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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
17日表示，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对
苹果日报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及《苹
果日报》5名董事采取的执法行动。

发言人指出，依据香港国安法，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
应当遵守香港国安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从事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驻港国家
安全公署坚决支持警方依法履职，坚决依
法打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国家安全处
于17日拘捕了5名公司董事，他们涉
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境
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据多家港媒
报道，被捕者为壹传媒集团及《苹果日
报》的5名高层。

又讯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
政区联络办公室17日发表声明表示，

香港警方今天就《苹果日报》5名董事
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
家安全罪”采取拘捕行动，特区政府保
安局依法冻结了苹果日报有限公司等
三家公司的资产。我们坚定支持特区
政府和警方严格执法的正义之举，坚定
支持一切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
稳定所作出的努力。

声明强调，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享
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但任何权利
自由都不是无边界的，都不能突破国家
安全的底线，这也是有关国际公约的明
文规定和各国法律实践的通例。香港
是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
传媒机构在内概莫能外，新闻自由不是
违法行为的“挡箭牌”。任何人不论其
有什么样的职业身份和背景，不论其背
后有什么样的势力支持，违反了香港国
安法及有关法律，都会受到法律的严厉
制裁。

中央驻港国安公署：

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对
苹果日报有限公司等采取执法行动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
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1年重
点工作任务》（以下简称《任务》）。

《任务》提出2021年的重点工作任
务：一是进一步推广三明市医改经验，
加快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按照“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路径，
以降药价为突破口，推进药品耗材集中
采购，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深化人
事薪酬制度改革，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二是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完善分级诊
疗体系。启动国家医学中心和第二批
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建设项目，规划推进
临床专科能力建设，推进医疗联合体建
设，推动省、市、县、乡、村等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落实功能定位，完善全民医保制
度，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三是坚持预
防为主，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深化疾病预防控制
体系改革，持续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创
新医防协同机制。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17
日称，已于近日制定发布《重要商品和
服务价格指数行为管理办法（试行）》，
将于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办法遵循规范行为、优化服务的原
则，围绕价格指数编制、发布和信息披
露、运行维护、评估、转让和终止等各种
行为，提出了系统规范要求。其中，明
确规定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应独立于价

格指数所反映的商品或服务市场的直
接利益相关方，要充分披露价格指数行
为主体的基本情况、指数编制方案、指
数最新值的简要计算基础和过程、自我
评估结果，编制方案应包括价格信息采
集点的选择标准、使用主观判断的条件
及优先级等。同时，强调价格主管部门
可对价格指数行为开展合规性审查，对
不合规行为采取惩戒措施。

国家发改委发布《重要商品和服务
价格指数行为管理办法（试行）》

□ 新华社记者 熊 丰

大地葱茏，万物生长。
亿万中华儿女，意气风发行走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中国道路的

来之不易；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只有
这条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

（一）

“丁香花儿开，满山牛羊壮；独龙腊
卡的日子，比蜜甜来比花香……”

爽朗悠扬的歌声回荡在云南省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
县独龙江乡。

77岁的独龙族“文面女”李文仕
何曾想到，过上了“比蜜还甜”的晚年
生活。

8年时间，近一亿人脱贫。
从西南边陲到北疆大漠，从漫漫戈

壁到深山老林，在与贫困的战斗中，没
有一个民族掉队，没有一个人被落下。

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
到2020年年底，国内生产总值突

破10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
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
上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条、最强大的工
业制造能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年均在30%以上，位居世界第一……

这还是百年前那个满目疮痍、一穷
二白的中国吗？就在中国人民手中，一
个个不可能成为可能。14亿中国人民
以前所未有的昂扬姿态，向着民族复兴

的宏伟目标行进。
鞋子合脚了，就不怕山高路远；方

向对了，就要一往无前。
不论是金融危机还是特大洪灾，不

论是特大地震还是严峻疫情，我们都不
畏艰险、沉着应对，持续呈现出政治稳
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
民幸福、社会安宁的生动景象。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实现
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
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是一条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

