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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义乌!奥运带动体育产品销售
!

月
"

日!马其顿球迷阿夫尼"左#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

城体育用品市场采购巴塞罗那足球队挂旗$ 随着里约奥运临近!浙江省义乌市迎来体育用品销

售旺季!许多海内外客商纷纷前往采购和订货$ 据义乌海关统计!

#$%&

年上半年!义乌市体育用

品出口额约
%'

亿元$ 新华社发

长征胜利
!"

周年!历史解码

大熊猫双胞胎!巨婴"降生

据新华社成都
!

月
"

日电 !记者

余里 陈健"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雌性大熊猫 #喜豆$

!

日凌晨在雅安碧

峰峡基地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大熊猫

宝宝% 经专家初步检查&'喜豆(所产第

一仔为雄性&第二仔为雌性&两只宝宝

各项生理指标正常% 这对龙凤胎是该

中心历史上双胞胎大熊猫中体重最重

的%

据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

碧峰峡基地动管部副部长罗波介绍 &

通常& 大熊猫宝宝刚出生时体重一般

在
"#$

克左右&双胞胎熊猫宝宝的体重

通常是一只较重&一只较轻&体重同时

超过
"%$

克的双胞胎比较罕见% 而)喜

豆(此次产下的这对龙凤胎熊猫宝宝&

第一仔为雄性&体重
"%"&'

克 &第二仔

为雌性&体重
(($

克&是大熊猫界名副

其实的#巨婴(双胞胎了%

#近年来& 保护研究中心不断优化

大熊猫饲养管理方案& 对待产的大熊

猫精心照料&新生幼仔体重的提高&说

明熊猫妈妈身体健康& 营养充足% (罗

波说%

大熊猫#喜豆(今年
!"

岁&母亲是

#""$

年在汶川#

%

*

!#

(地震中遇难的大

熊猫#毛毛(+ )毛毛$生前子嗣不多&长

子)网网$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动物园

开展大熊猫国际科研合作% )喜豆$是

)毛毛$的长女&)喜豆$今年为第一次生

产&就产下双胞胎&)毛毛$家族开始开

枝散叶%)毛毛$的幼女)文雨$今年也首

次参加了繁殖配种&目前正在待产%

#"!&

年& 保护研究中心大熊猫繁

殖队伍不断推陈出新% 在
#!

只完成繁

殖配种的雌性大熊猫中& 有
!"

只是首

次参与繁殖任务% 目前还有
'

只)初次

准妈妈$待产%

国内新闻组版编辑! 陈卫东 电话!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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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0123

!

新版#旅行社条例$严禁!零团费"!强制购物"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齐

中熙 刘慧" 为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和旅游形势的变化&国家旅游局日前对

,旅行社条例-和,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

理办法-两部行政法规合并修订为,旅

行社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并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悉&新条例加大了旅游者权益保

护力度&同时要求旅行社经营管理更加

规范% #零团费(.#强制购物(等被严令

禁止%

为解决#零团费(.#不合理低价(的

问题&新条例明确了旅行社不得以任何

形式收取回佣或回扣%

对游客反映较强烈问题如#强制购

物(&新条例规定&旅行社可以指定购物

场所和另行付费项目&但要与旅游者协

商一致&取得签字同意% 但旅行社不得

因旅游者不同意参加而拒绝签订合同

或提高费用% 另外旅游者在活动中有

拒绝权和反悔权&对于不参加相关活动

的旅游者&旅行社要合理安排其行程%

新条例还明确/旅游者有权在旅游

行程结束后三十日内&就其所购物品和

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费用&要求旅行

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

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此外&新条例规定&旅行社不能低

价接待旅游者& 诱骗旅游者订包价合

同.参加购物活动或付费项目&因旅游

者年龄职业差异.不同意参加购物或付

费项目提高费用&未与旅游者协商一致

并得到签字确认安排购物或付费项目&

剥夺旅游者反悔权& 浪费旅游者时间&

诱骗强迫购物&如违反以上规定&处三

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此次征求意见的反馈截止时间为

($"/

年
%

月
0"

日%

!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

王建强 李悦 蔡琳琳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可以

说是家喻户晓& 但 #长征(#万里长征(

#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些概念是何时出

现的&却鲜为人知%

#长征(和#万里长征(等概念指的

是
"10!

年至
"10/

年间中国工农红军

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西.甘肃

一带的大规模战略转移%但这些概念并

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随着红军

战略转移的演进而逐步提出的%

"10!

