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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2月2日
电（记者刘懿德） 2日下午，中央宣
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公室在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联合举办
2018年“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

近日，这三个部门联合发出通

知，要求以“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
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为主
题，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 2018 年

“宪法宣传周”活动。
据悉，今后每年的“国家宪法

日”都将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2018年“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

据新华社“雪龙”号12月 1日
电（记者刘诗平） 中国第 35 次南
极科学考察队搭乘的“雪龙”号极地
考察船经过一天多的破冰作业，1
日到达南极中山站冰上卸货地点，
准备用雪地车向中山站运输物资，
直升机吊运作业已经展开。

“雪龙”号船长沈权说，“雪龙”
号 11 月 30 日到达中山站固定冰外

缘海域，从当天凌晨3时开始破冰，
12月 1日凌晨 5时破冰受阻。根据
最新高分辨率卫星云图和冰面探路
的情况，8 时重新调整选择新的破
冰航道，13时30分抵达中山站固定
冰外缘适合雪地车冰上运输的卸货
地点。

据了解，本次卸货作业计划在
半个月内卸下1621吨物资。

12月2日，湖北省秭归县一家脐橙深加工企业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入冬以来，“脐橙之乡”湖北省秭归县的脐橙深加工企业进入生产忙

碌期。 新华社发

湖北秭归：脐橙加工进入旺季

“雪龙”号
到达南极中山站冰上卸货地点

12月1日，直升机在“雪龙”号上空进行吊运作业。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世界经济浩荡前行，把握方向才
能把握未来，引领方向才能通向坦途。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
阶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
话，着眼人类历史大势，充分肯定二
十国集团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作
用，明确提出了“坚持开放合作，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坚持伙伴精神，加强
宏观政策协调”“坚持创新引领，挖掘
经济增长动力”“坚持普惠共赢，促进
全球包容发展”的四点倡议，为把握
世界经济正确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
为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向前
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应当看到，尽管世界经济深刻调
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
球化遭遇波折，但各国走向开放、走
向融合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各国逐渐
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

正确选择。以负责任态度把握世界
经济大方向，是历史赋予二十国集团
的使命。回望历史，正是保持世界经
济稳定发展的共同需要催生了二十
国集团，近年来世界经济出现向好势
头，是同二十国集团的努力分不开
的。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倡议，把
握和顺应了世界经济的正确方向，明
确了二十国集团引领方向的理念和
路径，赢得与会领导人的高度认同。

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向
前发展，就要坚持开放合作、伙伴精
神、创新引领、普惠共赢。正如习近
平主席在讨论“公平和可持续未来”
议题时所指出的，二十国集团的经济
规模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 80%，只要
我们每个成员的经济都保持稳定和
增长，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就有了保
障；我们都要为世界经济增添正能
量，减少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外

溢效应，努力形成一个共同发展的良
性循环。对于二十国集团成员来说，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团结一
致，共克时艰。只要各方发扬伙伴精
神，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就没有解决
不了的问题，就一定会找到满意的答
案。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按照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四点倡议，再次拿出勇
气，展示战略视野，引领世界经济沿
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就一定能更好
造福各国人民。

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向前
发展，就要共同维护和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大
方向，是二十国集团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的重要经验，也是推动世界经济增
长的必然要求。面对二十国集团成员
间月均新增贸易限制措施比半年前翻
了一番的局面，我们应该坚定维护自
由贸易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

面对困难挑战，各方应该坚持财政、货
币、结构性改革“三位一体”的政策工
具，努力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
持续、包容增长。面对世界经济数字
化转型的大势，我们既要立足自身发
展，充分发掘创新潜力，也要敞开大
门，鼓励新技术、新知识传播，让创新
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面对发展问题
这一世界很多问题的一大根源，我们
要继续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
协调的突出位置，落实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为联合国框架内有关工
作提供有力支持。

“望远能知风浪小，凌空始觉海
波平。”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
正确方向，二十国集团才能更好担负
起使命与责任，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
确轨道向前发展，使不同国家相互受
益、共同繁荣。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论习近平主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最新通报，11
月全国股转公司共对13宗违规行
为出具自律监管措施，其中8宗涉
及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违规，5
宗涉及未按期披露三季度报告。

