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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特区
要有时不我待紧迫感

特区创建40年，作为“先行示范区”的深圳被赋
予新使命，要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实现在重
要领域的重大改革突破，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重大制度创新成果。可以预计，特区将迎来新的发
展时期。这对各地来说，也面临着对标特区，追赶特
区，努力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挑战。

“深圳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几代特区人
凭着拓荒牛精神，顶着压力，冒着巨大风险，从荆棘
荒野中闯出来、实干出来的。今天，当我们谈论特区
成就时，有种认识误区必须警惕，即片面强调特区的

“特”，以为特区是靠“特殊政策”催出来捧出来的，
从而在差距面前心安理得，自甘落后。

诚然，特区初创时确有些政策倾斜，但那其实是
“临危受命”，是要让特区率先突围破冰，冲破封闭僵
化的局面。当时，中央放权让特区做“试验田”，而具
体怎么做，路如何走？既无先例，更无地图“导航”，
全靠特区人自己去闯去探索。随着全国改革开放大
格局的形成，许多政策各地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
但为何有的能对标特区奋起直追，实现跨越式发展，
而有的却畏首畏尾、止步不前，这无疑令人深思。

深圳特区树起了一面旗帜。它是全国改革开放
的范例，也是坐标和激励。改革开放大业不仅需要
深圳这样勇立潮头、一马当先的排头兵，更需要千帆
竞发、万马奔腾的主力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不仅特区要有新担当，要更上层楼，各地都应
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解放思想，勇闯新路，这样才
能创造出更为辉煌的“中国奇迹”。

据新华社电 在第七个国家扶贫
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2020年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严重洪涝灾
害的考验，党中央坚定如期完成脱贫攻
坚目标决心不动摇，全党全社会勠力同
心真抓实干，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顽
强奋斗攻坚克难，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成就。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段，各

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保持攻坚态势，善始
善终，善作善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习近平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
脱贫攻坚经验，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作
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
定，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要激发贫困
地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激励有劳动能力
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向着逐步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保
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挂牌督战攻克
深度贫困堡垒，促进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
众增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做
好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对存在返贫致贫
风险人口提前加强针对性帮扶，确保高质
量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要做好
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
通过持续努力推进脱贫摘帽地区乡村全
面振兴，为增进人民群众福祉、促进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刻认识
推进量子科技发展重大意义

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布局

据新华社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17日在官网发布消息称，近日对青
岛新冠肺炎疫情溯源调查过程中，从工
人搬运的进口冷冻鳕鱼的外包装阳性
样本中检测分离到活病毒。这是国际
上首次在冷链食品外包装上分离到新
冠活病毒，并证实接触新冠活病毒污染
的外包装可导致感染。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本次从青岛冷
链食品外包装分离出活病毒，是首次在
实验室外证实在冷链运输特殊条件下新
冠病毒可以在物品外包装上存活较长时
间，提示新冠病毒以冷链物品为载体具
备远距离跨境输入的可能。在特定环境
条件下，物品表面存活的病毒可能导致

无有效防护的易感接触者发生感染，感
染风险人群主要为冷链物品从业人员。
本发现提示，在防范境外感染者输入的
同时，需注意在境外被病毒污染的冷链
物品将病毒输入的风险。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我国市场流
通冷链食品被新冠病毒污染的风险很
低。近期有关部门对冷链食品开展了
新冠病毒核酸抽检，截至9月15日，全
国 24个省份报送了 298万份检测结
果，其中冷链食品及包装样品67万份，
从业人员样品124万份，环境样品107
万份，仅在22件食品及包装中检出新
冠病毒核酸阳性，病毒核酸载量较低，
此前未曾分离到活病毒。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清清、通讯
员穗卫健宣报道：17日，记者从广州
市卫健委获悉，广州市花都区 16日
报告一例境外输入关联新冠病毒无
症状感染者后，共甄别密切接触者
170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已
甄别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136
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对上述
人员共 306人均已采取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截至 17日 2时，对该名感
染者活动轨迹涉及的区域内所有人
员 进 行 排 查 ，目 前 已 完 成 检 测
116121人，结果均为阴性。

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周斌

介绍，该名感染者接触新冠核酸阳性
入境人员后 3天就通过隔离酒店例
行健康监测被及时发现，其间活动范
围较为局限。

据悉，该名感染者王某，男，41
岁，是花都区狮岭镇入境人员隔离酒
店欣园酒店的工勤人员，日常居住在
该酒店员工宿舍。10月15日，花都区
在对该酒店工作人员开展例行健康监
测时检测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即转
至花都区人民医院隔离观察，当天花
都区疾控中心再次检测核酸阳性，10
月16日凌晨省市疾控中心复核阳性，
即转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经流行病学调查，该名感染者于
10月12日协助隔离酒店部分隔离人
员处理快递时，未按规范开展防护，
仅佩戴口罩，没有戴手套、穿鞋套，
隔离衣穿着不规范，且与隔离人员有
近距离交流。当天，与其有近距离接
触的隔离人员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目前，该名感染者没有出现
发热、咳嗽等症状，CT检查无异常，
经专家组研判为境外输入关联无症
状感染者。

