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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4月9日电（记者吴
文诩）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的彭
大将军专祠内，一座高达近10米的石
碑矗立其间，碑身南北面书有“彭大将
军家珍烈士纪念碑”，东西面写着“先
烈彭大将军家珍殉国纪念碑”。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今
青白江区城厢镇人），1888年4月9日
出生。1906年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
后赴日本考察学习军事，在日本期间
加入中国同盟会，接受孙中山先生倡
导的革命思想。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

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
总统，但清王朝以良弼为首的顽固派
不甘失败，组织“宗社党”拼力反抗革
命。良弼是“宗社党”领袖，他坚决反
对清廷与革命政府议和，欲集结十万
清军与革命军决一死战。

为了扫清革命阻碍，彭家珍自
告奋勇，决定舍身前往刺杀良弼。
彭家珍通过调查发现，良弼的亲信
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
外表相似，可以假扮他去见良弼，于
是便印了崇恭的名片，又购买了一
套清军官服。

1912年1月26日晚，当良弼乘坐
的马车回到府邸门前，良弼正从马车
上迈下一只脚时，一个身着清军官服
的青年人迎上来递上一张名片。良
弼觉得不认识眼前这个人，诧异之间
欲转身快步回府。突然，青年人掏出
一枚炸弹，一声巨响后，良弼应声倒
地，左腿当即被炸断。一块弹片也击
中了青年人的头部，他不幸壮烈牺
牲。这个青年正是彭家珍，时年23
岁。两天后，良弼伤重死去，同时殒命
者还有其八名卫兵。

那是一个为革命慷慨赴死的年

代。爆炸行动前，彭家珍写好绝命书，
连同账簿和现洋200元装入皮包内，
交给同志。“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
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
荣。”这是彭家珍留下的生命绝唱。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在爆炸行
动十多天后，清朝宣统皇帝下诏宣布
退位，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
终结。孙中山称赞彭家珍“我老彭收
功弹丸”，并追赠其为“陆军大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签发给其家属
《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表
彰彭家珍“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彭家珍：慷慨赴死为共和

这是彭家珍生前用过的铜墨盒
（右）和铜镇纸（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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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金
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提出，全面推进金融业综
合统计工作要建立“统一标准、同步采
集、集中校验、汇总共享”的工作机制，
重点落实七项任务。

这七项任务与现行金融统计内
容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实现金融统
计全覆盖。

国办印发《意见》

落实七项任务 实现金融统计全覆盖
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落实哪七项任务?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叶
昊鸣）目前我国社保基金结余状况如
何？继续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单位费率，是否会对社保基金
运行及参保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标准
造成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
部长游钧在9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进行了回应。
据游钧介绍，2017年社保基金征

缴收入增幅为17％，是近5年来最高
水平，基金的总收入达到3.3万亿元，
支出2.85万亿元，当期结余4400亿
元，累计结余4.14万亿元，可支付月数
17.4个月。“从2017年的企业养老保

险的基金运行情况来看，基金运行是
总体平稳的，并且稳中向好。”游钧说。

阶段性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的费率
会不会影响养老保险金待遇水平？游
钧认为，此次延续阶段性降费的地区
是有条件的，即当地基金累计结余可
支付月数在9个月以上，以保障基金的

支撑能力。除此之外，游钧表示，实施
阶段性降费的省份所需要的前提条件
是保证养老保险待遇按期足额发放。

“我们进行了测算，养老保险基金费率
降低1个百分点，绝大部分地区还是能
够当期收大于支，少数收不抵支的可
以利用累计的结余来调剂。”游钧说。

据游钧介绍，自实施阶段性降费以
来，并没有影响到社保基金的正常运行，
养老金待遇也没有降低，连续两年都进
行了调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
署，我们已经部署了2018年的养老金的
待遇调整的工作，将有1.14亿退休人员
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收益。”游钧说。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9日就美国务院公告对台潜艇“营销核准证”
回答了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称，美国务
院日前公告对台潜艇“营销核准证”，台方认为美
此举有助于提高其防卫能力，维持台美友好关
系。请问国防部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立场
是明确的、一贯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
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要求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
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军事联系，停止一切形式的对
台售武。中国军队有能力、有决心挫败一切分裂
祖国的企图，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务院公告
对台潜艇“营销核准证”答记者问

