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8日（星期四）文 匯 要 聞1 ◆責任編輯：于大海

航天局調10餘衛星支援抗震救災 無人機巡查發現2名倖存者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 攻關關鍵核心技術
習近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

習近平在主持會議時強調，要發揮中國社會主
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強

化黨和國家對重大科技創新的領導，充分發揮市
場機制作用，圍繞國家戰略需求，優化配置創新
資源，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
關體系化能力，在若干重要領域形成競爭優勢、
贏得戰略主動。要以完善制度、解決突出問題為
重點，提高院士遴選質量，更好發揮院士作用，
讓院士稱號進一步回歸榮譽性、學術性。要完
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把節約資
源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各領域，推進資
源總量管理、科學配置、全面節約、循環利用，
提高能源、水、糧食、土地、礦產、原材料等資
源利用效率，加快資源利用方式根本轉變。要深
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工作，嚴格
條件、規範程序，探索解決改革中的深層次問
題。要健全適應鄉村特點、優質高效的鄉村醫療
衞生體系，讓廣大農民群眾能夠就近獲得更加公
平可及、系統連續的醫療衞生服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

會副主任李克強、王滬寧、韓正出席會議。

強化跨領域跨學科協同攻關
會議指出，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

制，要把政府、市場、社會有機結合起來，科學
統籌、集中力量、優化機制、協同攻關。要加強
戰略謀劃和系統布局，堅持國家戰略目標導向，
瞄準事關中國產業、經濟和國家安全的若干重點

領域及重大任務，明確主攻方向和核心技術突破
口，重點研發具有先發優勢的關鍵技術和引領未
來發展的基礎前沿技術。要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
領導，建立權威的決策指揮體系。要構建協同攻
關的組織運行機制，高效配置科技力量和創新資
源，強化跨領域跨學科協同攻關，形成關鍵核心
技術攻關強大合力。要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
更好結合，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加快轉
變政府科技管理職能，營造良好創新生態，激發
創新主體活力。

院士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強責任意識
會議強調，院士是中國科學技術方面和工程科

技領域的最高榮譽稱號，兩院院士是推進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中
國推動完善院士遴選評審機制、優化學科布局、
實行退休退出制度、加強學風作風建設，院士制
度不斷完善。要注重在重大科學研究和國家重大
工程中選拔院士，以重大貢獻、學術水平、道德
操守為準繩，防止增選中的不正之風。要加強引
導規範，鼓勵和支持院士專心致志開展科研工
作，強化作風學風建設，排除非學術性因素干
擾。要嚴格監督管理，強化院士科研倫理和學術
規範責任，營造良好學術和科研環境。廣大院士
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強責任意識，在主動承擔國
家急難險重科研任務、解決重大原創科學問題、
以身作則淨化學術環境、培養青年科研人才等方
面發揮好表率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近平9月6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

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新型舉國體制的意見》、《關於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關於全面加強

資源節約工作的意見》、《關於深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工作的指導

意見》、《關於進一步深化改革促進鄉村醫療衞生體系健康發展的意見》。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委員出席會議，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列席會議。

突出抓好能源工業等重點領域資源節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9月6日下午主持
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
議。
會議指出，節約資源是中國的基本國策，
是維護國家資源安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推
動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大任務。黨的十八大以
來，部署實施全面節約戰略，大幅降低能源、
水、土地利用強度，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在全
社會倡導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推動資源節約
集約高效利用，取得積極成效。要突出抓好能
源、工業、建築、交通等重點領域資源節約，
發揮科技創新支撐作用，促進生產領域節能降
碳。要增強全民節約意識，推行簡約適度、綠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對奢侈浪費和過度消
費，努力形成全民崇尚節約的濃厚氛圍。要綜
合運用好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加快建立體現
資源稀缺程度、生態損害成本、環境污染代價

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不斷完善和逐步提高重
點產業、重點產品的能耗、水耗、物耗標準，
促進資源科學配置和節約高效利用。要處理好
利用和節約、開發和保護、整體和局部、短期
和長期的關係，既要堅持底線思維，從嚴監督
管理，防範化解重大資源風險，也要考慮經濟
社會發展現實需要。

嚴守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
會議強調，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

入市改革，事關農民切身利益，涉及各方面利
益重大調整，必須審慎穩妥推進。試點縣
（市、區）數量要穩妥可控。要堅持同地同權
同責，在符合規劃、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前提
下，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
用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在城鄉統一的建設
用地市場中交易，適用相同規則，接受市場監
管。要堅持節約集約用地，堅持先規劃後建
設，合理布局各用途土地。要嚴守土地公有制

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
損，落實永久基本農田、生態保護紅線、城鎮
開發邊界等空間管控要求。

