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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参议院 10 日以 69 票赞成、
3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总额约1万亿美
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较总统拜登的最初
提案大幅“瘦身”。分析人士认为，法案在
众议院闯关前景不明，对经济的提振作用有
待观察，且将进一步增加联邦财政压力。

经过数月讨论和修订，当天通过的
“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将为现有联
邦公共工程项目提供资金，同时在 5 年内
新增约 5500 亿美元投资，用于修建道路、
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完善供水系
统、电网和宽带网络等。该法案虽然得到
共和、民主两党支持，但规模较拜登最初
提出的约2.25万亿美元大幅缩水。

拜登当天发表声明称，虽然白宫的经
济议程“远未完成”，但这项“历史性投资”

将在未来10年使美国焕然一新。参与起草
该法案的参议员当天也称，基建法案将给
美国带来“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
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一“瘦身”后的基建法
案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经济有待观察。

短期而言，基建法案中的新增支出仅
为5500亿美元左右，与国会疫情期间累计
通过的近6万亿美元经济纾困措施不可同
日而语。同时，基建法案中的新增支出将
在未来 5 年内分阶段实现，与经济纾困法
案中的失业救济福利以及小企业支持资金
等向经济直接注入大规模资金的财政支出
相比，对经济增长的短期贡献并不显著。

高盛研究部首席政治经济学家亚历克·
菲利普斯认为，基建法案对2022年和2023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振力度或
将分别达0.2个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

长期来看，基建法案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很难量化。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卡伦·
戴南表示，目前很难期待基建法案对经济
增长贡献“亮眼数据”。基建项目通常规模

大、耗时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难量化”。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吉勒斯·迪

朗东表示，建设高速公路或会在短期内推动
经济增长，但长期作用“似乎值得怀疑”。

前旧金山联储银行经济学家约翰·费
尔纳德指出，虽然州际高速公路曾大幅提
高美国经济生产力，“但这不意味着再建
一个高速公路网能起到相同效果”。

从事基建经济研究的麻省理工学院经
济学家詹姆斯·波特巴认为，基建法案提出
的使用美国本土制造原材料等要求，将推高
建设成本，从而压缩基建法案带来的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体制给予州
及地方政府较大的财政自主权，联邦基建
投资落实到州及地方具体项目的过程中
往往难以充分发挥效用。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日前发布的一
份报告预测，在道路和桥梁等实体基建领
域，联邦政府每多投资1美元，州及地方政
府投资将相应减少15美分，相当于给联邦
政府投资打了“八五折”。

与此同时，基建法案或导致本已岌岌
可危的联邦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据美
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1 财年（2020
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美国联邦
财政赤字将达到 3 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达到 13.4%，是 1945 年以来第
二高水平，而基础设施投资法案将在未来
10年内推高联邦预算赤字约2560亿美元。

接下来，基建法案将送至众议院审
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此前曾表示，众议
院希望在参议院通过另一项 3.5万亿美元
支出法案后，一并就这两项法案进行审
议。不过，民主党籍众议员就众议院同时
讨论并通过上述两项法案存在分歧。众
议院中间派民主党议员10日致信佩洛西，
敦促后者发起对基建法案的全院投票，以
及时提振受疫情重创的美国经济，同时
对 3.5万亿美元支出法案可能继续推高通
胀压力和财政赤字表达了担忧。这表明，
两项法案一并在众议院顺利“通关”并非
易事。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0日电）

美基建法案“瘦身”后获批 提振经济作用有待观察
新华社记者 许 缘 高 攀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
阗。”71 年前，毛泽东写下诗句，对喜获和
平解放、重焕生机的新疆大地激情展望。

1954年10月，党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
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业，组建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党中央治国安邦
的战略布局，是强化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
方略，开启新中国屯垦戍边新篇章。

