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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阿布扎比7月19日电 1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阿布
扎比，开始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
国事访问。

当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阿联
酋领空时，阿联酋空军12架战机升空
护航。当地时间下午5时40分许，专
机抵达阿布扎比总统机场。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阿联酋副总
统兼总理穆罕默德、阿布扎比王储穆
罕默德在廊桥口热情迎接。阿联酋
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

穆罕默德副总统兼总理在机场
为习近平举行迎接仪式。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穆罕默德副
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王储陪同下前
往检阅大厅，仪仗队列队迎候。鸣
21响礼炮。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穆罕
默德副总统兼总理共同登上检阅
台。军乐队奏中国国歌。国歌毕，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穆罕默德副总统
兼总理、穆罕默德王储陪同下前往会
见厅，同阿联酋主要内阁部长和重要
王室成员等阿方迎接人员握手。穆
罕默德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王储
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穆
罕默德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王储
亲切交谈。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向阿联酋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
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阿建
交34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双边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各领
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阿联酋是我
这次出访的第一站，也是我再次担任
中国国家主席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

体现了中方对中阿关系的重视。刚
刚抵达阿布扎比，我就感受到了阿联
酋人民的热情友好，深受感动。我期
待着同阿联酋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关
系深入交换意见。相信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这次访问将取得圆满成功，
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友谊。

穆罕默德副总统兼总理和穆罕
默德王储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阿
联酋进行国事访问，表示习近平主席
是阿联酋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很
荣幸习近平主席选择阿联酋作为连

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的首站，
阿方各界热切期盼习近平主席这次
重要、历史性访问。相信习近平主席
这次访问将有力促进阿中战略性关
系进一步发展。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穆罕默德副
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王储陪同下离
开会见厅。当地青年和儿童跳起阿
联酋特色舞蹈，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倪坚也到

机场迎接。
在结束对阿联酋的国事访问

后，习近平还将对塞内加尔、卢旺
达、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出席在南非
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次会晤，过境毛里求斯并进行友
好访问。

白宫说特朗普邀请普京
今年秋天访美

美国白宫19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
秋天访美。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当天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说，在赫尔辛基会晤期间，特朗普同意双方的国安团
队继续进行工作层面对话。特朗普还要求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邀请普京今年秋天访问华盛顿。

桑德斯表示，相关事宜已在磋商中。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

与普京在赫尔辛基的会晤“十分成功”，期待两人间的
“第二次会晤”，以便落实此次会晤讨论的一些议题。

特朗普和普京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
晤。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俄两国总统首
次举行正式会晤。 据新华社

根据国家和四川省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经蓬安县人民政府批准，拟对下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施公开出让。现
将出让宗地规划设计条件及基本情况公
告如下:

一、土地基本情况及规划要求（见表）
本次出让宗地面积若有误差，以交地实

测为准。本次出让成交总价款中包含土地
出让金。

二、竟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具备
的其他条件，详见本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须知》。

三、拍卖方式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采用有底价

增价出让方式，在高于或等于底价的基础上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报名及拍卖文件
领取拍卖文件及报名时间：2018年7月

20日9时起至2018年8月9日16时止到蓬
安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按规定申领有关材
料、办理报名手续、按规定交纳竟买保证金。

五、竞买保证金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时间为2018年

8月9日16时(交款时请咨询联系电话)。
注：拍卖出让保证金进账人必须是竞买

人，不受理非竞买人代缴保证金。因银行票
据交换有时间差，请拟竞买人提前进账,款
到竟买保证金专户后，方可取得报名资格。

六、拍卖会时间及资格审查
拍卖时间及地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拍卖会定于2018年8月10日上午10:
00举行，具体地点另行通知。蓬安县国土资
源局将在2018年 8月 10日 9时至 9时 30
分，对竟买申请人进行审查确认。通过审
查，具备申请条件的，蓬安县国土资源局将
发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资格确认
书》和应价牌。签到并通过资格审查的竞买

人取得应价牌后方能参加拍卖会。
七、联系方式
报名联系地址: 蓬安县相如镇相如大道

1号
联系人:李先生 伍女士
联系电话:
0817-8630799 17781150230

详情见：
中 国 土 地 市 场 网 http:// www.

landchina.com
四川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 http://

www.sclr.gov.cn
蓬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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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2018年2号地块

