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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3月18
日，针对美国国务院就中国全国人大
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
度的决定，宣布更新对包括14名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内的中方有关
官员实施制裁，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
人发表谈话，强调美方以香港事务为
借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十分蛮
横、恶劣，中国全国人大表示坚决反
对，予以强烈谴责。

发言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香港实行什么样
的选举制度是中央事权。近年来特别

是2019年“修例风波”以来，香港法治
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冲击，“一国两制”
受到严重挑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
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宪法和基本
法赋予的职权，从宪制层面对完善香港

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既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容置疑的权力，也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的责任。

发言人表示，此次修改完善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目的是消除制度机

制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风险，为全面准确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
者治港”原则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
权干涉。中国全国人大将一如既往履
行法定职责，坚定不移依法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宪法和基
本法确定的香港宪制秩序，为打击“港
独”势力、确保爱国者治港、保持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提供法律保障。

就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有关官员实施制裁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人发表谈话

新华社重庆3月18日电（记者
周闻韬）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宣
讲报告会18日上午在重庆举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
敏尔主持报告会，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
所所长姜辉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姜辉结合理论阐释与
案例剖析，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科学理论、政治要求等方面系统
深入解读了“为什么学”“学什么”“做
什么”和“怎么学”等四个基础性问
题，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兼具历史
纵深感与现实针对性。他强调，在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立足新起点，
迈上新征程，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国发展的历史方
位，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勇
于担当、善于作为。重庆市党政机关
干部、部分高校师生代表、基层群众
代表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了
报告会。

18日下午，姜辉到重庆红岩革
命纪念馆与基层党员群众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互动宣讲，观摩基层理论微
宣讲并参观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陈
列展。

新华社太原3月18日电（记者
王菲菲）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宣
讲报告会18日上午在山西省太原市
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冯俊作宣讲

报告。
冯俊在报告中系统总结归纳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
深入阐述了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对
于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律、掌
握历史主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的重大意义，同时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的动员讲话是‘开学’第一课”

“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
意义”“全面了解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和历史性贡献”“树立正确的党史观”

“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五个方面进
行了系统讲解。

18日下午，冯俊深入太原市小
店区亲贤社区，与社区党员群众互动
交流；在山西大学与师生代表座谈互
动。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在重庆山西举行

3月18日，安徽省合肥市建平实验小学南艳分校开展“童心向党 礼赞百
年”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活动，包括“听老师讲党史”“小队员讲故事”等内容。图
为学生在唱红歌。 新华社发

合肥：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针对美
方在中美举行高层战略对话前夕对华
施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8日表
示，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本着诚意
和建设性态度进行对话。试图搞“麦
克风外交”、“带节奏”、拉帮结派对华
施压的做法是枉费心机，也毫无用处。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
美举行高层战略对话前夕，美方利用
访问日本和韩国对中方施压，并宣布
在涉港问题上扩大对中国制裁。中方

对此有何看法，是否仍然期待此次对
话能够取得积极成果？

“近日美方出现一系列涉华消极言
行。这发生在中美即将举行高层战略
对话前夕，时机耐人寻味。”赵立坚说，

中方同意参加美方提议的这次高层战
略对话，体现了中方对重启中美对话交
往、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建设
性态度。中方将在对话中就有关问题
表明中方的立场和关切。所有可以谈

论的议题都是摆在桌面上的。中方在
涉及自身主权安全和核心利益的问题
上没有妥协让步的余地，维护自身核心
利益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

“对话能否取得积极成果，取决于

双方的共同努力。美方应与中方相向
而行，本着诚意和建设性态度进行对
话。试图搞‘麦克风外交’、‘带节奏’、
拉帮结派对华施压的做法是枉费心
机，也毫无用处。”赵立坚说。

赵立坚说，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对
话，同美方充分沟通交流，推动中美关
系健康稳定发展。“但我们也不指望一
次对话就能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问
题。美方应认识到中方坚定捍卫自身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