此后，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与当地
各族干部群众一道，源源不断汇入兵团事
业发展洪流。在60多年的奋斗征程中，兵
团儿女赓续红色血脉，始终继承发扬我党
我军光荣传统，逐渐形成以“热爱祖国、无
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内核的兵
团精神，在边疆创造了沙漠变绿洲、荒原
变家园的人间奇迹，为推动新疆发展、增
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
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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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垦天山 再造江南
——艰苦奋斗创伟业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
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
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
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新疆军垦博物
馆里，醒目展示着毛泽东当年对新疆10多
万官兵发布就地转业命令。

彼时的新疆百废待兴，生产力水平低
下，生产方式落后，人民生活贫苦不堪。发
展生产，改变当地一穷二白落后面貌，是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初面临的一场

“硬仗”。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

里，屯垦在天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奠基
人王震将军带领官兵们继承发扬南泥湾

精神，本着“不与民争利”原则，进驻戈壁
沙漠，在风头水尾的不毛之地，在亘古荒
原上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硬是从
无到有建起一个个农牧团场。

喝苦咸水，住地窝子，人拉肩扛，挖渠
引水，开荒造田，节衣缩食，白手起家……
首批兵团军垦战士纺出了新疆第一缕纱，
织出了第一匹布，榨出了第一块方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所在的石河
子市，起初是一片戈壁荒滩，只有几家车
马店和卖馕人家，很快崛起为兵团人自己
选址、规划、建造的第一座城市。

“林带千百里，万古荒原变良田；渠水
滚滚流，红旗飘处绿浪翻；机车飞奔烟尘
卷，棉似海来粮如山……”20世纪60年代，
一首《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曲，让新疆兵
团人的壮举传遍大江南北。

在美丽的塔里木河畔，至今仍传颂着
“塔河五姑娘”的英雄事迹；王震大道、三
五九大道、南泥湾大道、军垦大道……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所在的阿拉尔市街
头，一条条以时代记忆、创业精神命名的
道路，述说着难忘的奋斗岁月，感动并激
励后人。

扎根大漠 奉献进取
——“胡杨精神”代代传
天山南北，凡有兵团人的地方，就有绿

洲。兵团人就像大漠胡杨一样，不论环境
多么艰苦，都能顽强地扎下根来，荫蔽一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47 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一份份
历史资料、一件件文物，讲述着一代老兵
感人肺腑的事迹。

1949 年 1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
一兵团二军第五师 15 团 1803 名官兵，从
新疆阿克苏出发解放和田，在天寒地冻
中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
创下18天沙漠行军1580里的奇迹。

此后，这群老兵一辈子扎根在沙漠边缘，
投身生产建设，献了终身献子孙，“胡杨精神”

“沙海老兵精神”感动、鼓舞了无数后来人。
兵团人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传统，

一代代接续奋斗。
20 世纪 60 年代，上海知青李梦桃从

黄浦江畔来到兵团六师，在位于中蒙边界
的北塔山牧场当了一名“赤脚医生”，长年
骑马行走在艰苦荒凉的牧区，为当地牧民
送医送药，把一生奉献给了当地医疗卫生
事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是土生土长的
“兵团二代”，为了让兵团人告别用坎土曼
辛苦耕作的生产方式，他几十年如一日，
刻苦钻研农业机械技术，带领团队研究出
两代铺膜播种机，实现两次技术革命，助
力新疆兵团棉花生产实现质的飞跃。

…………
就这样，兵团人从榜样身上汲取前进

动力，在艰辛付出、开拓进取中收获丰硕
成果。经过几代人奋斗，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综合实力不断壮大，不仅成为新疆工业
的重要奠基者，更成为新疆经济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天山南北、亘古荒原上，
兵团人创造出人类发展奇迹。

热爱祖国 甘当卫士
——家国情怀筑“长城”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国情

怀，深植于一代代兵团人心中。
从默默守护国土安宁，到闻令即动、

与武警部队和各族群众携手打击暴恐犯
罪、维护社会稳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坚
持亦兵亦民、劳武结合、兵民合一，在维护
国家统一和新疆社会稳定中发挥了特殊
作用，涌现了一批批先进人物。

“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是兵团九
师 161团职工，从 1964年开始，50多年来，
在萨尔布拉克草原深处，在荒无人烟的边
境线上义务戍边20多万公里，被誉为西北
边境线上的“活界碑”。