5月的中原大地麦浪翻滚，丰收
在望。

在南水北调中线源头处，一渠南水
正通过南水北调中线肖楼分水口，源源
不断向南阳引丹灌区供水，全力以赴保
障农业生产。

如今，这一世界规模最大的调水工
程，在中国版图上勾画出南北调配、东
西互济的水网格局。甘甜的南水滋润
着黄淮海流域40多座大中城市、超过
1.2亿群众。

“我们建设的这项工程，是一条造
福人民的幸福渠，更是新时代制度自信
的幸福渠。”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管理
司有关负责人说。

高峡出平湖、高原铺天路，上九天
揽月、下五洋捉鳖；最大的高速公路网、
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一个个梦想变为现实。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

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砥砺奋进，攻克
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中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
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
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
盖超过13亿人，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
高到2018年的77岁。

疾风知劲草。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我们以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诠释了人间大爱，用众志成城、坚忍
不拔书写了抗疫史诗。

从白衣天使到人民子弟兵，从科研
人员到社区工作者，从志愿者到工程建
设者，从古稀老人到“90后”“00后”青
年一代……全国各条战线闻令而动、勠
力同心，展现了坚不可摧的中国力量、
雷厉风行的中国效率、众志成城的中国
精神，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
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要说
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
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三）

100年前的那群年轻人，面对肆虐
的屈辱，在如漆的黑暗中手握真理、救
亡图存，由此开始百年探索，最终找到
了这条符合国情的道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走进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
号）。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

年轻的长衣短衫立下初心，“梦”从
这里开始，要把一个国家和民族，带去
更远的地方……

走出修旧如旧的石库门，就是繁华
的上海新天地，就是今天社会主义中国
的国际化大都市。

何其豪迈！
今天的中国人，不必风雨飘摇朝不

保夕，不必为温饱而愁、为生存而困，而
是拥有开拓人生无限可能的自由，拥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亿万人民的创新源
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自信，不是故步自封，而是更加坚
定地探索实践。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我们依然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
北风。我们还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
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

100多年前，我们悲愤：“四万万人
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今天，我们自豪：“此生无悔入华
夏，来世还在种花家。”

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能载动14亿
人的幸福？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能复兴
一个伟大的民族？

答案，在我们的信念中，在我们的
行动里。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
——看百年大党的制度自信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
总统普京1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
晤。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
将围绕军控和降低冲突风险等开展双
边战略稳定对话。

声明说，美俄两国已就延长《新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达成协议，这体现了
双方对核军控的承诺。双方“将在不久
的将来共同着手进行综合双边战略稳
定对话”，寻求“为未来的军控和降低风
险奠定基础”。

拜登和普京当天在日内瓦举行近
两小时的面对面会晤，随后美俄代表团
也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讨论，涉及人
权、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网络安全、北
极开发、阿富汗问题、乌克兰和叙利亚
地区冲突以及伊朗核计划等议题。双
方未取得任何重大突破。

会后，普京、拜登先后单独举行新
闻发布会。普京在发布会上表示，此次
会晤双方“以有原则的方式进行”，会晤
是“坦诚公开的”，“双方并未相互施加
压力”。他还说，俄美都明白彼此的“红
线”，但双方在会晤中并未强调这些“红
线”的细节。

拜登在其发布会上将此次会晤描
述为“良好和积极的”。他表示，他向普
京提出了一份包括能源、供水等部门的
16个关键基础设施实体清单，应禁止
通过网络或其他手段对其进行攻击。
他说：“我不认为他（普京）在寻求与美
国的冷战。”

此外，美俄代表团已同意就在外
交层面上互动展开磋商，包括让双
方大使重回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工作
场所。

美俄同意启动战略稳定对话

日前，南京市应急管理局、南京市气
象局联合举办“金陵气象灾害靶向预警
防控”系统上线仪式。该系统是南京市
探索“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防灾减
灾模式的最新成果，力求推动气象灾害
防御从事中事后为重点的应急管理向事
前预知预判为重点的精准预防管理升
级，提升智能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建立金陵气象灾害靶向预警防控
系统，基于南京网格化社会治理“一体
化”平台和应急管理“181”平台“二维码
地址空间”“重点风险源（承灾体）”等标
准数据，依托气象等部门对“灾种、时
段、等级、影响区域”等气象及次生灾害
数据进行会商研判、精准化推送，将强
对流天气可能形成的气象灾害、次生灾
害短时临近预警响应需求，与责任单位
（人）、物资装备等政府、社会应急力量
资源进行智能化精确匹配。针对每处
（个）重点易受灾人群、空间、危险房屋、
城市部件等承灾体，该系统逐条生成

