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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5 日电 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着眼长远、立足实践，以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充分展示
五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
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脉络和行动
足迹，中央有关部门组织拍摄了七集大

型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该片 5 日晚起将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
道首播，并在央视新闻移动网等融媒体
平台同步推出。

该片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五年来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展
现决策理念、重要顶层设计酝酿提出的
时代背景、深刻内涵和奋力推进过程，
充分表现了党中央继往开来、逐梦前行

的勇气、担当和智慧，全景展示中国共
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壮阔征
程，生动讲述五年以来打动世界、激荡
人心的中国故事。

全片共分《举旗定向》《人民至上》
《攻坚克难》《凝心铸魂》《强军路上》《合
作共赢》《永立潮头》七集。由中共中央宣
传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是迎接党的
十九大系列电视专题片的重要之作。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这部
政论专题片的推出，将进一步鼓舞全党
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列宁全集》第二版
增订版60卷全部出版

全景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卓著成就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开播

据新华社东京 10 月 5 日电（记者姜
俏梅）据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馆消息，5
日凌晨，一艘中国内地渔船在日本岛根
县隐岐诸岛以北约400公里的公海上与
香港籍油轮相撞后倾覆。截至目前，16
名船员中已有4人被附近中国籍船只救
起，另外12人下落不明。

中国驻大阪总领馆接到消息后第一
时间派遣工作组赶赴现场了解情况并参
与救援。日方已派遣3艘巡视船前往事
发现场开展救援。

据新华社昆明 10 月 5 日电（记者林
碧锋）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有关专家
5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初步确认，云南省迪
庆州4日20时左右发生一起“火流星”空
爆事件。目前当地暂未收到此次事件
导致的人员受伤或房屋受损情况报告。

“ 相 比 于 近地小行星，此次‘火流
星’空爆事件应该是由非常小的小天体
引发的。”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
王晓彬说，类似事件并不少见，如猎户座
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

我渔船在日本
附近公海倾覆

12人失踪

云南迪庆发生
“火流星”空爆事件

超百城150余次调控后

楼市今年“金九银十”成色如何
国庆节前，重庆、南昌、石家庄、

西安等多地楼市调控再次收紧。自
去年 9 月底以来，从“五限令”到“购
租并举”“租售同权”，已有超百城发
布 150 余次楼市调控政策。“金九银
十”之际，记者探访多地楼市发现，今
年一二线热点楼市普遍“行情清淡”，
而部分三四线楼市市场较为活跃。

热 点 城 市 楼 市 普 遍
遇 冷 ，有 的三四线城市看
房量上涨三成

上海嘉定区南
翔板块华润中央公
园，现在加推精装修
新盘的均价在4.6万
元至 5.2 万元，而去
年一模一样户型新
盘的均价在5.8万元
至 6 万元之间。记
者近日探访上海楼

市时看到，远郊楼盘房价大幅回落，
全市二手房交易保持淡季格局。

上海楼市反映了经历持续调控
后一二线热点城市楼市的“清淡行
情”：放盘量、成交量大幅减少，成
交周期刷新历史最高水平，延长到
了 2 个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70 城
房价最新数据显示，15 个热点城市
新房环比价格出现了最近 3 年来的
首次全面停涨。

与一二线热点城市楼市“遇冷”
不同，部分三四线城市却呈现购销两
旺格局。国庆期间，记者在福建泉州
一个现房售楼处遇到了来自长乐、福
清等地的“购房团”。置业顾问江先
生表示，假期前后，泉州不少一手楼
盘开始涨价，有的每平方米上涨 300
元左右，看房量上涨三成。

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苗乐如
说，一二线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
的态势得到控制；因城施策下，三
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成效明显，
市场较为活跃。

“房住不炒”渐入人心，
不少90后“房租不买”

专家认为，与以前相比，这一年

来的房地产调控不是简单地控制房
价，而是在精准调控的前提下，通
过租售并举、租售同权、增加保障
性住房等调整供应结构，较好地引
导了社会预期。记者调查发现，楼
市不同群体的心态正在悄然变化：