2018年3号地块

地块位置

河舒镇小桥村
（G244道路）旁

锦屏镇干一道旁

出让面积

27873平方米
(约41.81亩)

40923平方米
(约61.385亩)

规划用途

商住用地（商业占总
计容面积≤10%）

商住用地（商业占总
计容面积≤10%）

出让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容积率

≤2.5

≤1.8

建筑密度

≤ 30%

≤ 30%

绿地率

≥30%

≥35%

起始价
（万元/亩）

75万元/亩

84万元/亩

竞买保证金
（万元）

700万元

1100万元

出让方式

拍卖

拍卖

周逸群，1896年生，
贵州铜仁县人，家境富
裕，父母早亡。1919年
春，周逸群入东京庆应大
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1923 年，周逸群回
国，在上海参加创办《贵
州青年》旬刊，宣传反帝
反封建思想。1924 年
10月进入黄埔军校第2
期学习，积极从事青年
军人运动的宣传和组织
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6年，周
逸群参加北伐战争，在
国民革命军贺龙部任
师 、军 政 治 部 主 任 。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南下后任起义军第20军3
师师长，率部参加瑞金、会昌等战斗。他曾介绍贺龙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党中央决定派周逸群与贺龙前往湘鄂
边区，支援和壮大武装斗争的革命力量。在湘鄂边活
动期间，周逸群带领部队开展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
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鄂西特委
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扩大到23个县。

1930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建立，孙德清
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7月，率第6军与第4军
在公安县会师组成第2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中共
前委书记，与贺龙领导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

正当周逸群、贺龙率领红2军团稳步施行开辟鄂西
北根据地的方针时，“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
了统治地位，并做出武装夺取全国中心城市的决定。

1930年9月，邓中夏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湘
鄂西革命根据地，号令军团以夺取武汉为目标。周逸群
坚决反对这一错误决定，被撤销了鄂西特委书记一职。

在“左”倾主义者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期间，红2
军团主力遭受重创，党和红军的前途命悬一线。为保
卫洪湖根据地，周逸群和特委采取紧急措施，带领根
据地军民，收复了部分失掉的洪湖革命根据地。

1931年3月，夏曦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他继续
执行“左”倾错误方针，将湘鄂西特委改为中共中央湘
鄂西分局，自任书记，撤销了周逸群湘鄂西特委代理
书记和联县政府主席等职务。周逸群到江南开辟新
的洞庭湖革命根据地。

1931年5月，周逸群由洞庭湖返回江北汇报工
作，在岳阳县贾家凉亭不幸遭遇敌人伏击，壮烈牺牲，
时年35岁。 据新华社

7月20日，针对任命百名“正
副部级”学生会干部一事，中山大
学学生会在其官方微信号回应，
发布了一则情况说明：

我校现有本科生 33000 余
人，校学生会干部人数总计210
人，由三校区五校园不同院系的

同学组成，旨在努力服务同学、团
结同学，以期共同成长。

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以及
各部门的部长、副部长仅是岗位名
称，具体岗位设置的初衷主要是为
了明确学生干部的服务职责，更好
地服务各校区广大同学，并作为进

行综合素质测评时的参照。
在公告中，我们错误使用了

级别的表述，对此深表歉意。我
们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并将认
真反思、改正和完善自身工作！
感谢广大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
的关心、批评和帮助。

习近平抵达阿布扎比
开始对阿联酋进行国事访问

中山大学学生会回应：表述错误深表歉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7月19日，中山大学学生会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中山大学学生会2018—
2019学年度干部选拔公告》，公告中按照三个层级公示了两百多个学生干部岗位，而在
“秘书机构”和“组成部门”两层级中，还特别标明了职位是“正部长级”还是“副部长级”。

对此，有网友调侃“中山大学圆你部级领导梦”、“这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更多
网友则认为这是对大学精神的一种讽刺。

英烈档案

周逸群像（资料照片）。

因国有财产流失等罪名
朴槿惠再获刑8年
目前累计刑期32年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0日对朴槿惠涉嫌造成国
有财产流失等罪名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朴槿惠8年监
禁，并处追缴33亿韩元（1美元约合1133韩元）所得。

