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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
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
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要准确识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更加重视
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更加重
视催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南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
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担当作为、接续奋斗，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激活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

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位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河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挖机事业部中
挖装配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生产作
业。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察看装备制造流程，了解技术研
发、生产制造情况。

“总书记的到来带给我们巨大鼓
舞！我们一定要苦练本领，争做有担
当、有作为的‘大国工匠’。”山河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挖机事业部中挖
装配车间技术工人龚贤说。

这家公司成立21年以来，已在
地下工程装备等十多个领域，研发出
200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
争力的高端装备产品。

“总书记对装备制造业寄予厚
望，这对我们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我
们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努力把
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山
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清
华说。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

变，湖南省长沙市开展7轮智能制造
试点企业创建活动，工程机械等传统
制造业加快融入数字经济、智能经
济，“老树”发出了“新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
动产业链现代化指明了方向。”长沙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康小平说，
长沙将以智能制造为引领，强化数
字赋能，推动集群式发展，打好产
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

“主动仗”。
与湖南同处中部地区的江西，近

年来聚焦打造内陆双向开放新高地，
对外开放新空间不断拓展。走进赣州
国际港，叉车往来穿梭、塔吊繁忙作
业、班列密集开行……这个6年前建
设的内陆口岸已成为全国铁海联运外
贸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内陆港，开通
了19条中欧（亚）班列线路。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
和平说，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
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建设一批高能级的省际合作平
台，全面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要扛稳粮食安全的重任，稳步
提升粮食产能，全面压实耕地保护责
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坚决遏制
各类违法乱占耕地行为。”习近平总
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对粮食安全提出要
求，让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
究院院长陈文胜深感振奋。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
了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也指出了
问题的关键。粮安天下，要把饭碗牢
牢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关键要加

强耕地保护，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在这个基础上稳步提升粮食产能。”
陈文胜说。

“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不少还
成了小老板。”看着园区里鲜花竞相
开放，游人如织，云南省花卉示范园
区管委会主任李永文高兴地说。

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小街镇村
民们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引进鲜花
和蔬菜种植企业，建设花卉示范园
区，在盘活土地资源的同时，实现
就近务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地制宜
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推动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正是我们持续
努力的方向。”李永文说，我们有很
好的一产基础，把二三产做起来后带
动效益更明显，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提
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让乡村变得更加美丽。

约两千公里之外，与小街镇一
样，浙江省天台县后岸村也在描画

“蝶变”的美丽画卷，从曾经以采卖
石头为生的“坑洼村”，发展成长三
角地区知名的旅游度假村。

“总书记强调，要落实‘四个不
摘’，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
这对步入小康生活的后岸村而言，具
有重要意义。”村党支部书记陈文云
说，后岸村将进一步想方设法巩固发
展成果，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早
日实现乡村振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办好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调研
时，带着大家重温了“半条被子”的
故事，强调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续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
52岁的村民朱小红，是“半条

被子”故事主人公徐解秀的孙子。近
年来，他不仅通过村里组织的培训获
得一技之长实现了脱贫，还依托景区
办起了农家乐。他说：“过去红军送
给我奶奶半条被子，现在党和政府又
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好日子！”

从给老百姓被子到带领老百姓走
幸福路子，生动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人
民情怀和为民本质。

“95后”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娟娟
工作的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
瑶族村，是“半条被子”的故事发生
地。她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来这里考
察时的情景，仍心潮澎湃：“我深深
感受到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对基
层干部的关心和对基层服务、基层治
理的期望。我在基层要多为群众办实
事，把群众服务工作做到最好。”

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
句口号，更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
动。河南郑州巩义市南河渡卫生院
一楼门诊室里，古桥村75岁的白欣
老人正在接受来自巩义市人民医院
专家的诊疗。

聚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郑州大力推动医疗体制改革，以

“大病不出县、小病就近看、未病共
同防、群众更健康”为目标，全力推
进县域医共体建设。

“将城市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
让群众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
服务，真正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
郑州市卫健委体制改革处处长杨建华
表示，我们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着力办好群众各项“急难愁盼”问
题要求，进一步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
上，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闯出新路子 展现新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鼓舞信心激励担当

新华社福州9月19日电（记者
张逸之 秦宏）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
计师于登云在此间举行的2020年中国

航天大会上说，我国探月工程稳步推
进，预计今年底之前发射“嫦娥五号”，
实现月球区域软着陆及采样返回。

于登云说，目前我国月球探测任
务实现了“五战五捷”，分别是嫦娥一
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嫦娥五号高
速再入返回试验、嫦娥四号，已完成
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战略中
的前两步。

于登云说，嫦娥五号有望实现我
国航天史上的四个“首次”：首次在月
球表面自动采样，首次从月面起飞，

首次在38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上进
行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
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展望未来，嫦娥六号计划在月球
南极进行采样返回。嫦娥七号计划开
展月球南极资源详查，对月球的地形
地貌、物质成分、空间环境进行综合
探测任务。嫦娥八号除继续进行科学
探测试验外，还要进行一些关键技术
的月面试验和技术利用。