截至 17日 7时，该名感染者的
宿舍和有关活动场所均已进行终末
消毒。

成都成立调查组
全面调查毛洪涛溺亡事件

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 16日晚通报了成都大学党
委书记毛洪涛失联后溺亡的相
关情况。

该通报称，10月 15日 6时
许，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
同志在微信发布信息后失联。
成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
速组织力量全力以赴开展搜
寻。16日 6时许，毛洪涛同志
遗体在江安河温江段一河道内
被找到。经公安机关现场勘
验，初步判断为溺水身亡，排除
刑事案件。相关善后工作正在
有序进行中。成都市已成立由
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公
安局等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对
有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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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次！中国疾控中心在疫情调查中发现——

新冠病毒可“活”在冷链外包装上
广州花都男子感染细节披露，曾近距离与隔离者交流，未按规范防护

活动轨迹内超11万人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开播12年

《七十二家房客》
迎来第2000集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外交
部 17日说，两国已达成在纳戈
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实
施人道主义停火协议。

亚美尼亚外交部17日晚发
表声明说，亚阿两国已同意从
当地时间 18日零时起实施人
道主义停火。阿塞拜疆外交部
同日发表声明，确认这一停火
协议。

（新华社）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1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
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专利法的决定、生物安全法、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出口管制法、关于修改国旗法
的决定、关于修改国徽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
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55、56、57、58、59、60、
61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66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
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巴
塞尔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四次会议第14/12号决
定对〈巴塞尔公约〉附件二、附件八和附件九的修正》
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
国引渡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比利时王国引渡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
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车俊为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陈求发为全国人大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刘俊臣为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免去其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九

讲专题讲座，栗战书委员长主持。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作了题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计划）制定和实施的主要
历程、重要作用、宝贵经验与建议》的讲座。

（相关报道详见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通讯
员粤交集宣、陆桥轩摄影报道：今
早9时，备受关注的惠清高速正式
通车。

在三门站入口，早上8时左右，
就有车辆等待开通。早上9时正式
通车后，惠清高速与广韶高速相接

的升平互通也正式开放通行。从惠
州市到清远市的车程将由原来的3
小时缩短至1.5小时，路程时间双双
减半。

惠清高速起于惠州市龙门县
龙华镇，终于清新区太和镇，全长
125.28公里，双向六车道，桥隧比高

达48.8%。惠清高速与5条高速公
路（广河、大广、京珠、广乐、广清）
连接互通，沿线的惠州、从化、清远
三地旅游资源丰富，串联起南昆山
国家森林公园、黄腾峡生态旅游
区、玄真古洞生态旅游度假区、古
龙峡景区、从化温泉等60余个旅游

景区。沿着惠清高速去旅行，可以
实现“在南昆山上看日出，中午在
清远吃清远鸡，晚上到从化泡温
泉”，既饱眼福，又饱口福。对推动
沿线旅游经济和农业农村发展，增
强广州、惠州、清远之间的经济辐
射力具有重要意义。

沿线串起60余景区，可以“在南昆山上看日出，中午在清远
吃清远鸡，晚上到从化泡温泉”

惠清高速今早9时通车

18日9时，惠清高速通车

今晨今晨
快镜快镜

羊城晚报讯 驻京记者王莉报
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
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今天上
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
布会，正式发布了该实施方案的附
件，即《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
事项清单》。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
介绍，实施方案重在明确重点领域、
改革方向和构建机制；授权清单重在
具体落实。二者前后呼应、互为支
撑，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授权清单是改革方式方法的
重大创新。”宁吉喆表示，综合授权
有别于此前改革试点通常实行的

“一事一议、层层审批、逐项审核”
的授权方式，是在中央改革顶层设

计和战略部署下，以清单式批量报
批的方式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授权清单是批量授权的重要
载体，是改革方式方法创新的重要
体现。列入清单的事项实施备案管
理，除明确要报批的事项，其他不
再逐项报批。

首批授权清单包括 6个方面共
40条，其中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 13
条、营商环境方面 8条、科技创新体

制方面6条、对外开放方面7条、公共
服务体制方面3条、生态和城市空间
治理方面3条，各条中明确了改革事
项的主要内容。宁吉喆称，40条授
权事项每条内容都很丰富，其中 20
多项需要突破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涉及近百项具体法律法规和政
策条款的调整，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突破性，体现了中央授权改革的力度
和深度，这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释放

巨大的改革红利。
宁吉喆表示，在五年改革试点

的总体框架下，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结合深圳改革发展
实际，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
关方面分若干次，滚动研究制定
授权清单，按程序报批后推进实
施。“成熟一批，推出一批，滚动接
续，压茬前行，蹄急而步稳地推进
综合改革试点。”

深圳综合改革试点
首批授权事项清单

新闻新闻管家管家
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同意在纳卡人道主义停火

今天今天
消息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