来自全国的160家校外培训机构9日在河南
郑州共同签署《校外培训机构自律公约》

全国首批160家校外培训机构
签署自律公约承诺诚信规范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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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交叉性金融产品统计，有效统计监测跨行业、跨市场、跨部门金融活动。

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计，全面掌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程度，及时发现风险传导节点和重大风险隐患。

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统计，支持内部关联交易判断和外部风险传染识别。

编制金融业资产负债表，完善金融资金流量、存量统计，摸清金融业家底，强化宏观杠杆率监测基础。

开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统计，反映金融体系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建立并完善债券市场统计等金融基础设施统计，有效识别市场风险及其传染渠道。

建立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监管的地方金融组织统计，以及互联网金融统计，加强对风险防控薄弱环节的统计监测。

（据新华社4月9日电） 本版制图/孙发强

承诺
依法、诚信、规范办学

避免
“超纲教学”“强化应试”

绝不
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等

自律公约提出
●诚信招生、合理收费、接受监督，切实保障受
教育者权益。

●不通过夸大宣传、虚假承诺、捆绑诱导、隐瞒
欺诈等方式误导学生及家长参与培训，不进行
跨年度收费。

●坚决抵制将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
挂钩的行为，坚决抵制与中小学校及其教师建
立不正当经济利益关系等。

阶段性降低养老保险单位费率
不会影响社保基金及养老保险待遇

人社部：

名词解释

高科技，打造预防医学
优氧生态农业示范区

海南是生态岛、健康岛，土地资源
珍稀。但在稀缺的土地上，没能种出
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作物，是海南许多
地方农业发展的隐痛。如何利用高科
技提升农业、创新引领市场，并利用科
技创新的最新成果引领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
海南省委高度关注的问题。

从过去关注“量”到现在在乎“质”，
这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
容。从绿色农业到有机农业，再到最前
沿的预防医学农业，预防医学农业显
得更适合于海南生态岛、健康岛的资
源禀赋，也是让龙寿洋上万亩农田实
现最大价值的产业发展方向。

经过农业和旅游专家的多方探讨
和交流，将龙寿洋打造成为预防医学
优氧生态农业示范区成为其建设目标
之一，而且也是其最为重要的一个产
业支撑，而最终将推动龙寿洋成为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示范区。

经过多方比较和借鉴国际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经验，并结合海南的气候
及土壤特点，含生物类黄酮最多的水
果——无病毒百香果和金钻17号凤
梨被作为首批引入的品种。这两类水
果是天然的消炎药，能够排毒、净化机
体，吸附胆固醇、胆汁酸，净化血液，减
低细胞癌变……

氧生游，与农业旅游医
疗旅游融为一体

在龙寿洋种植的这些水果，除了
其本身具有的特色食疗功效，还将在
种植、加工等环节融入二产、三产以及
健康产业。如已经开始种植的无病毒
百香果，果园被打造为一个游客可以
乐在其中的植物迷宫。同时，果园周
边享用新鲜的百香果汁，以及作为产
业延伸的百香果深加工产品和相关的

旅游文创产品，也会同时推向市场。
龙寿洋的“氧生游”计划中，这个

预防医学优氧生态农业示范区的设施
以“疗、泊、动、栽、食、买”为主题，即突
出治疗、住宿、活动、栽培、美食、购物
等六大系统设施。而“优氧氧生游”以

“氧生”为主题，同时与“农业旅游”、
“医疗旅游”结合。

“来到海南岛，身体会更好！今年
2月2日，在外交部海南全球推介活动
上，外交部在致辞中邀请各国人士，也
突显了海南健康产业的优势。早在
2013年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集医疗
康复养生、生态节能环保、绿色国际组

