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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4 日在 2020 年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上致辞。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在过去
的几个月里，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
一道，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疫情带
来的全球性挑战作出了艰苦努力。
当前，全球范围疫情尚未得到全面
控制，各国都面临着抗疫情、稳经
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在这一背
景下，中国克服重重困难，举办这
样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就是要
同大家携手努力、共克时艰，共同
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推动
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希望以此为契
机，搭建起平台和桥梁，让各国人

民充分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发展新
突破，共同享受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新技术新成果。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
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
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
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
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和考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近
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
育兴起，带动数字技术强势崛起，
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引领了服务
经济蓬勃发展。这次疫情全球大流
行期间，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
享平台、协同办公、跨境电商等服
务广泛应用，对促进各国经济稳

定、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了重要
作用。放眼未来，服务业开放合作
正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提出 3 点倡议。
第一，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

作环境。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世
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服务
业因其独特的轻资产、软要素等特
点，更加需要开放、透明、包容、
非歧视的行业发展生态，更加需要
各国努力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
境上”和“边境后”壁垒，推动跨
境互联互通。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
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继续
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
质服务进口。中国将积极顺应服务

贸易发展实际需要，推动多边、区
域等层面服务规则协调，不断完善
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
性增长。

第二，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
作动能。我们要顺应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
消除“数字鸿沟”，助推服务贸易
数字化进程。中国将拓展特色服务
出口基地，发展服务贸易新业态新
模式。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宏
观政策协调，加快数字领域国际合
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积极促进
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蓬勃发展，
推动世界经济不断焕发生机活力。

第三，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
作局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
经济彼此依存，【下转第4版①】

习近平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

携手努力共克时艰 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
各国要共同营造开

放包容的合作环境、共
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
动能、共同开创互利共
赢的合作局面，中国将
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
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
场准入，发展服务贸易
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组
建全球服务贸易联盟，
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
区，带动形成更高层次
改革开放新格局

▶9 月 4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 2020 年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
易峰会上致辞。

（新华社发）

易其洋

新学年开始，因为公交化接送
车辆停运，鄞州区云龙镇中学学生
遭遇“乘车难”。媒体报道后，宁
波市交通局、鄞州区交通局、鄞州
区教育局、云龙镇政府及云龙镇中
学经过磋商，决定自 9 月 7 日起，
为 397 名初中生开通公交放学专

线，运营费用主要由区教育局和镇
政府财政补贴，学生每人每学期付
100元。

公交化接送车辆停了，学生只
得自行乘坐公交车。以往回家 40
分钟就够了，现在人多车少，候车
时间过长，回家要花两三个小时。
解决办法，就是在放学时段增加公
交车班次。相关部门职责所在，谁

都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不
能说一句“难解决”“没办法”了
事，而必须积极主动地想办法。问
题越早解决，孩子们越少受罪，家
长和老师们越少担心。

我们说“民生无小事”，孩子
们“乘公交车难”就是民生。我们
讲“三服务”，不能只是嘴巴说
说、纸上写写，而是要切实为企

业、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可
喜可赞的是，几家单位不是不作
为，置之不理，也不是慢作为，拖
着不办，而是“快作为”，立马急
起来、动起来了。

前些天，缙云县政府给当地两
家工作效率低下的单位颁发了“蜗
牛奖”。面对民生疾苦，是像蜗牛
一样，动作慢慢吞吞，作风松松垮
垮，还是“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
疾”，刻不容缓，不容稍懈，区别
就在于，是否真有为民情怀和担当
精神。

“去民之患”就该“快作为”

新学期伊始，宁波科学中学的不少学生陆续来
到该校新投用的汽车创新实验室参观学习。科学中
学地处杭州湾新区“汽车城”，本学期，该校将组建汽
车研究兴趣小组。在汽车创新实验室，两辆整车“剥
离式”陈列，将诸多零部件直观地呈现给学生，方便
他们开展项目化学习。 （卓松磊 徐能 摄）

“车迷”探车

新华社杭州9月4日电 浙江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9 月 4 日决定，
接受车俊辞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职务、袁家军辞去浙江省人民政
府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郑栅洁为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
长。

郑栅洁任浙江省代省长

新华社酒泉9月4日电 记者
从有关部门获悉，我国 4 日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利用长征二号 F 运
载火箭，成功发射一型可重复使用
的试验航天器。

试验航天器将在轨运行一段时

间后，返回国内预定着陆场，期
间，将按计划开展可重复使用技术
验证，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技术支
撑。

