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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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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昌5月29日电（记者高一伟）邱
金辉，1904年5月出生于江西省横峰县，1925年
考入南昌讲武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1月下旬，在方志敏等领导下，江西
弋阳、横峰等5县的党组织决定举行年关暴动。
邱金辉负责在横峰县葛源、邱家两区秘密串联，宣
传动员和组织农民革命团和自卫队。

1928年 1月，方志敏等人领导的弋横起义
爆发，两县农民革命团组成六路纵队参加起义，
邱金辉任第六路指挥者之一，率农民自卫队参加
起义。弋横暴动后，自卫队进行了整编，邱金辉
被任命为农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一
营一连连长。

弋横农民暴动胜利后，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
部队撤向弋横交界的山区。1928年6月底，由于
叛徒告密，邱金辉不幸被捕。7月11日，遍体鳞
伤、不时昏迷的邱金辉被押往刑场。毫无人性的
刽子手把他绑在十字架上，剥去上衣，极其残忍地
用刀在他的左右肩胛各剜出一个洞，插上点燃的
蜡烛，用铁钉在他头顶钉出一个洞，插上点燃的香
火，并用火烧他的心窝。邱金辉忍受着常人难以
想象的巨大痛苦，毫不动摇，正气凛然地高呼：“杀
吧，杀死我一个，杀不绝共产党人，革命一定会胜
利！”邱金辉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宁死不屈、铁骨铮铮的
共产党员——邱金辉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经中
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编辑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下册，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册，收入自 2015 年 10 月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后至2017年 10月党
的十九大召开前这段时间内的重
要文献，共 72 篇，约 63 万字。其
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稿 34篇，其
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稿 16 篇，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的 有 关 文 件 22
篇。有 19 篇重要文献是第一次公
开发表。

这部重要文献选编，集中反映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这一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
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全会
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加强党
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的极不平凡历程；集中反
映了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
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深刻洞
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提
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
挥的决定性作用、作出的决定性贡
献；集中反映了全党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明确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贯彻执行《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取得的卓著成效；集中反映了党
中央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
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以
及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保持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加
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维护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
好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等方面提出的重要思想、作出
的重大决策、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创
造的新鲜经验。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册与之前出版的上册、中册形成一
个完整系列，为全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提供了重要教
材，对于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
精神、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
斗，具有重要意义。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出版发行

基 础 科 学 研 究 短 板 依 然 突
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工业母
机、高端芯片、基础元器件、基础
材料等瓶颈突出……当前，我国
科技领域尚有不少短板需要补，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
有根本性改变。

“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

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
略性安排，尽早取得突破”，习近平
总书记这一要求，令广大科技工作
者倍感振奋。

“围绕如何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我们正在抓紧全面梳理短板、长板
和短板中的长板。”中国工程院党组
书记李晓红院士说，“创新决胜未

来，改革关乎国运。创新驱动实际
上是人才驱动，我们在研究改革束
缚工程科技人员的体制机制障碍，
为完善科技评价和人才评价提供高
质量决策咨询。”

“在装备制造领域，我们与先
进国家制造业相比仍有较大差
距。希望更多好政策推动企业成

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
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民营高
新技术企业宁夏维尔铸造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王小宁说，公司把
年销售收入的 8％用于新产品研
发，在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上
取得了突破。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得有标志性

科技成就。从事干细胞研究的中国
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所
研究员陈捷凯说：“经过十年攻关，我
们发明出几套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
权的新诱导因子。只要坚持做下去，
我们一定能在这个领域接近或走到
世界舞台的中央。”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只有自信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
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习近
平总书记鼓励我们必须有‘亦余心之
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既
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中国工

程院院士顾金才说，“我们有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全国拧成一股绳，组织创新大军集智
攻关。”

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切感受到，创
新的自信源于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
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从2G跟随到3G突破，从4G
同步到5G引领，我们在通信领域的
创新自信是实践实干中一步步积累
的。只要我们有国际视野，自强不息

持续奋斗，就可以有所作为、大有所
为。”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与交换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说，我们要
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不断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不断取得基础性、战略性、
原创性重大成果。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与世界强国
科技实力差距很大，而现在进入了并
跑和局部领跑的新阶段。“重要的是
社会要崇尚科学，崇尚创新。教育要
点燃青年人尤其是孩子们的科学梦
想。”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本忠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走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创新是
第一动力，坚持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出席院士大会的中国工程院副
院长赵宪庚院士说，我们在工程科
技一线，一定不辜负总书记的重托，

抢抓机遇，趁势而上，勇做新时代科
技创新的排头兵和赶超世界先进水
平的推动者。

进入21世纪，全球科技创新进
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
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面对千载

难逢的历史机遇，抓住了可能“同频
共振”，抓不住就会“擦肩而过”。

“科技创新的主动权实际是国家
发展的主动权。面对机遇和挑战，
我们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
以‘鼎新’带动‘革故’，打通从科技
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

