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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麟阁：誓与卢沟桥共存亡
据新华社石家庄10月 24日电（记者 李继伟）佟麟阁，

1892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投身冯玉
祥部队，因英勇善战、善于用兵，先后升任连长、营长、团长、旅
长。1933年，佟麟阁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同年，
他与冯玉祥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联盟军，先后收复康保、宝
昌、沽源、多伦等失地，重创日军。后退居北平香山。1936
年，佟麟阁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驻守平津一带。

1937年 7月 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发动卢沟桥
事变，佟麟阁时任北平南苑驻地指挥官。大敌当前，佟麟阁视
死如归，坚守南苑。时其父在北平城内病重，家人屡促归省，
佟麟阁挥泪给妻子捎去书信：“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
不能亲奉汤药，请夫人代供子职！”部属闻之，无不为之感动落
泪，纷纷表示愿随将军共生死，奋勇杀敌。

1937年 7月 28日，日军发动猛攻。佟麟阁在指挥右翼部
队向敌突击时，腿部被机枪击中，部下劝其退后裹伤，他对部
下说：“大红门失守，全局被动，事急如此，我不能临阵而退。”
佟麟阁不顾伤痛依旧坚守一线，官兵们见此场景声泪俱下，与
日军舍命拼杀。日军地面进攻遭到重挫后，派战机狂轰滥
炸。佟麟阁头部不幸被击中壮烈殉国，时年45岁。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侯晓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4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重要国家和世界
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方面责无旁贷。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巨大机遇，值得欢迎。
日中两国应为加强世贸组织等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保持合作。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中方对安倍首相有关表态表示欢迎。
她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发展取得了巨

大成就，让中国人民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也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
带来了巨大机遇，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春莹表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中
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发表 10周年，双方在
这一文件中明确表示，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
持对方的和平发展。这些原则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双
方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确认互
为合作伙伴的重要共识，开辟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新蓝图。

华春莹说，当前，世界面临单边主义挑战，国际规则和多边秩
序受到严重冲击。中日作为亚洲重要国家和世界第二、第三大经
济体，在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维护多边主义和自
由贸易方面肩负重要责任，应该责无旁贷，加强沟通合作，共同维
护国际规则和秩序，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努力。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记者 申铖 胡璐）24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国务
院关于 2017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
《国务院关于 2017 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
告》。这是国务院首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
资产“家底”，向全体人民交出一份涵盖各级各类国有资
产的“明白账”。

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党的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提 出 ，要 加 强 人 大 国 有 资 产 监 督 职
能。去年 12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国务院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
见，部署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制度，这是党中央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
督职能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党和国家加强国有资产
管理和治理的重要基础工作。

此次提请审议的综合报告全口径、全覆盖地摸清了
国有资产“家底”，报告了各类国有资产的基本情况、现

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主要管理工作和改革进展等。根
据报告，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
额共 183.5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共 241万亿
元，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共30万亿元。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刘昆做了金融企业国有
资产的专项报告。报告全面摸清我国境内外国有金融
资产“家底”，既重点报告中央情况，也汇总反映地方情
况，并统计了金融管理部门下属金融基础设施类机构、
中央企业集团（非金融）控股各级金融子公司等情况。
数据显示，2017年，扣除客观因素后，中央国有金融企
业平均保值增值率为 110.8％。2013 年至 2017 年，中
央国有金融企业营业收入由4.3万亿元增至5.8万亿元，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从1.2万亿元增至1.4万亿元。

专家表示，向全国人大和全国人民报告国有资产的
“明白账”，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全社会对国有资产监督，
提高国有资产管理透明度和公信力，推进国有资产管理
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国务院首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报告各级各类国有资产“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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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三总兵：

浴血奋战六昼夜
忠荩可风气长存

据新华社杭州10月24日电（记者 黄筱）“忠荩可风”——
在浙江舟山定海竹山山顶，为纪念定海总兵葛云飞、处州总兵
郑国鸿、寿春总兵王锡朋而建立的祠堂里，这样一幅匾额挂在
三人塑像的正上方，人们的思绪不禁回到了170多年前……

1841年 9月 26日上午，英舰 29艘，运载 4000多名侵略
者向定海城集结而来。三镇总兵分守要地，寿春镇总兵王锡
朋守晓峰岭，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守竹山门，总兵葛云飞坐镇土
城。在与英军交战三天后，清军的装备明显落后，要想取胜亟
须外援，贪生怕死的浙江总督余步云却坐视不救。

9月 28日，激战进行到第 3天，英舰摩底士底号、哥伦拜
恩号、复仇神号驶进，攻打晓峰岭，开炮三四百发，王锡朋率部
隐伏石崖反击，无一伤亡。后来，英军 50余人驾驶舢板船，由
竹山门登陆，被郑国鸿率部放抬炮击退，杀伤多人。

29日、30日两天大雨不止，平地积水盈尺，给定海守军作
战和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敌我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三总兵仍
坚守国门，殊死抵抗强敌。

连续五天五夜交战，清军死守阵地，英军洋枪大炮难以攻克。
10月1日晨，风停雨止，英国侵略军利用大雾掩护，倾巢出动，从晓
峰岭西面登陆，一路攻土城，一路攻晓峰岭，一路攻竹山门。

