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两起森林火灾已合围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5月31日电 记者 31

日从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森
防指获悉，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30日发生
的两起森林火灾均已实现合围，目前正在清
理火场。30日 14时许，内蒙古大兴安岭库都
尔林业局、吉文林业局瞭望塔分别报告本生
态功能区内发现烟点，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
国有林管理局森防指立即组织扑救。

由于库都尔林业局小九亚森林管护所
火场阵风达到 6级以上，沟塘山坡急进地表
火向东北方向发展。管理局森防指调集 1900

人赶赴火场进行扑救。 经先期到达火场的
780名林业扑火队员和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支
队扑火队员奋力扑救，于 21时实现合围。吉
文林业局吉西林场火场共调动 186人，经奋
力扑救，于 16时 10分实现合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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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玩弄制裁老把戏
美国损人不利己

新华社记者

美方近日扬言，将对香港实施所谓“制
裁”。 这不仅是又一场妄图通过破坏香港繁
荣稳定、牵制中国发展的痴人说梦，更充分
暴露美国政客的短视与愚昧———他们口中
所谓的“制裁香港”，损人不利己，说到底只
不过一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闹剧。

美方的干预威胁不是什么新把戏。自去
年 6月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美西方势
力就置国际法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于不顾，

从暗里到明里插手干预香港事务。他们找代
理人、搞双标、撑暴徒，指鹿为马、造谣污蔑，

颠倒黑白、恐吓威胁，直至抛出所谓的“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案”……可谓花样迭出，心思
费尽。但这终究也吓不倒、难不住包括广大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

如今，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高票
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美方又急不可耐地宣
称将通过单方面改变对港贸易政策等方式
施行所谓“制裁”。在自己的领土上施行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 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这
样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行为，居然会被另
一个国家用作借口进行制裁。 其居心何在？

理据何在？公道何在？

这样的霸道行径，恰恰暴露了某些西方
政治势力不愿看到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
架下实现长期繁荣稳定的阴暗心理，也实锤
了他们就是介入香港事务、 支持 “港独”势
力、操弄反中乱港的黑手，更证明了香港国
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迫切性。

美方的所谓制裁或会在短期内对香港
造成一些影响，但并不会动摇香港在世界和
区域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地位。自香港回归祖
国以来， 香港从区域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
港， 逐渐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
心。这是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和广
大港人自身努力的结果，从来就不是哪个国
家的施舍与恩赐。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制裁根本就是损
人而不利己，可谓既愚蠢又短视。作为重要
全球和区域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的香港，对
美国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过去 10年，美
国在香港获得的贸易顺差是其全球贸易伙
伴中最高的，2009至 2018年，相关货物贸易
顺差的总额达 2970亿美元； 美国向香港出
口货物和服务， 以及香港在美国的直接投
资，在美国创造逾 21万个工作职位；美国驻
港公司有 1344家，其中 278家是地区总部；

有超过 8.5万名美国公民在港定居和工作。

因此，美国若一意孤行坚持改变贸易政
策，贸然实施所谓“制裁”，不仅将严重损害
与港相关的美国企业、组织、个人的利益，扼
杀他们的发展机遇，更有极大可能会进一步
导致美国经济与世界“脱钩”，给美国本土经
济甚至全球经济造成影响。这个道理，美方
不可能不明白。只可惜，他们为了搞意识形
态对抗，为夺取香港的管治权，从而实现将
“颜色革命”祸水引入中国的图谋，而不惜损
坏美国企业和民众的利益与福祉。

打“香港牌”、下“香港棋”，这类把戏之
拙劣、用心之险恶，早被包括广大香港市民
在内的中国人民所看穿。我们希望痴人说梦
者还是醒一醒，香港是中国的香港，绝无可
能为霸权干涉所左右。若仍执迷不悟，执意
干涉中国内政、干预香港事务，必将遭到可
耻的失败。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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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屈婷 陈聪

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
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
力，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完
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深
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经历
疫情“大考”的公共卫生治理被
赋予改革重任；两会后，各地谋
划落实两会精神， 加大改革力
度，聚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
项， 为 14亿人民织牢织密公共
卫生防护网。

建立“医防协同、

平战结合”机制体系
疫情考验下， 我国公共卫

生治理整体上如何谋划新局？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
时的重要讲话指明了方向。“从
平战结合的角度， 要有一个基
础、有一套机制体系。关键时候
能拉得出来、顶得上去。”

纲举目张。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 为各地探索把医防
协同、 平战结合作为完善公共
卫生体系的突破口， 建立区域
性、 垂直化的医防体系注入强
大动力。

在江西，高效运转、各地联
动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呼之欲
出。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主任王水平说，江西
省将推动成立“1+4”，即 1 个省
级加 4 个区域型的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在特殊时期可调整为战
时病房或定点医院，并承担应急
指挥调度、处置等功能。

在河北，两会结束后，一张
着眼长远的卫生应急体系建设
“蓝图” 正在绘就。“深刻理解贯
彻两会精神， 面向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
公共卫生风险。” 河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主任梁占凯说，河北将
持续推进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同
时重点提升疾控机构人才建设、

