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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流银行 繁荣一方经济

中行宁晋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晋支行位于宁晋县城凤凰路262号，现下设三个物理网点，包括支行本部和两个B类支行（天宝街支行、凤凰路支行），3家

离行式自助银行，在岗员工58人。

建设新时代邢台一流银行，是中行宁晋支行不懈地追求。目前，在全市高质量赶超发展的旗帜下，该行多项工作步入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先进行列，

多次被中总行评为“青年文明号”“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劳动关系和谐单位”，并连续三年荣获“全国文明单位”。今年上半年，在中行邢台分行综合绩

效考核中，该行以优异的成绩摘得小组第一名的桂冠，被分行党委授予“突出贡献奖”。

大疫面前 彰显担当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企业经营和百姓
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作为一家基层金融机
构，中行宁晋支行快速反应，强化执行市委、县
委和上级行有关政策，主动向各类企业合理让
利，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帮助百姓生活逐步恢
复正常。

截至7月末，该行贷款余额274129万元，
比年初增长37262万元，同比增速11.69%，完成
3.2 亿元任务的 119%。其中企业贷款余额
144540万元，比年初增长13550万元，新增贷存
比85%。

“我们要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坚决做到不抽
贷、不断贷，与企业共度难关。”该行行长冯旭光
如是表态。今年前7个月，该行为22家贷款到期
企业全部办理了续贷手续，并新增贷款企业6家、
新增贷款20300万元。按照企业“亩均税收”评
级，对14户企业23300万元贷款提供了差别化利
率，努力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与此同时，该行不断增强对小微企业、外
贸企业和重点行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优化业
务流程、服务渠道、零担保和多种还款方式，推
出了快易贷等线上产品。1—7月份，累计投放
中小微企业贷款41950万元，利用绿色通道为
玉星食品、宁纺集团先后发放“疫情贷款”1.35
亿元。上半年减免企业抵押财产评估费、登记
费、保险费等10万元，全年将为中小微企业减
免利息300多万元。

社会责任 义不容辞

6月6日，迎着酷暑，宁晋县老人乐园迎
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冯旭光带领该行青年
员工前来开展“寸草心爱老敬老”活动。中行
员工亲切地陪老人们聊天谈心，了解老人们的
生活起居及健康情况，并送去水果和日用品表
示慰问。中行人的关心关爱，使老人的脸上绽
开了笑容，拉着他们的手紧紧地不愿松开。

为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冯旭光经
常扑下身子，和帮扶责任人到宁晋北河庄镇
东陈一村的贫困户家中进行走访。每到一
户，他都详细询问致贫原因和“两不愁、三保
障”落实情况，宣讲党的扶贫政策，帮助打扫
卫生、整理院落，解决生活困难，送去温暖和
问候。

中行宁晋支行把创建文明城市、共建和谐
社会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一环，引导员工模范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营业厅设立宣传
专栏、公益广告和“温暖角”，成立了学雷锋志愿
服务队，努力为广大客户提供多种便民服务。
在做好规定动作的基础上，每周安排员工到交
通岗义务值勤，每月与县人大常委会、小南海物
业公司联合开展公益宣传和清扫活动，提升群众
对创城工作的知晓率和满意度。与此同时，该行
结合社会需求，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及厅
堂沙龙、朋友圈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打击非法
集资、防范电信诈骗、防赌反赌、存款保险等宣传
活动，增强广大民众的金融知识和防范意识，得
到了社会公众一致好评。今年以来，已有多名员
工荣获优秀客户经理、巾帼建功先进工作者、优
秀党员、服务标兵等殊荣。

党旗飘扬 引领发展

“融入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是中
行宁晋支行党支部多年来的行动指南。特别
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该支部按照县
委要求成立了社区管理临时党支部，把疫情防
控作为第一责任。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各
位党员不分昼夜轮流在小区开展登记、测温、
消毒……虽然天气寒冷，家中有幼小的孩子和
需要照顾的老人，但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他们舍却个人安危，抛开小家的温暖，毅然
决然地投入到“战疫”当中。至今，小区未出现
一例疑似和确认病例，未发生一起影响社会治
安和稳定的事件。

为将“一流党建引领一流银行建设”理念
落到实处，经友好协商，该支部先后与河北宁
纺集团党委、人行宁晋支行党支部、市公积金
中心第十四党支部等单位签定了《党建共建协
议》和《廉洁伙伴协议》，联合开展党建活动，共
同接受革命教育，重温入党誓词，表达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助力经济高质量赶超发展的
决心。今年“七一”前夕，该支部邀请对越反击
战一等功荣立者——身边的优秀党员晋振江，
讲述了当年战争的残酷和军人保家卫国、不怕
牺牲的高尚情怀，以及入行后干一行、爱一行、
默默奉献的螺丝钉精神，在全行进一步营造了