提高農村地區醫療保障水平
會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

重視和加強鄉村醫療衞生體系建設，從完善基
礎設施條件、人員隊伍建設、機構運行機制等
方面採取一系列舉措，持續提升鄉村醫療衞生
服務能力，基本實現了農民群眾公平享有基本
醫療衞生服務。要重點強化縣域內醫療衞生資
源統籌和布局優化，合理配置鄉村醫療資源。
要加強人才培養和引進，統籌解決好鄉村醫生
薪酬分配和待遇保障問題，打造一支專業化、
規範化的鄉村醫生隊伍。要提高農村地區醫療
保障水平，強化鄉村醫療衞生服務體系功能，
加強疾病預防控制能力建設，加快構建起強大
的公共衞生體系，為維護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
障。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網報道，近兩年，中國
能源企業布局氫能產業呈快跑之勢，已有超過
三分之一中央能源企業布局包括製氫、儲氫、
加氫、用氫在內的全產業鏈，並取得了一批技
術研發和示範應用成果。
氫能產業如此備受關注，一個重要因素是

「雙碳」背景下中國加大了政策支持。今年，
中國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聯合發布《氫能
產業發展中長期規劃（2021—2035年）》，首

次明確氫能是未來國家能源體系重要組成部
分。同時，作為碳排放大戶的能源企業也面臨
較大轉型壓力。能源安全也是其中重要原因。
目前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約70%，天然氣對外
依存度超過40%。在低碳發展的同時，減少中
國能源對外依賴具有戰略意義。
據悉，目前中國已累計建成加氫站超過250

座，加氫站數量居於世界第一位。年製氫產量
約3,300萬噸，製氫數量居全球第一位。

能源企業競相布局氫能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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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專任教師10年增長近400萬人 中國援建的孟中友誼八橋正式通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教育部6日
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黨的十八大以來教師隊伍
建設改革發展成效。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司長任友
群在發布會上介紹：中國專任教師總量從2012年
的1,462.9萬人增長到2021年的1,844.4萬人。各
級各類教師中，本科以上學歷小學教師佔比從
32.6%提高到70.3%，職業教育「雙師型」教師超
過50%，高校碩士研究生導師從22.9萬人增加到
42.4萬人、博士研究生導師從6.9萬人增加到13.2
萬人。數據顯示，10年來，中國教師隊伍實現了
量質齊升。

這10年，也是中國教師地位待遇不斷提升的10
年，各地基本實現義務教育教師平均工資收入水
平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收入水平；全面實
施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130餘萬名鄉村教師
獲益。
任友群透露，未來將繼續推進教師思想政治和
師德師風建設，推進職稱改革，深化教師評價改
革，提高教齡津貼標準，完善教師工資待遇長效
聯動機制。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即將開
展全國中小學教師減負自查整改，教師法修訂正
在進行，教師榮譽表彰體系將得到完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由中國政
府援助孟加拉國、中國企業建設的孟中友誼
八橋4日正式通車。孟加拉國總理哈西娜、
中國駐孟加拉國大使李極明、孟加拉國交通
部長卡德爾等出席啟用儀式。
哈西娜在儀式上感謝中方為大橋建設提供

的幫助，並表示大橋的建成通車將使當地經
濟獲得更多發展動力。
孟中友誼八橋位於孟南部巴里薩爾大區比

羅傑布爾市以東約5公里處，跨越庫察河，
連接庫爾納專區和巴裡薩爾專區，是孟加拉

國西南部重要交通樞紐，項目全長2.96公
里。孟中友誼八橋的啟用給當地居民出行帶
來極大便利，將促進孟加拉國南部農業、工
業、水產漁業和旅遊業發展。

◆◆這是這是99月月44日在孟加拉國巴里薩爾大區日在孟加拉國巴里薩爾大區
拍攝的孟中友誼八橋拍攝的孟中友誼八橋。。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
出現首宗猴痘輸入個案。一名曾到
訪美國及加拿大、其間參與高危活
動的30歲香港男子前天經菲律賓抵
港，6日證實感染猴痘。該患者8月
30日在加國出現皮疹病徵，其後還
出現喉嚨痛、淋巴腫脹，抵港後入
住西營盤華美達海景酒店檢疫期間
皮疹蔓延。他主動向香港衞生署呈
報，經猴痘核酸檢測證實確診，目
前在瑪麗醫院留醫。

專家稱社區傳播風險低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表示，該男子

在港沒有密切接觸者，相信社區傳
播風險低，但為審慎起見將提升猴
痘應變計劃至戒備級別，擬啟動社
區檢疫設施。中心估計猴痘疫苗可
於月內抵港，屆時將為高風險人士
自願接種。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6日在疫情簡報會上公布，該患者
在外地曾參與「高危活動」。她解
釋「高危因素」時說：「關於個人
資料不便透露。根據世衞資料，大
部分（確診者）都是男性，98%中
位數是36歲，95%以上是男男性接
觸者。」由於猴痘潛伏期較長，根
據男子的活動紀錄，她估計對方在
美國期間受感染。
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今年7月