“响应工单”，并按照南京“网格化”社会
治理机制落实防控责任，实现发布方与

社区网格员、企业安全员之间的“端到
端”流转、“告警巡查、消险撤离”等应急
响应的高效闭环。

“大数据”精准赋能，风险预
判更智慧

极端天气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
小的损失。如何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天气
灾害，最大限度减轻暴雨、大风等极端天
气造成的影响？在这方面，传统的气象
预警预测范围不够精确。对于“短期临
近”预警无法实时响应、高效处置，主要
原因是基于现有预警模式的预警信息采
取普遍发送的方式，预警的指向性、针对
性均不强，工作指令也不明确。

“金陵气象灾害靶向预警防控系
统”则突出“靶向预警”。依托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南京市气象部
门以街镇为监测预警网格单元，积极探
索提供气象灾害短临预警预报，将灾害
范围预报精确到1公里、灾害时间预报
精确到分钟。

为了提升全过程全链条防范风险

能力，在系统建设中，南京强化大数据
引领，加速推动数据融合共享。系统以
应急管理“181”平台城市风险源（重点
防控目标）库数据为基础，汇聚了危险
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行道树、户外广
告牌、地下空间、建筑幕墙等13类5万
余条风险源数据信息，为靶向预警提供
数据支撑。

当系统接到气象灾害短临预报后，
气象、应急、规划资源、水务等部门会通
过“金陵应急宝”调动专家库资源，综合
气象及次生灾害数据、承灾体数据、历
史灾害等风险要素，开展会商研判。根
据会商结论，生成“红橙黄蓝”四级灾害
预警工单。

目前，系统I期将实现对高影响天气
可能形成的气象灾害、次生灾害开展精
确预判预警。下一步，南京市气象、应
急、规划资源、水务等部门还将会同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结合全
国自然灾害普查，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加快完善基于多源数据的

“成灾阈值模型”，让“靶向”更精准。

“网格化”一体联动，预报投
放更科学

灾害预报投放环节同样需要突出
精准性。如何对重点防控目标建立“个
性化”处置工单，实现分级分类精准推
送？这有赖于南京日趋成熟的网格化
工作机制。

2019年以来，南京扎实推进安全生
产网格化工作，在全市1.2万个综合网
格上叠加1914个“应急格”、1.7 万个

“安监格”，依托应急管理“181”平台率
先开展“城市风险（源）普查辨识建档、
责任厘清确认组网”基础攻坚战，给城
市风险源“上户口”。

值得一提的是，在风险（源）普查工
作中，南京将“监管责任具体化”作为重
中之重，对每一处风险源坚持做到风险
监管“八清”，即风险（源）底数清、风险
等级清、隐患类别清、所属网格清、监管
责任层级清、行业主管部门清、监管责
任涉及部门清、信息共享路径清，构建
形成了“多对多网状”风险管控责任体

系、风险管控措施体系，相关监管行业
部门、层级和责任人一目了然。

“金陵气象灾害靶向预警防控”系
统支持市、区、镇街等多角色根据灾害
可能影响区域分级应用发布。当系统
接到气象灾害预警后，根据应急预案和

“181”平台标注的监管责任体系，系统
自动设定处置单位、处置措施，对重点
防控目标逐个形成告警、巡查、消险、撤
离等不同类型“响应工单”，实现预警响
应需求与应急人员、物资、装备等力量
资源的智能化精准匹配。“响应工单”可
以精准推送市区监管防控部门责任人、
区街联动指挥云平台和基层综治、应急
网格员，将灾害防御的触角延伸到社会
治理的“最小单元”。