年
"$

月中央红军 !即红一方

面军" 实行战略转移前后至遵义会议&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

所发的指示.命令和会议决议中&并没

有把这次行动称为 #长征(& 而是称为

#突围(#长途行军(#反攻(#西进(#突围

战役(#突围行动(等% 同年
""

月&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

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

作人员作报告时&提到了#长征(&这是

目前所知党的文献中最早出现 #长征(

的概念%不过&王明所说的#长征(&并不

是指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是把红
'

军团北上和红
/

军团西征称为#长征(%

"10#

年
(

月
(0

日& 红军总政治部

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

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这

是目前所见的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

#长征(的最早文献%

"10#

年
#

月& 红军总司令朱德在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指出/#红军万

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

尊重彝人风俗(&第一次提出了#万里长

征(的概念%

/

月
"(

日 &张国焘 .徐向

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

报告中也指出&#西征军 !指中央红军"

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

'

月

"$

日&,红星-报在第
(#

期社论,以进攻

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

区-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

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路线的不

断延伸&#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

大%

"10#

年
%

月
!

日至
/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

方面军番号&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红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

的决议-&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

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

业(%

1

月
"(

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

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张

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其中将红军

长征的里程增加至#二万余里(% 中国工

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先行北上的红一方

面军第
"

.第
0

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

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萧锋在
"10#

年
1

月

((

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用洪亮的

声音号召&经过两万多里长征&久经战

斗.不畏艰苦的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

够以自己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

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0 (

"10#

年
"$

月
"1

日& 陕甘支队胜利

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讲话

中指出/)根据红
"

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

走了二万五千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

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值

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说)二万五千里(&

指的是最多的走了这个里程%他在随后的

讲话中也称红军长征)二万里(%

"10#

年
""

月
"0

日&中共中央在,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

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

千余里的长征& 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

土& 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

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

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

""

月
(%

日&毛泽东.朱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

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提出&红军主力)经过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

日(%可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是

在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结束时提出的&是

专指红一方面军的%

此后& 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

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

)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等

概念逐渐被固定下来&并广泛使用%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不忘初心 风雨中挺立的党魂
!!!践行"两学一做#广大党员履职尽责英勇战斗在防台抗洪第一线

!

新华社记者 罗宇凡 陈聪

洪水袭来!责任不沉没%关键时刻!

党员有担当$

连日来! 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等

地持续遭受暴雨&台风侵袭!遭遇罕见洪

涝灾害$ 灾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与

时间赛跑&与灾情战斗!在防台抗洪中践

行'两学一做(!以实际行动构筑冲不垮

的精神堤防! 涌现出的一大批可歌可泣

的先进事迹! 深刻诠释了新时代合格党

员的责任与担当$

冲锋$$$创造 %零伤亡&

的奇迹
转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至上%

当暴雨袭来& 安徽金寨县铁冲乡高

畈村党总支书记王大安将正在召开的支

部党员大会立即转为抗灾自救动员会&

/"

名党员组成
%

个抢险小组&转移群众

((

户
'0

人&群众无一伤亡%

当今年第
"

号台风)尼伯特(登陆福

建&引发大范围暴雨&三明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迅速组织抗灾救灾&第

一时间转移群众
1#!/

人&群众无一伤亡%

关键时刻&广大党员迎难而上&成为

防台抗洪中的尖刀班.战斗队&力求不漏

一户&不掉一人%

坚守&构筑冲不垮的)牢固大堤(%

当台风扑向浙南.沿海风大浪急&浙

江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党委书记和镇长

带领党员干部带头坚守海岛& 逐户检查

防台情况& 将低洼处的群众劝入岛上避

灾中心&逐一联系镇里
"!"

艘渔船&确保

所有船只安全避风%

当四川洪雅县
'

名群众被困青衣江

江中孤岛.随时可能会被洪水冲走时&党

员陈月海冒着生命危险横渡青衣江进入

江心岛&在江面上拉起飞索&为被困群众

架起一条生命通道%

当小溪变成洪流&河.库水位暴涨&

安徽太平洋电缆集团党委副书记叶太应

带领
0/

名党员组成)防洪抢险突击队(&

冒雨赶赴无为县泥汊镇老街防汛抢险现

场&连续奋战&在江边筑成一条长
"&"

