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 于 嘉

皑皑白雪将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
旗草原覆盖得严严实实。15日傍晚，60
岁的牧民哈斯与丈夫松布尔巴特尔从
储草棚内抱起一捆捆干牧草，放进棚
圈喂牛。

不大一会儿，两名身着制服的边
境派出所民警来到门外。他们先帮着
干活，半小时后，20 多头牛全部喂完，
又跟着老两口进了家。

“大爷大娘，嫦娥五号返回器将要
在咱们这片草原着陆。”内蒙古乌兰察布
边境管理支队脑木更边境派出所所长
侯贵峰说，到时请采取有效措施就近分
散至开阔地带，避开建筑物、高压线等。

侯贵峰和同事刘卫兵一边详细介
绍注意事项，一边解答牧民的疑问。

哈斯和松布尔巴特尔生活在四子
王旗脑木更苏木阿莫吾素嘎查，这里
位于嫦娥五号返回器着陆场内。这片
草原也是神舟系列飞船主着陆场区，
被誉为“神舟家园”。

随着嫦娥五号返回器着陆时间临
近，内蒙古乌兰察布边境管理支队脑
木更边境派出所民警在着陆场区加强
警戒，在重点区域巡逻和排查，并向周

边农牧民宣传安全注意事项。
嫦娥五号返回器将在四子王旗草

原着陆的消息带火了当地酒店。记者
在旗政府所在地乌兰花镇走访了解
到，当地五六家大型酒店基本客满，不
少中小型旅馆也十分抢手。

“我们就为迎接‘嫦娥’回家而
来。”来自天津的游客冯世程告诉记
者，根据安全保障要求，他与几名“驴
友”虽无法抵达现场，但“来到四子王

旗，看到茫茫雪原，离‘嫦娥’也不太
远，就值了”。

“神舟家园”“飞船返回地”等名片
让地处偏远、不足 20 万常住人口的四
子王旗知名度大大提高。2019年，当地
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业综合收入
达 7.6 亿 元 ，分 别 较 上 一 年 增 长 一
倍多。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还在草原上
游览天然胡杨林和神秘的“大红山”。

“这两处美景都在我们辖区内。”脑木
更边境派出所教导员蒙荣昌说，天然
胡杨林有 300 余株，面积超过 500 亩，
色彩绚丽的“大红山”从平坦的草原上
突起，蔚为壮观。

近段时间，54 岁的牧民阿丽玛与
丈夫乌力吉除了喂牛，还常在他们家
的草场及周边地区巡逻。

“我们是边境派出所的联防队员，
这次也肩负着重任。”阿丽玛说，在嫦
娥五号返回器着陆前要密切注意天
空和周边环境，及时将有关情况向
边境派出所报告。

在阿莫吾素嘎查，阿丽玛的
家离神舟六号着陆点最近，只有
三四公里。

“着陆点竖起了纪念碑，
我经常免费给游客带路，给
他们讲当时飞船着陆的场
景。”阿丽玛说，“这次

‘嫦娥’将要返回这里，
我将牢记这个让人自
豪的时刻。”

据新华社
呼和浩特 12
月16日电

“将牢记这个让人自豪的时刻”
——探访嫦娥五号返回器着陆地四子王旗

12月15日，四子王旗民兵骑兵连在着陆场区附近巡逻。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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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 16日
电（记者陈芳、董瑞丰）“我国
目前已有 5 个新冠病毒疫苗进
行Ⅲ期临床试验，数量位于全
球前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
工作组组长、国家卫健委医药
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郑忠伟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说。
据了解，已经进入Ⅲ期临

床试验的疫苗包括国药集团中
国生物的2个灭活疫苗、北京科
兴中维公司的1个灭活疫苗、军
事医学研究院和康希诺公司联
合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中
科院微生物所和智飞生物公司
联合研发的重组蛋白疫苗。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16日
电（记者王鹏）由中宣部、中国
记协等组织的第七届“好记者
讲好故事”首场巡讲活动 16 日
在京启动。由37位巡讲人组成
的 3 路巡讲团面向中央主要新
闻单位、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和
北京市新闻单位讲述了他们的
采访经历和故事。

