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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16个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名单公布

本报讯 据交通运输部官网8月10日消息，根据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验收工
作有关安排，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商务部联合受理了第一批19个城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验收申请。决定命名天津市、石家庄市、衡水市、鄂尔多斯
市、苏州市、厦门市、安阳市、襄阳市、十堰市、长沙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泸州市、
兰州市、银川市为“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

皑皑天山，巍巍昆仑；茫茫戈壁，漫
漫大漠。在祖国的西陲，有这样一支特
殊的队伍：他们不拿军饷，不穿军装，永
不换防。这支队伍，就是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2014年 10月 7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在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
立 6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几代兵团人
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
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扎根新疆沙漠
周边和边境沿线，认真履行党和国家赋
予的职责，切实当好生产队、工作队、宣
传队、战斗队，充分发挥建设大军、中流
砥柱、铜墙铁壁作用，在开发建设新疆、
增进民族团结、推进社会进步、巩固西
北边防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
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弘
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胡杨精神
和兵团精神，激励各级干部在新时代扎
根边疆、奉献边疆。”

把戈壁变成良田，把荒漠变成绿
洲，用热血铸就对祖国的忠诚

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
立，拉开了新中国屯垦戍边历史伟业的
序幕。他们扎根边疆、无私奉献，艰苦
创业、开拓进取，把戈壁变成良田，把荒
漠变成绿洲，用热血铸就对祖国的忠
诚，谱写了一曲曲建设祖国、保卫边疆
的壮歌。

67载春华秋实，67载艰苦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兵团精神”
板块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展板上，兵团战士挥舞镐
头，在戈壁荒原上开垦耕种，展现出战
天斗地的豪情。“当年没有现在那么多

先进的生产工具，挖渠开荒都是肩挑背
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老军垦
人杨飞鹏回忆，兵团成立初期，没有油
和柴，就用盐水掺着苞谷面凑合吃，冬
季还要从外地运大白菜和萝卜。“上班
一担肥，下班一担草，中午打沙枣，晚上
围着火炉剥棉桃”是他们每天真实的生
活写照。

“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水、不与民
争地”，兵团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驻地选择
在风头水尾、沙漠边沿和边境沿线。兵
团第十师一八三团驻地，气候极其恶劣，
冬季长达5个半月之久，冰天雪地，寒风
刺骨。老军垦人李莲芝回忆，有一次，连
里派4名同志上戈壁滩打柴，凌晨1点多
才回来，一名没有穿毡筒的同志的脚和
棉胶鞋冻在一起脱不下来，10个脚趾头
全被冻坏，只能用刀子把鞋子割破。

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兵团人
以火一样的热情屯垦戍边、接续奋斗，
让沙漠披上绿衣，把荒野变成良田。

“正是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一代
代兵团人屯垦戍边，成为巩固边防、开
发新疆的生力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党委党校副校长王小平说，“兵团精神
是我们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激励新疆各族儿女共同奋斗的
宝贵精神资源，必须继承好和发扬好。”

兵团战士们辛勤耕耘、忠诚守卫，
做“永不挪动的界碑”

“割不断的国土情，难不倒的兵团
人，攻不破的边防线，摧不垮的军垦
魂”，号称“西北边境第一团”的兵团第
十师一八五团一连房前石碑上刻着的
这段话，就是对兵团人守土卫国的最好
写照，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深沉热爱早

已化为无声的行动。
阿拉克别克河虽然只有60公里长，

却是中哈两国的界河。1988年，阿拉克
别克河突发洪水，大坝决口，3000多亩耕
地、林带被毁。危急时刻，一八五团全团
迅速成立了上百人的“敢死队”，历经16
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终将缺口堵住。

时年 19岁的二代军垦人马军武也
参加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为了预
防水灾隐患，兵团在缺口处设立了一个
水文点，马军武主动申请在此驻守。这
一守就是 30多年。30多年来，马军武
和妻子张正美听坏了几台收音机，烧坏
了几盏柴油灯。“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
祖国当卫士。”马军武的话慷慨激昂。

类似的事迹在兵团比比皆是：为国
巡边 50多年、总里程达 20多万公里的
魏德友，祖孙四代接力守护边境线的王
传德，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守卫水库30多
年的李炳清，守护灌溉万亩良田的水渠
达 26 年的蒋兴晖……“我家住在路尽
头，界碑就在屋后头。”67年来，在新疆
漫长的边境线上，兵团战士们辛勤耕
耘、忠诚守卫，做“永不挪动的界碑”。

