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青霍去病
将“重返”初中历史教材

针对一些网友关于“卫青、霍去
病从初中历史教材消失” 的质疑,人
民教育出版社15日称，将在初中统编
历史教材中补充相关内容，目前正在
编写的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也将对
此有专门讲授。

人教社回应说，英雄人物作为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小学教
材中不可缺失，编写教材必须秉持这
一原则。国家统编教材编写组力求根
据不同学段、不同年龄学生的认知特
点，整体规划，合理布局，恰当呈现。
关于卫青、霍去病的学习内容，原有
版本历史教材安排在初中阶段，这次
统编历史新教材安排在高中阶段，具
体在高一上册“西汉与东汉———大一
统国家的巩固” 一课中专门讲授。新
教材将在2018年秋季使用。

人教社表示，为了进一步强化学
生对英雄人物的了解，编写组进行了
认真研究，决定在初中统编历史教材
中补充卫青、霍去病等相关内容。

12月10日，西安经开区
保安李国武因伸手施救一
坠落女子而被砸身亡。目前
西安市人社局已对李国武
进行工亡认定，除家属获赔
70余万元外，还将启动李国
武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及烈
士的申报工作。

据西安市政府办公厅
主任李德文15日介绍说，李
国武为中共党员， 退役军
人。事件发生后，西安市和
未央区民政部门均上门慰
问了李国武家属，对家属讲
解了烈士评定的相关政策，
下一步将为李国武申报烈
士。

同时，西安市未央区见
义勇为协会对李国武启动
了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申报
工作， 目前正在收集资料、

进行调查，待认定区级见义
勇为先进个人后，将逐级向
上申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据李德文介绍，李国武
家属可获赔丧葬补助金
34805.52元，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672320元。此外，李国
武6岁的女儿每月可领取
1140元抚恤金直至其年满
18周岁。

西安警方公布的案件
调查结果显示，12月10日上
午8时许， 坠楼女子因家庭
琐事企图跳楼，正在值班的
世纪金花凤城五路店保安
员李国武，在劝说未果的情
况下，上前双手托接高空坠
落的女子被砸中， 经120急
救人员现场确认，2人当场
死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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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乐园和
海洋公园宣布门票加价

香港迪士尼乐园15日起调高入
场票价， 各类门票平均加幅5.8%；香
港海洋公园也于日前宣布将于明年
元旦起加价9%。 业界和学者表示，两
园加价在合理范围内，未来两园将陆
续加入新元素，相信有助提升吸引力。

具体而言，海洋公园成人和小童
日间入场票价将于明年1月1日起分
别调高至480港元和240港元。香港迪
士尼乐园则于15日起加价，标准门票
售价和小童门票分别增至619港元和
458港元。

事实上，香港海洋公园和香港迪
士尼乐园已连续数年加价。 香港旅游
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表示， 相信两个
主题公园加价不会影响内地和海外旅
客入场人次。他说，两个乐园加价反映
它们在经营上有困难，加上通胀压力，
加价是可以理解的。 ■均据新华社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15日发布声明称，近期有
“民政工作研究网交流培训
中心”“北京民智城乡社区
建设中心”两家未在民政部
门登记的机构借开展网络
募捐培训敛财，提醒公众勿
上当受骗。

声明表示，近日接到地
方民政部门和群众来电，反
映有所谓的“民政工作研究
网交流培训中心”“北京民
智城乡社区建设中心”（未
在民政部门登记）即将举办
“网络募捐及其规范管理培
训班”， 组织方宣称民政部

