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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纵横数公里、深达数百米的巨
型矿坑横亘在辽宁省阜新市城南。60
多年前，这座曾经是亚洲最大的机械化
露天煤矿——海州露天煤矿为新中国工
业发展而生，数代人奋斗不息，源源不断
为工业强国之路输送物质给养，铸就海
州精神。如今，尽管这里煤尽坑枯，人们
依然以自强不息的劲头让它重生，持续
书写新的奋斗篇章。

它是新中国工业现代化
的样本

东西长近 4 公里、南北宽近 2 公里，
最深处垂直深度300多米⋯⋯站在阜新
市海州露天煤矿北侧的观景台向下望
去，巨大的深坑宛如大地撕开的一张大
口；沿边坡看去，一条条蜿蜒盘旋的运煤
车道，勾勒出历史的印记。

“灯火辉煌，车水马龙⋯⋯”52 岁的
原海州露天煤矿电机车司机闵士彪回忆
起自己年轻时在坑底的生产场景十分骄
傲。他说，坑下最多时有上千人同时作
业，运输线上三分钟就能通过一趟运输
机车⋯⋯

“这座煤矿与共和国几乎同龄，是应
工业发展需求而生，当年集中了全国最先
进的工业设备和数百位各个工业门类的
优秀人才。”已83岁的原海州露天煤矿总

工程师赵长青说，开采半个多世
纪，这里共为国家出产煤炭2.44
亿吨。

海州露天煤矿是新中国成
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
露天煤矿，1951年1月1日正式
开工兴建，1953 年被国家列入
第一个“五年计划”156 项重点
工程，同年 7 月 1 日正式投产。
2005年5月31日，海州露天煤
矿因资源枯竭而关闭。

相比昔日机车盘旋而上的
驰骋、电镐轰鸣的喧嚣，如今的
露天矿坑静静地铺陈在大地
上，期待着它的新生。

它是几代中国人
奋斗自强的真实写照

“过去工人下坑有一条四五
百米的小路叫张林路。”闵士彪
看着矿坑回忆说，张林是露天矿
的老劳模，为了工友上下班方
便，挑着扁担在工人踩出的坑洼
小路上修了一条路。直到退休，
这条路都是他义务维护。

“爱露天，做主人，争一流，
创水平，挑重担，做贡献。”半个
世纪的开采，更有一批劳模用青

春和生命镌刻出海州精神。他
们中既有技术骨干，也有普通矿
工，这种贡献是无法计量的。

先后攻克了包括新型火药
爆破在内一系列技术难题的王
征；率领“三二二掘进队”过断
层、闯禁区，创造了快速掘进先
进经验的李瑞；革新大王段士
儒；复救大王王合⋯⋯50 多年
间，海州露天煤矿共涌现全国
劳动模范 1 人、省部级劳动模
范 85 人，有 18 人获得“五一劳
动奖章”。

“那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
激情满满的年代。”赵长青说，
海州露天煤矿设计年产量 300
万吨。但是国家的工业发展需
要煤炭，海州人通过一系列技
术创新，使露天煤矿年产量提
高到 420 万吨。从 1987 年至
1990 年，经过对生产布局和机
械设备进行改造，年产量提高
到500万吨。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
身献子孙。”对于年轻人来说这
句话或许并不熟悉，但这是几
代海州人无私奉献、艰苦奋斗
的真实写照。原海州露天煤矿
工人王绍杰说，这里的工人大

多父一辈、子一辈。父辈的言传身
教、海州精神的代代传承，让自己在
工作中一直保持着奋进的激情。

它是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见证

4 月的夕阳伴着嫩草的清香，
给人的感觉绝不是迟暮，对于这座
矿坑也是如此。资源枯竭并不意味
着“死亡”，而是“新生”。

资源枯竭的海州矿闭坑后没有
被丢弃。阜新市委、市政府动员全社
会力量参与海州露天煤矿地质灾害
治理和生态环境恢复工作，并在矿坑
北侧沉陷区建成包括生态恢复示范
区、主题广场、纪念碑、观景台等在内
的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