技术发展等问题。

在湖北十堰，当地正着力推
进公共卫生体系改革，探索进一
步整合疾控部门有关职能，增强
疾控监测预警系统的整体战斗
力。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十
堰市太和医院院长罗杰在宣讲
两会精神的同时，仍在抓紧调研
基层疾控工作如何做到医防结
合。“从基层来看，疾控部门要进
一步明确定位，部门功能不能过
于分散，要打造‘精锐部队’，以
更好应对公共卫生应急挑战。”

罗杰说。

在全国层面，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按下“加速键”。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说，下一步
将推动加强公共卫生的组织领
导，提高全社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意识，建立
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应急响应机制。

让基层成为公共卫生的坚强堡垒
诚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 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
情，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十分不易、成之惟艰。下一步，

织牢织密公共卫生治理这张网，关键在基层、网底在基
层。

在吉林舒兰，舒兰市人民医院院长于洪钢这几天正
忙着推进医院 PCR实验室建设。建成后，这个实验室每
天的核酸检测能力可达 200人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强化基层卫生防疫，对我们来说这是必须啃下的硬
任务。”于洪钢说，基层要成为公共卫生的坚强堡垒，离
不开物资储备与检测能力的全面提升。

在浙江省杭州市，提升区县级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
能力和生物安全防护成为疾控部门的工作重点。 目前，

杭州市疾控中心已为 13家有实验室的区县级疾控中心
配备了核酸提取仪和荧光定量 PCR仪， 并提出了改造
提升实验室的要求，为扩大检测能力、以及应对新发传
染病病原体的生物安全防护做更全面的准备。

在安徽，安徽省疾控中心目前已加挂“公共卫生研
究院”的牌子，通过增加人员编制、集中科研资源、筹划
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保障人员薪酬待遇等一系列改革，

让公共卫生人才留得住、 有发展。“我们还将根据地理
位置及人口等因素， 进一步科学合理地配置公共卫生
服务资源。”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单向前
说。

慎终如始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多位代表委员提出，推进科研攻关、向科技要抗疫

“战斗力”，正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两会期间，

科技抗疫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两会闭幕后，代
表委员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为科技抗疫贡献力量，

为加强科研攻关建言献策。

我国现阶段疫苗研制已取得重大进展。目前，我国
已有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团队的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
病毒疫苗和四项灭活疫苗项目相继获得批准开展临床
试验，将在今年陆续完成二期临床试验。抗疫期间研究
疫苗的陈薇另一个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 回到实验室，

陈薇将继续抓紧推进新冠疫苗的研究，同时她也在思考
如何加强我国科研抗疫的 “核心力量”：“建议强化顶层
设计、整合科技力量、注重前瞻布局，构建产学研用结合
的应急疫苗科技攻关体系。”

着眼当下、面向未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风险常在，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下好科技战“疫”的“先手
棋”。

参加全国两会归来，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胡豫立即投身到日常工
作中。着力以科技手段推动救治水平再提升，是他下一
步工作努力的重点之一。“传染病临床诊断、救治和科研
的能力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今后必须更加重视加强抗
疫相关的研发和加大科技投入。”胡豫说。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31日电）

大企业领先回升，PMI坚挺荣枯线上
5月调查企业中，81.2%的企业已达正常生产水平八成以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回升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 31日发布数据，5月份， 中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6%，比上
月回落 0.2个百分点， 但仍保持在荣枯线之
上。与此同时，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
回升。

“当前，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经济运行恢复势头稳中向好。”国
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
河介绍，5月份， 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企业
中，81.2%的企业已达正常生产水平的八成
以上。

制造业生产持续恢复。5月份，生产指数
为 53.2%，比上月回落 0.5个百分点。在调查
的 21个行业中，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石油
加工、 汽车等 14个制造业生产指数高于临
界点；纺织服装服饰、木材加工等 7 个制造
业低于临界点。

新订单有所增长 。 新订单指数为
50.9%，比上月上升 0.7个百分点，与生产指
数差值有所缩小。在调查的 21个行业中，有
12个行业新订单指数高于上月，其中造纸印
刷、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钢铁等制造业新
订单指数升至临界点以上。

企业信心也有所改善。制造业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比上月上升 3.9 个百分

点，达到 57.9%。从行业情况看，食品及酒饮料
精制茶、石油加工、专用设备、汽车等制造业生
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高于 60%，相关企业对未
来三个月行业发展趋势总体看好。

从企业规模看， 大型企业 PMI为 51.6%，

比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 小型企业 PMI 为
50.8%，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介绍，大型企
业运行保持领先回升势头，生产和接单均较上
月加快回升， 有效支撑了制造业整体平稳恢
复。小型企业活力也有所加强，受前期扶持中
小微企业政策带动，小型企业市场需求上升。

但与此同时，制造业面临挑战，特别是市
场需求恢复相对较慢。“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

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外市场需求持续萎
缩。”赵庆河分析，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
口指数分别为 35.3%和 45.3%， 虽比上月回升
1.8和 1.4个百分点，但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文韬分析， 市场需求虽较上月有所回升，