●近日，安徽农业大学茶树生物
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
授宋传奎团队通过研究，揭示了
茶树吸收、储存和释放“求救信
号”的“秘密”。国际植物学权威
学术期刊《植物细胞环境》日前发
表了该成果。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
宗2日表示，特区政府社会福利
署推行义工运动20年来，一直鼓
励市民参与义务工作，全港登记
的义工人数突破130万。

●1日，新疆多地出现明显风雪、
降温、沙尘天气，其中乌鲁木齐、
昌吉、石河子等地还降下“黄
雪”。堆积在地面的“黄雪”，表面
一层掺杂着浅咖色沙尘，内里却
相对洁白。

●记者从厦门银行获悉，台湾富邦
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1日首次
以直接股东身份入股厦门银行。
这是两岸金融合作取得的新突破。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
获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五巡
视组原组长杨静波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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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国考”开考

上图：12月2日，在南京林业大
学考点，考生排队进入考场。

下图：12 月 2 日，在南京林业
大学考点，一名考生在等候进场时
复习。 新华社记者 孙 参 摄

12 月 2 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
机 构 2019 年 度 考 试 录 用 公 务 员
公共科目笔试在全国各考区统一
举行。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长沙 12 月 2 日电
（记者柳王敏） 郑作民，别名振华、
文贝、治新，1902 年生于湖南省新
田县。自幼家境贫寒，靠父亲抬轿、
挑煤炭、打短工挣钱供读私塾、初
小、高小，一直到甲种师范。

1924 年，郑作民考入黄埔军校
第 1 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
长、旅长等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9师代理
副师长。1938年晋升为师长。

1940 年 1 月，为配合杜聿明的
第 5 军向日军强攻，收复昆仑关，
郑作民奉命率部驰援南宁。所部
到达广西昆仑关后，立即投入战
斗，在其他部队的协助下，收复了
昆仑关。

1940 年 2 月 22 日，日军凭借空
中优势，攻占宾阳，严重威胁昆仑
关。3 月 3 日，郑作民所部奉命撤

退。他指挥部队对日军发起佯攻，
以掩护部队转移，行至广西上林县
时遭到日军战机轮番袭击。郑作民
被炸弹击中牺牲，时年38岁。

郑作民牺牲后，中共中央在延
安召开有党、政、军、民参加的追悼
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分别题
写挽词：“尽忠报国”“为国捐躯”“取
义成仁”。

尽忠报国抗日捐躯的英雄：郑作民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近日
启用，意味着作为北京新“两翼”之一
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北京空间格局调整迈出重要一步。

作为北京新“两翼”之一的北京
城市副中心，究竟是一个什么模样？
未来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记者
近日走进这座正在兴起的未来之城
进行探访。

根据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北
京城市副中心为北京新两翼中的一
翼，将“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
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规划范围约155平方公里的北京
城市副中心，将构建“一带、一轴、多
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遵循中华营

城理念、北京建城传统、通州地域文
脉，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
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
布局，形成“一带、一轴、多组团”的空
间结构。

水城共融、蓝绿交织、文化传承，
将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特色：

——这是一座水城共融的生态
城市：顺应现状水系脉络，科学梳理、
修复、利用流域水脉网络，建立区域
外围分洪体系，形成上蓄、中疏、下排
多级滞洪缓冲系统，涵养城市水源，
将北运河、潮白河、温榆河等水系打
造成景观带。

——这是一座蓝绿交织的森林
城市：构建大尺度绿色空间，形成“两
带、一环、一心”的绿色空间结构。两
带是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
区、廊坊北三县地区东西两侧分别约

1公里、3公里宽的生态绿带；一环是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外围形成环城绿
色休闲游憩环，长度约 56公里；一心
即城市绿心，约 11.2 平方公里，通过
对原东方化工厂地区进行生态治理，
建设公园绿地及若干公共文化设施，
打造市民中心，规划建设 33个公园。
蓝绿交织将成为城市副中心的底色。