外交部回应美涉华消极言行：

拉帮结派对华施压是枉费心机

前2个月全国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18.7%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申铖）财政
部18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41805亿元，同比增长18.7%。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458亿元，同
比增长 18.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21347 亿元，同比增长 18.7%。全国税收收入
37064亿元，同比增长18.9%；非税收入4741亿
元，同比增长16.8%。

从主要税收收入来看，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
19.9%；国内消费税同比增长10.1%；企业所得税
同比增长13.2%；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3.1%；进
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增长26.9%；关税同比
增长23.2%。

非税收入方面，财政部介绍，由于各地加强和
规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管理，全国国有资
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拉高全国非税收入
增幅8.2个百分点。

支出方面，前2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733亿元，同比增长10.5%。其中，中央一般公
共预算本级支出3832亿元，同比下降10.2%；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901 亿元，同比增长
13.6%。

告别唯升学

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胡浩）考试

排名、分数、升学率，这些曾套着中小学校的“紧箍
咒”，如今要“松一松”了。教育部18日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义务教育
质量评价指南》，要求加快建立以发展素质教育为
导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县域、学校、
学生三个层面。县域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主要包
括价值导向、组织领导、教学条件、教师队伍、
均衡发展等；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主要包括办学
方向、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管理、学生发
展等；学生发展质量评价主要包括学生品德发
展、学业发展、身心发展、审美素养、劳动与社
会实践等。

为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不良倾向，评价指
南提出具体要求。针对县域义务教育质量评
价，要求不给学校下达升学指标，不单纯以升学
率评价学校、校长和教师，不举办重点学校，不
公布、不炒作中高考状元、升学率等。针对学校
办学质量评价，明确提出要严控考试的次数，不
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实行均衡编班，不分重点
班、快慢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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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鳌镇副镇长符文程看来，南强村、
大路坡村想要做好今年年会的服务保障工
作，需要更多帮手，而较为便捷的就是南强·
大路坡美丽乡村的运营企业——碧桂园，借
助企业专业化、标准化的管理和服务能力，
来提升今年年会期间美丽乡村的服务保障
水平。

对此，碧桂园则主动发挥企业的社会责
任担当，提前布局。

相比2019年的“田园风”惊艳亮相，今
年的南强·大路坡美丽乡村又多了一分“高
大上”——拥有270°超广角田园会场博鳌
凤凰乡村振兴交流中心、路坡居室民宿、路
坡雅叙会议中心、路坡餐叙餐饮接待中心
……这些高端大气的现代风建筑，正是碧桂
园海南区域、海南宝莲城（博鳌）实业有限
公司已投入超6000万元打造的南强二期所
结出的硕果。二期的极简现代风，与一期
的田园小镇风格，体验感形成明显反差与
互补，较有成效地延伸接待服务承载能力。

南强·大路坡美丽乡村在硬件更新升级
的同时，“软件”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在外形设计现代、内设高端奢华的民宿
里，几位村民穿着统一制服，正在接受碧桂
园服务海南区域专业管理人员的培训。谭
女士家在大路坡村，被招聘成为服务人员，
从事路坡居室民宿、路坡雅叙会议中心的服
务工作。

“杯子擦到这么亮，有什么窍门？”谭女
士听得认真，紧跟培训老师，不时发问，逮
到机会就要求实操得到培训老师多次指
导。“碧桂园的管理专业又标准，我能多学
一点的话，在年会期间能够给嘉宾、游客提
供更好的服务。”谭女士说。

碧桂园南强美丽乡村项目负责人刘娅
透露，为助力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2021
年年会，碧桂园已从全国各地临时抽调近
30名酒店管理优质服务力量，支持本届年
会南强·大路坡美丽乡村的服务保障工
作。届时，这支力量不仅可提供“高品质”
服务，还可帮助“村民服务队伍”转型升级，
助推南强·大路坡美丽乡村更快地建立起
高质量、标准化服务的本地人才“蓄水池”。

做好防疫、打造特色农家乐、优化百亩花海……南强·大路坡美丽乡村提前进入“博鳌时间”

