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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发放有机产品标志27亿枚

本报讯 2020年，我国发放有机产品标志 27亿枚，我国有机产品总核销量 99.9万

吨、产品总销售额804.3亿元。据市场监管总局统计，目前全国共有1.4万家企业获得了

2.2万多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每一个有机获证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都有有机产品

标志，这个标志包含唯一的有机码，防止造假。公众可以在市场监管总局官网上进行防

伪查询。

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地
震遗址的教学楼废墟前，巨大的汶川特
大地震纪念表盘，清晰地定格着地震发
生的时间——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2
点28分。

2008年6月30日，汶川特大地震49
天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抗震救
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
表座谈会指出，“在同特大地震灾害的
艰苦搏斗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展示出
了十分崇高的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
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2013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
芦山地震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指出，要坚持抗震救灾工作和经济社会
发展两手抓、两不误，大力弘扬伟大抗
震救灾精神，大力发挥各级党组织领导
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引导灾区群众广泛开展自力更
生、生产自救活动，在中央和四川省大
力支持下，积极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用
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作为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时代激励广
大干部群众奋发进取、开拓创新，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在大灾大难前有千千万万个普通

人挺身而出、慷慨前行

那一刻，天摇地动，山崩地裂。汶
川、北川、茂县、理县……一栋栋房屋倒
下，一座座桥梁坍塌，一个个生命逝去。

那一刻，千百万不屈的脊梁在废墟
上挺起，亿万普通人伸出温暖的援手，让
灾区群众在绝境中逢生、在感动中前行。

四川江油市公安局政治处主任蒋
晓娟，当时还是巡警大队一名普通民
警。地震发生后，不少尚在襁褓中的婴
儿因父母伤亡而嗷嗷待哺，在安置灾民
点协助工作的蒋晓娟顾不上哺育家里
刚满半岁的孩子，主动提出为婴儿哺
乳。

每天为10多个婴儿哺乳，成了这位
美丽警花的一份“特殊工作”。10多年
过去，蒋晓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依然经常想念并关心着那些孩子。

“地震过去10多年，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的团结力量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蒋晓娟表示，作为一名人民警察，这些

年来，她一直用伟大抗震救灾精神鼓舞
自己，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灾难降临
的时刻，爱的力量，在华夏儿女之间不
断传递、凝聚。

汶川突遭劫难，远在千里之外的河
北唐山市玉田县农民宋志永心急如
焚。当晚他独自向灾区进发，临行时给
每位农民兄弟发了短信：“我先走了，你
们随后跟上！”

剩下的 12位农民兄弟如约赶到绵
阳，立下“伤亡一律自负，保证帮忙不添
乱”的军令状，直奔北川与宋志永会合。
他们和救援部队一起，在瓦砾中搜寻幸
存者，救出25人，清理出60多具遇难者
遗体。随后，13位农民兄弟又赶到安县
晓坝镇，十几天里，他们帮助搭建起300
多顶帐篷，装卸救灾物资上百吨。一时
间，“唐山十三义士”的事迹传为佳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能
够经历无数灾厄仍不断发展壮大，从来
都不是因为有救世主，而是因为在大灾
大难前有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挺身而出、
慷慨前行！”

在特大灾难面前，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国上下
患难与共，前方后方同心协力，海内海
外和衷共济，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以灾
情为最高命令、以救灾为神圣使命，紧
急行动，守望相助，倾力支持，无私奉
献，凝聚起抗震救灾的强大合力，显示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
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
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四川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冯兵表示。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
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

放弃、不退缩、不止步

8.0 级特大地震，让灾区山河移
位，巴蜀之地满目疮痍。接连不断的
余震、山间随时滑落的石块、随处可见
的塌方……在地震灾区，危险无处不
在。

龙门山镇与震中汶川仅一山之
隔。地震发生后，龙门山镇银厂沟景区
两面山峰崩塌，通往银厂沟最深处小龙
潭的唯一道路被崩塌山体填平，游客被
困，情况危急。西部战区空军少将、时
任成都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蔡伟素
主动请缨，带领由30名官兵组成的救援

突击队向“孤岛”小龙潭突击。他们绕
过五六处还滚着石头的塌方区，10余次
跨过河流，在水深湍急处，临时砍树木
搭了两座简易桥。短短几公里路，足足
用了 4个多小时。突进小龙潭后，官兵
们几十个小时不吃饭、不睡觉，争分夺
秒救人。