交易环节冰冻，部分炒房客开
始退场。“刚需族”不再像去年房价
暴涨时那样焦虑。不少 90 后表示，
出于资产灵活或居住地灵活的考虑
会选择租房。

专家建议建立长效机制
满足刚需、打击投机

10 月 1 日 ， 宁 波 限 购 政 策 升
级，加入重庆、南昌、石家庄、西
安等二三线城市政策面持续收紧

“大军”。
受访专家普遍表示，为了稳定

市场预期，在楼市疯狂上涨时及时
在需求侧“踩刹车”非常必要，还
应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
资、立法等手段建立房地产长效机
制，保护正常住房消费，精准打击
投机需求，维护楼市长期稳定健康
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5
日电（记者白瀛、罗争光）由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列
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 60 卷
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增
订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旨

在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
列宁主义理论、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加完
整、丰富、精准、翔实的基础
文本。增订版从 2010 年正
式启动，历时近 8 年完成，全
部60卷分为三大部分。

著有《长日留痕》《被掩埋的巨人》等小说

日裔英国作家
石黑一雄获文学奖

综合新华社 10 月 4 日
电 （记者高山） 制造美国拉
斯维加斯枪击事件的枪手斯
蒂芬·帕多克的女友玛丽
卢·丹利 4 日表示，她对帕
多克策划枪击事件事先毫不
知情。丹利的律师 4 日在美

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部外
发布了一份她的声明。

美国总统特朗普 4 日抵
达拉斯维加斯，慰问枪击事
件受害者和家属。慰问期
间，特朗普回避了记者提出
的控枪问题。

■关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

枪手女友称毫不知情
特朗普慰问受害者和家属期间避谈控枪

关注2017年诺贝尔奖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
月 5 日电（记者李骥志、付一
鸣）瑞典文学院 5 日宣布，将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
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

文学院当天发布新闻公
报说，将文学奖授予石黑一
雄是因为他“凭借充满强烈
情感的小说揭示了我们幻觉
之下的深渊”。

石黑一雄 1954 年 11 月
出生，1982 年发表首部作品

《远山淡影》。其最著名的作
品是发表于 1989 年的长篇
小说《长日留痕》，小说以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为现

实背景，展现了主人公对职
业历程的回顾和人生价值的
思考。石黑一雄最新一部小
说《被掩埋的巨人》（2015 年
出版）以一种流动的笔法探
讨记忆与遗忘、历史与现实，
以及幻想与现实的关系。

石黑一雄

（上接第一版）
“绿美邯郸”攻坚行动以增绿

量、提绿效为目标，确定了“城市乡
村统筹，山区平原同步，林果发展并
重，市县分级实施”的绿化思路，实
施城镇绿化、城区周边绿化、荒山绿
化、绿色廊道、村庄绿化、经济林基
地、农田林网、企业厂区绿化等工
程，并把太行山绿化和“一山（紫
山）两高（京港澳高速公路和京广
高速铁路）三线（京广铁路以西的
青 兰 高 速 、309 国 道 、邯 武 快 速
路）”作为重点。

为确保攻坚行动顺利进行，邯
郸成立了“绿美邯郸”攻坚行动指挥
小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动员部
署，各县（市、区）均成立了领导小
组，制定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造林
绿化工作高位推进、持续发力。

在紫山生态修复工程中，41 家
煤矿被关停取缔，清理矿渣 10 万
立方米，“绿化紫山，爱我邯郸”成
为全民共识。紫山土层薄，种不了
树，就炸出树坑，移土植树，几年间
紫山景区栽植树木 80 万余株，森林
覆盖率从 16%提高到 96%。紫山
没有水，就引水上山，新建、维修蓄
水工程 8 处，扬水泵站 2 处，铺设管
道 6000 多米，修建的库容 30 万立
方米的紫云湖，让紫山的山光云影
荡漾于碧波中。

如今，紫山已经成为邯郸主城
区西部生态屏障和城市绿肺。紫山
核心区 7000 余亩土地全部流转，邯
郸市丛台区与美的文旅集团达成合
作意向，拟投资 200 亿元打造 5A 级

景区，世界马氏联谊会也将在此建
设中华马氏总祠。

从昔日满目疮痍到如今遍山苍
翠，紫山由一个工矿废弃地向文化
旅游休闲区的巨变，成为邯郸减排
放、增绿量、提绿效的缩影。随着

“绿美邯郸”攻坚行动持续推进，一
大批绿化工程加快实施，邯郸连续
四年每年造林超过 52 万亩，全市累
计完成造林 242.1 万亩，全市森林覆
盖率由 2011 年的 21.3%提高到了
2016 年的 29.2%，今年计划造林 66
万亩，确保森林覆盖率每年净增1.5
个百分点。