23日在日內瓦宣布，猴痘疫情已構
成「國際關注的公共衞生緊急狀
態」。這是世衞組織可以發布的最
高級別公共衞生警報。

◆◆習習近近近平強調平強調，，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關體系化能力大幅提升科技攻關體系化能力。。圖為中國科學院圖為中國科學院
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員在實驗室分析空間環境模擬數據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員在實驗室分析空間環境模擬數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77月月66日日，，山西省長治市山西省長治市壺關縣大河村的村壺關縣大河村的村
醫在為村民診療醫在為村民診療。。 新華社新華社

◆◆ 88月月1717日日，，河北省秦皇島市工人在河北省秦皇島市工人在150150兆瓦兆瓦
光伏發電站建設工地施工光伏發電站建設工地施工。。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綜合報道，四川瀘定地震發
生後，中國國家航天局及應急管理部先後緊急
調派10餘顆衛星及無人機，緊急支援抗震救
災。負責對災區進行遙感成像，研判道路情
況，以及搭建應急通訊保障等。
據了解，國家航天局對地觀測與數據中心第
一時間啟動民商衛星應急響應機制，調度高分
三號01/02/03星、高分一號D星、高景一號、
海絲一號、巢湖一號、北京三號、吉林一號、
星時代-9、齊魯一號等10餘顆衛星對地震災區
緊急成像。9月5日19時11分，高分三號衛星
成像獲取到震區SAR影像，應急部門根據數據
分析及時了解了災區受損情況。同時，還先後
獲得震區遙感影像圖，以及海螺溝景區滑坡掩
埋道路等圖像資料，為搶險救災提供了可靠依
據。

「翼龍」提供應急通信
此外，中國自主研發的「翼龍」-2H應急救災
型無人機亦被緊急調派甘孜藏族自治州瀘定縣
提供應急通信。5日18時44分，無人機進入任
務區，隨即進行勘查和應急通信保障，搭建了
空中應急通信網絡，實時回傳現場災情畫面到

指揮中心，為後方部署救災提供豐富資料信
息。
記者從甘孜州公安局獲悉，7日上午，由省州

縣公安民警組成的搜尋隊利用無人機，成功在
瀘定灣東區域內發現倖存者，通過喊話器與其
取得聯繫，並讓倖存者在安全區域設置醒目標
誌，保存體力等待救援，同時將相關信息報給
指揮部推送空中救援組。

震區堰塞湖風險已消除
6日，記者從四川省水利廳獲悉，地震發生

後，瀘定縣得妥鎮灣東村右岸發生山體垮塌，

大渡河一級支流灣東河出現斷流，形成堰塞
湖。目前，沿灣東河受威脅的400餘人已轉移到
安全地帶，堰塞湖已有較大自然洩流，風險總
體可控。據遙感分析，堰塞湖距大渡河交匯處
約4公里，灣東河匯入大渡河後直接進入總庫容
7.77億立方米的大崗山電站庫區，堰塞湖對大
渡河幹流及下游影響不大。6日下午，中國安能
集團方面宣布，經現場檢測，灣東堰塞體於6日
凌晨形成自然洩流，出庫流量大約在150-200立
方米／秒，經過將近12個小時的洩流，目前流
量降至10-15立方米／秒，入庫流量遠遠小於出
庫流量，堰塞湖的風險已經消除。目前暫未收
到震區及周邊區域因次生地質災害造成人員傷
亡的報告。

74人遇難 259人受傷
據四川甘孜州和雅安市相關部門消息，截至9

月6日21時，瀘定地震已造成74人遇難（其中
甘孜州40人、雅安市34人）、26人失聯（其中
甘孜州14人、雅安市12人）、259人受傷（其
中甘孜州170人、雅安市89人）。
目前相關受災情況還在進一步統計中，地震

災區正全力以赴開展搶險救援工作。
◆◆武警等多方救援力量在瀘定縣搭建通往磨子武警等多方救援力量在瀘定縣搭建通往磨子
溝村的橋樑溝村的橋樑。。 新華社新華社

◆◆ 四川甘孜州瀘定縣四川甘孜州瀘定縣66..88級地震災後遙感影像級地震災後遙感影像
圖圖（（99月月55日日1919時時）。）。 央視新聞客戶端央視新聞客戶端

◆◆無人機從空中巡查發現倖存者無人機從空中巡查發現倖存者。。 中新網中新網

◆猴痘患者長出膿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