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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 《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监察条例 （试行）》
（以下简称 《条例》），自 2019年 3月 1日
起施行。

《条例》是我军军事训练监察领域的
第一部法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严格落实依法治
军、从严治军这个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
略，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
准，聚焦备战打仗，健全军事训练监察组
织体系，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制定坚决纠
治与实战要求不符的刚性措施，建立了军
事训练领域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的制度规矩，对新形势下巩固军事训练
战略地位、加强军事训练管理、促进军事
训练落实、深化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
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共 10 章 61 条，明确了军事训
练监察的职责权限和工作重点，规范了组
织实施军事训练监察的方式方法和程序
步骤，构建了覆盖军事训练各层次各领

域、贯穿军事训练全过程的军事训练监察
组织运行模式。《条例》依据党纪军规细化
了军事训练违规违纪问题认定标准，确立
了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
的鲜明导向，督导全军持续推进训练与实
战一体化、持之以恒抓好训练作风建设，
为把备战打仗工作抓得实而又实提供了
有力制度保证。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就春节期间
世界多国领导人致贺中国农历新年，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 11日表示，这反映出中国
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以及各国与中国进一
步加强友好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中方愿
继续与世界各国一道，为建设一个更加美
好、和谐、繁荣、和平的世界而加油努力。

今年春节，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专
门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做客。美国总统
特朗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英国首相
特雷莎·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澳大利亚
总理莫里森、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等多国领
导人都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
祝福。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对中
国人来说，春节是最重要、最盛大、最喜庆
的传统佳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蕴含着
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对和谐美好生活的
向往。梅德韦杰夫总理春节期间专门到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做客并向中国人民表
达节日祝贺，这生动体现了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以及中
俄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也为

今年两国庆祝建交 70 周年开了个好头。
“我们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

华春莹说，很多外国领导人都向中国
人民表达了新春祝贺和祝福，并积极评价
华侨华人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的重要贡献，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
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各国对中
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以及希望与
中国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合作的积极意
愿。

“中国有句话叫‘家和万事兴’，意思
是家庭成员和睦相处，做事情就能顺顺利
利。我想，‘家和万事兴’的理念同样也适
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她说。

华春莹表示，国家之间相互尊重、求
同存异、和谐相处，世界就能迎来和平发
展、繁荣昌盛，这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也
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新的一年里，
中方愿继续与世界各国一道，为建设一个
更加美好、和谐、繁荣、和平的世界而加油
努力。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记者从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了解到，为满足中型载
荷的发射需求，八院正在研制长征六号改
运载火箭，通过捆绑 4 枚固体助推器，进
一步提高运载能力，预计于 2020 年底首
飞。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作为八院商业发
射的主力军，具有运载能力适中、整流罩
空间大、环境条件优、发射周期短、配套专
属发射工位等优势。此前分别于 2015 年
9 月和 2017 年 11 月以一箭 20 星和一箭 3
星的方式圆满完成两次飞行试验。

长征六号全箭长 29.3 米，为三级构
型，起飞质量约 103 吨，700 公里太阳同步
轨道运载能力为 1 吨，支持单星发射、多
星发射和搭载发射。通过水平整体测试、

水平整体星箭对接、水平整体运输起竖的
“三平”测发模式，可完成各类航天器的快
速发射任务。

长征六号执行经理丁秀峰介绍，针对
当前日益增长的商业发射需求，长征六号
可为卫星配套多种标准化、通用化、产品
化和系列化的星箭分离装置，可为国内外
商业用户提供“专车、拼车、顺风车”等多
种灵活的服务模式，并将通过整流罩型谱
扩充、流程优化等系列技术改进，进一步
增强市场竞争力，为商业发射提供更为方
便、快捷、全面的服务。

不久前，航天科技集团所属长城公司
与阿根廷 Satellogic 公司签署了多发发射
服务合同，将用长征六号与长征二号丁共
同为其发射共计 90颗卫星。新华社武汉2月11日电 在河北省黄

骅市羊二庄镇大赵村的大赵村惨案遗址
纪念馆对面的广场上，黄骅的雕像气势
凛然，纪念碑和与黄骅烈士同时牺牲的
7 位烈士雕像分列两旁，苍松翠柏，肃
穆庄严……

在遗址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满了参
观者的留言，人们缅怀先烈、牢记历史，表
达着对英雄的敬意。听闻记者从湖北而
来，这里的干部群众立刻多出了几分亲
近。

