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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 9 月 4 日举行闭幕式，至此，该
赛区比赛全部结束。在该赛区所有比赛中，中国队揽获全部金牌。

“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自8月23日至9月3日分别组织了
“苏沃洛夫突击”“晴空”“安全环境”3个项目共10场比赛，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
罗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等国家参赛代表队展开了激烈角逐。

图为中国队获得“苏沃洛夫突击”项目第一名。 新华社发

“国际军事比赛—2021”库尔勒赛区

中国队揽获全部金牌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近日，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通知》，
就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指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
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深入了解群众需求，集中解决突出
问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通知强调，要以更加有力的举措解决群众身边各类急
难愁盼问题，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要学讲话、悟思想，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上下功夫，对照“九个必须”根本要求，
充实完善重点民生项目清单，确保问题准、措施实、效果好，
进一步提升为群众办实事的质量水平。要守初心、担使命，
在持续推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上下功夫，聚焦助
力乡村振兴、服务“一老一小”、帮扶生活困难群众、推动革
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抓住用好国庆节等重要时间节点，集中
推出一批惠民利民的政策措施，让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实
践活动效果。要敢担当、勇作为，在着力破解“硬骨头”问题
上下功夫。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发展亟待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民生历
史遗留问题，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领办，拿出实招硬
招，争取在今年有所突破。要强组织、重合力，在推动实践
活动出成果见实效上下功夫。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党支部与
村（社区）党支部结对共建要真帮、真建、真解决问题，广大
党员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更好解决基层困
难事、群众烦心事。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深入推进“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5日发布，为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建设勾勒蓝图。

总体方案明确，合作区实施范围为横琴岛“一线”和“二
线”之间的海关监管区域，总面积约 106 平方公里。其中，
横琴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设为“一线”；横琴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之间设为“二线”。

新形势下做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发开放，是深入
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举措，是丰富“一
国两制”实践的重大部署，是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的重要动
力，有利于推动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总体方案明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战略定位是促
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
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新高地。

根据总体方案，到2035年，“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和优
越性全面彰显，合作区经济实力和科技竞争力大幅提升，公
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高效运转，琴澳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更加完善，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目标基本实现。

方案包括 6 个部分 29 条内容。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
明确了发展基础、指导思想、合作区范围、战略定位和发展
目标。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聚焦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的新产业、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构建与
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
共享的新体制，提出一系列具体务实的举措。第六部分明
确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保障措施。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新华社吉隆坡9月5日电 美国经济学家、国际医学期
刊《柳叶刀》杂志新冠委员会主席杰弗里·萨克斯日前在接
受马来西亚媒体采访时说，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以共同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

马来西亚《星报》5 日刊登了该报前首席执行官黄振威
对萨克斯的邮件采访。萨克斯在采访中说，全球没有对新
冠肺炎疫情作出恰当应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未能与
中国合作找到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案。

“这是悲剧性的，因为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出
色，世界本可以也应该从中国的应对方案中学到更多。”萨
克斯说，“美国应该学会与中国合作，而不是试图将其自身
意志强加于中国。”

萨克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他
认为，发达国家并没有慷慨分享所掌握的知识，尤其是在疫
苗方面；全球金融体系偏向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
持太少，这些因素导致世界未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柳叶刀》杂志新冠委员会主席：

美国需与中国合作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据新华社法国马赛9月4日电 在法国
马赛举行的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4日更新了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评估了全球138374个物种受到威胁的
风险，其中38543个物种面临灭绝威胁。

更新的名录中，世界上最大的蜥蜴科
莫多巨蜥的物种保护级别从“易危”升为

“濒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指出，科莫多
巨蜥正日益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威胁。预
计在未来45年内，全球气温上升和随之而
来的海平面升高将使科莫多巨蜥的适宜栖
息地至少减少 30％。受人类活动影响，它
也面临栖息地丧失的威胁。

更新的名录还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
鲨鱼和鳐鱼物种面临灭绝威胁，这表明世
界上大部分海洋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这
些物种都被过度捕捞，还有部分受到栖息
地丧失和退化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重新评估的7种金枪鱼物种中，4种
数量出现恢复性增长的迹象。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将其不同程度地降级，并强调这主
要得益于相关国家对其实施了更具可持续
性的捕捞配额，并成功打击了非法捕捞。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布鲁诺·奥伯
勒指出，更新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是一个强
有力的信号，尽管海洋生态环境面临越来越
大的压力，但如果各国真正致力于可持续发
展的做法，物种数量是可以恢复的。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逾3.8万个物种
面临灭绝威胁