“树正气、讲团结、抓合规、争一流”的浓厚氛
围。

领导调研 老人乐园走访

公益宣传 党建共建

新华社记者 王建刚

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定于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
幕。193个会员国、2个观察员国及欧
盟的领导人或高级代表等将通过预
先录制的视频讲话，针对国际重大问
题表达立场。

联合国成立75周年，新冠疫情
笼罩全球，这是一场特殊时期的特别
会议。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有六大看
点备受关注：新冠疫情、多边主义、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
黎协定》、全球停火、伊朗核问题，以
及应对这些问题的中国方案。

应对新冠疫情能否形成
合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新冠
疫情是当下国际社会关注的首要问
题，是全球目前面临的最大安全威
胁。第75届联大首要优先事项就是

“共同抗击新冠疫情”。
目前仍在蔓延的疫情可能导致

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
联合国9月中旬公布的一份报告指
出，没有任何国家、群体和个人能免
受新冠影响。

如何举全球之力抗击疫情，如何
合作推动疫苗研发与生产，如何在疫
情得到控制后支持各国经济更快复
苏，哪些抗疫经验值得借鉴，这些都
将成为关注焦点。

多边主义合唱能否消弭
单边主义鼓噪

“我们想要的未来”和“多边主
义”是今年联大系列会议主题的重要
关键词，彰显各国携手维护多边主
义、捍卫《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意义。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捍卫多边主
义一直是国际社会主旋律。然而，作
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近年来不断

“退群”、毁约，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疫情期间，美单边
主义行为更是变本加厉。

能否凝聚捍卫多边主义的合力，共
同抵制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
主义，通过多边合作消除和平赤字、发
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030年议程与《巴黎协
定》能否坚守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致力于消除贫困和饥饿、维护公平正
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5年来，在改
善妇幼保健、扩大电力供应、增加妇
女在政府中代表性等方面取得了进
展，但粮食不安全日益加剧，自然环
境不断恶化，不平等现象依然普遍。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暴露出各国公
共卫生体系的薄弱环节，也反映出一些
国家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和制度短板。
与此同时，全球多地山火、洪水和风暴
肆虐，加重了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担忧。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站在2020
望向2030，各国能否以“行动十年”为
契机，进一步将2030年议程与本国
发展战略深入对接，克服当前和中长
期面临的挑战，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
化，这些都是重点关注的问题。

全球停火年内能否实现

在年内实现全球停火是联合国
今年的主要目标之一。新冠疫情暴发
以来，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在全球范围
内停火，以应对疫情。

9月 11日，联大以 169票赞成、2
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呼吁

“加强国际合作与团结互助”应对新
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决议。决议支持
古特雷斯提出的全球停火倡议。

全球停火不仅有利于饱受战乱的
国家集中精力抗击疫情，更将推动世界
实现持久和平与全面发展。国际社会希
望看到更多国家能以本届一般性辩论
为契机，加入支持停火倡议的队伍。

各方就伊朗核问题如何
表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9日发表声明，
宣称包括武器禁运在内的联合国所有
对伊朗制裁“恢复”。但大多数国家认为
美方行为不合法，就连英国、法国和德
国等美国重要盟友也明确表示反对。

今年8月，美国企图强行推动安
理会启动针对伊朗的“快速恢复制
裁”机制，结果遭遇惨败。在伊朗核问

题上，美国种种无理、霸道的举动日
益引起国际社会反感。

相关国家领导人或高级代表如
何在一般性辩论中阐述对伊朗核问
题的立场，如何维护好伊核协议等多
边外交重要成果，支持联合国在国际
事务中发挥应有的核心作用，也是此
次会议的一大看点。

中国方案令人期待

中国致力于共同打造人类共有的
地球家园，以实际行动践行“始终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庄严承诺。这既
是中国的“知”，更是中国的“行”。

新冠疫情，是对全人类的重大考
验。中国关于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
共产品的承诺在国际上广受欢迎。在
全球化遭遇逆风之际，中国进一步扩
大开放，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为
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
者和主要参与者，也是国际合作和多
边主义的支柱，发挥着核心作用。”古
特雷斯这样评价。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又加速了
这一变化进程。在此背景下，更有必
要厘清人类未来发展之路，共同为子
孙后代勾画美好蓝图。