于登云说，我国正开展空间站研
制和载人登月深化论证。按照载人航

天工程“三步走”计划，目前已完成载
人飞船、空间实验室阶段工作。随着
长征五号B火箭的首飞成功，我国空
间站工程建设进入了实质阶段。我国
还计划建设无人月球科研站，开展载
人登月工作。

近年来，全球迎来新一轮探月热
潮，各国更加注重月球资源的勘探、
开发和利用，构建长期月球基地。

2020年中国航天大会由中国宇
航学会和中国航天基金会联合主办，
于9月18日至21日在福建福州举行。

“嫦娥五号”年底前发射
实现月球区域软着陆及采样返回 未来计划建设无人月球科研站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禁止与WeChat
和TikTok有关交易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9月 18日，美国商
务部发布消息称，将在美国境内禁
止与 WeChat 和 TikTok 有关交易，
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回应？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注
意到美方有关举动。美方以“国家
安全”为由，禁止与移动应用程序
WeChat 和 TikTok 的有关交易，严
重损害有关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中方对此坚

决反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

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多次动用国
家力量，以莫须有的理由对上述两
家企业进行“围猎”和打压，严重
扰乱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损害了
国际投资者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
心，破坏了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
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凌行径，立即
停止错误做法，切实维护公平透明
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如果美方一意
孤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
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商务部就美方禁止与WeChat和TikTok有
关交易答记者问

严重损害有关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沈阳9月19日电（记者高爽）在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19日，位于辽宁
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重新开放。这是我国唯一全面
反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历史的专题纪
念馆，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抗美援朝纪念馆始建于1958年，1993年7月新馆落成
后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1200余万人次，成为广大群众和社
会各界了解抗美援朝历史、缅怀志愿军英雄、传承抗美援
朝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2014年6月，中央批复同意对抗美援朝纪念馆进行改
扩建，同年12月29日该馆宣布闭馆改扩建。改扩建后的抗
美援朝纪念馆总占地面积18.2万平方米，由纪念馆、纪念
塔、全景画馆、国防教育园组成。

抗美援朝纪念馆免费向社会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二至
周日9:00-16:30，参观者需提前1-7天在线上预约。

据新华社沈阳9月19日电（记者
张非非 孙仁斌 丁非白）坐落于辽
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19日重新对
外开放。新增加的千余件馆藏文物，为
观众详述峥嵘岁月的壮烈故事。

灯光照射下，一块被玻璃罩住的
高约0.95米、宽约0.33米的石碑引人
注目，上面写着“抗美援朝志愿军连
长杨根思之墓”。墓碑右侧，两行小字
简介杨根思生平；墓碑下方，刻着“中
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全体指战员
立”，日期是1952年10月15日。

1950年11月，杨根思在抗美援朝
战争第二次战役分割围歼敌军战斗

中，率领全排顽强抗击，以“人在阵地
在”的英雄气概，接连击退敌军8次
进攻。在40多名敌人爬近山顶阵地
的危急关头，他抱起仅有的一包炸
药，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向敌群，与敌
人同归于尽。

“杨根思牺牲后，最早安葬在朝
鲜，1952年迁回国内安葬在丹东市
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1953年
迁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
抗美援朝纪念馆文物保管科科长齐
红说，这块墓碑是安葬在丹东市元宝
区的杨根思烈士的墓碑，当年英雄骸
骨迁走后，墓碑保留了下来。

一张白底红边、1952年4月中国
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颁发
的奖状，述说着英雄的赫赫战功：“牟
敦康同志在战斗中英勇机智、战绩卓
著，经评定为一等功，特授予此状。”

然而，奖状的主人牟敦康已在
1951年壮烈牺牲。1951年 10月，牟敦
康赴朝参战，多次率队升空迎敌，先
后击落击伤敌机多架，被追认为一等
功臣。

“我们还展出了牟敦康的两枚纪
念章和日记本等，都是牟敦康的弟弟
捐赠的。”齐红说。

志愿军战士王玉才用缴获美军

的避弹衣、降落伞带等自制的书签；
志愿军驻安东办事处副主任于耀亭
用美机残骸制作的笔筒、墨水盒；志
愿军战士用美军飞机残骸、炮弹壳等
制作的刀叉、碗碟……新展出的志愿
军战士的一件件“发明创造”，反映了
最可爱的人在严酷战火中坚强乐观
的精神。

实景布展的坑道内，一把长柄铁
锤令人震撼：铁锤已裂成4块，用铁
丝牢牢绑固。这是志愿军战士奋力开
凿岩石修筑防御工事时留下的纪念。

据介绍，抗美援朝纪念馆馆藏抗
美援朝文物2万余件。以“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为基本陈列主题，设置了
序厅、抗美援朝战争厅、运动厅、中朝
友谊厅、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厅、纪
念厅等，再现了伟大抗美援朝战争和
抗美援朝运动的光辉历史。