据介绍，12 月 18 日至 24
日，巡讲团还将分赴山西、江
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北、重
庆、陕西、甘肃等地，为当地新
闻单位和高校新闻院系师生作
报告。他们也将走进党政机关、
厂矿企业、居民社区等，与当地
观众开展交流互动，注重深入
基层，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

据新华社香港12月 16日
电（记者刘明洋）香港特区政府
16日在政府总部举行副局长和
政治助理宣誓仪式，全体 12 位
副局长和14位政治助理在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见证下，宣誓拥
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除政治委任官员外，特区

政府公务员事务局今年 10 月
发出通告，要求所有在今年 7
月 1 日或之后加入特区政府的
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作为
聘用条件的一部分。公务员
事务局会在短期内公布有关
要求现职公务员签署声明的
具体安排。常任秘书长及部
门首长的宣誓仪式将于 12 月
18日举行。

我国5个新冠疫苗
进行Ⅲ期临床试验

2020年“好记者讲好故事”
首场巡讲活动在京启动

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委任官员
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

12月16日，长征八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后，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12月底择机
实施飞行试验任务。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长征八号遥一火箭近期择机首飞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记者安
蓓）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16 日发布《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2020 年版）》。2020 年版
清单共列入事项 123 项，比 2019 年版清单减
少8项。

2020年版清单放开“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项目核准”“矿业权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碳排
放权交易核查机构资格认定”等3条措施；根
据“放管服”改革进展，删除“进出口商品检验
鉴定业务的检验许可”“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
可”“资产评估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格审
批”“证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核准”等14条管理措施。同时调整规范
部分措施表述，审慎增列少数事项措施，完善
清单制度设计。

“清单的修订出台，有利于进一步放宽准
入限制、实现平等准入，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
政府更好结合，加快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
的国内统一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
人孟玮说。

一是市场准入限制持续放宽。2020 年
版清单与 2018 年版清单相比，事项数量由
151 项缩减至 123 项，缩减比例达到 18%，与
2016 年试行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
点版）》328个事项相比，缩减比例高达 62%。
负面清单修订并不是只减不增，而是有增有
减。坚持严格合法依规增减，及时依法纳入
金融控股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准入管
理措施，以保障清单的严谨性、规范性。

二是“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得到巩固
和维护。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重
点就是突出“全国一张清单”管理。通过持续
清理和规范违规制定的准入类负面清单，取
消各地区自行编制发布的市场准入类负面清
单 23个，有效杜绝了“负面清单满天飞”的情况，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不断增强。

三是清单使用透明度和清单修订参与度不断提升。市场主体
在自觉使用清单的过程中，对于年度修订清单的期待越来越高，有
更多市场主体和行业协会提出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清单
修订质量不断提升。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记者胡喆、彭韵佳）12月 17
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
式再入返回，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随着嫦娥五号返回器圆满完成月球“挖土”，带着月球
“土特产”顺利回家，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嫦娥五号任务
飞控现场旋即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大家纷纷欢呼、拥抱，
互致祝贺。

探月工程总指挥、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宣布：“探月
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历经23天，嫦娥五号闯过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
行、月面着陆、自动采样、月面起飞、月轨交会对接、再入返
回等多个难关，成功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完成了这次意
义非凡的太空之旅。

“嫦娥五号任务既是收官之作，更是奠基之作。”嫦娥五
号任务新闻发言人、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
裴照宇表示，嫦娥五号任务是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
走中“回”这一步的主任务，成功实现了月球表面采样返回。

探月工程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确定的 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自
立项以来，国家航天局组织全国 2000多家单位、数十万名
科技工作者，团结协作、集智攻关，高质量高效益完成六次
探测任务，实现“六战六捷”。

揽月而归，踏梦而行。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
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月面
采样与封装、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携带样品再入
返回等多项重大突破，其成功实施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

