阶段
经济运行趋势如何？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刘爱华当天在国新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进行了解读。

看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发展态势

统计显示，7月份，工业增加值等
指标增速比上月有所回落。

如何看待指标的短期波动？刘爱
华说，波动在月度之间比较常见。判断
经济形势要从全局出发考虑大势，更好
地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刘爱华分析，工业生产总体平稳，
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5.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2.9个百
分点。此外，投资平稳增长，1至7月份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7%，与前几
个月基本持平。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3.3%，连续三个月小幅回升。

“产业发展持续升级，国内需求优
化扩大，外贸外资增长有所加快，就业
物价总体稳定。不管是从生产需求还

是从就业物价等方面判断，当前经济运
行仍然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
势。”她说，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
严峻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还需巩固。

看消费：巨大潜力正逐步释放

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7.6%，增速比上月回落2.2个百分
点。

“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汽车销售变
化。”刘爱华分析，由于汽车排放标准的
转换，很多厂商和经销商在6月采取了
促销活动，6 月汽车销售同比增长
17.2%。由于消费前移或者有一定透
支效应出现，7月份汽车销售下降了
2.6%。扣除汽车零售额影响之后，7月
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8%，增速和上月基本持平。

她说，餐饮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
长，消费升级类商品包括文娱类商品零
售额增速继续加快，服务消费增速保持
两位数，综合来看消费继续保持了平稳
较快增长。

下一步，消费仍有走稳基础。刘爱
华分析，我国消费潜力巨大，居民收入
较快增长也对消费起到支撑。同时，下
沉市场、社区电商等新模式逐渐兴起，
消费设施日益完善，消费环境不断改
善。此外，平台经济发展会从产业和供
给方面对消费提供支持。巨大的消费
潜力正在逐步释放，消费有保持平稳较

快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看就业：就业市场总体平稳

统计显示，1至7月份，全国城镇新
增就业 867 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
79%。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

“调查失业率上行主要是因为毕业
季到来，毕业生集中进入就业市场。”刘
爱华说，今年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830
万左右。从往年经验和目前高校监测
数据来看，高校毕业生陆续找到就业单
位，正在逐步落实之中。随着就业工作
的推进，未来调查失业率数据会有所体
现。

数据还显示，25至59岁人口调查
失业率为4.6%，与上月持平。她分析，
25至59岁就业主体人群的调查失业
率与上月持平，这也显示目前就业市场
总体平稳。

看物价：物价有条件保持平稳

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2.8%，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
点，其中猪肉、鲜果等部分食品价格涨
幅较大。

刘爱华分析，从整体上看目前物价
涨幅比较温和，上涨较多的主要是食品
价格。随着夏季时令水果的大量上市，
鲜果价格总体有下行的积极条件。相
关部门、各地方政府目前都在采取措

施，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猪肉价格。随
着这些措施逐渐见效，猪肉价格是有平
稳基础的。

“不管是从食品、工业品、服务，还
是从货币条件、输入性因素等方面来
看，整体物价水平有基础、有条件保持
比较平稳的态势。”她说。

看走向：下阶段经济增长
有坚实基础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
能否稳健前行？刘爱华认为，今年以来
我国采取的逆周期调节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正在逐渐显效。

她介绍说，企业对于减税降费的获
得感在增强。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调查
显示，二季度有52.2%的企业认为享受
到了减税降费红利，比一季度上升3个
百分点。同时，微观主体活力不断增
强。1至7月份日均新登记企业达到
1.96万户，其中7月份达到日均2.13万
户。此外，新动能在不断集聚壮大。最
新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三新”经济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6.1%，比
上年上升0.3个百分点。

“从经济动力、活力和政策红利等
方面来看，下阶段经济增长有坚实基
础。”刘爱华说，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狠抓“六稳”政策落实，强化创新驱动，
激发市场活力，坚持办好自己的事，促
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五大视角看当前经济形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解读7月份经济数据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聚 焦 中 国 经 济 亮 点

8月14日，成昆铁路凉红至埃岱站间突发数万方高位岩体崩塌。
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14日12时44分左右，成昆铁

路凉红至埃岱站间突发数万方高位岩体崩塌，线路再次中断，并导致现场部分抢险
人员失联，具体人数正在核实中。

灾害发生后，铁路部门立即启动Ⅰ级响应，迅速组织力量，会同地方消防人员
全力开展救援。目前山体坍塌还在继续，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影响。 新华社发

成昆铁路突发数万方岩体崩塌
有抢险人员失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