抗美援朝纪念馆：

千余件新增文物详述峥嵘岁月

抗美援朝纪念馆重新开放抗美援朝纪念馆重新开放

近年来，河北省地矿局第九地
质大队（原地质十一队，以下简称地
质九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积极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市安排部署，充分发挥党委
政治引领、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助力创城，
在邢襄大地凝聚起一种文明向上之
力，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共
建美好家园，共享文明成果。

自2017年起，在我市文明交通志
愿劝导、社区结对帮扶联创共建、文明
路段巡查、“净走”等活动中，地质九队
当仁不让、多措并举、无私奉献、倾力服
务，走进科苑社区及煤田地质局家属院
打扫卫生、在泉北大街上巡街、在团结
岗维护交通秩序等等。地质九队的“红
马甲”“红袖标”“小红帽”已然成为跳跃
在邢襄大地的一道靓丽“地矿红”。

近日，地质九队党委组织120余
名志愿者戴上小红帽，别上红袖章，
按照预定分工，走上街头开展志愿
服务。从早8：00至下午5：30，志愿者
们在公交站点引导文明乘车秩序，

帮助行动不便老人上下车，走上便
道整理摆放乱停乱放的电动车、自
行车，对路上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劝
导，捡拾烟头、纸屑垃圾……

志愿者贺成国说：“我们服务的
路段全长2.2公里，走一圈下来将近
2个小时，第一圈的时候偶尔会发现
烟头纸屑之类的垃圾，第二圈的时
候就发现不了啥了。看着整洁的街
道，心里感觉十分舒畅。”

文明建设永无止境，在志愿服务
全民化、常态化进程中，地质九队志
愿者是文明创城的行动者、美好家园
的共建者，同时也是文明成果的共享
者。地质九队人“正能量”的向善之
举，在提升了广大市民的幸福感、满
足感的同时，树立了“讲奉献有社会
责任”的“五讲五有”地矿新军良好形
象。地质九队将持之以恒，在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用心、用情、用
力，为共同的家园贡献地矿独特智慧
和力量，助推我市加快建成宜居、宜
业、宜游的美丽邢台。

（张尧 于路伟）

志愿服务一线闪耀“地矿红”

●嫦娥五号有望实现我国航天
史上的四个“首次”：首次在月球表面
自动采样，首次从月面起飞，首次在
38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
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近第二
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99月月1919日日，，志愿军老战士和社会各界代表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默哀志愿军老战士和社会各界代表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默哀。。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青杨青 摄摄））

9月18日，正在施工的京秦高速公路工程遵秦段遵化境内的隧道外景。
连日来，京秦高速公路工程遵化至秦皇岛段各施工单位抓住天气晴好

的有利时机，组织工人加紧施工赶进度，争取到今年11月30日，完成路基
形象进度35%，桥涵进度37%，隧道进度29%的任务目标。

京秦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段是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
预计2022年12月建成通车。 新华社发（刘满仓 摄）

新华社日内瓦9月18日电（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18日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超3000万例，达到30055710例。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
部时间18日16时01分（北京时间22时
01分），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
加315919例，达到30055710例；累计死
亡病例增加6037例，达到943433例。

数据显示，美国、印度、巴西累计
确诊病例数位列前三。美国累计确诊
6571119例，累计死亡195638例；印度
累 计 确 诊 5214677 例 ，累 计 死 亡
84372例；巴西累计确诊4419083例，
累计死亡134106例。

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还包
括俄罗斯、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
南非、西班牙、阿根廷等。

世卫组织：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3000万例

新华社纽约9月19日电（记者
危颖）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19日
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
2人死亡、14人受伤。

据当地警方和媒体消息，枪击事
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9日0时30分左

右。当时数百人正在参加一场聚集活
动。警方尚未公布两名死者的姓名，
但表示他们的年龄在20岁左右。伤
者已被送往医院，暂无生命危险。

目前枪手仍然在逃，枪击事件原
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美纽约州发生枪击事件致2死14伤

据新华社石家庄9月 19日电
（记者范世辉） 记者获悉，总投资
1.66亿元的河北磁县北朝考古博物
馆19日正式开馆，1000余件珍贵文
物将与公众见面。

北朝考古博物馆馆藏文物是东
魏北齐出土的珍贵文物，展品囊括
了数十年来相关考古成果，可让人
们了解1500多年前文化交汇、民族
融合的北朝岁月。

展馆陈列以“走向隋唐”为主
题，分为煌煌帝都、巍巍陵寝、泱泱

文明3个展厅和一个特别展厅。特别
展厅主要展示湾漳北朝大型壁画墓
复原景致，按一比一的比例设计，壁
画总面积700平方米，仅墓道两壁壁
画就有320平方米。

馆长李江介绍，湾漳北朝壁画墓
于1987年发掘于磁县磁州镇湾漳村，
总长52米，出土陶俑、陶瓷器、玉器、
壁画、墓志等2200余件，其壁画遍布
整座墓葬，完整清晰，显示了北朝晚
期绘画艺术的高超水平和巨大成就。
经考证，墓葬为北齐皇帝高洋墓。

我省新开一座北朝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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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秦高速遵秦段加紧施工赶进度京秦高速遵秦段加紧施工赶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