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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加方以双重标准对待法治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记者 侯晓晨） 依法对两个加拿大公民采取强制措施放在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一起作了比较。“但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就不
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近日发表的署
难看出，卢沙野大使通过比较，生动地揭
名文章生动地揭露了加拿大某些人在操弄
露了加拿大某些人在操弄‘法治’概念时
“法治”概念时表现出的虚伪。希望这些人能
表现出的虚伪。”
痛定思痛，立即纠正错误，
以免痛上加痛。
陆慷说，加方仅根据别国意志就无端
陆慷是在回答有关加拿大国内对卢沙
扣押连加方自己都承认没有违反加拿大法
野大使文章的评论出现分歧的提问时，作
律的中国公民，却对中方公开昭示天下
上述表述的。
的、依法对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
陆慷表示，他此前请有关媒体仔细、 两个加拿大公民采取强制措施横加指责。
认真、准确阅读这篇文章，是因为有媒体 “难道在加拿大眼中，其他国家的法律就不
说卢沙野大使在文章中表示中方对两个加
是法律？这样赤裸裸地以双重标准对待法
拿大公民采取强制措施是对孟晚舟事件的
治，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不尊重。”
报复。“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这样
他说，这篇文章可能戳到了某些加拿
的表述。”
大人的痛处。“中方希望这些人能痛定思
他说，文章确实把孟晚舟事件和中方
痛，立即纠正错误，以免痛上加痛。”

北京市级行政中心

正式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

2018 年我国小汽车突破 2 亿辆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公安部 11 日
发布，2018 年全国小汽车保有量首次突破
2 亿辆，新能源汽车全年新增 107 万辆。
据公安部统计，2018 年全国新注册登
记机动车 3172 万辆，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3.27 亿辆，其中小型载客汽车首次突破 2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突破 4 亿人，达 4.09
亿人。
据介绍，从车辆类型看，小型载客汽
车保有量达 2.01 亿辆，首次突破 2 亿辆，
是汽车保有量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私家

车持续快速增长，2018 年保有量达 1.89 亿
辆。从分布情况看，全国有 61 个城市的汽
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27 个城市超 200 万
辆，其中北京等 8 个城市超 300 万辆。
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261
万 辆 ， 全 年 增 加 107 万 辆 ， 与 2017 年 相
比，增加 107 万辆，增长 70.00%。从统计
情况看，近五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年均增
加 50 万辆，呈加快增长趋势。机动车驾驶
人数量达 4.09 亿人，近五年年均增量超过
3000 万人。

“博看杯”第六届西宁市“书香之家”名单公示
根据西宁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印
发<2018年
“幸福西宁·书香夏都”
全民阅读活动实
施方案>的通知》
（宁宣字[2018]28号）及西宁市全
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博看杯”
第
六届西宁市
“书香之家”
评审活动的通知》
（宁阅办
〔2018〕1号）要求，
经过自主申报、
实地走访、
择优评
选、
专家评审等环节，
现对拟评选出的
“博看杯”
第
六届西宁市
“书香之家”
家庭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为 7 天（2019 年 1 月 12 日至 1 月
18 日）。对公示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于公示
期内以电话、邮箱或信函等方式署名西宁市
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反映。
联系电话：
6138366
邮
箱：
794290484@qq.com
通信地址：西宁市城中区南川西路 27 号
（麒麟湾公园内）

“博看杯”第六届西宁市“书香之家”拟表彰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户主姓名
纳秀艳
扎西
冷权祥
李永梅
马彪
毛宗胜
杨文寿
祁俊清
刘虹庆
张启文

职业
青海省师范大学教授
果洛州小学退休教师
湟源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湟源县自由职业者
湟中县记者、编辑
湟中县教师
湟中县拦隆口中学教师
湟中县退休教师
西宁湟水高能环境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
青海省劳改局退休干警

推荐地区
西宁市
西宁市
湟源县
湟中县
西宁市总工会
西宁市城中区

西宁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12 日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记者
丁小溪 熊丰）记者从公安部获悉，11
日 17 时许，随着两架中国民航包机降
落在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国际机场，
191
名利用网络刷单实施诈骗的犯罪嫌
疑人被我公安机关从老挝押解回国，
涉及国内多个省区市的 800 余起案
件成功告破，
涉案金额 6000 余万元。
去年以来，河南郑州、南阳、许昌
等地发生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受
害人轻信网络刷单能够获得返利的
虚假宣传，在 QQ 等社交平台上与诈
骗分子联系后按照其指引完成刷单
任务，其中刷单所需费用由受害人支
付。受害人在逐步落入诈骗陷阱后，
不仅不能获得所谓返利，其刷单费用
最终也被诈骗分子骗走，被诈骗金额
从 5000 元到 3 万元不等。
河南省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开
展侦查，初步查明涉案诈骗窝点位
于老挝境内。去年 12 月，公安部派
员率由河南省公安机关民警组成的
工作组赴老挝开展打击诈骗犯罪警
务执法合作，逐步查明在老挝多个
诈骗窝点的具体位置和犯罪团伙组
织架构。
近日，我工作组联合老挝警方先
后 5 次对 9 个诈骗窝点开展收网行动，打掉
11 个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91 名，现
场扣押了银行卡、电脑、手机、诈骗剧本等一
大批作案工具。随后，老挝有关部门决定将
上述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处理。1 月 11 日，
按照公安部安排部署，河南省公安机关组织
民警将其押解回国。