如今，在矿山公园广场上，三五
成群的老人放风筝、抽陀螺，广场两
侧的林荫步道上，三三两两的游人
漫步攀谈。走上矿坑的观景台，北
侧经过治理的部分区域，栽种的树
木已经发出了绿芽。

“这里过去是沉陷区，现在修成
了公园，真是不错。我每天都要来
一趟。”66 岁的纪占全说，回忆过
去，享受生活。

新生，何止是绿树青草般简单。

去年底，在阜新市新邱区，与海
州矿同一矿脉的一座矿坑内，赛车
沿着以往运送煤炭的车道飞驰跳
跃。利用废弃矿坑发展赛车道的金
点子一下子让这里成为网红，为废
弃矿坑治理开辟了新路，让沉寂多
年的矿坑再度喧嚣起来。

阜新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会
长姜昌利说，这里的赛车道独一无
二，巨大的高度落差和颠簸的赛道
既满足了越野车赛的需要，又能欣
赏工业文明的遗产，别有一番情趣。

不仅如此，阜新市通过人才引
进，使被视为废物的煤矸石也得到
开发利用，矿坑从垂暮到新生，又变
得绿草依依、激情满满。

“我们已经取得省里支持，专家
团队正在对海州露天矿地质情况做

‘CT’检查，未来还要统一规划，要
彻底让矿坑重生。”阜新市自然资源
局副局长韩金龙说，治理不是一日
之功，需要几代人继续发扬海州精
神，久久为功。

新华社沈阳4月20日电

——昔日亚洲最大机械化露天煤矿的前世今生

一部持续书写的奋斗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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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 4 月 20 日电
（记者李宣良 梅世雄） 海上阅
兵将于4月23日在青岛及其附
近海空域举行。海军副司令员
邱延鹏 20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
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次
海上阅兵亮点众多、精彩纷呈。

组织各国海军舰艇海上阅

兵，是海军这一国际性军种特
有的礼仪活动。邱延鹏说，海
上阅兵将于 4 月 23 日在青岛
及其附近海空域举行，采取舰
艇单纵队航行、飞机梯队跟进
的方式执行海上分列式。除中
方参阅兵力，俄罗斯、泰国、越
南、印度等 10 多个国家的近
20 艘舰艇将参加检阅活动，包

括驱逐舰、护卫舰、登陆舰等不
同类型舰艇。

“它们都是各国海上力量
的代表，将与中方舰艇一道，向
世界展示维护和平、共谋发展
的坚定决心。”邱延鹏说。

邱延鹏介绍，这次海上阅
兵，中方参阅舰艇和飞机包括
航母辽宁舰、新型核潜艇、新型

驱逐舰、战机等，有些舰艇是第一
次亮相。其中，受阅舰艇 32 艘，
编为潜艇群、驱逐舰群、护卫舰
群、登陆舰群、辅助舰群、航空母
舰群 6 个群。受阅战机 39 架，编
为预警机梯队、侦察机梯队、反潜
巡逻机梯队、轰炸机梯队、歼击机
梯队、舰载战斗机梯队、舰载直升
机梯队等10个梯队。

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23日举行

10余国派舰艇参加
我国潜艇群、航母群等受阅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9 日电（记者朱
东阳 刘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9 日
说，美国将继续寻求和朝鲜就朝鲜实现
无核化问题进行谈判。

当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国防
部代理部长沙纳汉、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在华盛顿出席了两
国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

蓬佩奥在会见记者时说，美国将继
续施压，使朝鲜放弃全部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弹道导弹和相关项目及设施，并继
续执行所有对朝制裁。美国务院团队将
继续领导美对朝谈判工作，以推动朝鲜
实现无核化，这一目标没有任何改变。

河野太郎则表示，日美同意继续执行
安理会对朝相关决议，直至朝鲜实现完
全、可经验证和不可逆的无核化。如果有
机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愿意同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讨论被朝鲜绑架
的日本人质等问题。如果该问题和朝鲜
核导问题等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日本已准
备好同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 17 日观摩并指导国防科学院进行的

