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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2019
中关村论坛开幕式10月17日在北京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

创新发展、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中
国愿积极参与全球创新合作，同世界
各国共享创新发展成果，携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关村正努力打造

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举办
中关村论坛，共议前沿科技和未来产
业发展趋势，共商全球创新规则和创
新治理，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创新思想
和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与

会嘉宾深入研讨、充分交流，增进共
识、促进合作，使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于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推动
世界科技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关村论坛创办于2007年，旨在

促进国内外科技界、产业界沟通交流与
创新合作，迄今已举办十届。2019中关
村论坛于10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
行，主题为“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共邀
请国内外业界嘉宾约1200人与会。

习近平向2019中关村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合作论坛17日在浙江杭州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去年7月，我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宣布建立全面合作、共同

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中阿友好合作进入历史新阶段。希望中阿双方携手努力，推动
媒体融合发展，打造智慧广电媒体，发展智慧广电网络，为增进中阿民心相通、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第四届
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合作论坛致贺信

乘风破浪时 扬帆济沧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信事业发展取得新成就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著名
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
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第九届、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
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
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原会长，北京大

学原校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丁
石孙同志的遗体，17日在北京八宝山
革命公墓火化。

丁石孙同志因病于 2019 年 10
月 12日 14时 35分在北京逝世，享
年93岁。

丁石孙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
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
种形式对丁石孙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
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7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
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

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丁石孙同志”，
横幅下方是丁石孙同志的遗像。丁石
孙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45分许，习近平、李克
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丁

石孙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丁石
孙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丁石孙同
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丁石孙同志
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丁石孙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丁石孙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丁石孙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最高法：

刑事审判要兼顾天理国法人情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罗沙）最高

人民法院17日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
会议提出，树立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刑事司法理
念，准确把握刑事政策，突出打击重点；正确适用
刑事法律，兼顾天理国法人情。

最高法要求，各级法院要落实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精准适用刑罚，努力用较小的刑罚成本争取
更好的犯罪治理效果。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感
受和预防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确保罪责刑相适
应。要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
死刑”的死刑政策，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
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罪证确实充分、依法应
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对于毒品案件，要坚持
从严惩处与精准打击并重。

“刑事审判不能对民意无动于衷，搞机械司法，
也不能被舆论所左右，搞舆论审判。”最高法提出，必
须严格公正司法，坚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
防线；同时，司法绝不能背离人之常情、世之常理。

最高法提出，要将法律的专业判断与民众的
朴素认知融合起来，以严谨的法理彰显司法的理
性，以公认的情理展示司法的良知，兼顾天理、国法
与人情。要坚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把抽象的法律
公正地适用到每一个案件中去，实现个案公正与类
案公正、法律公正与社会公正的统一，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百万大裁军
1985年，中央军委作出的百万大裁军决策，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贯彻落实把党和国家工作重
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而
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也是中国政府为维护世界
和平作出的重要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
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要腾出力量支援国民经济发展
的要求，以及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
军队的指导方针，军队建设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
革。1982年，军委各技术兵种裁减合并为总参谋
部的兵种部，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到铁道部。在
大量裁撤指挥机关的同时，增设了电子对抗部队，
成立了国防科工委，以适应国防现代化的需要。
1983年4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组建成立，
这是中国武装力量体制的一个重大变化。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
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上郑重宣
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减少员额100万。这是中国
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
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
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按照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从1985年下半年
开始，按照先机关，后部队、院校和保障单位的顺
序，人民解放军自上而下地组织实施了百万大裁
军。到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完成了百万
大裁军的任务。经过此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人
民解放军朝着机构精干、指挥灵便、反应快速、提
高效率、增强战斗力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特区忠诚卫士：符永友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与特

区内的高楼大厦同步建设的，是那圈围绕特区的
铁丝围栏，俗称“二线”。“二线”的建设倾注着原广
东公安边防总队第七支队一代又一代官兵的青
春、汗水和热血，官兵们对它始终有种难以割舍的
情愫，更难以忘怀为之献出宝贵生命的“特区忠诚
卫士”符永友烈士。

符永友，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1971年5
月出生，1990年12月入伍，是原广东公安边防总
队第七支队四大队二十中队战士。

1992年1月8日19时，二十中队战士符永友
和许建华按时来到特区管理线一个耕作口哨所巡
逻警戒。他们看见不远处有4个人从树林里蹦了
出来，鬼鬼祟祟地向铁丝围栏靠近。符永友和许
建华立即机警地躲在距铁丝围栏15米的树下隐
蔽起来，伺机出击。不一会儿，那4人中间的两个
人向上一蹿爬过了铁丝围栏，符永友和许建华一
跃而上各擒住了一名歹徒。铁丝围栏外的两个人
一看同伙被抓，便狡猾地躲藏起来伺机行动。符
永友对许建华说：“你先把这两名歹徒押送回去，
我留下来看守。”许建华刚走不久，一名不法分子
见有机可乘，便翻过铁丝围栏闯进特区。埋伏在
一旁的符永友扑了上去，歹徒拼命奔跑，符永友紧
追不舍，追出20米开外，在过一条杂草丛生的旱
水沟时，符永友猛扑上去紧紧抱住歹徒。在搏斗
中，凶残的歹徒急红了双眼，拔出了身上携带的自
制手枪，转身向符永友头部扣动了扳机……

当战友们第二天凌晨5时找到符永友时，他
已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1992年1月，公安部为
符永友追记一等功，广东省委追认其为中国共产
党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为烈士，深圳市政府
授予符永友“特区忠诚卫士”称号。