这是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第 14
次执行发射任务。

我国成功发射
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

记者 冯瑄 单玉紫枫

出宁波栎社机场，直奔慈溪。丁
冠均闭着眼，脑子却转得飞快：北京
平谷的 800 亩桃子采摘进入尾声，
总共 40 万公斤；慈溪 150 亩葡萄快
下 市 了 ，2500 亩 西 蓝 花 要 种 第 二
茬；余姚的万亩水稻得抓紧秋收；温
州苍南新承包的 5000 亩盐碱地要
改良土质⋯⋯

21 年 前 ，丁 冠 均 到 慈 溪 打 短
工。这个安徽小伙子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竟然能带领团队，包下万亩良
田，打“飞的”到全国各地去种地。

繁密的枝叶间，挂满了用纸袋
包裹的一串串葡萄。点点光斑从葡
萄架的空隙投射下来，似乎也在好
奇：袋子里是绿色的美人指，还是红
色的醉金香⋯⋯

“套纸袋可以防止葡萄裂果和
早熟，拒害虫和小鸟于袋外，使果粒
色泽良好，而且不用打农药，食用更
安全。”在慈溪现代农业开发区，丁
冠均的女婿汪华国一边介绍一边打
开纸袋，一串串晶莹剔透、果香四溢
的葡萄令人垂涎欲滴。

汪华国来自贵州毕节，之前一
直在温州鞋厂打工，年收入七八万

元，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几年前，他
架不住岳父的盛情邀请，决定来慈
溪“看一看”，没想到一看就留了下
来。

“在工厂是给别人打工，在这边
是给自己打工，有奔头，一年能赚十
几万元，收入翻番。”小汪告诉记者，
岳父是正大集团的种粮大户，仅在
慈溪就承包了近 3000 亩土地。拿这
个 150 亩的葡萄园来说，苗是正大
的，棚是正大的，三轮车是正大的，
就连保险也是正大保好的，他和同
事只负责日常养护，每年 7 月至 9 月
安排采摘就可以了，摘下来的葡萄
正大统一包销！

正大还定期派来技术员，手把手
培训怎样疏花序、怎样修整果穗、怎
样提高坐果率⋯⋯如今，140多个棚
里种了 13 个品种的葡萄，每亩地产
量保持在1800公斤左右，果肥汁甜。

“现在我的团队遍布各地。”丁
冠均掰着手指数道，除了慈溪葡萄
园的 14 人，北京平谷的桃园有长
期工 10 名，在余姚有种水稻的长
期工 10 名。平时还要请临时工，农
忙时节一天要请 60 名工人。下一
步，苍南的 5000 亩土地改造也要请
人⋯⋯ 【下转第4版③】

丁冠均的葡萄园。 （冯瑄 单玉紫枫 摄）

从给别人打工到包下万亩良田

打“飞的”天南海北去种地

本报讯 （记者王佳 通讯员
姜琳 梅薇） 温馨的布置，清爽
的墙绘，绿色的座椅，随处可见
的盆栽⋯⋯走进鄞州区白鹤街道
丹顶鹤社区 150 幢底楼的“共享客
厅”，仿佛步入一个温馨的家。

和很多老小区一样，建成已
有 30 多年的丹顶鹤社区住宅面积
普遍较小，有的甚至没有像样的

客 厅 。 150 幢 住 的 大 多 是 高 龄 老
人，有些还是独居。

“共享客厅”的设立，打开了
居民生活的“新空间”。老人在这
里喝茶聊天，或跟着志愿者学泥
塑 、 学 编 织 。 不 愿 意 做 饭 的 老
人，可以选择在“共享客厅”用
餐 。 居 民 还 可 以 预 约 “ 共 享 客
厅”的场地，邀请亲朋好友来聚

会或吃饭。
“普通居民家客厅的功能，在

这里都能实现。”居民顾老伯说，
小区经“脱胎换骨”式改造后，环
境舒适，生活便捷。

社区除配有居家养老中心，还
打造了“老伙伴”慢生活馆、家风家
训面塑厅、公益一条街等服务场所。
公益一条街上有鄞领志愿银行、裁
剪小店、模拟厨房、货郎铺子、花草
医院、工具小屋，社区志愿者提供医
疗问诊、绿化养护、家电维修等 6 大
类 20 余项服务。【下转第4版②】

让市民在安居中享受便捷

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
伟大抗战精神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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