新形势、新起点，中国的方案与
行动，国际社会拭目以待。

（新华社联合国9月20日电）

特殊的联大 特别的看点

99月月2020日日，，参加第十二届海峡论坛的嘉宾走进会场参加第十二届海峡论坛的嘉宾走进会场。。
当日当日，，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在厦门举行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在厦门举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姜克红 摄摄））

据新华社厦门 9 月 20 日电
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大会20日在厦
门举行。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岛
内人为阻挠的不利影响，这一最具
指标意义的年度性两岸民间交流活
动仍顺利登场，两岸各界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方式广泛参与，充分彰
显两岸同胞期望加强交流、走亲走
近的主流民意。

本届论坛继续以“扩大民间交
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安排了
论坛大会和涉及两岸经济、文化、基
层、青年等多个交流板块的46场活

动。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
定位的海峡论坛，自2009年创办以
来，持续受到广大两岸同胞欢迎，成
为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的两岸民
间交流盛会。

今年的海峡论坛创新交流形式，
运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实现“云相
约”，成为突出特色。论坛大会上，台
湾岛内各界人士通过短视频，表达对
论坛顺利举办的祝贺和对加强两岸
民间交流合作的期许；两岸的孩子们
通过视频连线，实现“跨海同台”，联
袂表演抖空竹等传统民俗技艺……

两岸民间交流盛会彰显走亲走近主流民意两岸民间交流盛会彰显走亲走近主流民意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20日电
（记者胡璐 赵泽辉）我国森林覆盖率
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 12.7%提高至
22.96%。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胡章翠20日表示，我国生态系统
质量显著提高，生态竞争力有所提升。

胡章翠是20日在呼伦贝尔举行
的2020中国国际生态竞争力峰会上

作出上述表示的。
她介绍说，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达

22.96%，草原植被综合盖度提高到
55.7%，沙化土地面积年均减少19.8万
公顷，湿地保护率达到52.2%，各级各类
自然保护地1.18万处，约90%的典型陆
地生态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
65%的高等植物群落被纳入保护范围。

我国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提高

新华社洛杉矶9月19日电 互联
网平台TikTok19日发表声明说，其母公
司字节跳动与美国甲骨文和沃尔玛两家
公司达成原则性共识，三方将据此尽快达
成符合中美两国法律规定的合作协议。

声明说，这份原则性共识已作为
提案交给美国政府，TikTok认为三方
原则性共识将解决围绕公司未来在美
国运营和发展的问题。TikTok愿继续
为包括1亿美国用户在内的全球用户
提供“一个安全和包容的平台”。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华盛顿
说，他已“原则上”同意TikTok与甲骨
文、沃尔玛公司的合作方案。美国商务

部随即表示，推迟实施此前宣布的有
关禁止TikTok软件在美国境内应用
商店下载和更新的决定，从当地时间
20日午夜推迟到27日午夜。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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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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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kTok宣布与美两家公司初步达成三方意向

新华社福州9月20日电（记者
秦宏）如果航天飞行器具备随时变形
或适应环境连续改变能力等特殊性
能，那么就可以在复杂飞行环境中完
成更多更具挑战性的任务。记者从正
在举行的2020年中国航天大会上了
解到，在全球航天这一前沿领域，我
国科学家正进行相关研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空间科学与技
术学院院长李小平在大会上作了题为
《柔性可变形跨域智能飞行前沿探
索》的演讲。据介绍，跨空域、跨速

域的跨域飞行，是航空航天领域最具
颠覆性和变革性的战略发展方向。运
用特殊材料和智能控制等技术，具备
变高度、变厚度、变长度、机翼扭转
等能力，以及智能飞行等其他性能特
性的柔性可变形跨域智能飞行器，是
人类实现跨域飞行，自由进出和充分
利用空间的重要手段之一。

李小平说，我国科学家已在相关
飞行器材料、智能控制等方面开展研
究，还将在柔性可变形跨域智能飞行
领域进行更多探索。

我国正进行“更柔软”航天飞行器相关研究

文
说
天
下

我国首个自营深水油田群建成投产
记者20日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我国首个自营深水油田

群——流花16-2油田群顺利建成投产。流花16-2油田群高峰年产量可达
350万吨，可满足400多万辆家用汽车一年的汽油消耗。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11月1日开启现场登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20日介绍，目前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700多万普查人员将于11月1日起走入千家
万户，正式开启普查现场登记。

美国单方面称已恢复联合国对伊朗制裁
美国政府19日单方面表示已恢复联合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并威胁联合国

会员国若不执行制裁将“面临后果”。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