新华社沈阳 9 月 5 日电 兰科植物中
极其罕见的原始类型——双蕊兰被称为兰
科的活化石，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属珍
稀濒危植物。近日，11 株双蕊兰现身辽宁
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10株以
丛状形式生长。

据介绍，双蕊兰隶属于兰科，双蕊兰
属，是我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是珍稀濒危
植物。双蕊兰为腐生小草本，茎直立、不分
枝、近圆柱状、无蕊喙，生长发育期仅20余
天，8 月中旬出土，9 月初枯萎后腐烂。由
于双蕊兰特殊的生长环境及短暂的生活
史，其繁殖方式至今未知。双蕊兰的发现
对第四纪冰缘气候和燕山运动期间植物消
长有着特殊的科学研究价值。

为更好地保护双蕊兰，辽宁老秃顶子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抚顺管理站在沟口和居
民区设立了警示宣传牌，对既有双蕊兰的
区域进行保护，重点区域由护林员24小时
值班看守。

兰科活化石——

11株双蕊兰现身辽宁

美国媒体 4 日报道，由于美国飞机制
造商波音公司与安全监管机构就客机质量
检查方法存在分歧，波音 787 型梦想客机
要恢复交付至少得等到 10 月底。这一机
型客机自5月起暂停交付。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波音方面8月2
日与美国联邦航空局官员会面，想就新的
质检方式征得后者批准。波音希望把从机
头至机尾拆卸的质检方式改为有针对性的
检查，从而加速客机交付，但未能就这一质
检方法与联邦航空局达成一致。

“联邦航空局继续与波音公司接洽，公
司眼下致力于证明其提出的针对部分未交
付787型飞机的检测方法可靠，”法新社以
联邦航空局的一份声明为消息源报道，“在

我们的安全专家感到满意之前，联邦航空
局不会签署检查报告。”

波音公司表示将继续努力恢复交付。
这家企业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这项工作
对我们的运营有短期影响，但这是正确的
行动方针，我们将继续花费必要时间来确
保达到最高标准。”

波音公司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3
月暂停交付 787 型梦想客机，原因涉及制
造缺陷问题；今年 5 月这款客机再度暂停
交付，原因是与联邦航空局无法就检查飞
机方法达成一致。

联邦航空局 7 月 12 日确认，一些未交
付的787型梦想客机机头附近存在新的质
量问题，改造之后才可以恢复交货。波音

公司次日证实，在最新检查中发现客机存
在问题，需要返工，因此暂时下调这款客机
的产量。

波音 787 型梦想客机 2011 年年底投
入商业航线运营，以燃油消耗低著称，首次
实现中型客机执飞长程航线，但此后多次
出现故障。2013年上半年，由于两架日本
全日空航空公司的787型客机在两周内接
连出现锂电池过热问题，全球所有这款客
机一度停飞。

另外，作为波音曾经的主力畅销机型，
737 MAX 因设计缺陷在 2018 年和 2019
年接连引发两起空难，造成346人丧生，继
而遭全球停飞20个月。

新华社专特稿

质检方法存在分歧

波音787型梦想客机暂时难交付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4 日电 据美国首都华盛顿警方 4
日通报，华盛顿市区当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 3 人死
亡、3人受伤。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说，当天 19 时 30分许（北
京时间5日7时30分许），华盛顿市西北区一个街区发生枪
击事件。6 人中枪并被送往医院，其中 3 人不治身亡，另外
3人伤势没有危及生命。

警方在描述枪击事件经过时说，一伙人驾车到事发地
点后，下车向人群扫射，人群中明显有一些人是袭击目标，
死伤者均为成年人。目前枪手在逃。

据当地媒体报道，2020 年，事发街区居民曾对当地枪
支暴力事件激增表达担忧。

致3死3伤

华盛顿发生枪击事件

德才兼备，方堪重任。在 2021 年秋季
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
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干
部练好内功、提升修养提出明确要求，“严
守规矩、不逾底线”“勤学苦练、增强本领”
是重要方面。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
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领导人才，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
兴衰存亡。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
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
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任人唯贤的方针，就是强调选干部、用
人才既要重品德，也不能忽视才干。踏上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只
有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努力造
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才能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年轻干部只有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
一起来，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勤学苦练、增
强本领，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确保
既想干事、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事，才能
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不辜
负党和人民期望和重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
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
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
尘不染的人。”为政之道，修身为本。严以修
身，才能严以律己。一个干部只有把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拧紧了，把思想
觉悟、精神境界提高了，才能从不敢腐到不
想腐。要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做到始终忠
于党、忠于党的事业，做到铁心跟党走、九死
而不悔；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站稳人民立
场，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勇于担
当、积极作为，切实把造福人民作为最根本
的职责；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慎微慎独，清
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努力做一个高

