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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新的赶考路上，知重负重、砥砺奋
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全国
上下迅速掀起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的热潮。

“郡县治，天下安。”十位县（市、区）
委书记接受采访，畅谈学习六中全会精
神体会，回望过去、聚焦当下、谋划未
来。他们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下，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
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加昂扬的
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叩问初心，我们更需自信担当

初冬时节，贵州铜仁市万山区暖意
融融。

“在革命老区县工作近6年，传承长
征精神，我们更能深刻感受百年党史的
强大精神感召，更能深刻感受新时代伟
大成就的来之不易。”2015 年 4 月至
2021年 3月，田艳任贵州铜仁市印江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学习了全会精
神，如今已任铜仁市委常委、万山区委
书记的她感到十分振奋。

革命战争年代，红军长征中木黄会
师就在印江这片红色土地上发生。2019
年4月，印江退出贫困县序列。

“县委书记是全县党员干部的主心
骨，必须责任在心、担当在肩；豁得出
来、顶得上去。”田艳说。在印江工作期
间，她跑遍全县203个贫困村。

作为万山区的带头人，她正深入当
地少数民族乡镇、农村和社区宣讲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区委书记，
我将带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万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下一步，田艳计划着，认真学习、准
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找准
工作切入点，做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提
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认真学习了全会精神，平顶山市委
常委、河南汝州市委书记陈天富备受鼓
舞、信心倍增，对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刻的领会，
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了更深入的
理解。

基层干部直接面向群众，必须始终
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
个根本问题。“关键时刻要站出来、冲在
前、顶上去。”陈天富的思绪不禁回到了
4个多月前的那场洪涝灾害。

7月 19日下午，强降雨导致的山洪
急速汇入汝州市，短短几分钟内，汝州
市镇区主街道水深就达到 1米多高。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汝州市

各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向险而行，筑
起一道道守护家园的“安全堤坝”。

“广大党员干部在大灾大考中淬炼
初心使命，深刻印证了全会指出的‘人
民至上’理念。”陈天富说，我们将牢记
初心使命，把全会精神化作干事创业的
不竭动力。

江西遂川县堆子前镇的万亩金桔
迎来采摘季，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
摘、搬运、分装。金黄的果实映着村民们
喜悦的笑脸，金桔已成为当地百姓的致
富果、幸福果。

“身处革命老区，深植井冈山精神，
百年党史的强大感召时刻提醒我们以
扎实的工作作风扎根老区。”通过学习
全会精神，吉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遂川县委书记张智萍对在新时代推动
老区苏区全面振兴有了更清晰的思路。

近年来，通过实施基础设施、产业、
安居等十大扶贫工程建设，当地如期脱
贫摘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
养老、住房等民生实事，提高公共服务普
惠性和均等化水平。”张智萍说，作为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遂川将继续发挥生
态优势，奋力谱写老区振兴的崭新篇章。

勇立潮头，我们更需聚力奋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时代大幕已经拉开。

新的赶考之路怎么走？全会提出，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
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为地方发展带头人，县委书记重
任在肩。

如何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在辽宁
沈阳市沈北新区区委书记闻然看来，要
强化使命担当、始终一心干事，大力解
放思想，发扬斗争精神，强化“争”的志
气、“抢”的劲头、“拼”的胆略，在实现辽
宁振兴发展新突破中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当好先锋。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鼓励引
进能人“治村”，整合城乡医疗资源……
一个个顺应人民期盼的改革实践正在
沈北新区整体推进。“啃下‘硬骨头’的
改革，确实面临挑战和阻力，但只要是
群众需要的，就能得到广泛支持，就有
力量。”闻然说。

步往一处迈，推动家国进步；劲向
一处使，化作复兴力量。作为富民强县
的开路人，县委书记始终保持不畏艰
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

九曲黄河，辗转万里从山东垦利涌
入渤海。2016年底，刘斯杰到任东营市
垦利区委书记时，因油而兴的垦利正面

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严峻考验——
“是要数量还是要质量？是要现在还是
要未来？”

