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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3 月 6 日下午看望了参
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
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
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要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位置，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
公益性，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
疾病和主要问题，加快实施健康中
国行动，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
网，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
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公益性
原则，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
将到来之际，习近平代表中共中
央，向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女
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
界妇女，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女同胞、

海外女侨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
好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联组会上，吴浩、黄璐琦、王
辰、严纯华、王欢、胡豫、林忠钦
等 7 位委员，围绕完善基层卫生体
系、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构建
新时代国家医学教育与研究体系、
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推动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创新等作了发
言。 【下转第2版①】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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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本报讯（记者何峰）昨天，全国
人大代表、市政协主席徐宇宁在讨
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纲
要（草案）时说，对照政府工作报告
和“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的部
署，结合宁波实际，建议支持在宁波
设立中国化工品期货交易所和加快
推进沪甬跨海通道规划建设。

徐宇宁说，李克强总理所作政
府工作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 和 2035 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草
案）》，我完全赞成，坚决拥护。

徐宇宁指出，化工是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
工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亟需建立
一个专门的期货现货交易一体化平
台，进一步完善金融要素市场，更好
服务石油化工现货市场，提高石化
产品国际“话语权”。宁波在全国七
大 石 化 产 业 基 地 中 处 于“ 第 一 梯
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宁波的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打造绿色石化万
亿级产业集群，迫切需要发展与之
相配套的贸易、金融、证券等高端
现代服务业。设立中国化工品期货
交易所，宁波具有坚实的产业基础、

创新的制度供给和良好的金融环
境，建议相关部门发挥中国（浙江）
自贸区宁波片区先行先试的优势，
支持在宁波设立中国化工品期货
交易所，将其作为金融支持长三角
一体化的重要抓手，积极打造国家
级绿色石化产业金融改革示范区。
建议相关部门支持和指导宁波开
展中国化工品期货交易所筹建前
期研究，在体制机制、交易品种、交
易单位、交割地点等方面进行探索
创新。

徐宇宁指出，长三角一体化，首
先是交通的一体化。沪甬两地实现
直连直通是一个双赢、多赢的局面，
目前，沪甬跨海通道项目已纳入国
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
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上
海、浙江也取得初步共识，并纳入了
两地“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该项
目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国
家公路网规划、国家铁路中长期规
划等专项规划，为项目实施奠定规
划依据。恳请国家部委和省级层面
加快谋划，力争于“十四五”完成前
期研究并开工建设。

徐宇宁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
五”规划纲要（草案）时建议

支持在宁波设立中国化工品期货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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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正伟 孙捷
通讯员 王雪枫

“1941 年，浙东沦陷，日本军
队封锁了杭甬铁路、公路和海上交
通，古窑浦成为海上门户⋯⋯”

元宵节刚过，位于慈溪掌起的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海上门户古窑
浦革命历史陈列馆里，又传来了陈
长根老人洪亮的嗓音。作为土生土
长的古窑浦人，老人已经连续 13
年在此义务讲解。

浦，河流入海处。在慈溪的海
王山与伏龙山之间，由北到南依次
分布着高背浦、淹浦、古窑浦、淞
浦和淡水泓。古窑浦由于位置独
特，在敌后抗日时期，成为浙东与
苏北、浦东联系的交通要地。

陈列馆规模不大，当年往来海
上的“沙飞船”模型、草舍办公用
的桌椅煤油灯、展板上的图片与文
字，仿佛让人回到了那段烽火连天
的岁月⋯⋯

天然造就“海上门户”

车辆自南向北行驶在中横线，
朝杭州湾方向看去，伏龙山高大，

海王山低矮，古窑浦就位于两山中
间偏北的位置。从陆地上看过去，
这两座山并无奇特之处，但从海上
看过来，却是天然的航标。

“远航归来的渔民看到这两座
山后，只要把船头对准五磊山，就
可以直航到达古窑浦。”陈长根指
着地图说。

1941 年，日军入侵，上海陷
落、镇海封港，余慈地区也落入敌
手，浙东亟需与苏北新四军军部和
浦东党组织取得联系。

这时，古窑浦的作用显现出来。
1942 年 6 月，根据华中局与新四军
军部的指示，谭启龙、张大鹏抵达南
汇与连柏生等会合，然后率“五支一
大”100 余人在浦东马勒港乘船，经
一夜航行到达古窑浦，成功与浙东
党组织取得联系，商讨创建抗日根
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等事项。

“他们晚上悄悄过来，就靠这
三座山指引方向。”陈长根告诉记
者，“古窑浦位置好、居民多，便
于掩护队伍。这里帆船可以自由进
出，敌人的军舰却进不来。向西不
远就是大山、大湖和鸣鹤场、宓家
埭 、 洪 魏 等 村 庄 ， 便 于 部 队 驻
扎。” 【下转第4版】

红色门户蝶变和美“桃花源”
——探访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海上门户
古窑浦革命历史陈列馆

前天，在奉化区尚田街道溪汪村中铁五局承建的金甬铁路直岙隧道施工现场，爆破、掘进、出渣、衬砌等工序环环紧扣，有条不紊地进行，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直岙隧道是金甬铁路建设工程的重要一环，全长1719.5米，于去年5月开工，目前已开挖约240米。春节后复工以来，项目部采取24小
时不间断作业方式，全力加快进度，计划每月掘进120米至150米，争取年底前打通隧道。 （严龙 郑连乔 摄）

古风团扇，精巧雅致。昨天，在鄞州区明楼街道和丰社区创客中心，
辖区企业员工和居民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团扇制作工艺，从中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 （丁安 忻健伟 摄）

古风团扇巧手出古风团扇巧手出

掘山开道鼓点紧

■人民健康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
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
要标志。要改革完善疾
病预防控制体系，完善
公共卫生重大风险评
估、研判、决策机制，
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健
全联防联控机制和重大
疫情救治机制，增强早
期监测预警能力、快速
检测能力、应急处置能
力、综合救治能力，深
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重
大疾病

■ 教 育 是 国 之 大
计、党之大计。要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高度，坚守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把立德树人
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
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各领域，体现到学
科体系、教学体系、教
材体系、管理体系建设
各方面，培根铸魂、启
智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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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心公益”团队两年服务
2400多位农村、山区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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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
生界、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参加看望和
讨论。 （新华社发）

增减之间有深意：

透视“十四五”时期
20项主要指标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记者 张晓松 邹伟

3 月 6 日下午，时针指向 3 时 30
分。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聚英厅内，
暖意融融。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
记步入会场，亲切看望参加全国政
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
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

“中西部高等教育存在较大差
距”“盲目建立医学院、扩大招生规
模影响医学教育质量”“学生沉迷网
络游戏的问题引发学生家长和社会
高度关注”⋯⋯

迎着总书记期许的目光，来自
不同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不约而
同谈到当前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
题。这引起总书记高度关注。

来自兰州大学的严纯华委员不无

忧虑：“近几年，中西部高等教育取得了
明显进步，但与东部相比，依然存在
较大差距，且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

“教育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跟区
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密切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接过话头，“我们应
该通过提升中西部教育水平来促
进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通过解决
教育不平衡带动解决其他方面的
不平衡。” 【下转第2版②】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
教育界联组会上回应教育领域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