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时事新闻 微信：lswbwx 2019.9.6 星期五 编辑 吴昊 美编 王晨同

9月4日，辽宁省消费促进月暨2019苏宁易
购以旧换新启动仪式在奥体万达举行。据悉,此
次家电以旧换新活动的召开就是为了给大众普
及旧家电的危害、提供换新渠道与服务，并通过
一系列补贴政策让利消费者。从而促进辽沈地
区产品升级、绿色环保消费升级。

仪式上，苏宁易购（沈阳）销售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陈杨提到，今年苏宁通过“全民焕新节”、

“618 年中大促”，连续两次拿出“10 亿元补贴”，
引导消费者交售旧家电、3C产品，给予用户换新
消费补贴，引导用户绿色环保消费和品质消费，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此次以旧换新, 苏宁共推
出三重补贴:旧机回收补贴、购新机补贴、金融补
贴。并联合品牌工厂、银行、家居等跨界伙伴，整
合多方服务和促销资源回馈辽宁消费者。走进
百家社区，活跃、提升社区居民生活品质，带去老
旧家电危害科普和绿色家电消费新趋势，为社区
居民带去更具品质的家电产品，更贴心的以旧换
新服务，更有力度的家电换新补贴，给居民真正
的实惠，把服务送到家门口。

据了解，今年也是苏宁进入辽宁省的第 16
个年头，围绕“消费促进月”的要求，苏宁将以周
年庆为契机，突出绿色环保理念，多产业联动，开
展一系列让利惠民的促销活动！ 而随着苏宁家
乐福店的开业，苏宁将进一步完善全场景、全品
类布局，更好地贴近消费者、了解大众需求，从而
更好地服务辽沈人民。 记者 陆瑶

辽宁省商务厅联合苏宁易购
启动消费促进月暨家电以旧换新

辽宁省商务厅有关领导、沈阳苏宁领导共同启动活动

9 月 5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

钦通话。双方同意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
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前双方将保持密切
沟通。工作层将于9月中旬开展认真磋商，为高

级别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做好充分准备。双方
一致认为，应共同努力，采取实际行动，为磋商
创造良好条件。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易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等参加
通话。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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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5 日表示，中美双
方一致认为，应共同努力，采取实际行动，为下
一步磋商创造良好条件。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作出上述表示。
5日上午，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

通话，双方同意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

通。工作层将于 9 月中旬开展认真磋商，为高
级别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做好充分准备。

针对有媒体提问，若美方加征关税继续升
级，中方是否会如期赴美，高峰表示，中方坚决反

对贸易战升级，这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
利于全世界。在今天上午的通话中，双方一致认
为，应共同努力，采取实际行动，为下一步磋商创
造良好条件。

商务部：中美双方应采取实际行动 为下一步磋商创造良好条件

近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
知，要求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
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

通知指出，各地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
律法规对禁养区划定的要求，依法科学划定禁
养区。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
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
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及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之外，不得划定禁养区。
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之外的其他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不得作为禁养区划定依据。
通知要求，各地要在省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成立专门工作组，组织开展禁养区划定情况排
查。全面查清本地区禁养区划定情况，建立分县
工作台账。对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由，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限制养猪业发展或压减生猪产能的情况，
一并排查。排查结果及调整后的禁养区划定情况
要于10月底前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备核。

通知强调，要落实工作责任，坚决、迅速取
消排查中发现的超出法律法规的禁养规定和超
划的禁养区。对违反法律法规限制养猪业发展

和压减生猪产能的情况，要立即进行整改。生
态环境部将有关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超划禁养区
的问题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强化监督
范畴，并适时开展专项行动。

通知明确，对禁养区内关停需搬迁的规模
化养殖场户，优先支持异地重建，对符合环保要
求的畜禽养殖建设项目，加快环评审批。加强
对养殖场户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技术指导与帮
扶，畅通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渠道。对确需关
闭的养殖场户，给予合理过渡期，避免清理代替
治理，严禁采取“一律关停”等简单做法。

记者5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引导规范教育
移动互联网应用（教育 APP）有序健康发展，教
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有关意见，要求提高供
给质量，规范应用管理，健全监管体系，2019年
底完成教育APP备案工作。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雷朝滋表示，近几
年，教育 APP快速发展、广泛应用，对“互联网+
教育”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一些地方和学
校出现了应用泛滥、平台垄断等现象。一些教
育APP存在有害信息传播、广告丛生等问题，给
广大师生带来了困扰，增加了学生和家长的负
担。

为此，意见要求建立备案制度，加强内容建
设，规范数据管理，保障网络安全。教育APP提
供者应当建立覆盖个人信息收集、储存、传输、
使用等环节的数据保障机制。按照“后台实名、
前台自愿”的原则，对注册用户进行身份信息认
证。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明示收集使用信息
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
未成年人信息应当取得监护人同意、授权。

意见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制定

教育APP的选用制度。选用应当充分尊重教职
工、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并严格选用标准、控制
数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作为教学、管理
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 APP，不得向学生及