从盐仓登陆的英军向晓峰岭猛攻。总兵王锡朋首当其
冲，指挥将士奋力战斗。英军步步紧逼冲上山，王锡朋振臂一
呼，寿春兵战火齐发，英军惊溃四散。

王锡朋身先士卒，左冲右突，奋勇杀敌。英军大队逼近，
部属亦先后阵亡，王锡朋不幸中炮，一腿打断，但他仍手举大
刀，砍杀蜂拥而来的英军数人，后英勇殉国，晓峰岭失陷。

当英军攻上晓峰岭后，找到王锡朋总兵的尸体，便在其尸
体上持刀乱砍，直至血肉模糊，辨认不清。道光皇帝得知王锡
朋惨死的消息，为之动容，专门为他写了祭文。他是三总兵中
牺牲最早的一位，也是唯一没有找到遗体的一位总兵。

后来英军沿晓峰岭山脊南下，向竹山门进攻。郑国鸿遭到
前后夹击，官兵饥饿疲惫交加，连日大雨衣甲尽湿，但仍往返泥泞
的山路，同心协力全力反击。在得知王锡朋战死、晓峰岭失守后，
郑国鸿知战事严峻，随即将大印交给部下，冲入敌阵。虽受伤数
十处，仍挥刀奋力拼杀，直到被子弹击穿胸膛，壮烈牺牲。

在土城作战的葛云飞，知道了晓峰岭、竹山门失陷和王、
郑两总兵殉国的消息，感到形势严峻，即从怀中取出印信，给
随从亲兵转交大营，又对同乡亲兵说：“这是我尽忠的时候
了。我家中还有八旬老母，她老人家知道我死了，一定会非常
悲痛，请你为我多多安慰她；并转告我的儿孙，一定要继承我
杀敌卫国的志向。”

这时，从竹山门山顶下来的侵略军蜂拥而至。葛云飞挥
舞大刀率先冲出土城，转战两里多路，一口气追杀到竹山门山
麓。他的头面右边被斫，受创 40余处，满身溅满了敌人的血
污，仍然坚持血战到底，最后被子弹击穿胸口，战死在竹山峧
土城下。葛云飞壮烈牺牲后立于山崖不仆，手擎宝刀作杀敌
状，左目霍霍如生。

定海三总兵率部抗击英军入侵，血战六昼夜，终因弹尽援
绝，同日壮烈殉国，全国上下为之震惊，道光皇帝挥泪下旨：

“俟定海收复后建立专祠。”定海三忠祠因此成为昭忠扬烈之
处，定海三总兵的英勇卫国事迹，仍在广大民间流传。

中日在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和自由贸易方面责无旁贷

“从前要开 3 小时，现在走大桥只用
45分钟，太方便了！”24日，香港居民庄东
平成为首位经过港珠澳大桥抵达内地的
货车司机。谈及在世界最长跨海大桥上
的行驶感受，他连声赞叹：“很痛快！”

像庄东平一样，许多人赶在通车首日
与港珠澳大桥“亲密接触”。平稳顺畅的路
面、高效便利的通关、开阔壮美的风光……
大家纷纷为大桥“点赞”。

庄东平驾驶的“粤ZJD86港”两地牌照
货车，装载一台价值4100多万元（人民币，
下同）的小型航空发动机，由珠海摩天宇公
司申报入境，计划运往保税区进场维修。

“我们每年几百台发动机进出场维
修，近半途经香港。另有价值几十亿元的
发动机日常维修所需器材及部分转包修
理服务，需经香港转运。”摩天宇采购部总
监杨小环说，港珠澳大桥开通极大缩短了
运输时间，对公司意义重大。

“八年心愿、一朝得偿。”珠海市广丰
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这样形容大桥
通车带来的喜悦。“港珠澳大桥开工第二
年，我们就到珠海投资设立物流园区，正
是看中大桥孕育的商机。”他说。

过去安排物流，走水路要等两天左右
的船期；走陆路绕行虎门大桥，不堵车也
要至少 4小时。“港珠澳大桥开通后，货车
24 小时通关，从仓库发货到货物抵达香
港，1小时即可完成。”张杰说，今后每辆货
车运输成本可从7000元降至5000元。

在大桥公路口岸，对内地来往港澳
客、货车辆实行“一站式”创新通关作业模
式。正常情况下，车辆在每道卡口的海关
方面验放时间平均在10秒以内，入场到离
场一般不超过3分钟。据珠海边检总站港
珠澳大桥站统计，截至 24日下午 15时 30
分，已验放出入境车辆460辆（次），出入境
旅客约16000人次。

在澳门口岸边检大楼，“抢头彩”的旅
客排起长龙，首趟穿梭巴士坐得满满当

当，乘客多是专程来体验港珠澳大桥的。
“穿梭巴士 5到 10分钟一班，随到随走，单
程票价65澳门元，很实惠。”澳门居民白女
士说，巴士走在大桥上很平稳，沿途风光
很不错，比坐船感觉要舒服。