公

里.高
"&(

米的)仔埂(&保护老街
0$$

多

户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键时刻& 广大党员站出来. 顶上

去&惊涛搏击.随时待命% 党性的光辉在

一处处细节中彰显/ 那是咬牙扛起的沉

重沙袋&是满脚满身裹上的黄泥&是暗夜

里从手电筒发出的微光11

丰碑$$$写满共产党员

的忠诚
武汉&#生死地(上#生死牌(%

时隔
"%

年&#誓与大堤共存亡(的牌子

再次出现在长江大堤上% 暴雨肆虐&

1

名党

员在#生死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时隔
"%

年&两块#生死牌(上有两个

相同的名字222唐仁清.李建强+今年已

经分别是
#0

岁 .

#'

岁的他们 & 汛情面

前&又毅然冲上一线+

#防汛是天大的事& 没有条件可以

讲+(一句质朴的话&亮出了党员的底色+

浊浪排空&惊涛拍岸&洪水中树起不

朽的丰碑+

#我是支书&让我上0(当贵州黎平县

九潮村村支书刘善平抱起被困#孤房(的

小女孩.拽着绳子往田坎走&上游
($

多

米处木屋被洪流瞬间冲垮& 大水裹挟着

木板形成巨大漩涡将他们卷入洪流&刘

善平献出了宝贵生命+

#雨下大了&我要赶紧去防汛+(暴雨

如注& 湖北阳新县汪武颈村村妇女主任

李连接到救灾指令后随即冒雨奔赴防汛

一线&却被洪水无情冲走+ 第二天&家人

哭喊着她的名字& 小女儿站在家门前望

着通往村口的一条小道11

安徽芜湖县老党员王能珍返乡抗

洪&在抢险时被卷入洪水牺牲+ 安徽含

山县三龙村村支书尹建平连续抗洪五

天五夜&劳累过度诱发脑溢血离世+ 福

建永泰县旗山村支部书记林新华在转

移安置群众.支援救灾过程中被泥石流

冲走11

#党员就应该站在最需要的地方0 (

湖北洪湖市扶贫办主任易重兵的一声呼

喊&长久在洪涛中回响+

风雨$$$见证合格党员

的风采
危难时刻&党员就是主心骨+有关地

方党委把抢险救灾作为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实战演练& 团结带领广大干

部群众坚决打赢防台抗洪攻坚战+

武汉市. 贵州黔东南州等地第一时

间召开抗洪抢险工作会议& 及时启动地

质灾害应急预案和防汛预案3 江西九江

市.河南驻马店市实行市级领导包县.县

区领导包乡镇.乡镇领导包村&确保防汛

责任落实到位3 湖南岳阳市委组织部下

发通知& 动员广大党员佩戴党徽投身防

汛抗灾3 重庆第一时间统筹整合市水利

局. 市防汛抗旱抢险中心. 市卫生计生

委.武警水电支队等各级抢险力量&随时

投入抢险救灾3 安徽岳西县将县乡村为

民服务管理网格直接转变为全覆盖.无

盲区的#防汛网格(&确保防汛工作无真

空.无死角11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这份初心& 是湖北麻城市乘马岗镇

上马石村第一书记蔡华步行
""

公里翻

越的
!

个山头& 是湖北红安县城关镇李

忠恕村二组组长李志权忘我抗洪十几个

小时后递交的一份被洪水打湿的入党申

请书+

这份初心& 是一个党小组明确一个

责任区. 一名党员认领一个责任岗的朴

素誓言3这份初心 &是把 #家 (安在重灾

区&吃在堤上.住在堤上的连续奋战+ 这

份初心& 让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一线立

起合格党员的标准& 让一个个感人的党

员故事擦亮了党的#精神名片(+

灾难面前&#初心( 就是不惜一切保

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就是哪里

有危险&党旗就飘扬在那里&党组织就挺

立在哪里+

当前已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最关

键时期& 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坚强领导

作用&各级干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广大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冲锋在前.担当在先.敢打硬仗&以实际

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铿锵

誓言& 必能在同重大自然灾害的斗争中

经受住考验& 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切身利益+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 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 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

办 !"#峰会$

坚守!民本"就能绘出!同心圆"

!