原来，这座渤海湾的小城与湖北有着
不解之缘，它得名于一位来自湖北省阳新
县的八路军抗日将领——黄骅。

黄骅，原名黄金山，学名黄为有，1911
年生于湖北省阳新县木石港区凤凰乡良
上村。1926年 9月，被选为良上村和周围
村庄联合组织成立的儿童团团长。1928
年，参加阳新县赤卫队。1929 年春，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30 年 5 月，黄骅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第 5军第
4 纵队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任
教导师第 3团政治委员、红军大学干部团
政治委员等职。

1937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从
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前，改名
为黄骅，立志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洪流中，
做一匹“革命的骏马”。

1937年 9月，黄骅被派到晋西南去创
建抗日根据地，任晋西南游击支队队长。
1938年 8月，调任晋西南边区党委军事部
长兼第 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又名晋西青
年抗敌决死队）副支队长，为创建晋西南
敌后抗日根据地勤恳工作，作出重要贡
献。1940年 4月，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
三分区司令员。

1941年 4月，黄骅任冀鲁边军区副司
令员兼第 115 师教导 6 旅副旅长，组织冀
鲁边区抗日活动。1942 年初，黄骅率部
在宁津县张大庄宿营时，被敌包围。在突
围战斗中，黄骅沉着指挥，带领部队成功
突出重围。

1943年 3月，黄骅调任八路军冀鲁边
军区司令员。同年 6月 30日，他在新海县
大赵村主持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时，被叛徒
杀害，时年 32岁。为了纪念黄骅，1945年
新海县易名为黄骅县。1953 年黄骅烈士
的遗骸由黄骅县迁到济南市英雄山烈士
陵园。2014 年 8 月，黄骅被列入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
雄群体名录。

近些年，黄骅市先后修复建设了烈士
陵园、黄骅烈士牺牲地遗址等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拍摄了电影《英雄黄骅》，还创作
了长篇革命历史小说《血魂：黄骅将军》。
如今，黄骅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在这片以
他的名字命名的土地上，不断得到传唱、
传承和发扬。

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监察条例（试行）》

新华社北京 2月 11 日电 11 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快境外抗癌新
药注册审批，满足患者急需。

我国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扭转了国际
治疗癌症新药在国内上市要迟滞 5至 8年
的局面。2018 年，国家药监局批准的 48
个新药中，18个是抗肿瘤药，其中有 13个
为进口新药。专家表示，这些“救命药”快
速上市，正是得益于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
革的不断深化和优先审评审批政策的完
善和落实。

去年以来，国家药监局加快境外已上
市临床急需新药在境内上市。经申请人
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差异的，可提交境外
取得的全部研究资料等直接申报上市。

会议提出，组织专家遴选临床急需境
外新药，完善进口政策，促进境外新药在
境内同步上市。

专家表示，当前药品审评的价值取向
是以患者为核心。药品审评要以患者为
中心，以临床需求为基础，以疗效实证证

据为标准，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
以获批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治疗药物

呋喹替尼胶囊为例，这是中国医药产业创
新的成果。作为境内外均未上市的创新
药，呋喹替尼胶囊于 2017 年 9 月获得“优
先审评”资格。另外，恒瑞的乳腺癌治疗
新药吡咯替尼、正大天晴的肿瘤治疗药安
罗替尼、前沿生物的抗艾滋病长效融合酶
抑制剂艾博韦泰、石药集团的国内首仿药
白蛋白紫杉醇等，均符合优先审评资格，
获得快速批准上市。

2019年，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还将继续深化，进一步落实癌症治疗药物
研发和上市的激励政策。取消部分进口
药必须在境外上市后才可申请进口的申
报要求，鼓励全球创新药品国内外同步研
发，吸引更多癌症治疗药物在我国上市。

会议还提出，从 3 月 1 日起，对首批
21个罕见病药品和 4个原料药，参照抗癌
药对进口环节减按 3％征收增值税，国内
环节可选择按 3％简易办法计征增值税。

黄骅：血染疆场英名永存

黄骅烈士像。新华社发

外交部：

国与国交往也要“家和万事兴”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改进型正在研制
预计2020年底首飞

2 月9 日，
游 客 在 石 家
庄 市 正 定 古
城夜游。

春 节 期
间，河北石家
庄 正 定 古 城
吸 引 各 地 游
客 前 来 观 光
游览，感受浓
浓的年味儿。

新华社发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国务院：
对罕见病药品给予增值税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