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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日，由中国美术家协
会、南昌市红谷滩区政府共同
举办的“魅力红谷——第二届
全国小幅漆画展”在南昌开幕。

“魅力红谷”是红谷滩区政
府唱响的文化品牌之一，围绕
该品牌，该区策划了系列广受
群众欢迎的文化活动。本次漆
画展自征稿以来，就得到了全
国各地漆画爱好者的广泛关注
和积极参与，共收到投稿作品

1756件。经过专家评委们的严
格初评和复评，最终评出入选
作品 261 件。此次展出的漆画
作品立意新颖、形式多样、感染
力强，代表了当代中国小幅漆
画创作的较高水平。

据介绍，本次展览旨在以
艺术的形式反映时代变迁和人
民生活变化，并进一步推动漆
画艺术发展，鼓励和繁荣漆画
创作。 （江 辉 文/图）

“魅力红谷——第二届全国小幅漆画展”开幕

江西这片红土地，孕育了井冈山精
神、苏区精神。5 月 30 日，方大集团所属
方大特钢、九江钢铁的领导班子成员，企
业内人大代表、劳动模范和国家、省市荣
誉获得者，党员团员代表200余人，分别来
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和秋收起义策源
地修水，接续开展方大钢铁集团“红色追
寻感党恩，不忘初心再出发”红色教育主
题活动。此次活动作为方大集团“永远
跟党走”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旨在进一步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
色基因，激发奋进力量，掀起了党史学习
教育新热潮。

5 月 30 日上午 8 时 30 分，参加本次活
动的方大干部员工走进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在“一代英豪”雕塑前肃立，向为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默哀，向革命先辈敬献花篮，庄重地整理
花篮上的缎带……和平来之不易，铭记是
为了奋勇前行。参加活动人员纷纷表示，
要向革命先辈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从英雄城南昌到九江修水，参加活动
的人员迎着朝阳出发，深入修水县秋收起
义纪念馆、修水县烈士纪念园等地学习。
鲜花寄哀思，精神永传承。上午 9 时 30

分，修水县烈士纪念园广场上，全体人员
齐声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抚慰长眠于此
的英烈；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旧址
内，聆听秋收起义纪念馆馆长欧阳理明深
情讲述第一面军旗的诞生，激发大家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

在雄壮豪迈的《红旗颂》中，抗美援朝
老战士佩戴着勋章，将活动主题旗分别庄
严授予方大特钢总经理常健、方大九钢董
事长颜建新，象征着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据了解，以“红色追寻感党恩，不忘初
心再出发”为主题，深入红色教育基地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是方大钢铁集团党委党
史学习教育的主要活动之一。方大钢铁
集团还同时举办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活动，包括同唱一首红歌《我宣誓》；同走
一段红色路，追寻初心；同上一堂党课，邀
请权威党史专家授课；同办一件实事，为
民服务办实事。据悉，“七一”前夕，方大
钢铁集团红色教育主题活动将在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地赣州于都集结，把党史学习
教育推向高潮。

叩问初心，知所从来；筑牢使命，明所将
往。方大集团董事局主席方威多次强调，

“方大的企业就是党的企业”“听党的话，跟
党走，这就是方大的文化！”方大集团自成立

之日起就将党建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坚持党
建引领，用党的理论指导企业发展和生产经
营实践，促进了方大集团高质量发展。

2019年，方大集团销售收入和总资产
实现“双千亿”，2020 年，实现销售收入和
总资产均超 1200亿元，2017年至 2020年，
连续四年利润超百亿元、累计上缴税金约
400 亿元。近年来，公益慈善捐款和投入
扶贫资金超20亿元，先后获得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民营企业、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等荣誉，方大集团董事局主席方
威荣获甘肃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方大钢铁旗下各钢铁企业自改制重组
以来，综合竞争实力从原来行业后几位迅
速跻身于行业前列。方大钢铁位列2019年

中国钢铁企业综合竞争力排名榜第六名；
旗下方大特钢2020年吨材利润位于钢铁行
业排行榜榜首。2010年至2020年，方大钢
铁总计上缴税金 366.39亿元，是企业改制
重组前十年的4倍多。 （张 吁）