“热爱祖国是兵团人的本色，也是
‘兵团精神’的灵魂和旗帜。对祖国忠
诚，对人民负责，是兵团人不变的价值
取向。”兵团党委书记、政委王君正说。

1966 年，17 岁的上海知青姜万富
踏上了西去的火车，火车跑了 3天 4夜
才到吐鲁番，而这里离他工作的地方
还有 1500多公里。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农三师叶城二牧场，迎接姜万富的
是低矮阴暗的“地窝子”、扑面而来的
蚊虫，冬天这里的温度低至零下 20多
摄氏度……在这个平均海拔 3000多米
的高原牧场，姜万富工作了一辈子，凭
借精湛的技术，成功实施了 2000 多例
外科手术，无一感染，被各族群众亲切
地称为“驴背上的白衣天使”。

同来的知青后来纷纷返城，姜万富
却选择了留下。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
千里之外的女儿让他牵挂，可姜万富
说：“我的医术放在上海不值一提，大医
院里有本事的医生多了去了，但在这
里，乡亲们需要我……有我这样的医生

在，就能给病人争取到救命的时间。”
奉献已融入兵团人的血脉：终身从

事细毛羊事业、培育出“中国美利奴”的
科学家刘守仁，30多年走了 26万多公
里、救治病人 2万多人次的好医生李梦
桃，30多年走遍南疆牧场、为各族群众
防治病虫害的农业专家吴翠云……

岁月流逝，青春无悔。一代代兵团
人在平凡的工作中践行着“献了青春献
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忠诚誓言。

新一代兵团人继承和弘扬前辈留
下的精神财富，把兵团精神融入立足当
代、面向未来的奋斗中

“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
头跑。”兵团团场大都分布在自然条件极
其恶劣的戈壁沙漠。但就是在被一些外
国专家认定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严酷
环境里，兵团人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开垦
出千万亩良田，建立起座座现代化新城，
构建了数千公里生态屏障……昔日瀚海
戈壁，今日黄沙披绿、稻麦飘香、果树成
行、银棉如山……

石河子市被誉为“共和国军垦第一
城”。第一代老军垦陆振欧回忆当时的
情景，仍记忆犹新：“那时只有车马店、卖
馕的几户人家，除了北面芦苇地，到处是
荒滩戈壁。”第一代兵团人喝盐碱水、睡

“地窝子”，人拉肩扛、挖渠引水、改造苇
湖、开垦荒地，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之边打
造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如今，石河子市
碧水绕城、绿意盎然、鸟语花香，绿荫掩
映座座现代化厂房。石河子崛起为新疆
重要工业基地，享有“戈壁明珠”的美
名。“石河子从一张白纸起家，发展到现
在，靠的就是兵团人艰苦奋斗、开拓创新
的精神。”陆振欧感慨地说。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新疆兵团
军垦博物馆，一件补了 296块补丁的军
大衣令参观者为之动容。这件“镇馆之
宝”是军垦战士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精
神的见证。几代兵团人正是秉持这种
精神，创造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发展奇
迹：新疆每 3亩耕地中有 1亩是兵团开
垦的；新疆粮食产量的 19.9％、油料产
量的30％、甜菜产量的44.5％来自于兵

团。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在兵团，
兵团棉花单产多年保持全国纪录。

60多年来，兵团人治理了数十条河
流，修建了上万项水利工程，栽种了上
亿棵树，在万古荒原、戈壁、沙漠中建起
了近200个大小城镇和一个个花园式的
农场，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奇迹。

今天，新一代兵团人继承和弘扬前
辈留下的精神财富，把兵团精神融入立
足当代、面向未来的奋斗中。

在脱贫攻坚一线，处处闪耀着新一
代兵团人的身影。清华大学博士生、现
任兵团党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魏
宇杰曾在南疆兵团第三师五十一团工
作了近3年。他和同事们利用废旧厂房
办纯净水厂、生活纸厂、防冻阀厂、馕
厂、红柳烤肉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打工，使这个国家级深度贫困团场顺利
脱贫。“每当夜深人静，我都在想，来到
兵团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精神上的富
足。”魏宇杰说。