培训中心专家、学者出席培
训班，并向参训人员收取培
训费用。

对此，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严正声明，“网络募
捐及其规范管理培训班”与
民政部无关，民政部未批准
工作人员前往授课，也从未
授权、委托或批准任何单位
（个人）开展该活动。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提醒公众提高警惕， 谨防
上当。对冒用民政部或民政部
社会组织管理局名义开展上
述活动的单位（个人），必要时
将依法追责。 ■据新华社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日
发表《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
新进展》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约17000字，
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括六
个部分， 分别为不断完善人
权保障法律体系、 依法行政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有效提
升人权司法保障水平、 夯实
人权法治化保障的社会基
础、 加强党对人权法治化保
障的领导和积极促进全球人
权法治建设。

白皮书说，多年来，中国
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人权
法治化保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高度，作出了全面依法
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将尊重
和保障人权置于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
开启了中国人权法治化建设
的新时代。

坚持用制度
管权管人管事

白皮书介绍，中共十八大
以来，始终坚持加强党内法规
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
和监督， 让人民监督权力，坚
持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

白皮书表示， 中共十八
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明确进一步完善权力运
行制约和监督机制， 形成有
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
必追责的制度安排； 规定实
行权力清单制度、 公开权力
运行过程和结果、 健全不当
用权问责机制、 加强对领导
干部的监督等； 要求党的各
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
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自觉按
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办事，
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
逐利违法、徇私枉法，保证把
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
人民谋利益。

白皮书说，中国开展“天
网行动”，加大海外追逃、遣返

引渡力度。2014年至2017年
10月中旬，共从90多个国家和
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453名，追
赃95.1亿元，“百名红通人员”
48人。

2013年至2017年
4032人被宣告无罪

白皮书介绍，2013年至
2017年，我国各级法院纠正重
大冤假错案37件61人，共依法
宣告 4032名被 告 人无 罪 ；
2012年至2016年， 全国检察
机关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12552名犯罪嫌疑人建议释放
或者变更强制措施；2013年以
来，各级检察机关因排除非法
证据决定不批捕2624人，不起
诉870人。

白皮书指出，我国保障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合法
权利。 完善对在押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强制措施的解除和
变更程序，减少羁押性强制措
施适用，各级检察机关对不构
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依法决
定不批捕或不起诉，对认为确
有错误的刑事裁判依法提出
抗诉。

我国加强特定群体
权利保障立法

白皮书介绍，我国制定反
家庭暴力法， 设立公安告诫、
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强制报告
等制度，明确加害人法律责任
及追究程序，切实保护家庭暴
力受害人特别是未成年人、老
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期
妇女、 重病患者的合法权益。
修改刑法，加大对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收买方的刑事处罚力
度，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
行为一律纳入刑事责任追究
范围；明确规定，虐待被监护、
看护的未成年人、 老年人、患
病的人、残疾人，情节恶劣的，
追究刑事责任。制定《校车安
全管理条例》， 保障学生人身
安全。制定、修改《无障碍环境
建设条例》《残疾预防和残疾
人康复条例》《残疾人教育条
例》等，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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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部长、 全国普法办主任张军日前在落实普法责任
制部际联席会议座谈会上表示，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建立旁
听庭审活动的长效工作机制，使领导干部旁听庭审常态化。

张军说，组织参加旁听案件庭审，是一种生动直观的法
治宣传教育，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调研形式。
领导干部参加旁听庭审能够更好地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全国
更多的执法机关、执法权力行使者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张军表示，全国普法办将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形成旁听
庭审活动的长效工作机制，指导、协调各地各部门行业结合
实际组织旁听庭审活动，使领导干部旁听庭审常态化，从中发
现问题，促进普法责任落实。

司法部：推动建立领导干部旁听案件庭审机制

12月15日，参加演练的特战队员在海岛礁石区向“暴恐分子”发起进攻。当
日，武警福建总队宁德、南平、莆田三个支队近百名特战队员跨区域机动380公
里，在闽东福鼎市沿海举行反恐演练，提高特战队员的实战能力。 新华社 图

特战队员海岛
“反恐”围歼

西安将为救人保安申报
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和烈士

两山寨机构
假冒民政部名义“圈钱”被曝光

托接坠楼女子而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