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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武昌首义：
开启“共和之门”

据新华社武汉11月29日电（记者廖君）作
为“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发生之地，武汉这座城市
蕴含着深厚的“首义”情结，漫步在武汉街头，你
会看到首义路、首义园、首义小区、首义中学、首
义广场等诸多以“首义”命名的街道、学校、社
区、广场等，犹如一部写在武汉三镇地图上的“首
义”教科书。

1911年，清政府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
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湖北、湖
南、广东、四川等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同年9月，早已在清政府的新军中积蓄了力量的
湖北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成立了统
一的革命指挥机关，完成了武装起义的组织准
备。但由于事机不密，在临近起义的时刻，革命机
关遭到破坏，许多革命党人被捕，彭楚藩、刘复基、
杨宏胜惨遭杀害。

在此情况下，革命党人决定立即起义。10月
10日晚8时，武昌城内新军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
营的革命党人首先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接着夺
取了清军军械库。武昌镇其他各营士兵和革命党
人也立即行动，联合起来猛攻湖广总督署。经过
一夜激战，起义军占领武昌全城；两三天内，又占
领汉阳、汉口。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革命党人
和起义士兵宣布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
府，发布了第一号布告，宣布废除清宣统年号，号
召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建立中华民国。

武昌首义胜利后，各省纷纷响应，全国24个
省份有14个先后独立。各省所建立的新政府，纷
纷作出除恶税、废漏规、免积欠等减轻人民负担的
决定，宣布剪辫发、禁迷信等移风易俗的法令，使
人民从封建专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经历了一次
精神和思想的大解放。

武昌首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对风雨
飘摇、四面楚歌的晚清政权发起致命一击，由此拉
开颠覆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帝制，开创亚洲第一
个资产阶级共和政权的序幕。

“武昌首义的意义主要是建立了中国乃至亚
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颁布了第一部民主共和
性质的律法文本——鄂州约法。”辛亥革命史研究
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说，武昌首义给我们留
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一是为创建新的社会制度
而“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二是建设新社会的
建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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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德里11月28日电 当地
时间11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
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共同会见中
西企业顾问委员会双方代表。

习近平首先祝贺中西企业顾问委
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大会，称其
为深化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是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合作新模式。
习近平指出，中西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13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双方共建“一带一路”不乏成功范例。
两国加强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有
助于促进亚欧互联互通，推动世界经济
更加开放、包容、平衡发展。希望西班
牙继续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一
公共平台，充分展示西班牙国家形象，
一流产品、技术和服务，获取更多商机，
推动中西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感谢两国企业家长期以
来为中西经贸合作发展作出的不懈
努力，相信在两国企业家和工商界共
同努力下，新时期中西互利共赢的经
贸合作必将谱写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桑切斯表示，西中企业顾问委员
会在习近平主席对西班牙进行历史性
访问之际成立，恰逢其时。在这个充
满变化的时代，西班牙越来越关注亚
洲，尤其是重视日益走向世界的中
国。今天的中国经济、文化都充满着
活力，已经是世界经济、贸易强国，是
西班牙的重要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目
的地之一。西班牙政府支持促进西中
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支持两国企业界
加强联系。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会见。

习近平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共同会见中西企业顾问委员会双方代表时指出

推动中西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新华社马德里11月28日电 11
月28日，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
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
平向大会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巴勒斯坦
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根源性问题，关系
巴勒斯坦等中东各国长治久安和繁荣
发展。早日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

题，是人心所向，符合巴勒斯坦等地区
各国人民利益，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
稳定。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巴建交30

周年。中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好朋
友、好伙伴，是巴以和平的坚定支持
者。中方坚定支持和推动中东和平进
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

权利的正义事业。中国愿继续同国际
社会一道，创新国际促和机制，推动巴
以双方早日重启和谈，为实现中东全
面、公正、持久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习近平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
29日电 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
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进行国
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
廷《号角报》发表题为《开创中阿关系
新时代》的署名文章，引发阿根廷各界
热烈反响。

阿根廷各界普遍认为，习近平
主席即将进行的访问对阿根廷来说
是历史性机遇，希望两国间的交流
能够更加深入和广泛，同时希望二
十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取得
积极成果。

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教授、阿中研
究中心主任帕特里西奥·朱斯托非常
认同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对两国
关系“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
好伙伴、兼收并蓄的好知音”的定位。
他说：“中国如今是阿根廷第二大贸易
伙伴和第一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地国，
两国贸易关系近些年来攀上一座又一
座高峰。习近平主席即将对阿根廷进
行的访问是历史性的。阿根廷必须把
握好这一历史机遇。”

阿根廷官员、专家学者、企业界
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在文章中提出
的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扩
大人文交流、增强协调配合四点主
张，为两国携手开创阿中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新时代、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指
明了方向。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
议员袁建平认为，习近平主席在署名
文章中提及的“期待更多阿根廷高附
加值产品及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助力
阿根廷从‘世界粮仓’向‘世界超市’
转型”对阿根廷很重要。他说，阿根
廷是传统农牧业国家，以粮食出口为
主，如今通过中国的巨大市场来带动
国家经济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成
为“世界超市”，正是阿根廷经济发展
所希望的。

刚参加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的阿根廷门多萨省经济、能源
和基础设施部长马丁·克希纳对习
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欢迎阿方
继续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深
感振奋。“我看到了中国对高质量食
品的需求，而阿根廷具有提供高质
量食品的传统，相信两国合作定有
更灿烂的未来。”

种植大豆的家庭企业主费尔南
多·卡努洛说，阿根廷与中国在农业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期待两国
在贸易、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越
来越多，让双方都有所收获。