“新型战术制导武器”试射。沙纳汉18日
就此表示，朝鲜试射的并不是弹道导弹。

就朝鲜无核化问题

美朝将继续
进行谈判

据新华社洛杉矶4月19日电（记者谭晶晶） 提前试用
三星新款折叠屏手机盖乐世 Fold 的美国媒体近日吐槽该
手机显示屏问题频出。对此，新华社记者19日联系了三星
电子总部，公司回应说部分损坏可能是使用者移除了显示
屏上的保护层所致，但表示将彻查每个故障机器的原因。

按计划，盖乐世 Fold 将于 26 日首先登陆北美市场发
售。正式发售前，三星将这款手机的样机提供给一些美
国媒体记者试用，但遭到不少记者吐槽。一些记者在推
特上抱怨，手机使用一两天就出现闪屏、断屏等问题；有
些人表示，自己并未撕掉显示屏保护层，但屏幕折叠处使
用不久就出现凸起；还有些记者将手机故障视频上传到
社交媒体，将盖乐世 Fold 称为继因电池问题发生自燃的
三星盖乐世 Note7 手机之后，该品牌又一款存在严重设
计缺陷的产品。

三星发言人在回复新华社记者的邮件中则称，三星向
媒体记者提供了数量有限的盖乐世 Fold 手机样机进行评
测，目前收到了一些关于样机主显示屏问题的报告。盖乐
世Fold手机主显示屏顶层的保护层，是显示器结构的一部
分，旨在保护屏幕免受意外划伤。一些试用者移除了这层
保护层，导致屏幕损坏。此外，在主显示屏上添加黏合胶也
可能造成损坏。三星将亲自彻查这些问题样机，以最终找
到出现故障的原因。

三星将盖乐世Fold称为其手机品牌“自问世以来取得
的最大突破”受显示屏问题影响，三星电子股价周四下跌超
过3％。

三星称将彻查故障原因

三星折叠屏手机
闪屏、断屏等问题频出

这是被麦田包围的仿古建
筑群（4月19日无人机拍摄）。

亭楼阁榭、红柱青瓦、小桥
流水⋯⋯在河北省邯郸市曲周
县寺头后街村村西，一处古色

古香的建筑群，与周围绿油油
的麦田形成巨大反差。邯郸市
调查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建
筑群存在未批先建、违法占地、
违规建设问题。

之前有网民爆料称该项目
2013 年开始动工，是寺头后街
村村民袁某非法占用基本农田
150 余亩修建的私家祠堂。经
邯郸市调查组初步核实，该项

目是曲周桂昌养老中心，针对该
项目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
相关单位的监管责任等问题，调
查组将继续进行深入调查，及时
向社会公布结果。 新华社发

（上接A1版）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五四

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研究，
深刻把握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
发展规律。要阐明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关系，加强对
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导广大
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
话、跟党走。要回答好为什么当
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是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奋斗，为什么当代青年必须把
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找
准当代中国青年运动在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中的着力点，激励广大
青年在各行各业发挥生力军和突
击队作用。要深入研究当代青年
成长成才的特点和规律，了解青年
优势和弱点，引导广大青年把树立

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统一起来，引
导社会各方面关心青年、服务青
年，积极做好青年工作，为广大青
年成长成才、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环
境。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五四运
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
后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
记忆。要抓紧把同五四运动有关的
历史资料收集好、历史文物保护
好。要加强对史料的分类整理和系
统化研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
和展示五四运动史料。要加强研究
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能力，多出有
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

（上接 A1 版）推动太湖水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两个确保”。加强断面水质达标工
作，全力推进不达标断面的综合整治。加强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加快推进污水管网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确保全市
域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加强农业农村水污染治理，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科学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开展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行动，严格畜禽禁养区管理，依法有序实施禁养
区水产养殖退出工作。

副市长许峥和市政府秘书长杭勇参加督查。 （韩晖）

对标找差补齐短板
坚决打赢碧水保卫战

（上接 A1 版）突出环境问题清单中涉水问题的整治工作推
进情况以及2017、2018年度市人大一号议案阶段性目标完
成情况。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高度重视、找准短板，明确职责、
精心组织，压实责任、务求实效，为打好碧水保卫战、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自平出席会议。
（谭梦霞 蒋逸琦 刘一珉）

