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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高
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回信，向他们
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5 年来，你
们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坚守在
生命禁区，用青春和热血守卫着祖国
的神圣领土，出色完成了担负的任
务。大家都是好样的！

习近平强调，边防部队战斗在强边
固防第一线，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希
望同志们强化使命担当，发扬优良传
统，加强练兵备战，忠诚履行好卫国戍
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高原戍边模范营”是一支有着优
良传统的英雄部队。该营驻地平均海拔
4800多米，最低气温零下40℃，每年8
级以上大风200多天。长期以来，部队

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忠实履职尽责，先后
9次获得全国全军表彰、5次被授予荣誉
称号，涌现出5名一等功臣、44名二等功
臣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2016年8
月，习近平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该营

“高原戍边模范营”荣誉称号。近日，全
营官兵给习主席写信，汇报5年来工作
情况，表达牢记习主席期望重托、忠诚卫
国戍边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

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羊城晚报讯 9 月 13 日 ，
2021 年秋季学期省委党校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在广州开班，省委
书记李希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李希强调，全省广大党员干
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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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党的百年
历史新起点，深入领会“可堪大
用、能担重任”的重要要求，始终
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殷殷嘱
托，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在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
立业，把我们党一百年来创造的

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李希强调，要坚决响应总书

记、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伟大号
召，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努力
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
之才，为广东在新征程中走在全
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一要打牢可堪大用、
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的政治根
基，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忠实实践者。坚持用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把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
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始终
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二要锻造可

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的
过硬作风，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的忠实传人。坚持从实际
出发、实事求是，把调查研究做深
做实，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
实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涵养顽
强斗争精神，把握正确斗争方向，
锤炼过硬斗争本领。传承弘扬艰
苦奋斗精神，甘于吃苦、以苦为
乐，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三要强化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
栋梁之才的责任担当，做广东改
革发展稳定主战场的先锋力量。
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紧扣自身
岗位职责，敢于开拓创新，在推动
国家重大战略落地落实中锤炼自

我、贡献力量。勇于肩挑急难险
重，做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狠
抓落实，危急关口站得稳、立得
定，有章有法、有板有眼应对处
置，在大战大考中百炼成钢。始
终站稳人民立场，始终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同群众想
在一起、干在一起，切实解决好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为民办
实事解难题中践行初心使命。
四要锤炼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
栋梁之才的能力素质，做本领厚
实、清正廉洁的好干部。要如饥
似渴学习，一刻不停提高，发扬

“挤”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
好书，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
什么，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

知识体系。坚持知行合一实践，
在干中学、学中干，勤于思考、善
于总结，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
学。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始终敬畏党纪国法，恪守廉洁自
律底线，注重良好家教家风，走
稳走踏实人生每一步。

李希强调，各级党委和组织
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强化政治
担当，切实把发现培养选拔优秀
年轻干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来
抓，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
年轻干部队伍。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义
珍主持开班式，省委有关部委、
省 委 党 校 负 责 同 志 参 加 开 班
式。 （徐林 岳宗）

2021年秋季学期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在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李希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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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一男子报警称，一
只雀鸟精和三个狐狸精放火烧
了他家。消防员再三确认，男子
笃定事实如此，且多次拨打报警
电话，口气很是着急。消防员出
警后，发现是男子酒后自己放火
烧了家里的床。

这样一则小社会新闻，本来
当属“上不了台面”之流，但新华
社、人民网等官方微信号都进行
了报道。究其原因，大概正是因
为够荒诞、够离奇，属于“人咬
狗”，所以也就不吝给其一点空
间，让这个男子和他的鸟精狐精
一起亮个相。毕竟虽然我们常
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但狐狸
精放火这种事，着实未之闻也。

怪力乱神，在当代社会，即
便是三岁稚童，亦知其虚妄。但
男子酒后臆想狐狸精，本来也不
是不可理喻。若是精神空虚、无
枝可依，那么酒后臆想一下美丽
的狐狸精，以达成某种现实中无

法实现的心理补偿，人们也不过
付之一笑罢了。毕竟《聊斋》中有
那么多生动可人的狐妖，不光美
艳，还心地善良，夜半来天明去，
为落魄书生提供各种优质服务，
同时还不给人带来任何麻烦。如
果是这样，我们会说，这个男子能
在酒后达成一个自洽系统，不给
别人添麻烦，那也就由他去吧。

但悲催的是，蒲松龄的狐狸
精是帮人添衣做饭，毕节男子的
狐狸精却是纵火犯。只能说，没
有蒲松龄的才华和脑洞，就别整
什么鸟精狐精的幺蛾子了。

其 实 关 于 这 个“ 狐 狸 精 纵
火”事件，扯了这么多，主要还
是想为消防员点个赞。什么雀
鸟精狐狸精，消防员岂能不知其
谬？但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觉悟，他们
还是出警了，并没有因为一派胡
言而置之不理。这需要怎样的
耐心和责任感啊！

“狐狸精纵火”事件中
消防员值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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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横琴方案”多项措施 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动力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思琦
报道：公安部交管局近日部
署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开展
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9
月 13 日起，全国交警将开展
为期 10 天的酒驾醉驾执法
直播联动，边执法边宣传，
最大限度警示并提示驾驶

人抵制酒驾醉驾，将安全风
险排除在萌芽阶段，保障群
众节日出行安全。

9月13日凌晨，记者来到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漫
广场对出路口，直击广州市天
河区交警大队查酒驾醉驾现
场。在大约一小时内，交警便