在抗击疫情一线，处处挺立着新一
代兵团人的身姿。2020年 2月，石河子
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0名骨干组
建救援队驰援武汉，收治患者 1760人，
治愈患者 868人，实现了住院患者零死
亡、舱内医护人员零感染、出院患者零
复发。石河子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
学生林雨谦说：“老一辈兵团人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的光辉历程令人钦佩和鼓
舞，我们会继承发扬老一辈人的光荣传
统，不畏艰难险阻，为国家的发展贡献
光和热。”

在融合发展道路上，处处诞生新的
创造。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主动参
与喀什地区“一市两县”轨道交通项目
建设，通车及在建公路里程达465公里，
惠及近70万名兵地群众；第八师石河子
市与玛纳斯县共同投资 4.9亿元，建设
横跨玛纳斯河、连通两地的石玛大桥，
打通了新的交通渠道……

兵团精神代代相传。今天，青年一
代像先辈们一样义无反顾，“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为新疆的发展，为祖国
的边防继续贡献青春与热血。

（人民日报）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各地商旅文
体联动，让更多南方居民了解、参与并热
爱冰雪运动。

上海市闵行区一家大型商业中心的
冰场内，分区训练冰球、花样滑冰的孩子
们练得热火朝天，有的已经可以在冰面
上旋转跳跃。

世纪星滑冰俱乐部（万象城店）负责
人韦国英介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
下，冰面面积1800平方米的冰场在平日
里每天约接待学员和休闲顾客300人次，
在节假日里则接待约500人次，在这里练
习的学员以4周岁至14周岁为主，也有
不少前来体验的年轻人。冰场通过限
流、测温、验码、一客一换一消毒等举措，
确保顾客和学员安全。

与冰场仅一街之隔的另一家商场
内，以嬉雪休闲活动为主的室内主题乐
园也深受亲子家庭喜爱。

上述冰雪运动和休闲场馆还在上海

市闵行区文化和旅游局的推动下与春秋
旅游等文旅企业合作，开展商旅文体联
动的微旅游、微体验活动，吸引更多本地
居民参与到冰雪运动中。

上海市闵行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张忠良说，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渐行
渐近，即便是在南方的夏季，冰雪运动也
持续升温。将冰雪运动和本地文旅、休
闲结合起来，既有利于推动大众参与冰
雪项目，也进一步丰富人们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阶段的生活体验。

在重庆，户外温度超过40摄氏度，47
岁的谭勇在一家大型室内滑雪场一边享
受清凉一边练习几组新的滑雪动作，这
位本是陪孩子上课的父亲已经成为单板
滑雪爱好者，“夏季就地在室内滑雪场练
好技巧，冬季再前往北方雪山滑雪”。

根据飞猪近期报告，尽管我国南北
方都有室内滑雪场馆，但南方人对夏季
滑雪更加热衷。今年夏季热衷于“反季

节滑雪”的前十大城市中，南方城市占据
9席，其中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夏季滑
雪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50%。

沃德冰雪总经理王雄分析，从需求
来看，除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吸引更多
人关注冰雪运动，近年来人们收入水平
和消费意愿稳步增长，全民健身广泛开
展，也为冰雪运动在南方的拓展提供了
广阔市场基础。

从供给来看，北京冬奥会2015年申
办成功后，我国陆续发布《冰雪运动发展
规划（2016—2025年）》《“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年）》

《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等文件，从政策层面推动冰雪运动
的普及和发展。

重庆市沙坪坝区滑雪协会秘书长封
先樵说，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地区室内
滑雪场馆涌现为人们参与冰雪运动提供
了基础条件，让冰雪运动“从冬季拓展至

四季”，实现“北冰南展、东扩西进”。
《中国冰雪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

示，2019年底中国冰雪产业整体规模约
4235亿元，我国冰雪旅游、冰雪赛事、冰
雪运动培训、冰雪营销及冰雪装备五大
产业链已初步形成。另据中国旅游研究
院统计，2018年到2020年3年间我国冰
雪旅游的重资产投资项目总投资规模近
9000亿元，预计到 2025年，冰雪旅游收
入超过1.1万亿元，冰雪旅游将成为我国
冬季旅游和冰雪经济的核心引擎。

王雄说，我国持续下调一般工商业
电价等举措，也切实让室内冰雪场馆经
营主体降低用电等成本，促进冰雪运动
项目在更多施工条件允许的商业综合体
内或旅游景区附近“全面开花”。

