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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11 月 5 日至 7

日，中宣部在京举办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研讨班，深入学习
领会全会精神，培训地方
宣讲骨干，对学习贯彻全
会精神基层宣讲工作作
出安排。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 学习领会全会
精神， 学习领会中央宣讲
团动员会精神， 并就做好
全会精神的研究阐释、创
造性开展基层理论宣讲工
作，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大
家认为， 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 是我国将进入新发
展阶段、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召
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
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全
会审议通过的 《建议》通
篇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 变革图强的精神，

在理论上、制度上、实践
上都有新的重要突破，是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纲领性文献， 是今后 5

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大家表示，要着力增
强学习宣传贯彻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
《建议》，原原本本学、全面

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努力掌握全
会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 要精心遴选本
地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宣讲能力强的精干
力量， 深入开展面向基层的对象化、 互动化宣
讲， 特别是做好针对青年群体的宣讲和互动交
流。创新宣讲方式，发挥新媒体优势，扩大宣讲
覆盖面和影响力。

记者从九寨沟县重建办了解到，历经三年，九寨沟灾后重建基本完成，项目完工率达 93.03%。九寨沟县重建办副主任吴剑介绍，九寨沟县生态
环境功能基本恢复至震前水平，防灾减灾能力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新的跨越。图为游客在九寨沟景区游览。新华社记者 张超群 摄

武汉限船速吸引江豚回归

新华社武汉 11 月 8 日电 （记者 王自宸）武
汉市日前出台方案， 明确提出开展船舶航行限
速试点等多项措施， 吸引长江江豚种群回归武
汉城区江段。 这是记者 8 日从武汉市农业农村局
获悉的。

据悉，长江江豚是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的指标
物种。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禁捕工作深入开展，长
江武汉段水生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日趋向好，长江
江豚今年已多次在长江武汉城区江段出现。

为加强长江江豚及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武汉
市出台方案， 提出组织开展生态环境现状调查、长
江江豚出没监视监测、船舶航行限速试点、建立武
汉长江江豚繁育保种技术中心等多项措施，加速推
进长江江豚重返武汉城区江段。同时，武汉市将持
续强化长江保护和修复，同步推进非法捕捞与非法
采砂、非法排污、非法侵占岸线整治等长江生态环
境治理工作，加强长江河道噪音治理，系统强化长
江大保护工作。

中印两军军长级会谈举行
新华社北京 11月 8日电 （记者 梅世雄）

记者 8日从国防部获悉，11月 6日， 中印两军
在楚舒勒举行第八轮军长级会谈。双方继续就
推动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脱离接触坦诚
深入和建设性地交换意见。

双方一致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
的重要共识， 确保双方一线部队保持克制，避
免误解误判。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军事和外交渠
道保持沟通，在此次会谈基础上，进一步推进
其他问题解决， 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双方同意近期举行下一轮会谈。

从写作到发表历时11年

我国数学家成功证明
微分几何学核心猜想

新华社合肥 11月 8日电 （记者 徐海涛）记者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教授陈秀雄、王兵
在微分几何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功证明了“哈
密尔顿-田”和“偏零阶估计”这两个国际数学界 20

多年悬而未决的核心猜想。日前，国际顶级数学期
刊《微分几何学杂志》发表了这一成果，论文篇幅超
过 120页，从写作到发表历时 11年。

微分几何学起源于 17 世纪，主要用微积分方
法研究空间的几何性质，对物理学、天文学、工程
学等产生巨大推动作用。“里奇流”诞生于 20 世纪
80年代， 是一种描述空间演化的微分几何学研究
工具。

“大到宇宙膨胀，小到热胀冷缩，诸多自然现象
都可以归结到空间演化。”王兵教授比喻说，比如说
我们吹一个气球，气球不断膨胀，可以用“里奇流”

来研究它空间的变化，最后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
理想结果。

陈秀雄与王兵团队长期研究微分几何中“里奇
流”的收敛性，运用新思想和新方法，他们在国际上
率先证明了“哈密尔顿-田”和“偏零阶估计”这两个
困扰数学界 20多年的核心猜想。据了解，他们的研
究耗时 5年，论文篇幅长达 120多页。王兵说，就像
在写一篇小说，“不同之处在于，靠的是逻辑推导而
不是故事情节推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篇幅浩繁、审稿周期漫长，

这篇论文从投稿到正式发表又花了 6年。 不过，这
么长的发表周期在数学界并不鲜见，因为审稿人需
要足够多的时间去了解新的概念和方法。

《微分几何学杂志》审稿人评论认为，这篇论文
是几何分析领域的重大进展， 将激发诸多相关研
究。菲尔兹奖获得者西蒙·唐纳森称赞说，这是“几
何领域近年来的重大突破”。

九寨沟灾后重建
历经三年基本完成

天津新增1例本地新冠确诊病例
从天津港销往太原的进口冷冻带鱼外包装箱检出阳性，有关接触者正在排查中

新华社天津 11月 8日电（记者 张建新
栗雅婷） 记者 8日从天津市疾控中心获悉，

11月 7日 18时至 11月 8日 8时，天津市新
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例，累计报告本
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38例。

据介绍， 第 138例天津本地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为 38岁男性，居住于天津市滨海新区
汉沽街， 系天津海联冷冻食品有限公司装卸
工人。患者发病前 14天有进口冷链食品接触
史、 无外出史， 无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接触
史、未接触发热或呼吸道症状患者。患者 11

月 4日曾参与公司进口冷冻食品搬运工作。

11月 7日，天津市滨海新区接到山东省德
州市通报，经天津从境外进口的冷冻食品外包
装标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经初步排
查，截至目前，只有该患者和一个冷库门把手
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与该患者有共同暴露史
的在津人员共 11人， 首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均为阴性；对已判定的 8名密切接触者进行隔
离医学观察并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目前，其他有关接触者正在排查中。

据新华社太原11月8日电 （记者 马晓媛）

太原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8日发布通告称，11月 7日， 太原市在
对进口冷链食品抽样检测中，发现 1份从天津
港销往太原市的印度产冷冻带鱼外包装箱样
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太原市立即启动
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全部封存涉及该

批次的所有冷冻带鱼，运输车辆及驾驶员已通
报当地实施管控， 对产品及环境进行全面消
杀，对密切接触者全部进行集中隔离，所有相
关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新华社香港11月8日电 （记者 朱宇轩）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8日公布，

截至当日零时零分， 香港新增 10例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 3 例、输入性病
例 7 例。这是自 10 月 23 日以来，香港首次出
现单日新增双位数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台北 11月 8日电（记者 傅双琪
吴济海）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8日举行
记者会表示，台湾在过去一周内新增 19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是今年 4月以来新增病例最多
的一周。指挥中心表示，因为欧美和亚洲其他地
区病例增加，台湾也面临更多境外输入病例。

■香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再
现双位数； 台湾过去一周新增病
例创半年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