增绿的同时抓减排。以“煤、
气、尘”治理为重点持续用力，通过
大力推进钢铁煤炭去产能、实行企
业错峰生产、主城区散煤清零、农村
散煤治理等措施，确保把煤耗降下
来；通过治理机动车尾气、整治露天
烧烤等措施，切实减少汽车尾气和
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通过城市精
细化管理，强力治脏治乱治差，坚决
把扬尘污染控制住。

从 2013 年起，邯郸市还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坚定不移去产能，当年
取缔“三小”及重污染小企业 2620
家，2014年拆除燃煤锅炉955台、拔
掉烟囱1650根，2013至2016年，全
市累计压减炼铁产能 1148 万吨、炼
钢产能 1004 万吨、焦炭产能 553 万
吨。今年，该市自我加压，分别将炼
铁、炼钢、焦炭产能压减任务调高为
484 万吨、354 万吨、320 万吨，8 月
底全部完成压减任务。

生态在加紧修复。邯郸市将林

业、水利、土地、交通、扶贫等部门项
目资金捆绑使用，集中扶持和支持荒
山开发和林果基地的项目建设，加
大生态治理力度。四年来，市、县各
级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20 亿余元，引
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重点区域、重
点地段的生态治理。峰峰矿区在关
停矿井的同时实施山体修复，目前
已建成十大矿山公园，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武安引导钢铁企业承包荒
山植树造林，补齐生态欠账，向观光
旅游业进军。

绿色转型的关键是调结构。为
推进新兴产业快速崛起，2012 年以
来，邯郸市连续 6 年开展了 11 轮集
中开工、集中签约和集中观摩活动，
累计签约亿元以上合同项目 657
个，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1479 个，累
计建设省重点项目 228 个、市重点
项目445个，完成投资3212亿元。

随 着 投 资 100 亿 元 的 中 国 电
子（邯郸）产业园、投资 120 亿元的
邯郸华耀城、投资 81 亿元的银隆新
能源四期、总投资 22 亿元的马大姐
食品项目等一批新兴产业落地，为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奠定了基础，推
动装备制造业成长为第二大支柱
产业，钢铁、煤炭、电力、建材“老四
样”变成了钢铁、装备制造、食品工
业、煤炭、纺织服装“新五强”。目
前，邯郸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210
家，2016 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
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8%，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9.4%，增速均
列全省第一，成为邯郸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

（上接第一版）确保把煤耗降下来、
把汽车尾气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降
下来、把扬尘污染控制住。增就是持
续开展“绿美邯郸”攻坚行动，不断

增加绿量和环境容量。
我们坚定调结构的战略定力，以

项目建设为抓手，同样做好“一减一增”
两篇文章。减就是坚定不移去产能，增

就是持之以恒上项目，以优质增量调优
存量、做大总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加
快绿色转型，经过几年努力，迎来了经
济发展的新拐点和产业结构的新变化。

（上接第一版）
根据当地位置、气候、土壤等自

然条件，威县老科协决定引导村民
大规模种植秋月梨。它产自日本秋
月一带，口味好、价钱高，盛果期亩
产可达 4000 多公斤。但不知秋月梨
为何物的草楼村村民，开始却并不
买账。那时候，苏桂珍把大伙儿召集
起来开大会，说“盛果期亩均毛收入
能到 1 万元”，只听见底下冒出几声
干笑，根本没人搭腔。

丁灵恩当时就不信，“咱又不是
没种过梨，前几年卖一斤都挣不着 5
毛钱，你凭啥保证能赚那么多？”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2012
年，威县老科协的部分成员集资 90
万元，又借贷45万元，在草楼村租地
300 亩，建起了高效农业示范园。

由于资金有限，头一年园区栽植
梨树 100 亩，群众跟进 200 亩。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丁灵恩也种了两亩
半。结果让他大喜过望。“今年梨果刚

刚上产量，亩产大概3000多斤。前两
天，个头在 6 两以上的一级果，都被
山东客商直接从树上摘走了，收购价
一斤能到 2.8 元。”他笑眯眯地说，一
下子8000多块钱就到手啦，“这么算
算账，苏会长当时许诺的亩均1万多
元毛收入，说得还是太保守啦。”

