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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我们这里的虫草色泽金

黄，形体饱满，相当好。”在巴青县电商
扶贫综合服务中心一层特色产品展示
大厅，藏族姑娘曲地拉姆正拿起一只
虫草，对着镜头练习“直播带货”。就
在前几天，这里的牦牛肉干已经通过
淘宝等电商直播平台进行了销售，虽
然只是试水，销量也十分可观。

为了让当地优质农产品搭上“数
字快车”，在鞍山市援藏工作队的支持
下，总投资3400万元的巴青县电商扶
贫综合服务中心于今年7月23日正式
投入使用。这里的特色产品展示厅、
网红直播间和电商交易平台，为当地
群众创业和电商一体化销售提供了有
力保障，使拥有牦牛肉干、冬虫夏草等
特色产品的巴青县成功“触电”。凭借

“电商”东风，巴青县“一乡一社”“一村
一合”扶贫产业迎来更快发展。

瞄准那曲特色农产品优势，辽宁
援藏干部积极组织安多县、索县参加
沈阳农博会、大连农博会，帮助多玛绵
羊、冬虫夏草、藏贝母、藏红花、龙胆
花、糌粑、人参果等十余种那曲特色农
牧产品走出西藏、走入辽宁市场。鞍
山市还建立了那曲产品文化体验馆，
全面展示那曲巴青县特色产品和独特
历史文化。

永续不断的援建，让我省产业援
藏、项目援藏结出累累硕果。今年我
省援藏项目共六大类59项，安排资金
2.5亿元。目前，辽宁省第九批援藏干
部人才正根据当地资源特色，推进那
曲水菱镁矿石深加工、引进石化船舶
装备制造“飞地园区”等项目，同时进
一步“引辽入藏”，吸引更多企业入驻
或投资那曲。

“今年8月，西藏（那曲）辽宁商会
将正式成立，通过商会，把辽宁的市场
主体、社会资源、产业资源导入那曲
市，将进一步形成发展的内生动力，推
动西藏的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辽宁
省第九批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前方指挥
部总指挥邢鹏介绍，辽宁商会是东北
三省在西藏成立的第一个商会，目前

已有40多家辽宁企业确认加入。

提升医疗品质
共享发展成果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在那曲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

记者看到这样一幕：
“你怎么样，现在喘气还费劲不？”
“刚来的时候很难受，现在感觉好

多了，孩子也很好，多谢你们。”躺在病
床上的藏族女子桑嘎拉姆拉下氧气面
罩，起身坐起来，双手合十，通过翻译
向全力救治她的辽宁援藏医生肖祯致
谢，她的丈夫扎西罗布也在一旁露出
轻松的笑容。

就在一周前，桑嘎拉姆刚刚经历
了生死一线。她怀孕36周时，在山上
挖虫草遭遇雷击，到医院已经昏迷抽
搐14小时，严重心衰、肺水肿。

这样危重的病患，以前只能转送
至拉萨或成都救治，需要几个小时甚
至十几个小时的路程，很多病人在路
上可能遭遇生命危险。随着技术条件
的改善，不仅是妇产科病人，越来越多
的危重病患在那曲当地可以得到及时
救治，那曲市人民医院病人的转院率
明显下降，成功抢救率显著提高。

“我们这里是海拔最高的三甲医
院，肩负着守护藏北群众身心健康的
责任和使命，必须全力以赴。”辽宁第
四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领队许晓光
的话语中透着坚定。

去年 7 月，许晓光带领辽宁援藏
医疗队来到那曲市人民医院，提出用
100 天做好五件事——扩建儿科病
房、成立高原医学研究院、建立体检中
心、打造中医康复中心、建设文化长
廊。去年年底，这些目标如期完成，雪
域高原再次见证了“辽宁速度”。

今年，许晓光又把精力放在建设
“高原医学研究院”上。他们与中科院
共建质谱实验室，针对高原遗传性疾
病开展科研工作，其中对高原性红细
胞增多症的研究已获批国家级重大科
研项目，这也是那曲市医疗系统的一
次重大突破。

为满足当地群众更全面的健康需
求，医院还建设了中医康复中心和体
检中心，深受当地藏族同胞欢迎。去
年 10 月开设至今，体检中心已为近
1.2万名当地群众特别是藏族同胞提
供了体检服务。

为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辽宁
援藏医生把更多精力花在带队伍上。

“手术功底都是练出来的，只要学
员想学，我就指导他们做。”在外科专
家桑海泉的指导下，当地医生学会了
用腹腔镜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减少患
者痛苦。中医科的张彦江是辽宁援藏
医疗专家方振伟的学员，如今，熟练掌
握多项技能的他已经成长为科室骨
干。同样，在妇产科专家肖祯的精心
指导下，主治医师隆芳的手术水平正
迅速提升。

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藏族同胞
更多感受到发展带来的保障和幸福。

聚焦全面小康
补齐民生“短板”