兵团十师185团职工马军武和妻子在
自然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以哨所为家，20
多年来坚持在中哈边境护边、护水、护
林。他自豪地说：“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
祖国当卫士。”

刘前东是兵团三师叶城二牧场三连
党支部书记，他追随父亲足迹，在兵团海
拔最高的边境连队抓民兵队伍建设，常年
组织民兵骑牦牛巡逻护边，并想方设法带
领职工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他们是广大兵团职工群众履行维稳
戍边职责使命的缩影，是兵团精神的生动
体现。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
时说，兵团成立60年来，广大干部职工扎根
新疆沙漠周边和边境沿线，发挥了建设大
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的战略作用。

一大批产业在兵团聚集、一项项制度
不断革新……近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大力推进深化改革，不断释放体制特殊优
势和发展活力；从机关到基层团场、连
队，从全国各地引进的干部、专业人才和
劳动力源源不断投身新时期兵团事业，汇
聚成维稳戍边钢铁长城的新生力量。

新时代的兵团人正传承前辈铸造的
宝贵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1日电）

筑牢新时代维稳戍边的钢铁长城
——兵团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潘 莹 何 军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日就中方
召回驻立陶宛大使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中方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后，立陶宛外交部
回应称对中方举动表示“遗憾”，还称本着一个中国原则，立陶
宛同欧盟其他国家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决心”发展同
台湾的互利关系。欧盟方面对中方此举表示遗憾，认为设立
台湾“代表处”并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不容歪曲。对于嘴上说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际上却公然同台湾当局搞官方往来，甚
至为“台独”势力站台的行径，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她说，必须指出的是，中立建交以来，中方始终尊重立方
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从未做过有损立国家利益的事情。立
方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代表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有权也应当做出
正当合理的反应。我们再次敦促立方不要误判中方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切实履行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的承诺，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就中方召回驻立陶宛大使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刘羊旸）记者11日从国家
管网集团获悉，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自2019年12月投产通气
以来，已累计输送天然气超100亿立方米。

国家管网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俄东线天然气管
道日输气量达2800万立方米，到今年底预计提升至4300万立方
米，可有效保障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满足冬奥会用能需求。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在我国境内途经 9 个省区市，境内
段新建管道 3371公里，利用已建管道 1740公里，按照北、中、
南三段分期建设。目前北段、中段均已建成投产；南段计划
2025 年全线贯通。贯通后，最大输气能力可达每年 380 亿立
方米，惠及沿线4亿人口。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累计输气量突破100亿立方米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记者王优
玲）记者 11 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
为指导各地积极稳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防止沿用过度房地产化的开发建设方式、
大拆大建、急功近利等问题，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研究起草了《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并于
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通知指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要顺
应城市发展规律，尊重人民群众意愿，以
内涵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为路径，转变城
市开发建设方式，坚持“留改拆”并举、以
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严管大拆大建，加强
修缮改造，注重提升功能，增强城市活力。

近期，各地积极推动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但在推进过程中，出现继续沿用
过度房地产化的开发建设方式、大拆大
建、急功近利的倾向，有些地方随意拆
除老建筑、征迁居民、砍伐老树、变相抬
高房价、提高生活成本，产生新的城市
问题。

根据通知，在“坚持划定底线，防止城
市更新变形走样”方面，要求严格控制大
规模拆除，原则上老城区更新单元（片区）
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现状
总建筑面积的20%；严格控制大规模增建，
原则上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建比
不宜大于2；严格控制大规模搬迁，更新单

元（片区）或项目居民就地、就近安置率不
宜低于50%；确保住房租赁市场供需平稳，
统筹解决新市民、低收入困难群众等重
点群体租赁住房问题，住房租金年度涨幅
不超过5%。

在“坚持应留尽留，全力保持城市记
忆”方面，要求保留利用既有建筑，保持老
城格局尺度，延续城市特色风貌。

在“坚持量力而行，稳妥推进改造提
升”方面，要求加强统筹谋划，不忽视地方
实际和居民意愿，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不运动式、盲目实施城市更新；探索可持
续更新模式，不沿用过度房地产化的开发
建设方式，不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带来的短