查获了两名涉嫌醉驾的驾驶
员。据统计，12日夜至13日
晨，广州交警共查处涉酒交通
违法90宗（其中醉驾39宗）。

广州交警提醒，节假日将
近，各位驾驶员切勿以身试
法，严格遵守喝酒不开车，开
车不喝酒。

查处酒驾醉驾 全国联动执法
13日起，全国交警开展为期10天的酒驾醉驾执法直播联动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清清、
李志文，通讯员宋莉萍报道：9
月 13日下午，广州中医药大学副
校长、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张忠
德教授作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福建工作组专家赴福建厦
门指导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据

悉，这是疫情发生以来，“德叔”第
八次出征支援抗疫。

此外，记者获悉，9月 13 日
起广州南站对福建来穗旅客列
车实施重点管控，在查验“健康
码”绿码和体温检测的基础上，
对没有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的
旅客提供免费核酸检测服务。

第八次出征！
“德叔”赴厦门指导抗疫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通讯
员粤卫信报道：9 月 13 日，广东
省卫健委转发了《国家卫生健康
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通知》。

省卫健委要求，各地要学习
新修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
规以及我省贯彻落实中央《决
定》实施意见等政策精神，认真
梳理以往制定的计划生育配套文
件，及时废止或修改已不适合当
前工作要求的处罚规定和服务管
理措施，协同有关部门出台积极
生育支持政策，促进生育政策与
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同向发力，提
振整体生育水平。

目前，广东省卫健委正会同
有关部门，抓紧推进中央《决定》
实施意见的起草和修改《广东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相关工
作，争取尽快出台实施，做好法
律政策衔接，将三孩生育政策落
到实处。在新修改的各项法规、
政策实施前的过渡期，各地各单
位要积极关注群众诉求和社会声
音，耐心做好政策宣讲和解读，

积极为育龄夫妻提供急需的生育
服务。

关于三孩生育登记方面，省
卫健委前期已组织开发了三孩生
育登记业务办理模块，已于 8 月
上线广东全员人口信息系统。由
于再生育的相关规定暂未明确，
该办理模块主要针对双方都是初
婚对象的夫妻的三孩生育登记需
求，目前仅支持现场办理，待相
关功能完善后再统一上线“粤省
事”等平台。需要办理三孩生育
登记的群众，可到现居住地或户
籍地的乡镇、街道卫生健康工作
机构（或政务大厅办理窗口）现
场咨询办理，办理时需提供夫妻
双方身份证、户口簿和结婚证。

在关于生育假期上，广东省
目前实施的是产假加奖励假（陪
产假）的生育休假制度。除了产
假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
子女的夫妻，女方享受八十日的
奖励假，男方享受十五日的陪产
假。在新修改的《广东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前，各用人
单位应按照现有规定为生育第三
个子女的职工提供生育假期。

广东三孩生育登记
目前限初婚夫妻现场办理

工信部整治“网址屏蔽”
微信淘宝抖音都要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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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凌晨，广州交警开展酒驾醉驾统一执法行动 羊城晚报记者 郭思琦 林桂炎 王楠 摄

广东省代表团赴辽宁省考察调研

深化粤辽战略合作
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圳举全市之力推进前海大开发大开放大发展
实施方案明确了12个领域44项措施，并落实落细为203项具体任务

福建13日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59例

■其中厦门市32例、莆田市24例、泉州市3例
■今起厦门市属中小学幼儿园等改为线上教学

广州警方推出人像数据“一次采集，多事复用”

市民一次照相
即可生成多种证件相片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莉报
道：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简 称 广 交 会）将于 10 月
14 日在广州开幕。今天上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有关情况
举行新闻发布会。

据悉，第130届广交会将首
次线上线下融合举办，为统筹考
虑当前疫情防控需要，将由以往
的三期调整为一期，时间为 5
天，按 16大类商品设置 51个展
区。其中，线下展展览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以品牌企业为参
展主体，着力打造品牌精品展，
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线上展保
持原有约6万个展位，将继续为
2.6万家企业和全球采购商提供
线上贸易合作交流平台。本届
广交会适逢第130届，将举办开
幕式和首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

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介绍，
本届广交会首次以促进国内国
际双循环为主题，一方面将继续
发挥线上展不受时空限制、低成
本高效率联结全球的优势，吸引
更多高质量境外采购商线上参

会，服务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开辟新的订单渠道。另一方
面，通过恢复举办线下展，加大
境内采购商的邀请力度，鼓励适
合国内市场、“同线同标同质”的
产品参展，助力外贸企业发掘国
内商机，开拓国内市场，更好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疫情防控是本届广交会的
重中之重。广东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张新表示，在国家卫健委和
商务部的指导下，已按照最高标
准、最严要求制定了严密的疫情
防控总体方案，形成“1+8+16+
23”整套方案预案体系，对重点
人群、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
场所严格制定出台具体防疫措
施、技术指引和应急预案，坚持

“人、物、馆”同防，多措并举，守
好国境、城市、住地和场馆四道
防线，确保严丝合缝、不留死
角。“接下来，广东省将认真做
好各项属地保障工作，为大会提供
一流的服务保障，努力把第130届
广交会办成一届安全有序、创新高
效、精彩纷呈的盛会。”张新说。

首次线上线下融合举办、首次
以促进“双循环”为主题……

第130届广交会调整为一期

今天今天
消息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