据悉，针对电信网络违法犯罪新形势新
特点，公安部从去年 12 月起在全国范围内组
织开展为期一年的新一轮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同时，公安机关提醒
广大群众切实增强防骗意识，不要轻信“网
络刷单返利”或“足不出户、日赚千元”等虚
假宣传，避免上当受骗。

洪振海：
洪振海
： 铁道游击好儿男
这是洪振海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记者 王君璐） 新空间的需要，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11 日上午，北京市级行政中心正式迁入北
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
京城市副中心。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
的需要，对于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
会、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人民政
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对于建设以
府、北京市政协分别举行揭牌仪式。
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都具有十分
北京市级行政中心位于通州区潞城镇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北运河北岸，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党中央、国务院近期批复的 《北京城
协办公区在北、东、西三面呈品字形排
市 副 中 心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街 区 层 面）
列，市政府办公区位于市委办公区北侧， （2016 年—2035 年）》 提出，北京城市副
整个办公区建筑风格简朴庄重大气。
中心要承接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建设现代
7 时 36 分，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在北
产业体系，实现人随功能走、人随产业
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主广场举行。随
走，到 2035 年承接中心城区 40 万至 50 万
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为中国共产党北京
常住人口疏解。
市委员会揭牌。
记者从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获
揭牌仪式上，蔡奇强调，我们虽然迁
悉，在北京市部分党政机关陆续迁入城
入了城市副中心，但工作重心、服务重点
市副中心之际，北京直接为企业、市民
仍然在主城区，要深入落实首都城市战略
提供服务的各级各类政务大厅、办事窗
定位，继续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
口都不迁入副中心。同时，北京市正大力
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扎实推进国
推进“一门、一窗、一网、一号、一端”
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更好地服务
一体化建设，让政务服务更加便捷高效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智能。
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不仅是调整北
截至目前，北京市级机关第一批完成
京空间格局、治理“大城市病”、拓展发展
了 35 个部门、165 家单位的主体搬迁。

191 名电信诈骗嫌疑人从老挝被押解回国

新华社济南 1 月 11 日电（记者 邵鲁文）
山东枣庄市薛城区临山小学，因铁道游击队
纪念园所在地临山而得名，临山小学副校长
吴怀国介绍，每年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全
校学生去纪念园瞻仰铁道游击队纪念碑，重
温入队誓词，在新一代少年心中播撒下爱国
主义的种子。
洪振海，又名洪衍行，1910 年生，山东滕
州人。自幼随父亲在枣庄路矿谋生，因生活
所迫经常与火车打交道，练就了飞登火车的
本领，人称“飞毛腿”。抗日战争时期，洪振
海在党的领导下，发动枣庄路矿工人组建了
一支活跃在山东鲁南的枣庄、临城和微山湖
一带，威名远扬的人民抗日武装——鲁南铁
道大队即铁道游击队，他是第一任大队长。
1938 年 3 月 18 日，枣庄被日军占领。洪
振海和王志胜、刘景松一齐奔向峄县人民抗
日武装驻地墓山，正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
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他抗日决心大，作
战勇敢，很快就被提升为班长、排长，成为这
支人民抗日武装的基层骨干。
同年 10 月，
受总队长张光中的派遣，
洪振
海与王志胜一起潜回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
庄，
建立了枣庄抗日情报站，
担任站长，
为部队
搜集情报。同年 11 月，按照上级“迅速建立抗

日武装”的指示，他发动路矿工人建立了一支
数十人的秘密抗日武装——枣庄铁道队。这
支精悍的队伍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烽火岁月
里不断发展壮大，
到 1940 年上半年，
枣庄铁道
队已发展为上百人的抗日游击队。后经上级
批准，改名为八路军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任
大队长，
同时上级派来政委加强领导。
在洪振海等领导下，鲁南铁道大队在敌
人严密控制的铁路干线、枣庄矿区和微山湖
区，紧紧依靠路矿工人和湖区群众的掩护与
帮助，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活跃在千里铁
道线上，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他们扒铁轨、
炸桥梁，撞火车、截物资，杀鬼子、惩汉奸，护
群众、保家乡，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进敌人
的动脉血管和胸膛，打得日伪军晕头转向，
不得安宁。
敌人对他们既恨又怕，曾悬以重赏捉拿
和进行无数次的搜捕、袭击、
“扫荡”，但都遭
到了失败。鲁南铁道大队越战越勇、越战越
强，成为一支威名远扬、威震敌胆的抗日英
雄部队。他们的英雄事迹多次在抗日根据
地的《大众日报》和《鲁南时报》上刊登。著
名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就是以鲁南铁道
大队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中的刘
洪大队长，就是以洪振海和他的继任者刘金
山为原型塑造的。
1941 年 12 月的一个风雪之夜，数百名日
伪军对鲁南铁道大队进行偷袭、
“ 扫荡”，洪
振海率部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此时，中共鲁南铁道大队党支部已通过了洪
振海的入党申请。洪振海牺牲后，鲁南军区
政治部追认洪振海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
铁道游击队纪念园，每年来此参观接受教育
者近 100 万人。纪念园管理处主任赵曰标告
诉记者，依托铁道游击队传统红色资源优
势，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群众等提
供爱国主义教育、党性教育，在该园已经成
为一种常态。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