“铁脚板”落实责任，应急响
应更高效

好的制度离不开铁的执行，应急响
应关键要落实到每一个网格、每一个责
任人。

在灾害应急处置环节，依靠系统智

能匹配的专家、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
各级责任人迅速组建应急联动处置分
队，可以在第一时间根据“清单化”应急
预案，采取告知、巡查、走访、消险等处
置措施，处置结果同步反馈系统、实时
跟踪查看，实现工作指令精准落地、响
应处置高效闭环，进一步提升“负分秒”
应急响应能力。此外，灾害预警信息还
可以通过靶向系统同步推送片区保险
员，保险公司可以提前介入，辅助社区
网格员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为了练就“铁脚板”，锻造高素质网
格员队伍，近年来，南京市坚持党建引
领，将党支部、党小组建在网格，将党建
服务点设在网格，扎实推进“一日双巡”
等工作制度落实，用“铁脚板”丈量城市
安全，筑起防范风险、排查盲区的“钢铁
长城”。依托南京网格学院，南京市应
急管理局还聘请防灾减灾领域专家学
者、实务部门专业人才，对骨干网格员
开展专题培训，提升专业化水平，为城
市安全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新动能。

李静 林敏

探索“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防灾减灾模式

南京上线全国首个“气象灾害靶向预警防控系统”

在家里观看3D视频、坐在汽车
里观赏大屏幕播放的足球赛、到医院
用手指点点空气“不留痕迹”挂号缴
费……在安徽合肥举行的2021世界
显示产业大会上，一批更智能、更科
技、更无界的前沿显示产品和应用登
台亮相。在科技创新引领下，颠覆想
象的“屏”繁的“视”界，正悄然改变和
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更智能：无处不在

副驾驶座上约20英寸大屏幕播
放足球赛、车前方的智能交互大灯显
示行人先行的提示……在高合汽车
展台，工作人员雷震简单滑动屏幕，
向观众展示着车载显示的智能化座
舱应用场景。

一场音乐、智能交互灯光与汽车
展翼门开合相互配合的“车舞”，吸引
众多观众驻足欣赏。“这款汽车经过
三年多的研发，目前已经实现量产并
交付市场，处处都体现着智慧显示应
用。”雷震说。比如，为驾驶员准备的
抬头显示功能，可以将行驶速度、导
航等信息投射在挡风玻璃前方，让司
机不用转头、低头就能了解驾驶必要
信息，减少分神带来的危险。

让世界显示产业大会展厅“燃”
起来的远不止此。

“此次大会以‘显示世界 看见未
来’为主题，在展厅专门设置了‘显示
应用 无处不在’板块，聚焦智能网联
汽车、智慧生活等场景展现最新应
用。”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电子信
息处处长蒋晨捷说，比如借助无触摸
医疗自助机，用手指点点空气就能

“不留痕迹”挂号缴费，这些显示产业
新应用正悄然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的
生活。

更科技：百花齐放

新产品、新技术加速发展，是我
国新型显示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
强的突出体现。蓬勃发展的数字经
济为新型显示创造出更多的市场机
遇，在下游应用的带动下，8K超高
清、窄边框、全面屏、曲面屏等新型产
品层出不穷，AMOLED、激光显示、
微显示、电子纸等各类显示技术百花
齐放，研发投入不断加大，创新能力
不断增强。

在京东方展台，110英寸、8K显
示屏上的景物栩栩如生，让人有身临

其境之感。OLED透明显示技术，让
屏幕不再是一块“黑镜”，可以在显示
画面的同时，透过屏幕看到背后的景
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未来，这种
屏幕可以用于智能网联汽车的挡风
玻璃。

更无界：构建生态

深耕人工智能和语音识别的科
大讯飞，这次展示了用于会议场景的
讯飞听见智慧屏。这块屏幕集成了
投影、白板书写、语音识别、云端会
议、会议记录自动生成等多种功能。

“这是新型显示和人工智能的强强联
合。”展台工作人员廖纯生说，显示产
业与其他产业对接合作已逐渐成为
主流，未来新型显示和人工智能将无

处不在。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军

在开幕式上介绍，在关键领域创新突
破上，新型显示产品与5G通信、超高
清视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
等新型产业加速融合创新，在汽车电
子、远程医疗、工业控制等领域取得丰
硕成果，形成了行业增长新动能。

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加强国内外
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发展。中国工
程院院士彭寿认为，要加速推动全球
产业链的开放协作，提升我国产业基
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为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合肥6月17日电）

下图为工作人员演示智慧教育黑板。

更智能·更科技·更无界
——从世界显示产业大会看“屏”繁的“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