安居是幸福的开始。
在安多县帕那镇“小康村”施工现

场，工人们正忙于擦拭玻璃等施工收
尾工作。今年年底，这里40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将收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大
礼”——“小康村”一期新建房的入住
钥匙。

帕那镇属高寒地区，一些地方由
于房屋陈旧老化，墙体裂缝，屋顶漏
洞，条件艰苦。为从根本上改善当地
贫困户的居住条件，在辽宁支援下，安
多县开建“小康村”，这也是“十三五”
期间辽宁援藏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

记者走进一户新建房，每套房屋
连院落在内有近 180 平方米，厨房和
卫生间位于院落两侧，这样的设计符
合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拾级而上进入
房间，三室一厅的设计，可满足一户5
至8人共同居住，十分温馨。

“安多小康示范村项目总投资
6000万元，一期工程8月份竣工，年底
可入住，二期和三期工程正在同步实
施，建成后还将有80户贫困户迁入新

居。”沈阳市援藏工作队副领队裴德本
介绍。

安居之后，还要乐业。
在那曲索县，位于县城中心的“巾

帼创业街”上，虫草收购行、茶馆、服装
店、工艺品店、金银加工店、特产店等
20多个店铺生意兴隆。

39岁的罗拉姆左脚有残疾，是当
地建档立卡贫困户，之前带着两个孩
子以放牧为生。巾帼创业街开设后，
罗拉姆来到这里当售货员，售卖民族
手工艺品和藏草药。如今，每个月
3000元的稳定收入，让罗拉姆对生活
充满信心，“儿子中学毕业了，女儿还
在上学，我们家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
好”。据统计，巾帼创业街开业一年
来，先后有60余名当地妇女和大学生
在这里就业创业，人均创收5万余元。

群众需求在哪里，辽宁援建就在
哪里。

“巴青县没有急救中心的历史，在
今年4月终结了。”鞍山市援藏工作队
队员祝元丰告诉记者，他们走访发现，
巴青县医院在急救上一直存在空白，
尽快建起抢救生命的“快车道”，成为
当务之急。

一年来，大量人力物力向补齐这
一民生领域“短板”集中。今年4月1
日，巴青县急救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记者看到，这里有重症监护室、输液
留观室、急诊手术室，除颤仪、监护
仪、人工呼吸气囊等急救设备一应俱
全。援藏医生周丹告诉记者，他们已
成功抢救多例急诊患者，涉及高原性
肺水肿、脑水肿、急性心梗、脑出血、
熊咬伤等。

以县急救中心为牵动，巴青县医
护人员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当地还成
立了医疗卫生集团，整合县域医疗卫
生资源，强化县人民医院、县藏医院、
县疾控中心，让全县5.8万群众基本医
疗有保障。

一个个援建项目的实施，一个个
从“零”到“一”的突破，从爱出发的援
建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辽宁援藏，在路上，永前行。

永续的援建 不变的深情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面对复杂
严峻的经济形势和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较大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走势
如何？

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
主任何立峰8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报告了今年以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财政部部长刘昆报告了今年以来预算
执行情况。

积极因素明显增多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

重冲击，我国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大宏观政策
应对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3.2%，比一季度增速提升 10 个百分
点；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
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564万人……

“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
度以来经济运行逐月好转，积极因素
明显增多。”何立峰说。

何立峰强调，在看到经济形势正

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的同时，也要看
到当前疫情仍在全球快速扩散蔓延，
我国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在
上升，国内经济仍在消化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经济持续回升的基础尚不
稳固。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
看待当前的困难、风险、挑战。”何立峰
说，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
心，又必须树牢底线意识，坚持稳中求
进，主动作为解决操之在我的问题，灵
活应变化解受制于人的挑战。

“计划完成情况总体符合预期。”
何立峰说，民生保障指标进展顺利，环
境保护指标完成较好，居民收入、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定性表述指标经过
努力基本能够实现。

巩固持续回升势头
收官之年已过半，做好下半年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意义特别重大。
如何主动作为、灵活应变？一系

列部署让我国经济发展更有确定性。
慎 终 如 始 抓 好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切实落实好“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防控策略，不断健全优化常态化

疫情防控机制，毫不放松抓好重点地
区疫情防控，及早做好秋冬季疫情防
控工作预案……

坚 持 不 懈 实 施 好 各 项 宏 观 政
策——

落实好更加积极有为的积极财政
政策，对企业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让利，
推动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等资金尽快落实到具体项目；

加强宏观政策统筹协调，促进财
政、货币、就业政策与消费、投资、产
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

积极主动助力企业纾困发展——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引导帮扶企业
升级转型……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
实效。”刘昆说，要不折不扣抓好各项
政策措施的落实，把该减的税减到位、
该降的费降到位，使企业切实享受到
政策红利。