（图片由方大钢铁集团提供）

追寻红色记忆 传承革命精神
方大集团党史学习教育在江西红土地掀起新热潮

活动人员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活动人员在修水县烈士纪念园集结活动人员在修水县烈士纪念园集结
5月1日起，南昌县塔城乡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党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以村小组为单位，组织全乡 200
多名党员带领群众共同美化家园。

在集中整治过程中，该乡重点做到“五清”，即清理乱堆乱
放的杂物，清理生活垃圾，清理建筑垃圾及残垣断壁，清理农
用垃圾，清理乱搭乱建建筑物。在做好“五清”的基础上，引导
村民改变不良习惯，做到对村庄和街道环境的长效管护。

为确保整治效果，该乡采取“十村一居”大比拼的形式，每
周进行一调度、每旬进行一次大评比，不断总结和发现环境整
治中存在的问题，营造出“你追我赶”的环境整治比拼热潮。
经过一个月的专项整治，全乡共清理陈年垃圾 22吨、建筑剩
余垃圾 275 吨、废弃木料 150 立方米，打扫卫生死角 283 处。
此外，该乡已与外包公司达成卫生环境维护外包服务合作，相
关外包公司聘请了 280余名清洁工人负责对全乡 180个自然
村及乡村两级街道和公路进行全天候卫生保洁，确保全乡环
境的时刻整洁，人居环境得到大幅提升。 （陈 剑）

塔城乡集中整治人居环境

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
教育竞争。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
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
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建
设全球人才高地。

硬实力、软实力，归根结底要靠人才
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
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
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我国要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
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创造潜力。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世界科技强国必
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用好人才。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

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
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重视

人才自主培养，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
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要更加重
视青年人才培养，努力造就一批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稳定支持一批创
新团队，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这一明确要求，对
于我们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我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我
们要有这个自信！人才的培养培育离不
开良好的环境，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
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
环境，形成崇尚科学的风尚，让更多的青
少年心怀科学梦想、树立创新志向。“栽下
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构筑集聚全球优秀
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完善高端人才、专
业人才来华工作、科研、交流的政策，就能
面向世界汇聚一流人才，吸引海外高端
人才。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需要创造良
好创新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

别指出“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人员持久的
时间投入”“保障时间就是保护创新能
力！”着重强调“要建立让科研人员把主要
精力放在科研上的保障机制，让科技人员
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
明确提出“各类应景性、应酬性活动少一
点科技人员参加，不会带来什么损失！决
不能让科技人员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无
谓的迎来送往活动上，花在不必要的评审
评价活动上，花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种种活动上！”习近平总书记情真意切的
话语，道出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心声，在
会场内外引发强烈共鸣。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充分尊重人才，加强对科研活动的科
学管理和服务保障，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
创新环境。

两院院士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
傲、民族的光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院士做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的表率，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

表率，坚守学术道德、严谨治学的表率，甘
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表率。广大院士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响应党的号召，听从祖国
召唤，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坚守学术道德
和科研伦理，甘做提携后学的铺路石和领
路人，为党、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不
懈奋斗，就能进一步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
在新征程上不断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更
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
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科学知识、
科技创新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为迫切。贯彻尊重劳动、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
好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我们就一定能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世界科技
强国。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大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上海 6 月 3 日电 （记者郭敬丹）位于上海市
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3日开馆，设
有基本陈列“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
列”，党创建时期的红色文物得到“集结”展示。

中共一大纪念馆由中共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建
展馆等部分组成，新建展馆同为石库门建筑风格。新的
基本陈列展厅面积超 3000 平方米，在馆藏 12 万件（套）
文物和近年来从国际国内新征集档案史料中，纪念馆精
选出 612件文物展品，较原先基本陈列展出的文物数量
大幅扩容。包括各类图片、艺术展项等在内的展品总量
由原来的278件增至1168件。

展览共 7个板块，分别为“历史选择 伟大起点”“前
仆后继 救亡图存”“民众觉醒 主义抉择”“早期组织 星
火初燃”“开天辟地 日出东方”“砥砺前行 光辉历程”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和百年奋斗历程。

全新陈列亮点纷呈，其中，建党文物集中展示，新文
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共产党早期组
织的成立、中共一大，以及中共二大、第一次工人运动高
潮等建党前后的珍贵文献、照片、实物等悉数亮相。

