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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近日，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自 2019 年 5 月 15 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
作。自 200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条例对于
推进我国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获
取政府信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
治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改革的深
入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条例在实施

过程中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必要
修改完善。
此次对条例的修订，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精神，
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既在公开数量上
有所提升，也在公开质量上有所优化；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需
求，体现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新进
展、新 成 果 ，解 决 实 践 中 遇 到 的 突 出 问
题。条例修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
外，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
主动公开。二是完善依申请公开程序，切
实保障申请人及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同
时对少数申请人不当行使申请权，影响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正常开展的行为作出必
要规范。三是强化便民服务要求，通过加
强信息化手段的运用提高政府信息公开
实效，切实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京雄城际铁路开始铺轨

加强数据安全制度保障维护国家安全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莫纪宏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数据安全与
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近年来已经成为国家
安全领域的热门话题。通过立法保障数
据安全，有助于最大限度维护个人信息安
全和公共安全，提高政府与社会公众保护
数据安全的法律意识。
在今年 4 月 15 日第四个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到来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
法研究所所长莫纪宏就加强数据安全制
度保障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所谓数据，是指基于特定使用目的
形成的以数字信息载体表现出来的信息
集合体。”莫纪宏表示，数据安全属于非传
统安全，在现代信息化社会中，数据安全
是其他各项安全的保障，没有数据安全，
所有以数据技术支撑的产品和服务形式
就失去了安全保障。
他指出，为推动数据有效开发、利用，

保障与数据相关的合法权益，规范数据使
用秩序，
维护数据安全，
必须要加强数据安
全的立法保障，
对数据开发、收集、整理、存
储、保管、使用、维护、更新、销毁等一切与
数据相关的活动进行规范。加强数据安全
立法保障，
对于国家安全来说意义重大。
莫纪宏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5 年
7 月通过的国家安全法首次涉及数据安全
问题，明确规定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
保障体系，
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能力，
加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开发应
用，
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
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
控。2016 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网络安全法规定，国家鼓励开发网络数据
安全保护和利用技术，促进公共数据资源
开放，
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安全法明确提出数据的安全可

控，网络安全法再一次强调数据安全保护
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数据安全问题已得
到我国立法的高度重视。”
莫纪宏说。
莫纪宏表示，数据安全立法重在建章
立 制 ，维 护 个 人 信 息 权 益 ，保 障 公 共 安
全。他认为，数据安全立法，首先要明确
维护数据安全是一切参与数据活动的单
位和个人应尽的法律义务。为此，存在危
及国家安全的数据源，在消除危险性之前
不得向社会开放，依靠自身技术手段无法
消除危险性的不安全数据必须予以销毁。
他指出，由于数据安全与国家安全密
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制定相关
数据安全法律法规，对数据安全的规范化
和制度化进行分级分类处理，制定数据安
全的法律保护制度，提高政府和公众的保
护数据安全意识，更好维护信息化社会中
的国家安全。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美育教师
10年增长28.29万人
新华社南京 4 月 15 日电（记者 胡浩
朱旭东）记者 15 日从教育部在苏州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我国学校美
育在政策体系、育人导向、教育教学、资源
保障、推进机制、品牌项目等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义务教育阶段美育教师 10 年增
长 28.29 万人。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介绍，在
美育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全国义务教育阶
段美育教师人数由 2008 年的 43.41 万人增
加到 2018 年的 71.7 万人，10 年来平均增速

为 5.1%。美育器材配置、场地设施条件大
幅改善，2008 至 2018 年，全国小学艺术器
材达标率由 45.6%提高到 93.8%，初中由
59.8%提高到 95.5%，10 年增长了约 42 个
百分点。
王登峰说，近年来，我国美育课程建
设稳步推进。义务教育阶段，93.5%的省
（区、市）的音乐、美术课程总量达到了国家
规定 9%的课时数；高中教育阶段，全国
92.1%的学校能够开设 6 个学分的艺术类
必修课程；
全国 75.7%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将艺术课程纳入公共基础必修课，并保证
72 学时；全国 84.6%的高校面向全体学生
开设公共艺术课程。美育课程资源日益丰
富。调查显示，近 87%的学生在中小学接
受了艺术教育，
65%的学生参与了艺术社团
或兴趣小组，
学习掌握了艺术技能。
据介绍，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
演活动将于 4 月 15 日至 20 日在苏州市举
行，届时将有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在内的全国 547 所中小学校万余名师生相
聚苏州。