道。”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吹

响了抢占世界创新高地、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的‘冲锋号’。作为一名新
院士，我将在自己的专业上结合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做‘顶天立地’的研
究，为打造发展新引擎贡献力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晓红说。
安徽良金高效农业研究院院

长杨良金说，在广大农村发挥第一
动力的作用，最紧迫的就是科技创
新和科学普及、应用两翼齐飞，用
通俗易懂的实用技术帮助农民发
展现代农业。

“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

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勇挑重担，努力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

“鼎新”带动“革故”创新决胜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之二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中共
中央关于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内法
规和相关文件专项清理的决定》日前
发布。党中央决定，废止3件、修改
35件中央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

针对涉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党

内法规和相关文件进行专项清理，这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的决策部
署，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三
中全会精神，有效解决部分党内法规
和文件与机构改革不适应、不协调、不

衔接、不一致问题，确保机构改革依法
依规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决定》指出，中央纪委、中央各部
门要抓紧对本单位涉机构改革的党内
法规和相关文件进行清理，国家机关
各部委党组（党委）要按照机构改革精

神及时清理自身制定的涉机构改革的
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组
织实施好本地区涉机构改革党内法规
和相关文件的清理工作。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
刻认识专项清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认

真抓好贯彻执行。对废止的党内法规
和相关文件，要按照档案、保密管理有
关规定，做好存档、查档利用等工作。
对需要修改的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
要抓紧启动修改工作，优质高效完成
修改任务。

中共中央对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作出清理决定

废止3件、修改35件中央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

■ 人民日报评论员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
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
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关
键。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科
技发展大势，深刻阐述科技创新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广大科技工作
者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排头兵提出
殷切希望，极大鼓舞着广大科技工
作者矢志不移自主创新，极大激励
着全党全国全社会万众一心向着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奋勇前
进。

当今世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
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
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这些年来，我国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竞
相涌现，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
行、领跑阶段，但科技领域仍然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在科技
创新的大赛场上，我们不能落伍，必
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
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
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
心和创新高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

争中，我们没有更多选择，非走自主
创新道路不可。实践反复告诉我们，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
不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讲过，核心
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
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只有
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只有以关键
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
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
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才

能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中。

只有自信的国家和民族，才能
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创新从
来都是九死一生，但我们必须有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
悔”的豪情。面向未来，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
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
未来的方针，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步伐。在创新过程中，既不能妄自
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必须认识
到，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

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
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深化国际
科技交流合作，融入全球科技创新
网络，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在
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

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
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
路。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强烈的创新
信心和决心，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
越、赢得胜利，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
未来发展制高点，就一定能肩负起历
史赋予的重任，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创造辉煌业绩。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坚定信心矢志不移自主创新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院院士大会重要讲话

第一动力 提升科技供给，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

行稳致远 坚定创新信心，不妄自菲薄妄自尊大

决胜未来 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记者郁琼源）记
者29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优化外贸结构，财政部等5部门近日发
布通知，自2018年1月1日起，对经认定的技术
先进型服务企业（服务贸易类），减按15%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财政部等5部门发布通知

今年起对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服务贸易类）减按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商务部迅速回应
白宫声明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记者于佳欣）针对
美国白宫29日发布的声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迅
速回应表示，我们对白宫发布的策略性声明既感
到出乎意料，但也在意料之中，这显然有悖于不久
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无论美方出台
什么举措，中方都有信心、有能力、有经验捍卫中
国人民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中方敦促美方按照
联合声明精神相向而行。

磋商，不等于反复折腾
美国白宫29日发布声明，我国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迅速作出回应，表示无论美方出台什么举措，
中方都有信心、有能力、有经验捍卫中国人民利益
和国家核心利益。

不久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不打贸易战
的共识，并就经贸磋商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这一背
景下，白宫发布的策略性声明令人出乎意料，这显
然有悖于双方共识。但似乎一切又在意料之中
——特朗普政府的多变和反复已经不是第一次
了，几天前特朗普对“特金会”的摇摆不定和戏剧
性变化就是一个例证。而他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前
后不一的表现更是其一贯做法。

特朗普政府的变化，恰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即将率团来华进行经贸磋商。美方的出尔反尔，
不管是为了增加自身谈判筹码，还是为了争取国
内选民支持，抑或是其他考虑，都是在用任性透支
国家信誉，将让美国在国际道义上越发陷入尴尬
和被动的境地。

我们期望美方不再冲动行事，但如果美方来
硬的，我们也不怕。中方的态度一如既往：我们不
想打，但也不怕打。尔欲战，我奉陪。对于美方声
明，我们将听其言、观其行，美方出台任何举措，中
方都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

磋商，虽不是一帆风顺，但绝不等于反复折
腾，而是要拿出诚意来务实沟通。中方将继续与
美方代表团进行务实磋商，希望美方也能按照联
合声明的精神相向而行，这是对两国人民最好的
负责。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记者于佳欣）

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