全面提质升级 助力“田园外交”

防疫为先 做到应接尽接构筑牢固“防疫墙”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定于
4月18日至21日在博鳌举行。

博鳌镇朝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王杏惠说，2019年由碧桂园公
益捐赠打造运营的南强美丽乡村，作

为论坛年会期间重要的商务洽谈场
所，成功打造“美丽乡村会客厅”，助力
顺利开展“田园外交”，赢得了与会嘉
宾的高度赞扬。而今，如何保持南强·
大路坡美丽乡村靓丽依旧，构筑“防疫

墙”是重中之重。
为做好防疫工作，南强·大路坡美

丽乡村的村民全体动员，提前接种疫
苗，做好防疫工作。“其中碧桂园作为
美丽乡村运营企业，员工们积极主动

配合接种疫苗，起到良好带头作用。”
王杏惠介绍，目前，该村18岁至59岁
的村民共600多人，除了身体存在慢
性病等特殊情况的，均已接种疫苗，做
到应接尽接，确保万无一失。

服务为要 融入地方特色让“名片”靓丽不褪色

“很多客人希望找到家乡风味，针
对这方面需求，菜谱就得调整优化。”
朝烈村委会南强村“花梨人家”休闲农
庄创始人莫泽海正在张罗新菜谱。坐
落于百年古宅的民宿客房是该农庄的
亮点之一，而特色餐饮更是成为游客
必选。莫泽海说，考虑到近来游客需
求越发个性化，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期
间，“花梨人家”将注重私人订制服务，
在餐饮方面，不仅提供海南特色菜，还
能订制川菜、湘菜等多地特色美食，为

客人提供更多专属服务。
百亩花海在南强·大路坡美丽乡

村的田洋里，像一幅铺展的画卷。百
花争艳，洋溢着春天的气息。3月18
日中午，稍作休息后，村民黄女士就跟
村里六个姐妹结伴，顶着太阳，嬉笑着
赶往超级向日葵花田，修剪花枝，调整
花期。

穿着各色劳作服装的村民融入黄
色花海，手中剪刀翻飞，一派热火朝天
的场景。“自己家门口的风景自己维

护，挣钱顾家两不误，我们干起活儿来
心情就好。”黄女士说，以往春节后她
只能在家待业，如今在家门口即可就
业，还能为论坛盛事的服务保障贡献
一份力量，这让她干劲十足。

“这片花海花朵不够密，距盛放还
差点火候，迎接年会必须高标准。”碧
桂园战略联盟企业顺茵公司海南区域
副经理舒宝昌介绍，花海占地129亩，
为延长花期，让花海在海南四季常开，
公司今年专门挑选了长穗鼠尾草、超

级向日葵等新品种种植。
舒宝昌介绍，为让花海以最绚烂

的姿态迎接海内外来宾，公司从南强
村、大路坡村招募了许多赋闲村民加
入到花海维护的工作中。

据悉，朝烈村还从南强和大路坡
等村民小组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上
着手，在美化村容村貌、处理卫生死
角、更新破损设备等方面下功夫，确
保南强美丽乡村以最佳状态迎接年
会嘉宾。

提前布局
服务保障软硬件全方位提质升级

“这片花要剪掉，花不
够密，距盛放差点火候”“这
菜谱要重新调整，加入私人
口味订制”“尽快将损坏的
垃圾桶更换”……3 月 18
日，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
大路坡村已提前进入“博鳌
时间”，这一幕幕正是村里
筹备年会服务保障的场景。

两年前，博鳌南强·大
路坡美丽乡村以“田园风”
惊艳亮相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成为“田园外交”一张靓
丽的名片。随着博鳌亚洲
论坛2021年年会的临近，
南强·大路坡美丽乡村全面
进行软硬件升级，以最佳状
态迎接此次盛会。

3月18日，碧桂园服务海南区域专
业管理人员正在给村民做培训

花海围绕南强·大路坡美丽乡村二期民宿，美不胜收。 图片均由蔡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