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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上接第一版）
在这片土地上，无数共产党员以舍生忘死、冲锋在前的

精神，书写了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感人篇章——
地震发生那一刻，东汽中学教师、共产党员谭千秋张开

双臂将学生掩护在自己身下，用生命诠释责任与师魂。
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时任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府办公

室主任兰辉强忍地震失去3名亲人的悲痛，不眠不休地投入
救灾工作中。担任北川县副县长时，他勇担交通运输、安全
生产等繁重、艰难的灾后重建工作任务，为保证群众走上“放
心路”奔波于途，最后殉职在路上。

地震发生后，1万多支“党员抢险队”“党员突击队”“党员
服务队”“党员先锋队”始终战斗在救灾第一线。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建家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场举全国之力的抗震救灾，为灾区人民战胜灾难、重

建家园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地震发生后，邹凌从天津赶到映秀灾区。从抢险救援到

灾后重建，再
到脱贫攻坚，
他一直留在
映秀。如今，
他担任映秀
镇渔子溪村
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邹凌个人出资捐建了渔子溪大院、矿泉水厂等集体
企业，将企业收益无偿赠送给全村老百姓，让村民变股民。
看着村民们的笑容，邹凌很欣慰。

一对一、一帮一。汶川地震发生后，按照中央作出的对
口支援的决策，19个对口支援省市，带着 700多亿元援建资
金，肩负着庄严使命，迅速奔赴灾后重建的战场。

时任潍坊市抗震救灾援川前线指挥的崔学选，冒着余震
造成的滑坡和飞石危险，带领援建人员踏遍了北川县桂溪乡
的山山水水。2009年 7月 13日，因连续超负荷工作，他倒在
了援建路上……

援建者们不畏艰难、忘我工作，告慰逝去的生命，为生者
点燃希望。灾区群众擦去眼泪、撸起袖子，发扬自力更生、互
帮互助精神，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正是在这场举世罕见的抗震救灾
和灾后重建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
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
神。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弘扬精神向前进
民族精神的内涵，总是在历史进步中不断得到丰富、在

一次次重大考验中不断得到升华。
2013年 4月 20日，汶川地震灾区旧伤初愈，四川雅安市

芦山县又发生7.0级大地震。汶川地震所凝结的抗震救灾精
神再次体现在芦山救灾工作中。

“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是要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同舟共济的凝聚力，越是要鼓起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气神。”
抗震救灾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会议，进一步全面部署四川芦山抗震救灾工作。

越是艰险越向前——从汶川、玉树到芦山、鲁甸，在一次
次地震灾难中，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不断升华，中华民族体现
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这种精神力量不仅是灾区重建的
宝贵财富，更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面向未来的胜利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震减灾、抗震救灾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应急能力明显增强。

今年 5月 14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
理部、四川省政府在四川省雅安市等地联合举行“应急使命·
2021”抗震救灾演习。演习结束一周后，相继发生云南漾濞
6.4级地震、青海玛多 7.4级地震，应急管理部协同相关地区
迅速部署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演习成果得以运用，对于及时
有力应对地震灾害、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发挥了积极
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
发挥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提供保障等作用，坚持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形成各方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局面；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坚持以防为主、综合减灾，注重将防灾减灾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强化源头预防。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绽放的强大精神动力，必将激励我们
在经受各种考验挑战中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抗震救灾精神述评

古特雷斯呼吁合作应对全球健康危机和贫困

新华社联合国9月12日电（记者 王建刚） 9月 12日
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
致辞，呼吁深化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全球健康危机，减少
贫困和不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避免发生气候灾
难。

古特雷斯说：“新冠疫情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复杂
现实挑战，它正破坏我们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来之不
易的成就。在这个困难时期，事实一再证明，支撑南南合
作的团结精神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

古特雷斯表示，在整个疫情期间，全球南方国家分享
了它们的知识和资源，以有效应对疫情并实现从疫情中复
苏。各国应努力“建设包容和有韧性的社会，赋能妇女和
青年，依靠数字化、绿色和蓝色倡议，发展壮大可持续金
融”。

古特雷斯指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为人类共同面临
的挑战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联合国将继续支持这些
努力，包括利用好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
可持续发展战略。”

2003年12月，联大通过决议，宣布从2004年起将每年
的12月19日定为联合国南南合作日。2011年12月22日，
联大决定，从2012年起将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的纪念日期改
为9月12日，以纪念1978年的这一天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
技术合作大会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朝鲜成功试射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

新华社平壤9月13日电（记者 江亚平 洪可润） 据
朝中社 13日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 11日和 12日分别成功
试射了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

