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潘利珍 责任校对 邓新明 2020 年 9 月 1 日 星期二 时事·体育6

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 在密云水库
建成 6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 月 30 日给建
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向他们致
以诚挚问候和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 60 年前，你们响
应党中央号召，积极投身修建密云水库大会
战。 60 年来，你们为了保护水库，关工
厂、关矿山，为首都生态环境改善作出了重

要贡献。得知你们发挥好山好水的优势，日
子越过越红火，我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北京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山区是首
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地位十分
重要。我一直惦念着密云水库。当年修建密
云水库是为了防洪防涝，现在它作为北京重
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水资源战略储备基
地，已成为无价之宝。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善作善成，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为建设
美丽北京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
贯彻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战略性任务来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加强生态涵养区建设，健全生态补偿
机制，共同守护好祖国的绿水青山。

1958 年，为消除潮白河水患、解决
京津地区水荒，京津冀 20 万建设大军会

战燕山脚下，修建密云水库，实现了“一
年拦洪两年建成”的目标。 1960 年建成
后，密云水库发挥了拦洪蓄水、灌溉农
田、城市供水、发电等功能， 1985 年转
为主要向首都提供生活用水。党的十八大
以来，北京市、密云区坚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不断创新完
善保水机制举措，实施全方位立体化管控
和保护，确保了首都水源安全。

（上接第一版）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大中小学循序渐
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是培
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
要保障。

文章指出，讲好思政课不容易，因为这
个课要求高。“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办
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
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教
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
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第一，政治要

强，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第二，情怀要
深，要有家国情怀、传道情怀、仁爱情怀。
第三，思维要新，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创新课堂教学。第四，视野要
广，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第
五，自律要严，做到课上课下一致、网上网
下一致。第六，人格要正，用高尚的人格感
染学生、赢得学生。

文章指出，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
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推动思政课改革创

新，要做到以下几个“统一”。坚持政
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
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
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
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
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
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
一。

文章强调，要加强党对思想政治理
论课建设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把思政课
建设摆上重要议程，在工作格局、队伍

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要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
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
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学校党委要坚持
把从严管理和科学治理结合起来，学校
党委书记、校长要带头走进课堂，带头
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
师。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
建设内涵式发展。各地区各部门负责同
志要积极到学校去讲思政课。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习近平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强调

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
为建设美丽北京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 日前，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进一步推进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方案》指出，及时开展核酸检测是落
实“四早”要求的关键措施，也是做好常态
化精准防控的基础和前提。党中央、国务院
多次对提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作出部
署。各地要高度重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挥部）要加强组
织领导，统筹推进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工作，
进一步提高疫情处置应对水平。

《方案》提出，到 2020 年 9 月底前，
各地要实现辖区内三级综合医院、传染病专

科医院、各级疾控机构以及县域内至少 1 家
县级医院具备核酸采样和检测能力。到
2020 年底前，所有二级综合医院具备核酸
采样和检测能力，完成城市检测基地和公共
检测实验室建设，充分发挥独立设置的医学
检验实验室（以下称第三方实验室）作用，
合理布局分区域机动核酸检测力量，形成快
速反应的调集机制，具备在发生局部聚集性
疫情时较短时间内完成人群核酸检测的能
力。

《方案》从五个方面作出安排：一是提
高日常核酸检测能力，部署各地按照地级以
上城市城区每 100 万常住人口至少 1 家的
标准和填平补齐的原则，依托三级综合医院

建设城市检测基地，主要承担本地检测任
务。二是建设机动核酸检测力量，在全国
部署 100 家公共检测实验室，按照每个
公共检测实验室检测能力 1 万份/天进行
建设，配备移动方舱实验室，在全国形成
100 万份/天的机动检测储备能力。引
导、推动第三方实验室依法依规健康发
展。发生疫情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吸收第三方实验室参与核酸检测。
三是建立片区机动支援制度，将全国划
分为 8 个片区，统筹片区内公共检测实
验室、较大规模的第三方实验室等作为
机动检测队伍，每个片区形成 50 万至
70 万份/天的机动核酸检测能力，实现 5