——这是一座古今同辉的人文
城市：随着2016年路县故城的考古挖
掘，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区域已证实
至少自 2000 多年前就有大量人口居
住。路县故城遗址将原址整体保护，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恢复路县故城的
护城河等原貌；通州古城核心区、张
家湾古城、桥闸码头总体保护等相关
规划正在编制；通运桥、晾鹰台等文
物的修缮正在进行……

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仅是调

整北京空间格局、治理大城市病、拓展
发展新空间的需要，也是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
化开发模式的需要。规划者、建设者
们坚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
水准规划建设管理，努力使未来北京
城市副中心成为没有“城市病”的城区。

据悉，2017 年、2018 年，北京市
委、市政府共安排城市副中心重大工
程近500项，投资超过2000亿元。

“未来三年，城市副中心计划实
施项目1000余个，计划总投资超过万
亿 元 。”12 月 1 日 ，在 通 州 举 行 的

“2018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通州区
区长赵磊向世界发出召唤，“欢迎各
界朋友到通州，在投资兴业的同时分
享副中心成长的红利。”

记者 李 斌 关桂峰 孔祥鑫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一座怎样的“城”？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者叶昊鸣） 记者 2 日从应急管
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组织对全
国 75 家氯乙烯企业气柜安全状况
进行排查治理。

在当日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
部召开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题

视频会议上，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
明表示，除了对全国75家氯乙烯企
业气柜安全状况进行排查治理，国务
院安委办还将组织行业协会和专家
成立10个安全指导服务小组，协助
地方对50个危险化学品重点县深入
排查，并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培
训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两部门将对75家
氯乙烯企业气柜进行排查治理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2日，我国400多个城市组织开展了
律师集体宣誓活动，司法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全国有近十万律师参加了这
次律师集体宣誓活动。

据介绍，2日是我国首个“宪法
宣传周”开启之际，各地司法行政
机关、律师协会统一组织的这次活
动，既是律师行业尊崇宪法、学习
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
法的实际行动，也是加强律师队伍

思想政治教育和执业理念教育的
重要举措。

根据宣誓规则要求，集体宣誓
时领誓人须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进行领誓，以彰显宪法的
神圣感和现实感，有助于广大律师
从内心深处树立对宪法的忠诚、对
法治的信仰，增强维护法律正确实
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自觉性。

司法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类似的宣誓活动将逐步常态化。

全国近十万律师在宪法前宣誓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
者齐中熙） 2 日凌晨，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高速公路、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和
团河路的4座桥梁以同步方式顺利在
京沪铁路上转体成功。该转体工程刷
新了国内外大跨度桥梁集群式转体施
工新纪录，标志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高速公路全线主体基本建成，轨道交
通新机场线地上段基本贯通。

据中铁十二局相关技术人员介
绍，4 座转体桥梁集群总重量达 1 万
吨，最大转体70度。包括大兴国际机
场高速公路上跨京沪铁路左右幅2座
桥，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及团河路上跨
京沪铁路各1座桥。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配套交通工程贯通

新闻分析 XINWENFENXI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2日
电（苏华 党辉） 2日凌晨，随着迪
那 2 油气处理厂扩建工程的投产，
我国最大凝析气田——迪那 2 气
田，天然气将在原有日处理能力
1600万立方米的基础上，又新增一
套 400 万立方米的装置，总处理量
达到2000万立方米/日。

位于新疆库车县境内的迪那 2
气田，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凝析
气田，属于深层异常高压凝析气藏，
到目前开发了迪那1、迪那2、吐孜、
迪北四个区块，年设计处理天然气

50亿立方米。
迪那2气田自2009年6月28日

一次投产以来，装置连续多年高位
运行，已累计外输天然气 480 亿立
方米。

作为塔里木油田公司 3000 万
吨大油气田建设和今冬明春天然
气保供的重点项目，迪那 2 油气处
理厂扩建工程建成投产后，天然
气日处理能力新增 400 万立方米，
有效破解了气源地“憋气”现象，
有力提升了向西气东输供气的保
障能力。

我国最大凝析气田天然气
日处理能力达2000万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