家长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植入商业广告和游
戏。推荐使用的教育 APP 应当遵循自愿原则，
不得与教学管理行为绑定，不得与学分、成绩和
评优挂钩。

促生猪生产两部门严格规范禁养区划定和管理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
府纠集“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并派
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此
后，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
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直接威
胁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虽然当时中国
正面临着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的紧急任
务，但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
求，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经过反复权
衡，在 10 月上旬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
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到
1951年 6月，历时 7个多月，先后同以美
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五次大的战
役，共歼敌 23 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
八线附近地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
民志愿军中涌现了无数英雄人物：罗盛
教、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为了朝
鲜人民，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许许多
多的英雄包括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
英，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同时，
国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全
国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捐献飞机大
炮，慰问志愿军，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增产
节约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

1951年7月，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
谈”阶段。经过两年的相持，交战双方于
1953 年 7 月签署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
争取得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是保卫和
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举。这场战争的胜
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
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极大提高了中国
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提高了
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中
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为我国的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
平环境。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八部门共同规范教育APP：
年底前完成备案 不得向学生收费

曾有学生反映，在校园里的生活被各种
APP“绑架”了，甚至连打热水、跑步都不得不下
载使用 APP。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科学技术
司司长雷朝滋表示，教育部将于近期启动专项
行动，加强统筹管理，治理乱象。

雷朝滋说，今年 3月，教育部组织开展了一
次专项调研，抽取一百所高校，对教育APP应用
情况进行了解。从调研情况看，89 所高校的
APP数量在5个以下，确实也有少数高校开发引
进的APP超过了20个，存在APP泛滥问题，给师
生造成了困扰。

他表示，教育部将启动专项行动，重点加强

四个方面的管理：一是加强教育 APP 开发的统
筹管理。学校行政部门或教师开发教育APP并
要求学生使用的，需经学校批准立项，不得擅自
开发。二是加强教育APP选用的统筹管理。选
用教育APP要充分征求师生、家长意见，并经领
导班子集体决策同意。三是加强教育APP整合
共享的统筹管理。严格控制本单位教育APP的
数量，同一业务、不同层次不得开发多个 APP。
四是加强教育APP数据的统筹管理。采集个人
信息应遵循最小化原则，大范围采集个人信息
应经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同意，第三方 APP 采集
个人信息应与学校签订数据安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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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回应高校App泛滥：
有学校超20个，将加强统筹管理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路秀峰：铁警血肉筑忠魂
路秀峰，1948 年出生，1977 年参加公安

工作，生前为天津铁路公安处天津站派出所
民警。1980年 8月 17日，在审查犯罪嫌疑人
时，嫌疑人开枪向路秀峰等民警射击，路秀峰
在与嫌疑人搏斗过程中不幸中弹，壮烈牺
牲。1980 年 8 月，路秀峰被追认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同年9月被追授一级英模荣誉称号。

1980 年 8 月初，来自当时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盟临河县的男子梁大东、王新国、白
永胜，盗窃了临河县武装部大批枪支弹药。
随后，他们计划乘车去东北，密谋干几起“惊
天动地的大案”，中途在天津火车站转车。8
月16日晚，3人在车站广场逗留时，由于形迹
可疑被天津站派出所执勤民警马幼航带至派
出所值班室，由值班民警路秀峰、路明做进一
步审查。

在派出所值班室内，路秀峰和路明决定
先审白永胜。白永胜百般掩盖事实，对抗审
查。此时，在候问室待审的梁大东、王新国异
常紧张，不时伸手摸向别在腰间、子弹上膛的
手枪。

在对犯罪嫌疑人王新国询问时，王新国答

话含糊不清，矛盾百出，路秀峰站起身来准备
对他进行例行检查。王新国猛然窜起，撩开上
衣前襟，伸手去拔别在腰间的两支五四式手
枪。路秀峰猛扑上去扭住其胳膊夺下手枪。

然而，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路明猛地
抬头，发现梁大东正隔着屋门的玻璃举枪瞄
准民警。路明来不及多想，向正在弯腰捡枪
的路秀峰大喊：“注意后面！”话音未落，梁大
东已经踹开房门，朝民警疯狂开枪。

路秀峰迅速转身，冒着被子弹击中的危
险，向嫌疑人梁大东扑了上去，死死地抓住梁
的小臂，迫使其双手高举，难以平射。梁大东
斜下枪口，再次扣动扳机，子弹击中了路秀峰
的后脑。路秀峰迎着枪口，忍住剧痛，再次顽
强地用身体撞向梁大东，拼尽全身最后的力
气将嫌疑人逼退，为战友赢得宝贵时间。然
而，梁大东再次开枪，路秀峰胸口中枪，壮烈
牺牲。

凶犯梁大东在仓皇逃窜中被随后赶到的
刘五兴等民警当场击毙，王新国、白永胜被
捕，三名犯罪嫌疑人所带的17支手枪和剩余
子弹全部被缴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