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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至轻度污染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8 日上
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
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
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
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

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
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
和向心力，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习近平强调，伟大抗疫精神，
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
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
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
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
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

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强大力量。

李克强主持大会，栗战书宣读主
席令，王沪宁宣读表彰决定，汪洋、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8 时 35 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住地出
发，由国宾护卫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
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高擎红旗的
礼兵分列道路两侧，肩枪礼兵在台阶
上庄严伫立，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沿着
红毯拾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
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领导
同志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热
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会标，后幕正
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10 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眺台
悬挂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

10 时整，大会开始。解放军军
乐团奏响 《义勇军进行曲》，全场起
立高唱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新
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默哀。

栗战书宣读习近平签署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主席令指
出，为了隆重表彰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功
勋模范人物，弘扬他们忠诚、担
当、奉献的崇高品质，根据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决定，授予
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
伯礼、张定宇、陈薇“人民英
雄”国家荣誉称号。

4 名礼兵手捧共和国勋章、国
家荣誉称号奖章，迈着雄健的步
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 《向祖国英雄致敬》
乐曲声中，习近平为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奖
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
贺。随后，4 位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
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王沪宁宣读 《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
决定》《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
决定》。

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
代表颁奖。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
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在过去 8
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
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
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
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
一个英勇壮举。

【下转第5版①】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陆明光 周瑾） 地上划上黄实线，
如再在消防通道口违停，就会涉及

“ 违 反 禁 止 标 线 ”， 处 罚 “ 加
码”——罚款 100 元并记 3 分。这
是前不久我市公安交警部门为治理
消防通道违停问题而推出的新举
措。如今他们又有新动作——部分
地区电子警察已安装到位并启用，

“空中鹰眼”时刻紧盯违法车辆。
昨日上午 8 时许，记者来到鄞

州新天路，这里的新天地小区消防
通道曾饱受被堵之苦。

“以前这条路的单侧有咪表车
位，平时因收费车位没人停，而另
一边全是违停车辆，消防通道自然

也不能幸免。”鄞州交警新城中队
民警陆迪告诉记者，转变出现在路
边停车位调整之后。两边车位增加
了不少，又启用收费制，周转率提
高了，长期占用的现象大为减少。

硬件上去了，辅之以严管严
查，这里的停车秩序有了明显好
转。眼见为实，昨天上午 2 个小
时，记者看到车位一直未饱和，消

防通道没有出现违停等情况。
“我们现在实行铁骑巡逻制，

早上 7 时至晚上 9 时会有执法人员
在路上巡逻，一发现违停就进行抄
告。现在消防通道堵塞白天很难
见，晚上较为常见，因为晚上停车
需求旺盛。尤其是执法人员下班以
后，这恰好是一个空窗期。”陆迪
说，为了保障消防通道通畅，他们
正在积极落实上级部署。

今年 7 月底，我市 《深化住宅
小区消防车通道整治工作方案》 出
炉。 【下转第5版②】

地上有“线”空中有“眼”

“生命通道”小变化，文明大转变

本报讯（记者陈敏） 昨日上
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
大 会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隆 重 举
行。大会表彰了抗疫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波荣获
6 项国家抗疫荣誉，其中 4 人上
榜全国抗疫先进个人。

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荣誉的 4 位宁波功臣
分别是：危难时刻，主动请缨驰援
武汉，被任命为宁波市援武汉医
疗队临时党委书记、领队的宁波
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阮列敏；疫
情防控期间连续作战、过度劳累，
最终突发脑梗的宁波市公安局海
曙分局江厦派出所二级警长朱国
治；尽心尽力，为中小微企业复工

复产排忧解难的北仑区新碶街道
大港社区党委书记朱红明；对内
牢牢守住滕头村防疫主阵地，对
外大力支援、做好防疫物资保障
的奉化区萧王庙街道滕头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傅平均。

与此同时，中共宁波市北仑
区大碶街道灵峰社区委员会被授
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北仑区新碶街道大港社
区党委书记朱红明同时获得“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

宁波荣获6项“全国抗疫先进”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7 日至
8 日，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主任读
书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红
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刻领会
总书记考察浙江、宁波重要讲话精
神，聚焦“盯住法”“管好钱”“把
牢图”，进一步明确人大工作的努
力方向和着力重点，为宁波当好浙
江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贡献全
市各级人大智慧和力量。

余红艺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丰富的思
维方法，我们要运用科学思维指导
实践，深悟细研当好“重要窗口”
模范生中人大工作秉持的思路理

念。要运用战略思维，把握形势、
发挥优势，在人大工作中追求高
度、谋求深度、把准角度。要运用
系统思维，统筹兼顾、务求实效，
强化代表立法监督工作、人大内部
资源力量和数字人大建设三大统
筹，完善“全周期”法规动态维护
体系、“全链条”监督问效体系和

“全视角”代表建议管理体系。要
运用辩证思维，分析矛盾、把握规
律，处理好监督与支持、传承与创
新、本级职权与上下联动等关系。

余红艺强调，要以唯实惟先的
标准深化实践，落实好新形势下做
好人大工作的目标任务。要聚焦行
使好法定职权，从紧“盯住法”，
为全市改革发展大局提供更好法治

保障；从实“管好钱”，助力政府
把每笔财政资金用好；从严“把牢
图”，以人大视角推动重大规划编
制好、实施好。要聚焦发挥好代表
作用，坚持“常委会与代表、专委
会与代表、代表与群众联系”并
举，用活载体平台；坚持“源头引
导、过程加力、结果应用”并重，
办实议案建议；坚持“服务、激
励、管理”并行，做优履职保障。
要聚焦提升好整体效能，抓党建增
定力，抓作风增功力，抓队伍增能
力，着力推进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
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胡军、王建康、戎雪海、王建
社、李谦作交流发言，彭朱刚出席
会议。

余红艺在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主任读书会上强调

为宁波当好“重要窗口”模范生
贡献全市各级人大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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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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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前排右二），“人民英
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 （前排左二）、张定宇 （前排右一）、陈薇 （前排左一） 颁授勋章奖章。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
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
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
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人民所
具有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力
量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
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
坚实国力，是从容应对惊涛骇浪的深厚底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
聚民力的强大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广泛感召力，
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建设更加繁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和 全 国 先 进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决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