至 7 天基本完成全员核酸检测的目标。
四是加强检测人员队伍建设，目前在岗的
技术人员要于 9 月底前完成培训，新建
扩建实验室增加的技术人员要在实验室建
成时完成培训，做到机构和人员同时到
位。五是建立核酸检测资源信息管理系
统，推动全面、精准、动态掌握核酸检测
机构和采样、检测人员信息，实现高效精
准调动管理。

《方案》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落实责任，加大政策资金支持
保障力度，加强检测技术方法优化创新和
检测物资供应保障，做好有关实验室监督
管理，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

《进一步推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工作方案》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8 月 26 日至 8 月 30 日， 2020
年广西青少年网球锦标赛在灌阳县新落成的网球中心举行。来
自全区的 200 多名青少年选手展开了为期 5 天的激烈角逐。
最终，桂林选手在 15 个项目中斩获 8 金 4 银的优异成绩。据
了解，这也是灌阳县首次举办区内高水平网球赛事，下一步将
全力打造成为该县重要的体育品牌。

本届赛事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主办，广西球类运动发
展中心、桂林市体育局、中共灌阳县委员会、灌阳县人民政府承
办，灌阳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协办。共有来自南宁、桂林、柳
州、北海、玉林、防城港、钦州、贺州、来宾、贵港、梧州和南宁铁路
局体协等 12 支球队 200 多名选手参加。比赛分为甲乙丙丁四
个组别共 15 个项目。男、女单打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分组进行循环赛，第二阶段进行交叉淘汰赛，决出前 8 名；
男、女双打比赛采用淘汰赛方式进行，决出前 8 名。

经过 5 天的角逐，桂林选手收获颇丰。其中，全国文勇
夺甲组男子单打冠军，易珂竹获得甲组女子单打冠军，高乙埔
/鄢睿获得甲组男子双打冠军，隋雨含/武若琳获得甲组女子双
打冠军。在乙组男子单打比赛中，罗晨浩获得冠军，张润晗获
得乙组女子单打冠军，罗晨浩/秦浩铭获得乙组男子双打冠
军，李思静/张润晗获得乙组女子双打冠军。

据介绍，近年来，灌阳县投资 2 . 3 亿元建设完善了体育场、
体育馆、健身步道等一大批体育运动场馆和设施，并陆续举办全
国山地户外运动锦标赛、广西青少年网球锦标赛等一系列国内
区内顶级高端品牌赛事。通过推动“体育+”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持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县域经济“弯道超车”，为
山区贫困县探索了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2020 年广西青少年

网球锦标赛在灌阳落幕

桂林选手斩获8 金4 银

▲这是 8 月 31 日在日本奥林匹克博物馆拍摄的奥运圣火
火种灯。当日，东京奥运会圣火在日本奥林匹克博物馆公开亮
相。从 9 月 1 日起，圣火将在这里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展览。

新华社/POOL/罗德里戈·雷耶斯·马林

奥运圣火在东京展出

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记者王
秉阳）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
2020 年 9 月 1 日是第 14 个“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日”，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国家卫健委将开展 2020 年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

本次宣传主题为“健康要加油，饮
食要减油”。此外，国家卫健委还发布
了十条减油宣传核心信息：

（一）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
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
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影
响健康。

（二）植物油和动物油摄入过多
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
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
慢性病的发病风险。

（三）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烹调油

摄入量不超过 25 克。
（四）烹饪时多用蒸、煮、炖、

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
电饼铛等烹调器，均可减少用油量。

（五）家庭使用带刻度的控油壶，
定量用油、总量控制。

（六）高温烹调油、植物奶油、奶
精、起酥油等都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
要减少反式脂肪酸摄入量，每日不超过
2 克。

（七）少吃油炸香脆食品和加工的
零食，如饼干、糕点、薯条、薯片等。

（八）购买包装食品时阅读营养成
分表，坚持选择少油食品。

（九）减少在外就餐频次，合理点
餐，避免浪费。

（十）从小培养清淡不油腻的饮食
习惯。

国家卫健委发布减油宣传核心信息

建议每天烹调油

摄入量不超过 25 克

▲ 8 月 31 日，徐汇区教育学院教师王卿在录制课程。9 月 1 日，上海中小学生将迎
来新学期。为进一步推动中小学线上、线下教育融合发展，上海各学科骨干教师集中录制
2020 年秋季学期中小学在线教学视频课，最终将形成一套完整的优质视频课资源，供师
生在新学期通过有线电视和网络平台收看。 新华社记者刘颖 摄