新华社记者 李亚彪

2($

杭州峰会倒计时
"

个

月 ! 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

绪)))道路提升& 旧街改造&大

气治理& 景观亮化**许许多

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让生

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获得感越

来越强$

接棒安塔利亚以来的两百

多个日日夜夜!杭州坚持'以民

为本(理念!努力交出优异答卷$

以民为本!就要坚持'最小干

预&最小影响&最具安全($在保障

峰会的城市道路改善提升过程

中!杭州市尽量避免扰民$大多数

机动车道的改造施工! 安排在晚

上
"$

点到第二天凌晨
#

点!最大

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以民为本!就要把补齐城市

基础设施短板和补齐民生短板

相结合$ 杂乱破旧的思鑫坊重

现历史风貌! 污水横流的弥陀

寺巷变成绿草如茵的小公园 !

这些从'面子(到'里子(的全面

提升! 既修复了城市的不足!也

提高了市民的生活质量$ 服务

保障峰会的短期目标! 同提升

城市品质和国际化水平& 改善

民生的长期目标高度统一 !其

形成的机制&建成的设施!都将

惠及长远$

以民为本!就要在城市建设

中! 重视人们对历史传承的情感

诉求!不搞大拆大建$ 每座城市!

都有被人们铭记于心的独特韵

味&印记$ 正走向现代化&国际化

的杭州!江南水乡特点&历史建筑

风貌在改造中得以保留$目前!峰

会主会场&中外领导人驻地&相关

活动场地的改造提升全面完成!

但没有一个场馆是新建的! 都是

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完善$

以民为本!就要让群众广泛

参与! 把愿景和蓝图交给他们$

杭州市多年来坚持'以民主促民

生(!坚持问情于民&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问绩于民!集纳民智!

修正决策!赢得支持$

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的一

项民意调查显示!杭州市民对成

为
2($

峰会举办地的总体满意

度达
1/&%3

!

%/&%4

的人认为自身

幸福感由此得到提升$

毫无疑问 ! 服务保障
2($

峰会是眼前工作的圆心$而以民

为本带来的获得感!正汇聚起各

方合力! 共同画出一个更大的

'同心圆($ 这个'同心圆(!为峰

会 !也为民生 %为世界 !又为杭

州%为当下!更为未来$

'新华社杭州
!

月
"

日电#

海南试点农村土地和住房可抵押贷款

新华社海口
!

月
"

日电 !记者 王

存福 代超" 海南省政府日前提出在省

辖内农村承包土地!指耕地"的经营权

和农民住房财产权即#两权(抵押贷款

试点工作+

海南省印发的,关于开展农村承包

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

贷款试点的实施意见-提出&东方市.屯

昌县. 文昌市为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

权抵押贷款试点市县&文昌市.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为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

贷款试点市县+ 开办#两权(抵押贷款

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在试点市县设立分

支机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 原则

上应覆盖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

海南省要求&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

权抵押贷款试点市县要加快推进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探索

建立流转土地经营登记备案制度 &由

县级人民政府统一颁发流转土地经营

权证+ 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

市县要建立完善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

住房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制度& 实行

统一登记+

在试点过程中&金融机构要建立管

理制度和实施细则&落实#两权(抵押融

资功能&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在贷款

利率.期限.额度.担保.风险控制等方

面加大创新支持力度& 简化贷款管理

流程&扎实推进#两权(抵押贷款业务+

海南省规定& 在试点工作过程中&

因借款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

事人约定的情形需要实现抵押权时 &

允许金融机构在保证农户土地承包权

和基本住房权利前提下& 依法采取多

种方式处置抵押物+

!!!!!!

惜别抗洪子弟兵
!

月
4

日! 启程返回驻地的武警部队官兵向前来送别的群

众敬礼$ 当日!随着抗洪抢险救援作业主体完工!驰援河北省邢台市洪涝灾区的武

警水电部队官兵启程返回驻地$ 当地干部群众夹道送别抗洪子弟兵$ 新华社发

!!!!!!

%妮妲&余威影响广西
!

月
4

日!市民在被积水淹没的南宁市安园东路骑行$

台风'妮妲(已经远去!但残留低压环流仍给广西带来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

袭击$ 新华社发

新华漫说

!心灵"陷阱

一家心灵培训公司近日被媒

体曝光!金字塔式层层拉人头收

费! 费用
'

万至
!$$

万元不等!

导致部分会员债台高筑!甚至人

财两空$ 看似无害的'心灵鸡汤(

培训班!暗藏的却是借培训之名

发展下线疯狂敛财的玄机!对这

类极不靠谱且涉嫌违法的'精神

传销(!全社会需高度警惕$

新华社发 翟桂溪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