“抗震救灾途中，几乎随时都有巨
石滚落，但我们一路高喊着往震中去。
面对数不清的余震，没有人害怕、没有
人退缩。”蔡伟素对救援场景记忆犹新。

“山可塌，路可断，油品供应不能
断！”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兰成渝管道
仅停输22小时就全线恢复供油，全体干
部员工冒着几百次余震威胁，顽强坚守
在 1250 公里的管道沿线长达两个多
月。这条抗震救灾能源供应通道，被誉
为“摧不垮的生命线”。

从汶川到玉树到芦山，再到每一次
灾难降临，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民子弟兵
上演“生死突击”、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
家、白衣战士日以继夜救死扶伤、灾区
群众强忍失去家园和亲人的悲痛奋力
抢险……一个个英雄壮举、一幕幕感人
场景，他们用血肉之躯不断诠释着不畏
艰险、不屈不挠的民族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之
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和风
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
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

廖智，原本是德阳绵竹汉旺镇的一
名舞蹈老师，在汶川特大地震中，她不
仅失去了10个月大的女儿，更永远地失
去了双腿。

对于重获新生，廖智充满感激，“救
援过程困难重重，但士兵们尝试了各种
救援办法，没有一个人放弃。当我被救
出来时，他们却不停地流泪。”

顽强的廖智没有放弃梦想。她创
作了舞蹈《鼓舞》，并戴着假肢多次演
出，一次次震撼着观众的心灵。2013年
4月，芦山地震后，戴着假肢的廖智还赶
赴灾区担任志愿者。

这些年来，廖智投身于公益事业，
拿出积蓄成立残疾人艺术团、成立“晨
星之家”截肢者康复工作室……她努力
用自身的专业和特殊的经历鼓励关爱
其他因震致残的人士。“我们中国人就
应该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气概。”
廖智说。

以人为本、尊重科学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

持以防为主、防灾抗灾救灾相结合

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执政理
念的精髓。“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
千方百计救援受灾群众”“科学施救，最
大限度减少伤亡”“第一任务是救人，要
抓住黄金救援期，一刻不能停”“妥善安
置受灾群众是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重
中之重”……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一次次
抗震救灾中转化为实际行动。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时任急诊科
副主任的李银先，带领绵阳市第三人民
医院医疗急救队，带上急诊科所有备用
的急救箱、药品、器械，不惧随时可能发
生的余震和次生灾害，当天便赶赴受灾
严重的北川县城。

救援队在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的情
况下，争分夺秒救人。李银先10余次钻
入废墟搜救伤员，及时对伤者进行清
创、缝合、分诊，在北川一待就是五天五
夜。李银先表示：“当时，脑子里只有一
个念头——救人，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也决不放弃抢救任何一个生命。”

如今，李银先已经转行从事司法鉴
定工作。他表示：“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始终鼓舞着我，司法鉴定面对的不是冷
冰冰的案例，而是充满温度的生命，我
必须严谨认真对待。”

关爱生命、抢救生命、为了生命，一
线希望、百倍努力、决不放弃……所有
这一切，成为以人为本理念的生动诠释
和具体体现。

汶川特大地震，让人感受了自然的
威力，也看到了科技的发展、文明的进
步。当通信中断，“风云”“资源”“北斗”

“遥感”等 15颗卫星，成了抗震救灾的
“千里眼”；当道路阻隔，中国自行研制
的运输机、直升机、通用飞机等，成了抗
震救灾的“千里马”……

习近平主席向汶川地震十周年国
际研讨会暨第四届大陆地震国际研讨
会致信强调，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坚持以防为主、防灾抗灾
救灾相结合，全面提升综合防灾能力，
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经过多年努力，全国防震减灾、抗
震救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中国特色大
国应急管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应急
管理部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近年来，国
家新组建地震灾害救援队 461支，建设
了“10+2”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拳头
力量；建成“国家应急指挥综合业务系
统”“应急指挥一张图”等一批信息化系
统；推动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
系，实现应急物资全程监管、溯源和一
物一码精细化管理……我国的应急救
援能力明显增强。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丰富和升华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坚定了
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
心。”冯兵表示，新时代，我们应该进一
步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向世界展现
我们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英雄气概和
民族品格。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伟大
抗震救灾精神，必将历久弥新、熠熠生
辉，激励着从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苦难
辉煌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
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一路向前，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
一往无前！ （人民日报）