期效益和经济利益；加快补足功能短板，
不做穿衣戴帽、涂脂抹粉的表面功夫，
不搞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形
象工程；提高城市安全韧性，不重地上轻
地下，不过度景观化、亮化，不增加城市
安全风险。

意见反馈截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通
知强调，各地要不断加强实践总结，不断
完善制度机制政策，试点探索推进城市更
新，加强对各市（县）工作的监督指导，督
促对正在建设和已批待建的城市更新项
目进行再评估，重新完善城市更新试点工
作方案，对涉及推倒重来、大拆大建的
要彻底整改。

住建部：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

严控城市更新中大拆大建

8月10日，在阿尔及利亚卡比利亚地区，林火燃烧升起浓
烟。阿尔及利亚北部地区 9日发生多起森林火灾，截至 10日
火灾已造成6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阿尔及利亚发生森林火灾至少65人死亡

根据江西省纪委省监委有关工作要
求，按照《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在全省党政
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清查
工作的通知》（赣财监〔2021〕11号）部署，
现将“小金库”专项清查工作举报事项通
告如下：

一、举报对象及范围
此次专项清查对象是全省各级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重点是2019年以来，违
反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应列入而未列

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簿的各类资金（含
有价证券）及其形成的资产。

凡以上单位存在下列情形的，均可
以举报：私存私放设立“小金库”；收
费、罚款及摊派设立“小金库”；用资产
处置、出租收入设立“小金库”；以会议
费、劳务费、培训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
取资金设立“小金库”；经营收入未纳
入规定账户核算设立“小金库”；虚列
支出转出资金设立“小金库”；以非法

票据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转移资
金设立“小金库”；账外资产（主要指固
定资产、股权债权、对外投资）；其他形
式“小金库”。

二、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0791-87287975
电子邮箱：xjkqc@jxf.gov.cn
通信地址：南昌县芳湖路 2166 号江

西省财政厅（财政监督局），邮政编码
330209。

三、受理时间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10 月 31 日，其

中：举报电话受理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30~17:30。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群
众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我们将对举报
人信息绝对保密，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
法权益。

江西省财政厅
2021年8月11日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全省“小金库”专项清查工作举报事项的通告

8月11日，在张家界市中医医院药房，药剂师把配
置好的中药打包装入无纺布汤剂过滤袋。近日，为助
力疫情防控，湖南省张家界市中医医院按照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药预防方熬制汤药。据了解，张家界市中
医医院目前每天可以熬制成品 12000 余袋，免费发放
给抗疫一线工作者、隔离群众等人群。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中药应用助力疫情防控

新华社南京8月11日电（记者朱程）11日，扬州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称，将设置六
个重点管控区域严防疫情扩散。区域内封控管理小区
居民不得离开所在小区。为保证困难群众生活，扬州
还将对主城区 5000 户困难对象按照 300 元/户标准发
放生活物资。

对比此前封控管理小区每户每 3至 5天限一人外
出采购的政策，此次通告提出，六个重点管控区域内的
封闭管理小区居民严格执行“足不出户”，封控管理小
区居民不得离开所在小区，严禁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
出户。

为及时解决疫情防控期间部分群众面临的生活困
难，扬州已对主城区封控管理范围内城乡低保、特困供
养对象及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众按 740元/户的标准，发
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对确诊病例中的低保对象、
特困供养人员、重度残疾人、困境儿童，和对因家庭成
员被隔离收治导致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低保边缘
家庭也分别提供特殊救助。

截至 8月 10日，扬州各地已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
补贴 5013 户、合计 370.8 万元；开展应急性临时救助
432人次，发放临时救助金6.25万元，发放物资折计3.7
万元。从8月11日开始，扬州将重点为主城区5000户
困难对象，按 300 元/户标准陆续发放米、油、肉、蔬等
生活物资。

扬州疫情管控力度再升级
为特殊人群发放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