业内人士同时建言，在推动大众参
与冰雪运动中，还应注重大数据、物联
网、云计算、5G等新技术引入，高素质从
业人才培养和冰雪文化推广，促进冰雪
运动进一步向四季拓展，让更多南方居
民沉浸感受冰雪运动魅力。

（陈爱平 余俊杰 周文冲）

日前，国家医保局会同财
政部发布《关于建立医疗保障
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将以
全面建成权责清晰、保障适
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为目标，逐步建立健全医
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公平适
度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保
障权益。

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包含
基本制度、基本政策以及医保
基金支付的项目和标准、不予
支付的范围。

在基本制度方面，意见明
确保障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的
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医疗保
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
助。各地在基本制度框架之
外不得新设制度，地方现有的
其他形式制度安排要逐步清
理过渡到基本制度框架中。

基本政策主要包括参保
政策、筹资政策、待遇支付政
策等。其中，参保政策主要包
括参保人群范围、资助参保政
策等；筹资政策主要包括筹资
渠道、缴费基数、基准费率（标
准）等；待遇支付政策包括基
本医疗保险、纳入清单管理的
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待
遇支付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在基
本医疗保障制度基础上，将统
一制定特殊人群保障政策。
地方不得根据职业、年龄、身
份等自行新出台特殊待遇政
策。

意见明确，各地原则上不
得再出台超出清单授权范围
的政策。对以往出台的与清
单不相符的政策措施，由政策出台部
门具体牵头，原则上 3年内完成清理规
范，同国家政策衔接。

（彭韵佳 沐铁城）

8月9日，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营江街道阳乐田村，农民在回收稻田秸秆。近
日，道县在做好水稻收割的同时，积极组织农户回收田间散落的秸秆，用作接下来的
藠头种植覆盖物，提高秸秆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蒋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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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旅文体协奏 冰雪运动在南方加速升温

由于歌舞娱乐场所歌曲点播系统
含有违禁歌曲的现象屡禁不止，日前，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关于歌舞娱乐场所
卡拉 OK 音乐内容管理暂行规定的通
知》，加强歌舞娱乐场所卡拉OK音乐内
容管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
进歌舞娱乐行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歌
舞娱乐场所歌曲点播系统基础曲库达
10万首以上，歌舞娱乐场所经营者难以
识别违规曲目。同时，全国近 5万家歌
舞娱乐场所，执法监管难度较大。歌舞

娱乐场所卡拉OK音乐的源头是歌曲点
播系统内容提供商，由歌曲点播系统内
容提供商对卡拉 OK 音乐内容进行自
审，可以从源头对歌舞娱乐场所内容进
行有效管控。

《通知》要求，歌曲点播系统内容提
供商不得向歌舞娱乐场所提供含有法
律法规禁止内容的卡拉OK音乐。支持
歌曲点播系统内容提供商建立卡拉OK
音乐内容自审机制，合理配备专业人
员，在卡拉OK音乐创作生产、传播、复
制等环节，对卡拉OK音乐的曲目、屏幕

画面等内容进行自审，确保卡拉OK音
乐来源合法、内容合法。歌舞娱乐场所
应当使用来源合法并经过内容自审的
卡拉OK音乐，不得使用含有法律法规
禁止内容的卡拉OK音乐。

《通知》指出，文化和旅游部负责建
立全国卡拉 OK 音乐内容审核专家小
组，建立全国卡拉OK音乐违规曲目清
单制度。

对于迷你歌咏亭卡拉OK音乐内容
如何管理，《通知》明确要求，迷你歌咏
亭卡拉OK音乐内容参照歌舞娱乐场所

内容管理。该负责人表示，迷你歌咏亭
卡拉OK音乐与歌舞娱乐场所点播系统
内的卡拉OK音乐蕴含同样的内容管理
问题，也由歌曲点播系统内容提供商来
提供卡拉OK音乐，2017年《文化部关于
引导迷你歌咏亭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
将迷你歌咏亭新业态纳入监管，明确迷
你歌咏亭内容底线管理和平台内容自
审要求，参照歌舞娱乐场所内容管理，
采取源头内容自审机制+违规曲目清单
制度，可以有效管控迷你歌咏亭卡拉
OK音乐内容。 （刘 佳）

文旅部印发《关于歌舞娱乐场所卡拉OK音乐内容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加强歌舞娱乐场所卡拉OK音乐内容管理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