第125届广交会：

进口展
“一带一路”
沿线企业占六成
新华社广州 4 月 15 日电（记者 徐弘
毅）第 125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
会）15 日在广州开幕，展览规模保持稳定，
并继续发挥进口展的开放型平台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企业是进口
展最大的参展主体。
本届广交会分三期举办，继续在第
一、三期设立进口展。广交会新闻发言人
徐兵介绍，进口展总面积 2 万平方米，设有
6 个产品区，展位总数 1000 个，共有来自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650 家企业参展，有 10
个国家和地区展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企业是
进口展最大参展主体。本届广交会进口

展共有 21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 383 家企业参展，沿线企业占比达到六
成，新增波兰、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科
威特、菲律宾等沿线国家参展企业，并有
土耳其、埃及、印度、尼泊尔、马来西亚、泰
国等 6 个国家展团参展。
徐兵说，本届广交会进口展上，唯品
会、网易严选、家乐福、沃尔玛、华联超市、
广州易初莲花等专业采购商报名参会，广
州市食品商会、惠州市跨境电商协会、珠
海市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等行业组织组
团赴会采购。
目前，广交会已与 33 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47 家工商机构签订合

作 伙 伴 协 议 ，双 方 在 招 商 宣 传、团 组 互
访、信息交流、与会服务等领域进行深入
交流与合作。广交会计划两至三年内与
全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
广交会从第 101 届开始设立进口展，
对境外参展企业开放，迄今已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3 万多家次企业参
展，为境外企业开拓中国消费市场和全球
市场提供了发展机遇。
徐兵说，广交会已经成为推进“一带
一路”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近年来，沿线
国家和地区平均每届约有 8 万人与会，约
占总人数的 40%，
占比呈上升态势。

4 月 15 日，北京至雄安城际铁路开始铺轨。
图为当日，中铁十二局集团的建设者操作
机械在京雄城际铁路李营段施工。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17日天宇上演
“荧惑守眼”
奇特天象：

火星
“合”
毕宿五
新华社天津 4 月 15 日电（记者 周润健）天
文专家介绍，17 日，天宇将上演一场“荧惑守
眼”的奇特天象，即火星“合”毕宿五。届时，只
要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当晚面向西方
低空，就可以见到这两颗靠得很近且颜色都有
些发红的星星。
火星是地球轨道外的第一颗行星，呈红
色，荧荧像火，亮度常有变化，而且在天空中运
动，有时从西向东，有时又从东向西，情况复
杂，令人迷惑，所以我国古代叫它“荧惑”，有
“荧荧火光、离离乱惑”之意，而毕宿五是金牛
座里一颗橘红色的星星，是全天第 13 颗亮星。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
珩介绍说，4 月的火星日落时位于西方天空，于
夜晚 22 时 41 分左右落下，亮度约 1.5 等，而毕
宿五亮度为 0.9 等左右。17 日，火星“合”毕宿
五，两者黄经相同，看上去它们最为接近。这
一天象古称
“荧惑守眼”。
“17 日晚 8 时左右，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
的公众把目光投向西方天空，只要找到了金牛
座的‘牛头’
（此时的形状像英语字母 V），就会
找到橘红色的毕宿五，而火星在毕宿五的右上
方不远处，两者的角距离约为 7 度，临时组成了
金牛的一对
‘红眼睛’。”
赵之珩提示说。
进入 4 月后，火星距离地球越来越远，亮度
日益降低，下落的时间也逐日提前，越来越难
以观测到了。
“对火星感兴趣的公众，可抓紧眼
下的时间对其进行观测。”
赵之珩提醒说。

云南丘北：
山水秀美画中游

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
的普者黑国家湿地公园山水秀丽、风景如画，
吸引人们前来休闲度假。
图为 4 月 14 日，游人在普者黑国家湿地公
园荡舟观景。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