上海：组织优秀教师录制在线课程

新学期继续播出

新华社南宁 8 月 31 日电(记者雷嘉兴)
记者 31 日从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成
立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年来，广西
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达 10561 家，其中外
资企业 85 家，实际利用外资超 1 . 4 亿美
元。

广西自贸试验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蒋连生说，广西自贸试验
区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获得感。一
方面，按照“应放尽放、能接则接”的原

则，推动行政权力事项下放。自治区人民政
府分两批下放了 162 项行政权力事项，各
相关部门和片区基本完成流程再造，努力实
现“片区事片区办”。

另一方面，全面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全覆盖试点，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清单涉及
44 个部门、 545 项经营事项，实行动态更
新调整。其中，直接取消审批 13 项、审批
改备案 8 项、实行告知承诺 60 项、优化审

批服务 464 项。
此外，在提升行政服务效能方面，

加快推行“放管服”改革，南宁、钦州
港、崇左 3 个片区分别设立统一对外的
政务服务大厅，实行线上线下一体化服
务。推行承诺制度全覆盖审批新模式，
将承诺制审批与信用体系建设充分结
合，实现闭环监管；探索工程建设项目
分阶段审批，在先建后验、提前服务等
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产业项目“拿地

即开工”模式，进一步压缩办理建筑施
工许可时间；探索“互联网+不动产登
记”改革，实现电子证照状态实时更
新，依托“邕 e 登”等平台实现办证
“一次不用跑”。

据了解，一年来，广西自贸试验区在
政府职能转变、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
化、跨境金融等领域先行先试，全面推进
国家赋予的 120 项改革试验任务，目前
已完成 58 项。

广西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突破万家

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记者成欣)针对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日前在中国政治制度、涉台、涉港、南海
等问题上指责中国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31 日说，一段
时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出于零和冷战思维和一己政治私利，
无视基本事实，喋喋不休地恶意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大肆污蔑
抹黑中国，挑拨其他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
底好不好，中国人民最清楚、最有发言权，轮不到美国政客指
手画脚。作为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
发展对世界到底是机遇还是威胁，从各国积极同中国加强交流
合作来看，答案不言而喻。相反，美国随意“退群”“毁
约”，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严重损害国际公平正义和
全球和平、稳定与发展。“事实上，国际社会对美方政客散播
涉华谣言、渲染中国威胁、试图把其他国家绑上‘反共反华战
车’的图谋看得一清二楚，根本也不会买账。”

外交部：坚决反对美政客

大肆污蔑抹黑中国

新华社新德里 8 月 31 日电(记者姜磊)印度前总统普拉纳
布·慕克吉的儿子阿比吉特·慕克吉 8 月 31 日在社交媒体上
说，其父亲当天在新德里去世，享年 84 岁。

据印度媒体报道，慕克吉 8 月 10 日因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住进新德里的一家军队医院，入院后还接受了清除脑血
栓的手术。此后，慕克吉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并在呼吸机的支
持下维持生命。 19 日，慕克吉出现肺部感染症状。 31 日早
晨，收治慕克吉的医院发布公告说，慕克吉 30 日因肺部感染
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病情恶化。

慕克吉曾出任印度财政部长、商工部长、外交部长、国防
部长等要职，并在 2012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任印度总统。

据印度卫生部数据，截至当地时间 8 月 31 日上午 8 时，
印度过去 24 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78512 例，累计确诊
3621245 例；新增死亡病例 971 例，累计死亡 64469 例。

印度前总统慕克吉去世

新华社开罗 8 月 30 日电（记者李碧念）埃及军方 30 日
发表声明说，埃及安全部队自 7 月下旬以来在该国北西奈省
展开反恐行动，已打死 77 名恐怖分子。

声明说，截至 8 月 30 日，埃及安全部队在此轮反恐行动
中还捣毁 327 处恐怖分子藏匿点和用于存放武器弹药的仓
库，摧毁 10 辆汽车，并抓获一名受伤的恐怖分子。安全部队
方面有 3 名军官和 4 名士兵伤亡。

埃及安全部队

打死 77 名恐怖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