织和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海南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这被誉为“博鳌
亚洲论坛第二乐章”。

凭借着这样的政策优势和生态优
势，琼海瞄准国际高端健康产业打造
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

健康小镇：与大区新村
共同实现三大愿景

围绕着琼海着力发展高端健康产
业的产业目标，龙寿洋在发展预防医
学农业基础上提出打造“龙寿洋健康
小镇”，希望健康小镇与博鳌大旅游区

共同带动、辐射周边村庄更好地发展
健康休闲度假产业，形成“大区小镇新
村”旅游发展模式，让龙寿洋成为当地
百姓的幸福家园、中华民族的四季花
园和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

按照规划，龙寿洋健康小镇的任
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亚健康的逆
转；医学农场生产医疗级食物；成为健
康知识示范者与引导人；积极推动发
展优氧（优化身体氧气）医学与森林康
养等。小镇的价值在于：为人们提供
支持健康和长寿的医疗级食物；示范
健康观念；结合优氧医学治疗改善三
高等……

作为国家首批“健康医疗旅游示
范基地”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其目标是打造国家高端医疗旅
游实验区、示范区、医疗人才聚集区和
健康领域国际交流平台。而健康小镇
则是从预防医学的角度，通过高质量
的农产品，以食补的概念让人体达到
营养均衡实现健康。

先行区国际化的高端医疗设施，
与健康小镇建立在预防医学农业基础
上的健康产业，让海南的医疗旅游更
为国际化和多样化，并能够更好地带
动和辐射周边的村庄发展各具特色的
乡村康养旅游。

专题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郭景水 美编：张昕田园龙寿洋 乡村振兴新样板

2012年以前

医学农业：用医学的概念，针对现代人的亚健
康，应用完整的食物链产出多样化的营养物作为
植物的养分，经由特选的农作物吸收转化，生产出
高质量的农产品，以食补的概念达到营养均衡。
如食用一个按照预防医学农业要求生产出来的无
病毒百香果，其提供的能量相当于七个苹果。

龙寿洋

传统农业田洋

按照打造田园城市，构建幸福琼海
城市发展战略，琼海按照“三不一就”（不
砍树、不占田、不拆房、就地城镇化）原
则，将龙寿洋连片的田洋及周边农村规
划建设为万亩田野公园。当地村民将原
来的稻田改成莲藕基地、草莓基地，或是
建成体验式菜园，田园不再仅仅是农民
耕作的土地，也成了城市后花园。

2017年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全域旅游建设
大背景下，琼海将龙寿洋的提升作为贯
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百镇千村建
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专门成立由
市委书记何琼妹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将
这一项目作为助力琼海构建产业发展
新格局，加快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的重
点项目。

2013年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前夕，距离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不远、被誉为继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落户博鳌

之后的“博鳌亚洲论坛第二乐章”——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里备受社会瞩目的博鳌超级医院正式开业。博鳌
超级医院的建成，让海南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医疗旅游目的地的目标迈出坚实一步。

而在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的传统田洋里，一项与健康有关的前沿科学正在稳步推进中——即打造预防医学优氧
生态农业示范区，这是继绿色农业、有机农业之后，农业产业迎来的又一次革命。

从医疗到预防，从治病到养生，让病痛化解于无形。围绕着打造预防医学农业示范区的目标，龙寿洋以“大区+小
镇+新村”旅游发展新模式，以博鳌大旅游区+龙寿洋健康小镇，带动辐射更多周边美丽乡村发展预防医学农业、康养
产业等，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博鳌第二乐章”！

打造预防医学农业示范区——

龙寿洋健康小镇 融入博鳌第二乐章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一角。 水木 摄

（本版策划/撰文 杨亦）

龙寿洋花海。 （本报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