但企业调查显示，反映订单不足的企业比重为
54.6%，仍处于较高水平，表明市场需求恢复相
对较慢，特别是外部需求仍面临较大压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
员张立群说，推动企业生产继续较快恢复，关键
要落实好扩大内需战略各项任务，在提振投资、

扩大消费方面尽快见到成效， 畅通国内市场和
生产之间的大循环， 加快推动经济进入持续回
升向好通道。 （新华社北京 5月 31日电）

上海造“常胜将军”成功将两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并创下另一个新战绩：

13个工作日！长二丁发射新纪录
本报讯 （记者 刘锟） 上海航天再立新

功。昨天 16 时 53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用“上海造”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
将高分九号 02星、 和德四号卫星送入预定
轨道。这是上海航天抓总研制的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第 115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第 333次发射。

这次搭载长二丁火箭的两位 “主角”来
头不小。其中，高分九号 02星是一颗光学遥
感卫星， 地面像元分辨率最高可达亚米级，

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城市规划、土地确权、路
网设计、 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可
为“一带一路”建设等提供信息保障。另一颗
和德四号卫星，则由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
公司研制，可在轨开展全球船舶航行状态采
集、全球航班飞行状态采集和全球物联网信
息采集。

资料显示，长二丁火箭是一型由上海航
天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的常温液体二级运载
火箭，起飞推力约 300吨，对应 700公里太阳
同步圆轨道的运载能力为 1.2吨， 具备不同
轨道要求的单星、多星发射能力，主要用于发
射太阳同步轨道及低地球轨道飞行器。

上海航天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发射首
次实现将长二丁火箭在基地的发射流程压
缩至 13个工作日。具体来说，该发任务具有
搭载模式新、设备保养细、发射场流程合并
等特点。

从搭载模式看，为充分利用长二丁火箭
运载能力、拓宽民用航天搭载市场，同时避
免火箭研制过程中因搭载任务造成的返工、

返修，以适应现阶段高密度快速发射的时代
潮流，这发火箭在研制初期采取预留 2颗搭
载星状态进行设计， 并将搭载接口标准化、

模块化，具有服务卫星群体广泛、星箭接口
简单可靠、不影响主任务实施等特点。

同时，在设备保养上细致入微。由于是
2020年度首次进驻酒泉，发射场地面设备较
长时间处于未使用状态，为确保发射任务万
无一失，进场前，研制团队从全局出发提前
预设该类风险， 提前策划深度保养方案，通
过预留保养时间、组织专人专项，对每一根
电缆、每一块板卡进行逐项检查，确保功能、

性能完全正常。

受新冠疫情影响，此次任务面临的时间
紧迫，发射场流程进行了合并。长二丁团队从
自身出发，对发射场工作流程进行再优化，将
一二级箭体转场及星罩组合体转场安排在同

一天进行。 为确保两天工作项目压缩到 1天
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型号两总、总体、总装及
相关系统群策群力，制定转场安排及检查表，

明确各岗位主要工作项目和职责、 岗位关键
点和危险点。在此基础上，本发火箭转场计划
首次按分钟计时，为发现计划中的不足，试验
队全程跟踪、计时，确保优化后的转场计划落
到实处。

长征二号丁火箭是上海航天的一张名
片，又被誉为金牌火箭、常胜将军。自 1992

年 8月 9日首次成功发射以来，加上昨天的

这次发射， 长征二号丁已连续成功执行 47次
发射任务，始终保持着不败战绩。

为缩短发射场测试发射流程，长征二号丁
火箭从 2003年开始首次采用远距离测发模式，

取消了火箭技术区水平状态的动力系统测试和
电气系统测试，提高了测试效率，将发射场的工
作时间由原来的 25天缩减到之前的 19天、15

天，如今又压缩至创纪录的 13天。据透露，为适
应越来越多的商业发射需求，下一步，研制团队
还将对长征二号丁各项技术指标进一步优化，

不断提高其在商业航天领域的性价比。

童年记“疫”
右图：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小学生策耿和妈妈在戈壁上寻找网络信号

上网课（4月 1日摄）。

下图：贵州贵阳，小学复课，两名学生用“碰肘”的方式打招呼（5月 25

日摄）。 均新华社发

感受幸福与快乐 体会爱与守护
2020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31日电（记者 曹
典 王琦）“我和祖国一起成长”2020年“六
一” 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 31日晚在京举
行，通过高清直播为全国广大少年儿童送
上了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

本次活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
利会和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依托国家大剧
院为主场景，北京、上海、武汉、四川大凉山、

海南等地青少年共同参与创作。通过创新传
统儿童节庆祝活动表达方式，以精巧的时间

空间转换、精彩的节目编排，带领少年儿童
开启一场充满梦幻、奇趣、友爱的探索之旅，

引领孩子们感受生活在伟大祖国怀抱中的
幸福与快乐， 珍惜祖国创造的良好成长环
境，体会爱与守护的责任担当。

我国成功发射高分九号 02星，搭载发射和德四号卫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