市人大常委会启动
水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上接 A1 版）创新产业工人发展制度、强化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支撑保障五个方面，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
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总体思路，改革不适应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要求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广大产业工人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
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助推江苏高
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市总宣 秋冰）

如何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上接A1版）以及安全事故、环保
违法等扣分指标。其中，亩均税
收、亩均开票销售、单位主要污染
物税收权重总计达70%。

武进各板块正因地制宜，围绕
运用差别化用能（用电、用气、用热
等）和水资源、水价政策及交费方

式，以及用地保障、信贷政策、财税
政策等，制定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
的政策细则，着力实现要素资源合
理、优质、高效配置。排名全国百
强镇第22位的湖塘镇，积极对标
苏州、无锡的经济发达镇，加快推
进股改上市、中高端产业培育工

作，盘活低效企业置换出的存量资
源，不断提升单位土地产出、资源循
环利用率和智能制造普及率。牛塘
镇积极实施 30 家化工企业转型计
划，鼓励企业把土地、厂房等生产资
料流动再利用，创智云谷项目按照

“栋”“层”进行独立销售，吸引了一批

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企业，亩均税收有
望突破50万元。遥观镇推出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年租金差异化政策，依
据亩均税收贡献分档征收，倒逼低收
益企业主动退地或产品转型升级，雷
利电机等5家成长性好的企业，通过
腾退方式获得了140亩新发展空间。

寸土寸金，才能为青山绿水保留
足够空间。在提升土地“含金量”的
同时，武进区切实加大节能减排和

“263”行动力度，加快绿色建筑产业
的示范推广，持续实施一批重点环境
项目，着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产业结构
和生产方式。 （徐梦超 马浩剑）

（上接A1版）重点关注巡察反馈问题是否被全部认领，尤其
是重点问题和个性问题等。把好“移交关”，审核后的所有
整改方案，均由巡察办统一移交新组建部门，要求党组织书
记签字背书推进整改，增强整改的严肃性。

针对可能存在的“新官不理旧账”情况，巡察组通过查
阅会议研究记录、关注整改进度、座谈整改成效等方式，倒
逼整改单位担当尽责抓整改，并将整改效果纳入年底市级
层面年度目标任务和绩效管理考核。对整改责任不落实、
整改推进不得力、整改成效不明显的单位严肃问责。

（舒泉清 史璟 黄友生 李金堂）

压实“新官理旧账”机制
做实涉改部门巡察整改

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记者孙少龙 罗沙）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20 日开始审议法官法修订草
案三审稿、检察官法修订草案三审稿。两部草案的三审稿
分别对法官、检察官客观公正履职作出了明确规定。

2018 年 12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
法官法修订草案、检察官法修订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之后
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有的部门和专家提出，法官、检察
官应当客观公正行使职权，特别是检察官在办理刑事案件
中要全面客观收集各种证据。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
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建议在草案中
增加规定，法官、检察官履行职责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对此，两部草案的三审稿规定，法官审判案件、检察官
履行职责，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持客观公
正的立场。检察官法修订草案三审稿还增加规定，检察官
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尊重和保障人
权，既要追诉犯罪，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同时，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地方和社会公众提出，应
当结合司法责任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对法官、检察官履职的
监督。对此，两部草案的三审稿在立法目的中增加了对法
官、检察官的监督；在法官、检察官应当履行的义务中增加
规定，对履行职责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保密，
并相应规定了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

法官检察官——

客观公正履职拟写入法律

据新华社4月20日电 伊朗情报部
长马哈茂德·阿拉维 19 日说，伊朗情报
机构已经“识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 290
名特工在伊朗以及中东地区其他多个国
家组成的间谍网络。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援引阿拉维的话
报道，伊朗方面的情报机构经由复杂操
作，锁定这一美国间谍网络，已经逮捕在
伊朗重要部门从事间谍活动的几十人。

阿拉维说，伊朗与本地区国家分享
所获美国间谍网络的情报，一些国家同
样逮捕多名美国特工。

同时，伊朗致力于挫败英国军情六
处的间谍活动。按阿拉维的说法，行动
详情将在近期公布。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期进
一步加剧。

伊朗查明美国
在伊间谍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