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

济，努力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以高质量供给适应引领创造多

元化需求，大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何立峰说。

深化细化落实扩大内需举措——
着力激活消费潜力，研究制定进

一步拓展农村消费的政策措施，促进
消费新业态加快发展；积极扩大有效
投资，出台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
发展的意见……

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粮
食能源安全——

提升重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
核心元器件和关键软件的稳定供应
水平，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推
广应用，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
持续推进煤电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
设……

刘昆说，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推动省以下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落实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
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
进方案。

挑战巨大、任务繁重。何立峰强
调，要进一步调动发挥地方主观能动
性，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记者 安 蓓 申 铖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树牢底线意识 坚定发展信心
——从计划预算执行报告看中国经济走势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寺坪镇寺坪村的网络主播李萌在直播介绍自家
养的芦花鸡（7月20日摄）。近年来，随着网络销售模式的兴起，丹凤县通
过网络直播、线上销售、线下配送等形式，助力秦岭山区优质农产品走出
大山，带动百姓增收致富。近年来，作为陕西脱贫攻坚主战场的秦巴山
区，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脱贫之路。2020年2月，陕西贫困县
（区）全部实现“摘帽”，其中包括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29个县，
秦巴山区的百姓告别了绝对贫困。 新华社记者 刘 潇 摄

秦巴山区告别绝对贫困

一家主营便利店业务的商贸公司工作人员展示新申领的行业综合许
可证（8月4日摄）。以前开一家便利店要办5张证，现在只要一张综合许
可证——继“证照分离”之后，上海浦东新区2019年率先启动“一业一证”
改革，首批试点10个行业。随着改革不断深化，目前试点涉及的区级权
力事项基本实现全覆盖，在便利店、健身场馆、宾馆、药店、饭店等43个行
业探索推行。 新华社记者 方 喆 摄

浦东：43个行业“一证准营”

8月8日，游客乘坐游船游览无锡古运河及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近
期，江苏省无锡市全面升级当地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运河夜游项目，围绕

“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夜秀、夜读”等主题，融合无锡运河文化，推出多
项活动，发展运河夜经济，运河夜经济成为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特色品
牌之一。 新华社记者 李 博 摄

无锡：点亮运河夜经济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电
（记者张超）在9日举行的2020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金融服
务专题展媒体通气会上，北京市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霍学文介
绍，2020 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
展主题为“新金融、新开放、新发

展”，邀请国内外 100 余家金融机
构、企业参加线上线下展览，其间
将举办多场主题论坛。

据介绍，金融服务专题展充满
国际范，将展示中国新一轮金融业
对外开放加快进程中北京的国际
影响力和辐射力。

2020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
展示中国金融科技感与国际范

据新华社石家庄8月9日电
（记者王民 刘桃熊）记者从河北
省沧州市发改委获悉，石衡沧港城
际铁路全线首桩在中铁三局承建
的南排河特大桥正式开钻，这标志
着石衡沧港城际铁路正式进入实
质性施工阶段。

据了解，石衡沧港城际铁路是
京津冀城市群“四纵四横一环”城
际铁路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投
资300多亿元。项目西起石家庄，
东至渤海新区，全长333.8公里（其
中石家庄至衡水段利用既有石济
客专），设计速度250公里每小时。

京津冀轨道交通网重点项目
石衡沧港城际铁路正式动工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电
（记者熊丰）“昆仑 2020”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
刑事案件2.4万余起，捣毁违法犯
罪窝点 7400 余个，打掉犯罪团伙
3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3万

余名，涉案总价值185亿元。
今年5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

安机关开展“昆仑 2020”专项行
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药品、
生态环境安全，侵犯知识产权和涉
野生动植物等领域违法犯罪。

“昆仑2020”专项行动
破获刑事案件2.4万余起

贵州龙里引客来

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记者
赵琬微） 记者 9 日从北京市教委获
悉，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日前下发《关于做好全
市各级各类学校 2020-2021 学年 秋
季学期开学工作的通知》，部署秋季开
学工作。

通知确定了大中小学、幼儿园等
秋季学期开学安排。其中包括：8 月
29日(周六)，小学一年级、初一、初三、
高一、高二、高三年级开学。高等学校
（含高等职业院校）方面，从8月15日
起，具备校园疫情防控条件的高校，可
组织学生分期分批、错时错峰返校和
新生报到。

北京确定
秋季学期开学时间

据新华社澳门8月9日电（记者
郭鑫）为了持续优化澳门中小企业的
营商环境，推动企业提高整体服务水
平和品牌形象，澳门在7月初推出“特
色店计划”，参与商户普遍认同该计划
可以发挥品牌效应，起到积极的宣传
作用。

澳门“特色店计划”
获商家欢迎

8月8日，游客在贵州省龙里县“龙门镇”武侠文化主题景区观看武侠剧表演。近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龙里县境内气候宜人，龙里油画大草原、“龙门镇”武侠文化主题景区等景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