“只有转型才有出路，越早就越主
动。”刘斯杰对决议中“我国经济迈上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的提法深有
感触。

2017年以来，垦利取缔落后产能企
业69家，关停并转化工企业56家，先后
实施76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基本形
成了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汽车零
部件等产业体系。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刘斯杰
表示，将团结带领全区干部群众，对标
全会要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聚焦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
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
有社会主义新西藏，党永远是我们的主
心骨和领路人。”西藏林芝市委常委、巴
宜区委书记甘丹平措说。

靠着实干，早在2017年，被誉为“西
藏江南”的林芝市巴宜区实现脱贫。在
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当地群众紧紧围绕
生态旅游这一战略支柱产业，建起了现
代农业观光园、物流产业园，幸福生活
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甘丹平措表示，将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全会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用
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
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奔赴梦想，我们更需一往无前

征途漫漫，“考场”越来越大，“考
题”愈加艰巨。这是时代给予答卷人的
考验，更是机遇。

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各级乌兰牧骑
都在抓紧创演节目，准备深入基层通过
戏曲、小品、歌舞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全会提出“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极大振奋了赤
峰民众。

“乌兰牧骑是‘红色文艺轻骑兵’，
是直接为基层老百姓服务的文艺工作
队，要紧扣群众需求、传承红色基因，不
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
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赤峰市委常委、阿
鲁科尔沁旗旗委书记于伟东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和精

神。满足新时代人民精神文化新需求，
是摆在每个文化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
题。

于伟东表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发挥好以史育
人的作用，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让历史活起来、文化活起来、群众
的生活丰富起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
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实现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希望的田野正绽放新的
梦想。

曾经是“贫中之贫”的河北阜平县，
如今已大变样。近年来，阜平县大力发
展现代食用菌、中药材等 6大产业，于
2020年2月实现脱贫。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面向新时代
新征程，展望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
美好前景。”保定市委常委、阜平县委书
记刘靖表示，在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上，阜平要继续勇当先锋，让乡亲们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平均海拔超过 2100米的临夏回族
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甘肃特有少数
民族东乡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全县
各族干部群众从全会汲取了奋进力量、
凝聚了思想共识、汇聚了发展合力。”临
夏州委常委、东乡族自治县委书记马秀
兰表示，将认真履职尽责，团结带领大
家顽强拼搏、接续奋斗，全力开启农业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生态兴则文明兴。四川雅安市荥经
县，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34个生物多样
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

“生态是荥经最亮的底色、最大的
优势，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我们未来
的目标才能实现，人民的幸福安康才有
保障。”荥经县委书记李蓉说。

11月 22日，地处我国西南腹地的
大相岭山脉降下今冬第一场雪，与大相
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毗邻的荥经县
龙苍沟镇发展村，掀起了赏雪观景小热
潮，村里十几家“农家乐”又迎来新一批
客人。

瑞雪兆丰年。李蓉说，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为荥经高品质、高质量发展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夯实了底气，我
们更要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让荥经这颗绿色明珠绽放新时
代的华彩。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勇当驶向复兴的“冲锋舟”
—— 十位县委书记谈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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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电（记者刘春燕）
日本央行 13日公布的企业短期经
济观测调查 （日银短观） 结果显
示，今年第四季度，日本大型制造
业企业信心指数在连续5个季度回
升后与上季持平。

数据显示，受供应链受阻、能
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企
业的生产和成本继续承压，大型制
造业企业信心指数保持在上季的
18 点。全部 16 个制造业行业中 6
个行业信心指数回升，8个行业下
滑；汽车行业信心指数由上季的负
7点降至负8点。

非制造业方面，由于 10月以
来紧急状态全面解除，服务业经营

环境改善，大型非制造业企业信心
指数由上季的 2点升至 9点，连续
6个季度上升。

调查同时显示，包括大中小型
企业在内的全行业信心指数继续回
暖，由上季的负2点升至2点。

日银短观指数每季度发布一
次，是反映日本经济景气状况的重
要指标。其中，大型制造业企业信
心指数最具代表性。该指数为正值
意味着持乐观态度的企业多于持悲
观态度的企业。本次调查于 11月
10日至 12月 10日进行，多数企业
反馈并未体现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
戎毒株的影响。