“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

揽月而归揽月而归 踏梦而行踏梦而行

“嫦娥”带着“土特产产””顺利回家顺利回家

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摄

历经23天，嫦娥五号闯过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月面着陆、自

动采样、月面起飞、月轨交会对接、再入返回等多个难关，成功携带月球

样品返回地球，完成了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16日电（记者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16日说，国家发展改革委结合“十四五”
规划研究，提出拟将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城际和市域（郊）铁
路作为重大工程纳入“十四五”规划，整
体推进建设。

孟玮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大区域
“十四五”期间计划新开工城际和市域
（郊）铁路共 1 万公里左右。到 2025 年，
基本形成城市群 1至 2小时出行圈和都

市圈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长
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建成。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建议提出，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
通网络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
展司负责人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城市群、都市圈，
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现代化综合交
通网络，条件最为成熟、需求最为迫切，
既利当前、又利长远。

这位负责人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国铁集团、相关地方，梳理形成了近三
年滚动项目清单，拟新开工项目70余个、
总里程超过6000公里。在京津冀地区，
新开工项目约1000公里，加快构建“四纵
四横一环”通道格局，形成北京、天津中
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之间的“1小时通
勤圈”，京雄津保唐“1小时交通圈”。在
长三角地区，新开工项目约4000公里，打
造1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城际交通圈、城市
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组团间半小时到1
小时通勤网。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开工
项目约1000公里，加快形成以广深港、广
珠澳和跨珠江口为主轴，“轴带支撑、极
轴放射”的多层次铁路网络，实现大湾区
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

孟玮强调，要把握好城际铁路的功
能定位和建设标准，“避免把城际铁路建
成高铁、建成地铁。”

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市域铁路拟纳入“十四五”规划

京雄津保唐“1小时交通圈”有望形成
在京津冀地区，拟新开工

项目约1000公里，加快构

建“四纵四横一环”通道格

局，形成北京、天津中心城

区与新城、卫星城之间的

“1小时通勤圈”，京雄津保

唐“1小时交通圈”

（上接第一版）
“2016 年，我们入驻正定时和年丰

星创天地，这里不仅将公司产品向农业
生产基地展示推广，还帮我们积极对接
创业导师资源。”石家庄诚鼎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在“星创天地”支持
下，公司从正定县一家生产沼液肥的小
厂成长为科技型中小企业，仅用了一年
的时间。

“农业科技园区、星创天地等载体
通过整合科技、人才、信息、金融等资
源，加速推动了农业农村领域的‘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热潮。”省科技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省科技厅在 62 个贫
困县建设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57家、
基地 21 家，星创天地 239 家，农业科技

“小巨人”企业 240 家。平台的发展壮
大，成为贫困地区的技术辐射源，贫困
村、贫困户的连接点，为贫困地区经济
发展注入了内生动力。

搭台子，还要铺路子。2014 年，顺
平县北大悲村村民焦金同流转了村里
1000多亩山地，创建了顺农果品现代农
业园区。“砸了数千万元，也没听见个响

儿，真快扛不住了。”没技术、缺经验的
窘境曾一度让焦金同打退堂鼓。对此，
我省组织广大科技特派员在县一级组
建专家服务团，在乡镇一级建立科技特
派员工作站，在乡村选派科技特派员，
通过科技特派员创业指导，实现企业、
法人科技特派员与农民相融互推、同频
共振。

科技特派员亲自动手做示范，传授
科学种植管理经验。一年的时间，焦
金同便摸到了门路。“有了科技特派员
的支持，投入的数千万元成本预计三

年内就能收回！”言语中，焦金同信心
满满。截至目前，全省科技特派员服
务乡镇 900 多个，服务企业、合作社、农
民协会等机构 770 多个，示范推广科技
成果 2000 多项，培训基层技术骨干 1.3
万人次，培训贫困户 25.1 万户，实现了
62 个 贫 困 县 和 206 个 深 度 贫 困 村 全
覆盖。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伴随着
一系列举措综合发力，我省以平台为载
体、以人才和技术为支撑，科技助力脱
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