一园示范一村、一村带动一乡、
一乡引领一县，威县老科协在草楼
村创办的科普示范基地——300 亩
高效农业示范园已成为全县建设优
质果品产业带的样板。

包括创建科普示范基地在内，
省老科协探索出助力精准脱贫“六
种工作模式”，为各地加快脱贫脚步
点亮了科技星火。

打造老专家服务团队。围场老
科协副会长谭宗九是马铃薯专家，
近年来，他引进试验和培育的新品
种“夏波蒂”每年在我国北方地区推
广30万亩，年经济效益达3亿元。

建言献策编规划。70 多岁的省

林业厅原巡视员、正高级工程师曲
宪忠 2013 年来威县，主持制定了

《威县西沙河流域绿色 A 级高效梨
产业带建设规划》，到 2016 年，已指
导建成 6.8 万亩高标准梨园，帮助 3
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举办科普报告和技术培训。盐山
县老科协副会长王岐凤，坚持自费编
发《田野科普》，到2016年已编发150
期。宽城老科协组织养蜂专家搞技术
培训，帮全县722户养蜂户脱了贫。

开展技术推广和就业指导。81
岁的隆化县老科协会长孙慧君，多
年 来 坚 持 组 织 村 民 试 种“ 热 河 红
菜”，还试验成功了“热河红菜糕”，
年产值达300万元。

探索科技扶贫多元联盟。威县
通过邀请中国农科院李全新博士和
省内老专家组成顾问团，在各行业
搭建起战略合作联盟，实现了现代
农业园区的一体化发展。

“这不，听了县老科协专家的
话，我又把秋月梨的种植面积扩大
到了 20 亩，以后的日子想想都带
劲。”丁灵恩说。

（上接第一版）仔细阅读，不厌其烦
地一遍遍比对、印记位置。他把家变
成了电气实验室，买来电子元件，搭
建各种电路，反复试验。同时不断丰
富理论知识，先后自学了 PLC 控制
系统、计算机原理等 50 多门专业课
程，取得了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

2000年的一个夜晚，电闪雷鸣，
一场大雨顷刻将至。偏巧在这时，卸
船机大臂突然悬在半空不能动弹，
船舱舱盖无法闭合。如果不能及时
修复，舱内 8000 吨粮食就会被雨水
浸泡。可是大家按照常规步骤检查

了半个小时，也没有发现故障原因。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张海波突然想
起自学的 PLC 程序知识，根据卸船
机大臂抬起动作的逻辑关系对 PLC
程序进行故障排查。果然，几分钟后
就发现了一个堵塞开关不正常，然
后顺藤摸瓜找到了一段老化短路的
线路。当故障处理完毕、最后一个舱
口闭合的瞬间，大雨倾盆而下。那一
刻，在场的所有人都向张海波伸出了
大拇指。

如果说，过硬的技术是解决企
业生产难题的重要保障，那么创新

则是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散粮站 2 号卸船机已经运行 20 多
年，其中一个电器插卡损坏且已无备
件可换，价值 2000 多万的设备面临
报废。张海波主动请缨，带领团队日
夜奋战，调整程序9000多条次，攻克
了数据格式、寻址方式、通讯协议等
一系列核心技术难题，自主完成了改
造工程，使这套濒临报废的洋设备
起死回生。

“攻坚克难是每一名技术工人
的职业追求。作为党员，我必须带领
更多的职工投身技术创新的洪流中
去，把崇高的理想化为脚下的每一
步。”张海波说。

（上接第一版）签约校企科技创新合
作项目15项。上半年，该市140项省
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18.3 亿元，占
年度计划的 63.5%；85 项计划开工
项目有 82 项开工建设，开工率达
96.5%。

为保障项目落地，该市创建了

“一个窗口流转、闭环式审批”服务
新模式，大大简化了行政审批流程，
加快了项目落地。同时，以金融创新
加快股权融资步伐，运用 PPP 模式
实施了一批重大城建和民生项目。
该市把生态环境治理作为走新路的
重要举措，制定出台了“1+27”政策，

突出抓好压煤、优企、抑尘、控车、增
绿重点任务。目前，市区及周边 233
个村庄 5 万多户居民“煤改气”工程
已全部完成，全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达 100%。同时，加大生态修
复力度，实施一湖九河重点流域污
染整治工程，全面推行市县乡村四
级河长制，建立健全滏阳河生态补
偿机制和生态补偿金扣缴制度。

全省老科协六种工作模式助农脱贫衡水在走新路中推进增比进位突破

张海波：崇高理想始于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