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
信心指数与上季持平

新华社芝加哥电（记者徐静）中
国驻美国大使馆、中国驻芝加哥总
领馆 12日确认，截至当天清晨，美
国中部遭遇龙卷风袭击的6个州没
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据美国媒体11日报道，10日夜
间至 11日清晨，美国中部 6个州遭
遇至少 30场龙卷风袭击，这 6个州
分别是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伊利
诺伊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密苏
里州。截至目前，龙卷风已造成 80

多人死亡。随着救援工作展开，死亡
人数还在上升。

肯塔基州在这次龙卷风袭击中
损失最惨重。该州一家生产蜡烛的
工厂在龙卷风发生时厂内有约 110
名工人，死亡 70多人，还有 40名工
人下落不明，最终死亡人数可能超
过100人。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
尔11日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美
国总统拜登说，联邦政府将向肯塔
基州提供援助。

遭龙卷风袭击的美国中部6州
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新华社哈拉雷电 （记者张玉
亮 王小鹏） 津巴布韦新闻部长莫
妮卡·穆茨万古瓦11日在哈拉雷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津政府全
力支持中国举办北京冬季奥运会，
同时坚决反对一些西方国家将奥运
会政治化的企图。

穆茨万古瓦说，体育能带来鼓
舞和愉悦，应保持纯粹，永远不应
被政治化。一些西方国家声言不派
官员参加，这种干扰冬奥会的企图
不会得逞，更不会对这一盛事的顺
利举办产生任何影响。

穆茨万古瓦表示，北京冬奥会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举
行，而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非常有

经验，已成功控制住疫情。津政府
预祝中国举办一届成功、精彩的冬
奥会。

穆茨万古瓦认为，北京冬奥
会的举办对广大运动员、观众等
都非常重要，冬奥会将为运动员
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也会让世
界各地的人们通过屏幕欣赏到好
看的比赛。

穆茨万古瓦的丈夫曾任津巴布
韦驻华大使，她和丈夫曾一起在北
京生活过。她告诉记者，2008年
北京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给她留
下了深刻印象，她对中国的办赛能
力充满信心，相信 2022年北京冬
奥会一定会非常精彩。

津巴布韦官员：
干扰北京冬奥会的企图不会得逞

新华社河内电 （周娜 滕怀
金） 12 日上午，参加中越两军

“和平救援-2021”卫勤联合演习
的中方参演分队全部安全返回中国
广西境内，标志着此次持续7天的
演训任务顺利完成。

此次联演，中越两军围绕人道
主义医学救援这一重大课题，紧扣
卫勤救死扶伤使命任务，按照实战
化标准完成了联合卫勤指挥、联合
现场救援、批量伤员处置等课目内
容，有效提升了两军卫勤保障能
力。演习成果得到中越两军的肯
定。

越方演习指导委员会主任、越
南人民军后勤总局副主任兼参谋长
阮雄胜在演习结束仪式上说，通过

此次演习，越南军医从中国军医身
上学到了演习组织及专业活动方面
的知识，也见识了中方的医疗、保
障设备。演习取得的成果证明了两
国军医力量在医疗援助、疫情防控
方面的专业能力。

中方指导协调组组长、中央军
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副局长陈春明
表示，此次演习是在 2018年成功
举办联合义诊活动的基础上又一次
开拓创新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里
程碑意义。

演习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
越南人民军捐赠了医用防护口罩、
医用防护服、快速核酸检测仪器等
卫生防疫物资。

中越两军“和平救援-2021”
卫勤联合演习圆满结束

新华社德黑兰电 （记者高文

成 王守宝） 伊朗副外长兼伊核问
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 12 日说，
美国要想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最重要的条件是解除对伊朗的
非法制裁。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
道，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与伊
核协议相关方会谈的巴盖里当天在
接受采访时说，伊核谈判的一个主
要目标是确定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的
条件。一旦相关方就这些条件达成
一致，美国就有责任执行，其中最
重要的条件是解除对伊朗的非法制
裁。