据澳门治安警察局统计，大桥澳门口
岸开通后，仅两小时就验放出入境旅客
2345人次。

位于大屿山北侧的人工岛上，来自香
港各区的跨境车辆络绎不绝，旅客在50多
个人工及自助通道间川流不息。香港方
面当日安排约100趟跨境巴士前往内地和
澳门，并迎来约3万名旅客经大桥抵港。

曾经伶仃一梦，如今天堑通途。设计
容量每日可穿梭 20万架次车辆的港珠澳
大桥正式通车，使粤港澳大湾区人流、物

流大提速，崭新机遇激越人心。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何润生说，大桥

打通了粤港澳经济动脉，将极大促进投
资、旅游、贸易等方面互联互通。庄东平
则憧憬道：“还有虎门二桥、深中通道在
建，大湾区交通会越来越便利，我们货车
也会跑得越来越舒服。”

据新华社珠海10月24日电

港珠澳大桥通车首日运营顺畅
1010月月2424日日，，车辆从东人工岛出隧道后车辆从东人工岛出隧道后，，向向

香港方向行驶香港方向行驶（（无人机拍摄无人机拍摄）。）。
当日当日99时时，，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梁旭梁旭 摄摄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定于下月在法国首都巴黎会晤，普京
期望谈一系列军备控制议题。

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
23日说，法国定于 11月 11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 100 周年，普京和特朗普打算参加，在活
动期间会晤。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 22
日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作为期两天访问。路
透社报道，他与俄方就美俄首脑巴黎会晤达成初
步共识，后续将安排具体事宜。

普京 23日会见博尔顿时说，愿意“继续”与美
方对话。尽管存在分歧，俄美有必要保持对话，他
与特朗普今年7月 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会
晤“有益”；如果特朗普同意，他愿意与特朗普再次
会晤。

博尔顿回应，特朗普期待在一战百年纪念活
动期间见到普京。

就是否会与普京在巴黎会晤，特朗普23日在白

宫告诉记者，他“可能”与普京会晤，双方正在讨论。
普京告诉博尔顿，他希望与特朗普讨论一系

列军控议题，包括美国打算退出《苏联和美国消除
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

乌沙科夫说，在俄方看来，博尔顿的访问显现
美方希望与俄方继续讨论《中导条约》，俄方有同
样意愿。

博尔顿访问莫斯科前夕，特朗普指认俄方违
反《中导条约》，宣布打算退出这一旨在限制军备
竞赛的双边条约，22日重申打算“退约”。

博尔顿 23日说，这一美国与苏联“冷战”时期
签署的条约无法满足当今世界需求，他与普京的
会晤没有动摇美方退约打算，美方正推进这方面
努力。

俄总统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目前没
有可预见的新协议取代《中导条约》，在没有可替
代方案的情况下弃约“危险”。

新华社特稿

普京会见美国高官

俄美首脑拟下月巴黎再会

10月23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
宫，俄总统普京出席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博尔顿的会议。

新华社发

10月23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克里
姆林宫，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
尔顿出席与俄总统普京的会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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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3日在安卡拉就沙
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遇害案发表讲话指出，调
查表明卡舒吉死于一起政治谋杀。

分析人士指出，埃尔多安当天公布的案件调
查进展与此前外界的期待有差距，土耳其可能还
握有更多证据作为与沙特谈判的“筹码”，土方或
许试图借此撬动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

土耳其持续施压
埃尔多安当天在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议

会党团会议上说，土耳其有充分证据表明卡舒吉
遇害是有预谋的，谋杀行动在卡舒吉死亡前数天
便已开始。案发前，15名沙特人分三批飞抵伊
斯坦布尔，其中包括情报、安全人员以及法医。
他们先于卡舒吉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
馆。领事馆周边监控视频显示，卡舒吉当天下午
进入领事馆后再也没有出来。当天晚些时候，这
15名嫌疑人离开土耳其返回沙特。

埃尔多安还呼吁沙特政府将逮捕的全部嫌
疑人移交土方审判，并称案件仍存许多疑问。

分析人士指出，埃尔多安的讲话保持了对沙特
方面的施压，但并未就卡舒吉案真相披露更多新的信
息，土方此举实际上增加了自己未来的“议价能力”。

沙特面临重大危机
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卡舒吉案对沙特的负

面影响不断增大。国际舆论质疑沙特王室在案
件中起到的作用，沙特王室形象严重受损。这也
影响到沙特与西方国家关系，导致重大外交危
机。德、法、英等西方国家要求沙特澄清事实，德
国和加拿大还表示要冻结对沙特的武器出口。

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沙特国王萨勒曼23日
主持召开内阁会议，强调沙特政府已采取措施对
案件展开调查，并将对涉案人员追究责任。萨勒
曼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还在位于首都利雅得
的王宫接见卡舒吉的家属，向他们表示哀悼。

或将撬动中东格局

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对卡舒吉案的处理，不仅着眼于土沙
关系，更着眼于整个中东的“大棋局”。土耳其试图抢占道义制高
点，推动案件成为敲打沙特的重大国际事件，使沙特国际形象受
损、地区影响力下降，从而加速中东格局的嬗变。

据新华社安卡拉10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