朴槿惠此前已因“亲信干政”案涉及的收受贿赂
等16项罪名，一审被判24年监禁并处罚金180亿韩
元，目前累计刑期32年。

根据检方指控，朴槿惠在任期间涉嫌收受国家情
报院历任院长南在俊、李丙琪和李炳浩三人35亿韩
元“特殊活动费”贿赂；同时在2016年国会议员选举
前，非法干涉当时的执政党新国家党（现自由韩国党）
议员候选人推选过程，以达成在党内“排除异己”的目
的。对此，检方提请法院判处朴槿惠15年监禁，并处
罚金80亿韩元，追缴35亿韩元所得。

当日，法院以保障公众知情权为由，允许对宣判
过程进行电视直播。法院驳回了检方关于朴槿惠收
受“特殊活动费”涉嫌受贿的指控，但认为朴槿惠非法
使用该部分经费，造成国有财产流失罪名属实；同时
认定朴槿惠非法干涉新国家党议员候选人推选过程
罪名成立。

此外，20日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还对朴槿惠
“亲信干政”案进行了二审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检
方再次以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胁迫企业等18项罪
名，提请判处朴槿惠30年监禁，并处1185亿韩元罚
金。对此，法院预计将于8月24日作出二审宣判。

对于当日举行的宣判和庭审，朴槿惠均未出庭。
据新华社

周逸群：革命理想高于天

学生干部引争议
任命“正副部长级”

无论中山大学学生会究竟有没有
“官僚化”，一个小小的“级别”表述，却
实实在在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反应。对
此现象，记者采访了著名教育学者熊
丙奇，他认为，标明学生干部级别的做
法，与我国任命高校校长时后面标注
级别是类似的，“整个学生会的工作方
式、组织架构、语言方式已经把官场这
一套学得非常熟了，这其实是高校行
政化在学生身上的投射。”

熊丙奇认为，高校行政化其实早
已饱受诟病了，中山大学这次事件不
过是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国家层面也认识到高校
运行行政化和权力化所存在的弊端，
分别于2010年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2010-2020
年）》、2013年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5
年发布《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
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
见》等文件，均提出逐步取消学校行政
级别的举措。

2017年4月6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发
布《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
提出：“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
别的试点，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

随着该事件关注度越来越
高，网上观点也主要分为几派。

反对派：
这是对大学精神的讽刺

在学生会任命出来后不久，
狐度工作室《中山大学学生会百
名高级干部 对大学精神的绝佳
讽刺》一文成为大多数网友呼声
最高的文章，文中提到：“学生会
不能真正代表学生去争取正当权
益，沦为高校行政化的傀儡，是一
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文中将学生
会看作争权夺利的名利场，认为
学生会不去维护学生权益，而这
种评级则可能带给学生干部“保
研”“留校”等优势。

网友陈迪 Winston 也留言
认为：“‘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

立志做大官’言犹在耳，这边一所
大学学生会的正部级副部级们，
年纪轻轻就活出五六十岁人的架
势，真棒！”

认可派：
一定的制度层级无可厚非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学生会
作为一个组织，有一定的制度层
级是无可厚非的。“十年砍柴”在
文章《为中大学生会说两句：孩
子是成人世界的投射》中提到：

“我以为确实不必对中大学生会
做过于严厉的批评。 无论中外，
大学学生会就是‘准官场’，学生
官员在这样的‘准官场’中做一
种政治的演习，当然要有参照
系。中国学生参照中国的，美国
学生参照美国的。孩子的游戏

是成人世界的影射。大学学生
会的干部，大多超过18岁，成年
了。但他们尚未进入社会，学生
会也不是正儿八经掌握管理社
会权力的机构，我们完全可以看
作是孩子们在玩‘政治游戏’。”

很多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出
面解释，一位曾任中山大学学生
会副部长一职的同学说：“我也
觉得整出一堆‘专员’、‘总监’、

‘主任’确实有些僵硬，我在任的
时候还没有这么多花样，但是所
谓‘官僚化’、‘学生官’等现象完
全不存在，主席-部长-干事模
式只是为了方便管理，利于成员
成长。”

针对评级有可能享受的特
殊待遇，也有学生会成员在接受
采访中表示：“部长没啥福利，有
时候还要倒贴钱。”

/网友观点/
这样的学生会 成了争权夺利的名利场

●专家点评●

教育专家熊丙奇：
舆论痛点仍在高校行政化

/学生会回应/
错误使用级别表述，对此深表歉意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穆罕默德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王储陪同下前往检阅大厅。 新华社发

中
山
大
学
学
生
会
发
布
的
情
况
说
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