他说，相关方在两大基本问题
上存在分歧，除了谈判议题，还有
谈判范围。过去几天，相关方在谈
判范围上的分歧在缩小，这是一个
重要进展。

巴盖里说，伊朗在新一轮会
谈中提出的立场为继续谈判提供

了框架，他对谈判在可预见未来
的前景感到乐观，但鉴于伊朗遭
受来自某些相关方的“敌对、非
法、破坏性甚至不人道行为”的
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不信任，伊
朗不会对未来的谈判进程抱有任
何天真的想法。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
成伊核协议。2018年5月，美国政
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
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5
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
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

“可逆”。
伊核协议相关方今年4月开始

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美伊两国
恢复履约问题。由于美伊分歧严
重，以及伊朗政府领导层换届，会
谈举行6轮后暂停。新一轮会谈11
月29日在维也纳开始举行，12月3
日暂时休会，9日继续举行。

伊朗副外长：美国重返伊核
协议最重要条件是解除对伊制裁

12月 13日，中老铁路（义乌—
万象）国际货运列车从铁路义乌西
站发车。

当日，满载70个标箱小家电、机
械配件、纺织用品、钾肥等货物的中
老铁路（义乌—万象）国际货运列车
从铁路浙江义乌西站始发。列车将
从云南磨憨口岸出境，最终抵达老
挝首都万象，全程运行时间4天。

新华社发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至12
月11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超 26亿剂次，下一步将引导 60
岁以上老年人加快接种，积极稳妥开展
3至 11岁人群疫苗接种工作。“一老一
小”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如何？接种
有何注意事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
关专家对此进行解读。

多样化举措便利老年人疫苗接种

设立老年人接种“绿色通道”、采用
移动接种车……多样化的疫苗接种服
务减少了老年人等候时间，让老年人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更加便捷。

“针对老年人基础性疾病较多、抵

抗力较弱等特点，要求各地接种前要认
真执行健康状况询问和接种禁忌核
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二级巡视员崔
钢介绍，各地应严格遵守“三查七对一
验证”原则，做好接种后现场留观，在老
年人接种完疫苗后，要求社区做好接种
3天内观察随访。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王华庆建议，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要提前了解接种流程和疫苗相关知识，
并提前预约，避免在现场过多等待，引
起疲劳、紧张等情况。在接种过程中，如
有必要建议老年人由家属陪伴，防止在
接种过程中出现意外摔倒等情况。

儿童建议优先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进入冬季，除了新冠病毒疫苗，许
多家长还会带孩子接种流感疫苗、水痘
疫苗、手足口病疫苗等。不同疫苗接种
的顺序如何安排？

王华庆介绍，在当前情况下建议优
先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其他疫苗达到了
规定的时间间隔，也要及时接种。在这
期间应做好个人防护，把疾病发生风险
降到最小。

王华庆表示，接种过程中，家长需
要做好孩子的安抚工作。家长全程进行
陪护，会使儿童心理紧张感有所放松。
此外，3至 5岁的儿童接种时由家长抱
着坐下进行接种，6岁以上的儿童站立
进行接种，也可以让儿童情绪平稳下
来。如果发现孩子过于紧张，除了做好

孩子的心理疏导工作，也要把这种情况
告诉接种医生，接种医生可以做好应对
工作。

“一老一小”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不
良反应率较低

“一老一小”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出
现不良反应的情况如何？王华庆表示，
根据目前监测结果，60岁以上老年人不
良反应报告发生率低于 60岁以下成年
人群，3至11岁儿童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率低于青少年和成人。

王华庆介绍，60岁以上老年人和 3
至 11岁儿童报告的不良反应中，一般
反应均占绝大多数，异常反应只是一小
部分，且异常反应中以过敏性皮疹为
主。

他提示，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重
症率和死亡率较高，接种疫苗对老年人
来说是有效保护措施。如有基础性疾
病，要在稳定期接种疫苗。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超26亿剂次
“一老一小”接种稳步推进

中老铁路（义乌—万象）
国际货运列车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