弘扬抗震救灾精神 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据海关统计，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
总值由1991年的83.6亿美元增长到2020
年的 6852.8亿美元，年均增长 16.5%，比
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年均增速高出3.4个百
分点。

30年来，我国对东盟进出口商品种
类不断丰富。以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
首次突破100亿美元的1993年为参照，我
国对东盟出口机电产品占比，从 1993年
的 28.9%提高至 2020年的 53.3%。同期，
手机、船舶、汽车等产品对东盟出口增势
良好。我国自东盟进口机电产品占比，从
1993 年 的 11.1% 提 高 至 2020 年 的
52.7%。同期，农产品、橡胶、石油等产品
自东盟进口增长较快。

双边贸易高速增长背后是持续优化
的营商环境。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

文说，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
来，我国海关牵头与东盟完成原产地规则
升级谈判并顺利实施。积极推进原产地
证电子联网，助力进出口企业充分享受关
税减让政策。截至 2020年底，我国企业
享惠进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3.3
万亿元；双方90%以上货物享受零关税待
遇，共计减税3149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共建“一带一路”
不断走深走实，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
中新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一批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实施，有效提升中国
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水平。据海关统计，
今年前 8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 14个
省区市对东盟进出口 812.2亿美元，增长
28.7%，拉动我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4.4
个百分点。

（新华社）

本报讯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9月 13
日，国务院近日批复，原则同意《东北全面
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下称《方案》）。

批复中要求，《方案》实施要统筹发展
和安全，从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区域经济布局出发，着力破解体制机制

障碍，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着力构建区域动力系
统，着力在落实落细上下功夫，走出一条
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
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实现
新突破。

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要提高对东北全面振兴重
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
工作机制，深化改革开放，强化政策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实施一批对东北全面

振兴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点项目和重大
改革举措，着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确保

《方案》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实现。《方案》实
施涉及的重要政策、重大工程、重点项目
要按程序报批。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方案》实施的协
调指导，在规划编制、体制创新、政策实施、
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国家发展
改革委要切实承担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依托东
北振兴省部联席落实推进工作机制，加强
统筹谋划，牵头制定东北全面振兴年度工
作要点，压茬推进工作落实。要对《方案》
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重大
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本报讯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网
消息，9月13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推进
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 助力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部
长肖亚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田玉龙，工业和
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
局长赵志国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介绍，
工信部力争通过“十四五”时期的努力，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实现综
合实力迈入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行列
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主要围绕“四个
聚焦”开展一系列的工作。

一是聚焦科技自立自强，打好产业

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着力突破

“卡脖子”技术瓶颈。要深入实施产业
技术再造工程，打牢核心基础零部件及
元器件、关键基础软件、关键基础材料、
先进基础工艺等一些基础工作，力争使
得产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得到进一步解
决。

二是聚焦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促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制造业的水
平，既要着力做大增量，注重在存量上
的升级和改造，还要注重培育有良好成
长性的产业和产业集群，进一步延伸、
拓展和深化产业链。通过实施传统产
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质量提升行动
等，把产业整体素质提高上去，把品种、

品质、品牌“三品”搞上去。还要落实碳
中和、碳达峰部署，完成工业产业的绿
色低碳发展转型，加快培育优质企业梯
度培育体系的建设。同时，我们在培育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要深入做工
作。

三是要聚焦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产
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世界经济数
字化发展、数字化转型是大趋势，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确实是关系到生存和发
展的“必修课”。一方面，推动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在制造业全流
程、全领域深度应用，培育发展网络化
研发、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等新业
态新模式。另一方面，加快 5G网络部
署，构建基于 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

态，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
等新兴产业。

四是聚焦深化改革，营造工业和信
息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将更好地发挥
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深化“放管服”
改革和重点领域改革，推动要素市场化
改革，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
融、人力资源等各方面协同发展。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是国内较大的青蒿素生产基地之一，全县种植有青
蒿6.8万亩。时下，当地青蒿收割已进入尾期，生产企业正加紧开展青蒿原料收购和青
蒿素加工生产。

近年来，重庆酉阳采取“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了
由公司供种、提供服务，农户自愿种植，订单保底价回收的运行模式，带动全县15个乡
镇9654户村民积极发展青蒿产业，助力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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