报道说，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飞行 7580秒，精确打击
了设定在1500公里外的目标。试射结果显示，新研发的涡
轮鼓风式发动机推进力等技术指标、导弹的飞行控制性能
以及末端制导命中正确性等全部满足设计要求。

朝中社说，这一武器系统的研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朝鲜在更坚定地保障国家安全、强有力压制敌对势力反朝
军事活动方面又有了一个有效遏制手段。

新西兰最大城市最高疫情防控等级延长一周

新华社惠灵顿9月13日电（记者 郭磊 卢怀谦） 新
西兰总理阿德恩13日在惠灵顿宣布，该国最大城市奥克兰
目前的四级防疫响应继续延长一周，内阁原则上同意该市
从21日午夜开始将疫情防控等级降至三级响应。

新西兰的疫情防控措施有四个级别，最高为四级响
应：所有人居家隔离，切断所有可能的人际接触。自 8月
17日奥克兰报告德尔塔变异毒株社区传播病例后，新西兰
全国于当天午夜进入四级响应。后来其他地区陆续降至
二级响应，目前只有奥克兰仍为四级响应。

13日，新西兰卫生部通报了33例新增社区新冠病例，
全部在奥克兰，全国累计确诊病例3949例。新西兰卫生部
此前表示，本轮疫情会有较长时间的“长尾效应”。仍有少
数已知病例找不到传染源，显示存在未知传播链的可能
性。

本轮疫情暴发以来，新西兰新冠疫苗接种进度有所加
快。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 12日，已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
民众达1462725人，占该国12岁及以上符合接种条件人群
的35%。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领导人会见卡塔尔外交大臣

新华社喀布尔9月12日电（法里德·贝赫巴德） 阿富
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总理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 12日
在首都喀布尔与到访的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
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举行会见，双方讨论了
双边关系、人道主义援助、阿富汗未来经济发展等问题。

据阿富汗巴赫塔通讯社报道，哈桑·阿洪德在会见中
感谢卡塔尔对阿富汗的援助以及卡塔尔在阿富汗人民追
求和平和稳定进程中提供的支持。阿勒萨尼表示，希望阿
富汗和卡塔尔能够在未来保持友好关系。

报道说，阿勒萨尼此访还与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
会主席阿卜杜拉和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举行了会见，讨
论阿富汗最近局势发展和组建包容性政府等问题。

另据阿富汗哈马新闻社报道，这是哈桑·阿洪德在出
任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总理后首次公开露面。

（参与记者：史先涛）

国际

这是9月12日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州拍摄的俄白“西
部-2021”联合战略演习现场。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武装力量“西部-2021”联合战略演
习9日拉开帷幕，实兵演练于10日至16日在俄境内9个射
击场、波罗的海水域以及白俄罗斯境内5个射击场举行。

新华社发（任科夫 摄）

“Fake News！”（假新闻）——这是美国前任领导人的一
句口头禅，但它也不幸成为当下美国社会的一个写照。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社会关于疫情的虚假信息满天
飞。它们淹没了抗疫所需的科学常识和理性精神，也印证
了中国三家智库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阐明的观点——美国
堪称“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

疫情暴发之初，白宫决策层无视各方预警，错失疫情
防控的最佳窗口期。而比起切断病毒传播的无能，美国政
客在散播疫情虚假信息方面，却比谁都擅长。

人们记忆犹新，那位经常痛骂“假新闻”的美国时任领
导人一次次通过疫情发布会、社交媒体等渠道散布反科学
的虚假信息，称疫情是“大号流感”“会随着天气变暖而消
失”等等。此外，他还热衷于兜售诸如“羟氯喹等药物能治

疗新冠”“注射消毒剂可杀死病毒”等伪科学言论，一些不
明就里的美国民众因轻信盲从而丧命。美国《国会山报》
曾援引公共卫生专家的话批评道，美国前任领导人推动新
冠疫情及治疗方法的相关虚假信息，降低了公众遵从科学
卫生建议的可能性，这无异于将他们的生命置于危险之
中。

在美国政客的煽动下，加上两党将疫情作为彼此攻讦
的武器，美国民众的非理性情绪被挑动，虚假信息得以蔓
延。而西方主流社交媒体以所谓“言论自由”为名放任自
流，则导致虚假信息泛滥成灾。

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联盟研究人员2020年发布
的一项研究数据，2020年1月初至5月下旬期间，全球英语
媒体上发表的 3800 多万篇关于新冠疫情的文章中，超过

110万篇含有虚假信息。这些文章在各社交媒体上被转发
3600多万次，其中3/4的转发发生在脸书。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约书亚·沙夫斯坦指出，
关于新冠疫情的虚假信息是“美国在抗疫方面表现不佳的
主要原因之一”。