例如，20世纪 30年代出版的《独秀文存》、李大钊使
用过的打字机、《共产党》月刊创刊号等等。

展览中，珍贵文物实现了成组展示。“主义的抉择”
精选 100件五四运动前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
报刊杂志，制作成大型立体式视觉置景，并突出展现标

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传播阶段的《新青
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研究专号”。

“真理的味道”则将纪念馆“镇馆之宝”《共产党宣
言》72 种版本全部展出，三组互为呼应的故事场景讲述

翻译宣言、出版宣言、守护宣言三个篇章。
文物实物之外，陈列还注重综合采用图片图表、动

态视频、油画雕塑、实景还原等多种展示手段，突出红色
主基调，做到“步步有景，步步有故事”。

新华社西昌 6 月 3 日电 （李国利、高阳）6 月 3 日零时 17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
风云四号02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风云四号02星是我国新一代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首颗
业务星，主要应用于天气分析和预报、环境和灾害监测等领域。

风云四号 02 星和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研制，中国气象局负责地面应用系统的建设运行。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72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风云四号02星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成欣、马卓言）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3日说，美国监听盟友“不可接受”，监听全球更不可
容忍。美国应当立即停止大规模、无差别窃听窃密的恶劣行
径，停止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打压他国企业的肮脏勾当，还世
界一个公道。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
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丹麦情
报部门对盟国领导人进行监听的做法不可接受。瑞典、挪威
等国官员也对美国的行为提出批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美国监听盟友“不可接受”，监听全球更不可
容忍。美国一直是公认的全球头号窃密大户，其窃密手段五
花八门，包括利用模拟手机基站信号接入手机盗取数据，操控
手机应用程序、侵入云服务器，通过海底光缆进行窃密，在美国
近100所驻外使领馆内安装监听设备对驻在国进行窃密等等。

“日前媒体披露的美国对欧洲盟友进行监听不过是其庞
大的全球窃密网络的冰山一角，美国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他说。

汪文斌说，长期以来，美国一方面凭借自身技术优势肆无
忌惮地对世界进行大规模、无差别的窃听窃密，一方面又以所
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别国合法经营的企业进行无理打压，充分
暴露了美国的虚伪面目和霸权本质。到底是谁在窃取信息？
又是谁在构成威胁？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美国推出的所谓

“清洁网络”计划就是为了巩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
位、为自己不受任何阻碍地进行窃密活动打开方便之门。这
样的“清洁网络”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受美国控制的“监听网络”？

“美国应当立即停止大规模、无差别窃听窃密的恶劣行
径，停止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打压他国企业的肮脏勾当，还世
界一个公道。”汪文斌说。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于佳欣、王雨萧）近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
人刘鹤分别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财长耶伦视频通话。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高峰3日表示，中美经贸领域已开始正常沟通，
双方沟通开局顺畅，求同存异是共识，下一步将共同努力务实
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问，中方如
何评价这两次通话成果？是否意味着中美经贸交流重新启
动？后续还有何安排？

高峰表示，最近一周来，刘鹤副总理与戴琪大使和耶伦财
长分别通话，两次都是50分钟左右的视频通话。两次通话有
几个特点：

首先，双方沟通开局顺畅。在两次通话中，双方本着平等
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就中美经贸关系、宏观形势、国内政策等
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认为，交流是专业、坦诚和建设性
的，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

第二，求同存异是共识。双方都认为中美经济、贸易关系
十分重要，存在诸多可以合作的具体领域。双方也都提出了
各自关切的问题。中方充分考虑国内经济发展背景和状态，
表达了我们的具体关切。

第三，从务实解决问题入手。双方同意，下一步要从有利
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的角度，共同努力，为生产者和消费者
务实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商务部：

中美经贸领域已开始正常沟通
将共同努力务实解决具体问题

6月3日，观众进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中共一中共一大纪念馆开馆大纪念馆开馆
集中展示建党时期珍贵文物

6月3日拍摄的安九铁路鳊鱼洲长江大桥。
当日，安九铁路鳊鱼洲长江大桥合龙。鳊鱼洲长江大桥

北侧位于湖北黄梅县，南侧位于江西九江市，按照两线高铁及
两线预留客货共线标准建设，高铁线时速350公里，预留客货
线时速200公里。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安九铁路鳊鱼洲长江大桥合龙

外交部：

美国监听全球不可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