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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1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6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经济
论坛主席施瓦布。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
一些积极向好势头，但面临的诸多问题
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去年在达沃斯指
出的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
滞后、全球发展失衡这三大根本性矛盾
仍然比较突出。近来，反全球化思潮和
保护主义情绪升温，加剧了世界经济中
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第四次工业革命方
兴未艾，但也蕴含不少风险和挑战。现

在世界上的问题这么多，挑战这么多，还
是要通过平等协商，加强多边合作来应
对。历史一再证明，封闭最终只能走进
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
宽。大国在这方面承担着重要而特殊的
责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愿同国
际社会一道，在开放中合作、以合作求共
赢，为给世界带来光明、稳定、美好的前
景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作 出 更 多 建 设 性 贡
献。在前几天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上，我宣布了中国扩大开放的一系列
重大举措。我们言必行，行必果，因为这

是我们对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庄严承
诺。

习近平表示，中国同世界经济论坛
的合作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几乎同步。
双方要与时俱进，加强合作，共同努力为
世界经济增长寻找新动力，为解决全球
性挑战寻找现实可行方案。

施瓦布表示，习近平主席去年在世
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精彩演讲至今令人
难忘，广为世人称道。您在博鳌亚洲论
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再次引起
全球关注，获得广泛赞誉。您倡导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面
临挑战之际，为世界各国合作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力。世界经
济论坛主张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
义，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世界经
济论坛对过去 40年来与中国的合作感到
自豪，愿在支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
进创新发展等方面同中国加强长期合
作，为加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解决世界
性问题共同作出努力。

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在武汉市武珞路繁华闹市地段，有一
片宁静天地——施洋烈士陵园。

恰逢清明前后，不少市民前来瞻仰、纪
念英烈，纪念碑前布满鲜花。拾级而上，
大道两旁松柏林立，氛围庄严肃穆，施洋
同志的塑像巍然耸立在广场中央。

站在施洋烈士纪念碑前，仿佛还能听
到他在刑场上喊出的那句话：你们杀了一
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

施 洋 ，湖 北 省 竹 山 县 人 ，生 于 1889
年。1907 年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学蚕

科。课余时间他阅读进步书刊，苦苦寻找
救国救民真理。1910 年，施洋转入郧阳农
业中学，1915 年，就读于湖北私立法政专
门学校，1917 年毕业后与武汉法学界人士
组织法政学会，主张律师要保障人权、伸
张公理。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施洋以武汉
律师公会副会长的名义，召开紧急会议，
提议发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并深入
学校，指导和推动学生的爱国斗争。

1920 年秋，施洋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同时，
他还深入产业工人居住区，了解工人疾
苦，参与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
宣传社会主义。1921年 10月，他参加劳动
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积极从事有计
划的工人运动。1922 年 6 月，施洋加入中
国共产党。同年 7 月底，他指导汉阳铁厂
取得罢工胜利，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
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顾问。

1923 年 2 月 4 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
总罢工，施洋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他积
极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军阀吴佩
孚的游行示威。2月 7日晚，施洋被反动军
警逮捕。在敌人的法庭上，施洋怒斥军阀
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以大无畏的革
命气概压倒了敌人。2 月 15 日，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党员、劳动者的律师施洋英勇牺
牲，时年 34岁。

施洋故居在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有两
处，一处在麻家渡镇桂花树村施家湾，另
一处在宝丰镇中心集镇上，新中国成立后
竹山县人民政府将施洋烈士的母亲和妻子
迁移到此。两处故居目前保存完好，已成
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
要基地。

在桂花树村施家湾，施氏家族世代“重
道德修养，严情操品性”“扶正义，斥邪恶”

“崇德向善”“清白传家”“忠勇报国”的家
规家风，成了施氏后世子孙修身立业之
本。

为传承弘扬以施洋烈士家族为主的好
家规、好家风，多年来，当地还把“传承好
家规好家风”教育活动纳入“十星级文明
农户”创建内容，制作家规家训牌匾、壁
画、宣传画，悬挂在农房墙面、农户门前及
家中。家规家训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中
孕育出这里的良好家风、民风和村风。

如今，施洋的家乡竹山县脱贫攻坚正
进入决战决胜阶段，施家湾的施家子弟
们，正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奋力前进。施
洋小学里，孩子们的琅琅书声，给人无限
的希望。 新华社武汉4月16日电

新华社福州4月 16日电 16 日，福
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党委副书记、总裁王银成受贿一案。
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被告人王银成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
讼。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2006 年至 2016 年，被告人王银成
利用担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党委书记、总
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裁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
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职务晋升、
子女就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
过其近亲属，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
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870 万余
元，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王银成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
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
了意见，王银成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
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最后法庭宣布休
庭，择期宣判。

新华社北京4月 16日电 4 月 16 日，
新一届国务院在中南海举行宪法宣誓仪
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监誓。

根据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
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2017 年 6 月

至 2018 年 3 月国务院任命的 42 个部门和
单位的 92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上午 11 时许，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
书长肖捷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
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
人左手抚按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

在后方列队站立，跟诵誓词。
宣誓后，李克强要求大家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于
宪法、依宪施政，践行宗旨，勤勉尽责，清
正廉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贯彻新发展
理念，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多兴利民之事、

多解民生之忧，努力创造无愧于国家和人
民的新业绩。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孙春兰、胡春华、
刘鹤，国务委员魏凤和、王勇、赵克志，以
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仪式。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最高检 16日
消息，近日，江苏、天津、重庆检察机关依
法对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书
记、主席项俊波涉嫌受贿案，河北省人大
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杨崇勇涉嫌受
贿案，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甘肃省人民
政府原副省长虞海燕涉嫌受贿案提起公
诉。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书
记、主席项俊波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人
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侦查
终结后移送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已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项俊波利
用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
银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等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职权和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
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
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
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
主任杨崇勇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人民
检察院指定，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侦查
终结后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审查起诉。近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已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
崇勇利用其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
政府副省长的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
取利益，或者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
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
的 行 为 ， 为 他 人 谋 取 不 正 当 利 益 ， 索
取、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
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甘肃省人民政
府原副省长虞海燕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
人民检察院指定，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侦
查终结后移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审查起诉。近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
一分院已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虞海
燕利用其担任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炼钢厂厂长、酒钢集团副总经理兼总
工程师、总经理、董事长、甘肃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甘肃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中共
兰州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
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
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以上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
分别依法告知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
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依
法保障了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记者 16 日
从国防科工局获悉，长征五号遥二火箭
飞行失利故障原因近日基本查明，改进
后的芯一级液氢液氧发动机完成多次地
面热试车考核，验证了改进措施的有效
性。

2017年 7月 2日，长征五号遥二火箭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实施发射，火箭
飞行至 346 秒时突发故障。根据分析仿
真计算及地面试验结果，故障原因为芯
一级液氢液氧发动机一分机涡轮排气装
置在复杂力热环境下，局部结构发生异
常，发动机推力瞬时大幅下降，致使发射
任务失利。

目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工程研制
队伍在全面落实故障改进措施的基础
上，正在开展遥三火箭研制生产，计划于
2018 年底择机发射。后续，长征五号遥
四火箭将实施探月工程三期嫦娥五号探
测器发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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