颇为讽刺的是，尽管华盛顿政客上个月指责社交媒体
没有对有关新冠疫苗的错误信息进行有效监管，但事实表
明，他们自身才是虚假信息的最大源头。

从将病毒贴上污名化标签，到污蔑“中国实验室泄漏
病毒”，白宫主人发生更换，但栽赃中国、甩锅推责的戏码
没有变。像彭博社这样的美国媒体为给政客遮丑，居然炮
制出所谓“美国抗疫全球第一”的榜单，沦为全世界笑柄。

当前，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700万，累计
死亡病例超过62万，均为全球最高。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近日透露，在接下来的数周内，美国
日增新冠确诊病例可能突破20万例。

种种事实表明，美国抗疫彻底失败，“全球第一虚假信
息国”正自食恶果。美国政客基于政治私利与甩锅推责所
编造的谎言，带偏美国抗疫方向，蒙蔽美国人民，更拖累全
球抗疫进程，无异于病毒的帮凶。那些虚假信息的始作俑
者以及恶意散播者，理应被追责。

“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自食恶果
——美国抗疫真相之七

国际锐评评论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9月13日，在河北曹妃甸海域，救助直升机救生员模拟转移获救落水人员。
当日，由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主办、河北海事局承办的“2021年国家海上搜救无脚本实战演练”在河北曹妃甸海域

举行。演练模拟大风天气导致的渔船沉没险情，综合协调救助直升机、无人机、智能无人艇等，模拟对海上遇险人员
实施快速有效的搜寻救助，进一步检验和提升海上搜救实战能力。 新华社记者 金皓原 摄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 张辛欣） 工信部部长肖
亚庆 13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自 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
增加值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
全的国家。在 500种主要工业品中，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
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坚实。

肖亚庆说，2012年到 202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由 20.9万
亿元增长到31.3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由16.98万亿元增
长到 26.6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由 22.5%提高到近 30%。光伏、
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
设备、高铁等一批高端品牌走向全球。

“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全面建成……大国重器亮点纷呈，特高压输变电、大型掘进装
备、煤化工成套装备、金属纳米结构材料等跻身世界前列，彰
显中国制造与日俱增的硬核实力。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其中，高技术制
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 2012 年的 9.4%提高到
2020年的 15.1%。制造业骨干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壮大，中小
企业创业创新活跃，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2020年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构总数、研发经费支出均比2012
年翻了一番，有效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了两倍多。

在信息化方面，我国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光纤和移动通信
网络。5G基站、终端连接数全球占比分别超过 70%和 80%。
网络应用从消费向生产拓展。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
化率由 2012 年的 24.6%提高到 2020 年的 52.1%，数字化研发
设计工具普及率由48.8%提高到73%。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步伐加快，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劲
动力。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
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 黄垚 刘诗平） 受今年第
14号台风“灿都”影响，13日至15日，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将
遭遇持续强风劲雨。13日，水利部再次部署台风“灿都”暴雨
洪水防御工作，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灿都”将以每小时 5至 10公里的
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14日至15日白天，“灿都”将在
长江口外海附近海域回旋或缓慢移动，15日夜间开始转向东
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受台风影响，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浙江钱塘江中下游、甬
江和椒江，安徽水阳江，江苏秦淮河及里下河等将出现明显涨
水过程，太湖水位可能超警，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将发生超
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于13日12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派
出3个工作组赴浙江、江苏、上海三省（市）协助指导台风强降
雨防御工作。

水利部部署台风“灿都”
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国际锐评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 谢希瑶） 记者 13日从
海关总署获悉，截至目前，东盟十国近1500种农产品、食品
已可对华出口。

近年来，我国自东盟国家进口农产品连年增长，2020
年同比增长10.3%，今年前8个月同比增长41.7%。

当天，由海关总署主办的第七届中国—东盟动植物检

疫和食品安全合作部长级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海关总署
副署长王令浚表示，中国—东盟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合
作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促进双方贸易，特别是农
产品贸易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会上，升级的中国—东盟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合作
信息网正式上线运行。

东盟十国近1500种农产品、食品可对华出口

新华社福州9月13日电 记者从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
府最新获悉，截至 9月 13日 16时，莆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
毒核酸阳性76例，其中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例，无症状感
染者28例。

记者还了解到，截至 9月 13日 12时，莆田市共完成 76

例阳性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累计判定密切接触者 1577
人，次密接1865人，其中已集中隔离1693人。

在核酸检测方面，截至 9月 13日 16时，莆田市核酸检
测共采样853532份，已出报告523882份。

福建莆田已累计报告48例确诊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