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
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
人。讲规矩、守底线，首先要有敬畏心。心
有所畏，方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干部一
定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敬畏党、敬畏
人民、敬畏法纪，做到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
尺，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处在前所未有
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果
知识不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就会耽误
事。”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无论是干事创业
还是攻坚克难，不仅需要宽肩膀，也需要铁肩
膀；不仅需要政治过硬，也需要本领高强。年
轻干部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正
处在长本事、长才干的大好时期，一定要珍惜
光阴、不负韶华，如饥似渴学习，一刻不停提
高。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
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要结合工作
需要学习，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
的创新理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经济、政治、法律、
文化、社会、管理、生态、国际等各方面基础性
知识，学习同做好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
技能，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
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坚持在干中学、学
中干是领导干部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年轻
干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担，积极投身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经风雨、见世
面，在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在层层历练中积
累经验，真刀真枪锤炼能力，以过硬本领展现
作为、不辱使命。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必须
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
人。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勤学苦练、增强本
领，不断增强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不断
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广大
年轻干部就一定能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
业，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
时代的业绩。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严守规矩 增强本领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上接 A1 版）国内占比三分之一、位居全
国前二，已成为国内动力电池产能大、产
业链完整、技术水平一流的集聚发展区。
去年，光伏新能源产业规模突破 600 亿
元，产能达 30.5GW，天合光能连续 20 次
刷新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和组件输出功
率的世界纪录。

市工信局局长严德群对此如数家珍：
“常州制造业正加速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
造、先进制造业转变，高端装备、新材料、新
能源已成为常州鲜明的产业名片。太阳能
光伏、轨道交通装备、新型电力装备、农机
和工程机械等多个产业国内领先；以石墨
烯为代表的先进碳材料研发应用处于全国
前列；汽车及核心零部件产业发展迅速。”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我市在优化产
业结构、加强技术创新、培育“专精特新”企
业、发展智能制造、推进国际产业合作等方
面精准发力，推动常州工业经济运行持续

向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至2020年
底，规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
长 6.6%，列苏南第一、全省第三；制造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40.4%，列全
省第二。在中国先进制造业城市50强中，
常州市位居 17 位，较 2019 年跃升 6 位。5
年内，全市获得了 4 项中国工业大奖和 3
项“中国工业大奖”提名奖，承担了16个工
业强基工程项目，国家单项冠军企业 18
家，均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

抓“双碳”机遇推绿色发展，化
工行业5年用电下降55.46%

全市供用电信息大数据平台还显示，
“十三五”期间，我市出现负增长的行业为
化工行业，跌幅排名前列，5 年来共计用电
下降55.46%，这主要得益于我市开展的长
江大保护及化工专项整治行动，对行业发
展进行了重新洗牌和转型升级。

按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我
市自觉扛起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使
命责任，破立并举、绿色转型，以前所未有的
决心和力度攻坚推进长江大保护，取得了明
显成效：

全力攻坚“减总量”。持续深入破解“化
工围江”难题，2017年至今，全市累计关停并
转迁化工企业近600家。

转型升级“优存量”。滨江化工园区与寅
盛药业、光辉化工等21家化工企业签订转型
升级三年高质量发展协议，助推企业向高端
化、绿色化、安全化方向转型发展。

砸笼换鸟“强增量”。坚持产业链集群发
展，明确新材料、新医药两条主线，放大化工
园区稀缺资源价值，全力推动一批以新阳、中
简、合全等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形成
产业集聚效应，打造“东方碳谷”“创新药谷”
产业地标。

为确保铁腕治污，市生态环境部门与常

州供电公司联合针对污染企业名单，开展污染
源企业的实时电量监测，定期形成污染企业的
行业分析、用电变化、工业行业排名、省市县三
级统计等报告，助力督促对污染企业的整改、
腾退。

“十四五”开局之年，站在新起点，瞄准新
目标，全市将以“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
枢纽”的城市定位，围绕工业高质量发展要求，
积极抢抓“双碳”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聚焦全市重点特色产业，聚力发展高端装
备、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推进绿色安全发展。
力争到2025年，全市工业经济各项指标取得新
突破：市工业规模总量超2万亿元，制造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稳定在43%左右；两化融合全面
推进，规上企业制造装备智能化水平大幅提
升，培育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 50 个以上，上云
企业数超 20000 家；创建绿色工厂 100 家、绿
色园区2个。

常工信 商显俊 秋冰 胡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