中国葛洲坝集团与阿根廷企业
组成的联营体目前正在阿根廷南部

巴塔哥尼亚地区建设孔拉水电站。
该水电站项目是阿根廷的“百年梦
想”工程。水电站大坝建设者米利
安·多帕索说，能够参与如此重要的
工程是莫大的荣耀，这一工程可以推
动该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非常
感谢中国的贡献。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孔
子学院阿方院长帕特里西奥·科内赫
罗对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及的

“‘中国热’、‘汉语热’在阿根廷热度不
减”深有感触。他说，近十年来越来越

多的阿根廷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开始
学习中文，“我想他们是看到了两国关
系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说，阿
根廷人有引以为豪的两双脚，一双用
来踢足球，另一双用来跳探戈。对此，
阿中足球合作项目阿方执行秘书长巴
勃罗·迪亚斯表示，足球在文化和友谊
方面连接起了阿根廷和中国。希望双
方在足球领域的合作能够为加强两国
人民的交流作出贡献。

谈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

斯艾利斯峰会时，习近平主席在署名
文章中表示，中方将在“为公平与可
持续发展凝聚共识”主题引领下，全
力支持阿方举办一届成功峰会，也对
这次峰会充满期待。对此，帕特里西
奥·朱斯托表示，他认为当前中国在
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坚持多
边主义原则，在此基础上，二十国集
团等机制将继续稳固发展，国际合作
也将更有成效，“相信布宜诺斯艾利
斯峰会一定会在中国的贡献下取得
积极成果”。

期待习近平主席访问为阿根廷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阿根廷各界热议习主席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29 日分别向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
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
水平运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发展。

近年来，两国能源合作取得了丰硕
成果，为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中方愿同俄方一
道，共同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再上新
台阶。

习近平强调，举办中俄能源商
务论坛是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

要共识，旨在为双方企业搭建直接
对话交流的平台，广泛寻找合作机
遇，精准对接合作需求。希望与会
嘉宾围绕“进一步深化中俄能源贸
易、投资及金融的全方位合作”的
主题，深入沟通、凝聚共识，巩固现
有合作，挖掘新的合作机会，推动

中俄能源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
惠及两国人民。

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稳步持续提升，
能源合作作为俄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取得长足发展。本次论坛
议程丰富，内容充实，议题涵盖双方在

油气、煤炭、电力、投资、科研和环保等
领域合作，充分表明两国能源企业具
有十分广泛的共同利益。相信来自两
国政府部门、能源企业、金融机构和智
库的参会嘉宾将开展内容丰富和具有
建设性的对话，探索双方互利合作的
新模式。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中共中央印发的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单行本，已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书收录了《条例》全文和中组部负责人就印
发《条例》答记者问等重要内容。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

工作人员。
任命张恩玺为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

任命魏洪涛为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任命李发义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免去张恩玺的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职务；免去
杨富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职务；免去胡
旺林的国家档案局副局长职务；免去黄兰发的中
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职务。

当地时间11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共同会见中西企业顾问委员会双方代表。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阿根廷共和国位于南美洲东南
部，东濒大西洋，南与南极洲隔海相
望，西邻智利，北与玻利维亚、巴拉圭
交界，东北与乌拉圭、巴西接壤。首
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全国政治、经济
和文化中心。

阿根廷于1816年宣布独立，1853
年建立联邦共和国，拥有丰富多彩的
历史文化。阿根廷人口约为 4400
万。75%以上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官
方语言是西班牙语。

阿根廷是拉美地区综合国力较强
的国家，工业门类较齐全，农牧业发
达，素有“世界粮仓和肉库”之称。阿
根廷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其中，矿产资
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铜、金、铀、铅、
锌等，是拉美主要矿业国之一。

热烈奔放的探戈舞蹈在这里起
源，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作家带领
读者漫游于真实与虚幻之间，飘逸浪
漫的阿根廷足球拥有世界各国追随
者，高品质的阿根廷牛肉和葡萄酒名

扬海外。
1972年2月19日，中国与阿根廷

建交。建交以来，中阿双边关系发展
顺利，各领域互利合作日益深化，在
国际事务中保持着良好合作。2014
年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后，中阿合作呈现全方位、高水平发
展态势。目前，中国是阿根廷第二大
贸易伙伴和主要外资来源国。2017
年中阿双边贸易总额为 138.09 亿美
元，同比增长12.1%。 （据新华社电）

阿根廷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相片
将实现“多拍优选”
可申请重新拍照3次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熊丰）公安
部2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自即日起施行深化
治安管理“放管服”改革便民利民6项措施。其
中，在为群众办理居民身份证提供便利方面提出，
今后，群众如果对拍摄的居民身份证相片不满意，
可以申请重新拍照3次，从中优选满意相片。

同时，对于办理过居民身份证的群众，2年内
再次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时，可以使用原相片信
息办理。公安机关还将为群众提供居民身份证换
证提醒服务。群众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前3个
月，户籍地公安机关将通过微信、短信平台等多种
方式提醒群众及时换领新证。

集体用工企业，高考、各类职业资格考试考生
等急需用证的群众，可以通过各地公安机关建立
的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办理“绿色通道”，享受优先
受理、优先上传信息、优先制证服务，确保及时领
取证件。

此外，在优化户政管理服务等事项方面，公安
机关将完善单位和社区集体户制度，利用互联网
开展流动人口暂住登记在线申报，为企业用工落
户和暂住登记提供便利条件。企业和群众可以登
录各地公安机关网上办事大厅、政务网、移动终端
等平台，在线咨询户籍政策、预约户政业务、查询
业务办理进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