（据新华社广州10月17日电 记者李雄鹰
毛鑫）

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数字经
济发展浪潮奔涌。

2019年是互联网诞生50年，也
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25
年。25年来，我国互联网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由大渐强，创造了令世界惊
叹的发展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信事
业发展，作出了建设网络强国的重
大战略部署，加强网信工作统筹协
调和顶层设计，加强网络内容建设
和管理，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发
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推进全球
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推动网信事
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探索出
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
之路，为世界互联网发展作出了中
国贡献、创造了中国经验。

共建安全、清朗的网上家园

互联网是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也
是国际竞争合作的新高地。信息技术
为人们带来便利，也伴随着不少隐患。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
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
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习
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话语，为推动
我国网络安全体系的建立，树立正确
的网络安全观指明了方向。

深刻把握信息化发展大势，积
极应对网络安全挑战。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
在维护网络安全方面的作用，加快建
立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各方面齐
抓共管，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切实维护
网络安全。

——出台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
空间安全战略》等网络安全法律法规
和战略规划，印发《关于加强网络安全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见》《关于加
强国家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
见》等政策文件，制定发布网络安全国
家标准289项，为国家网络安全工作
立柱架梁，夯基垒台；

——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2019年以来，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组

织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专项治理，对存在严重问题的
APP采取约谈、公开曝光、下架等处
罚措施；

——自2014年以来，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连续六年成功举办，开展网
络安全进社区、进校园、进军营等活
动，有效提升了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
防护技能，“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
全靠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是
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
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
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
人民利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互联
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
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
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有关部门
密切配合、协同发力，网上正能量更强
劲、主旋律更高昂，网络生态不断净
化，网络空间日益清朗。

组织开展“净网”“剑网”“清源”
“护苗”等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网络
谣言、网络色情、“伪基站”等网络乱
象得到有效整治；“中国好网民工程”

“网络媒体走转改”等一批项目成功
实施，公民网络文明素养大幅提升，
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
精神家园。

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
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双十一”临近，河南南阳市镇
平县侯集镇的观赏鱼生意越来越红
火。7年前，大学毕业的高坤决定返
乡创业，成为侯集镇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观赏鱼的“第一人”。“这几年电商物
流发展让‘活体运输’成为可能，我们

也开始针对高端市场做线上零售，客
户已经可以实现在网上挑选、扫码购
买。”高坤说，现在年利润能达到一二
百万元。

如今，当地越来越多的乡亲通过
养殖、销售观赏鱼走上了脱贫致富的
道路。

侯集镇是网络扶贫加快弥合数字
鸿沟、释放数字技术普惠效应的一个
缩影。

2016年10月，中央网信办会同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印发
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共同推进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决胜全面小康
增添助力。截至2018年底，贫困村通
宽带比例达到97%，纳入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贫困县网络零售
额超过1100亿元；《数字乡村发展战
略纲要》部署实施，2018年农村地区
互联网普及率达38.4%，比2017年提
升3个百分点。

短短25年时间，从一条网速仅有
64千比特每秒的网线出发，今天的中
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
达61.2%，网络与13亿多人民的学习工
作和生活息息相关。数字经济规模达
到31.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达到34.8%，数字化新业态不断涌现。

“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
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铿锵有力。

适应人民新期待，党的十八大以
来，“数字红利”加快释放，“互联网+”
深入百姓生活——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信息化服务普及持续推进，不断为百
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
服务；

积极推进政务服务和民生领域的
信息化应用，推动线上线下集成融合，
全国统一、多级互联的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正在形成，通过“数据多跑路”实
现“群众少跑腿”；

“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健
康”“互联网+文化”等广泛运用，公共
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不断
提升；

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全面实施，网
络覆盖、农村电商、信息服务、网络扶
智、网络公益等扎实推进。

……
信息化的飞速发展，正在让亿万

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全球互联网治理贡献
中国方案

2018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向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就进
一步推进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发表
了重要主张——

“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互联
网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
不同，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
相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利益相
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
同。各国应该深化务实合作，以共
进为动力、以共赢为目标，走出一条
互信共治之路，让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更具生机活力。”

这是对全球互联网发展趋势的
深刻洞察，也是对中国同世界各国携
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真诚
倡议。

开放包容，互利共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

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拓展与
各国的合作空间，共同致力于打击网
络违法犯罪、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快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积极参与互联
网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和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体系建设，

共同推动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迈向
更高水平。

自2014年起已连续成功举办5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习近平主席在大
会上深刻阐述了全球互联网发展治
理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四个共
同”，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广泛认同，网络主权、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日益深
入人心。

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一中国与
世界互联互通的国际平台和国际互联
网共享共治的中国平台，品牌效应不
断提升、引领作用愈发凸显：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呈现引领
未来的互联网创新技术成果，从衣食
住行各领域展示着未来美好生活的无
限可能；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处理器、神威
太湖之光、百度大脑、光量子计算机
……惊艳全世界的世界互联网领先
科技成果在会上发布，让停留在书面
的抽象概念成为可以触摸的现实；

发布《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世
界互联网发展报告》和《乌镇展望》等
成果性文件，系统展现互联网治理的
中国经验，为各国更好推动互联网发
展提供有益借鉴。

回顾五年来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
题，从“互联互通 共享共治”，到“创新
驱动 造福人类”“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
开放共享”，再到“创造互信共治的数
字世界”……“互联互通”“互信共治”

“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贯穿始终，全球互联网发展的中国
智慧清晰可见。

一年一度，一期一会。
2019年 10月 20日，以“智能互

联 开放合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六届世界互
联网大会开幕在即。云集全球智慧
的互联网盛宴将让白墙黛瓦、青石
板巷的千年古镇乌镇再次散发出璀
璨的光辉。

在这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将再
次为世界发展注入更多新活力。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
王思北 余俊杰）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武汉10月17日电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10月18日晚20时在武汉体育中心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中国军网等中央重点
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在武汉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