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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美，在于精致；城市管理，
在于精细。

“十三五”以来，南昌县通过绣花
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
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城市更漂亮
了，市容更整洁了，群众生活更美好
了，城区框架不断拉大，城市功能日益
完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幅有颜
值、有气质、有内涵、有格调、有品位的
昌南锦绣图，正在一针一线地织就；一
份承载着城市骄傲与荣光的答卷，正
交予人民检验。

在打造幸福家园的路上，南昌县坚
持城乡一体、镇村联动，喜报频传：2017
年成功获评“国家卫生县城”“全国文明
县城”；2020 年又顺利通过了“全国文
明县城”复查“三年大考”，取得了在全
国县市中排名前列的好成绩。

宜居宜业 美丽昌南有热度

交通是城市的经脉。桃新大道项
目是南昌市百个重大重点项目之一，
总投资 44.34 亿元，北起昌南大道，顺
接桃花互通，南至南外环高速，顺接
小蓝枢纽，与昌宁高速对接，全长9.22
公里。

从北往南看，整个桃新大道就像
一条巨龙，盘卧在昌南大地上。9月4日，
桃新大道二标项目332榀30米预制小
箱梁全部架设完成。“自架设第一榀箱
梁以来，我们就不断优化项目施工方
案、合理进行资源配置，制定安全保障

措施及应急预案，将施工中的每个环
节具体分工落实到人。”项目建设方中
交四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

目前，桃新大道项目路基换填、雨
污水管、桩基、承台墩身基本完成，桥
梁主体箱梁完成 70%、道路工程完成
44%、桥面铺装完成 27%，预计 2022年
7月全面竣工。

桃新大道只是南昌县改善交通路
网的一个缩影。围绕“北融南扩、东拓
西连”城市发展战略，近年来，南昌县
将澄湖西路、农科路、莲西路等断头路
顺利打通，澄湖北大道东延等一大批
路网项目开工建设或投入使用，形成
了“九纵九横”路网格局。

路网的修建，为群众出行提供了
便利，南昌县以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
生活、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为目
标，在每一处小细节上下功夫。

深入推进厕所革命。按照县城控
规区每平方公里不少于 5 座、每个自
然村不少于 1 座卫生厕所的要求，全
县投入约1.9亿元，完成新改建卫生厕
所 780 余座，在全县实现了卫生厕所
全覆盖。

有效破解“停车难”，不断加强泊
位管理。5年来，南昌县先后建设了澄
湖东路立体停车场、芳湖东路立体停
车场、昌南新城停车场等停车场，同时
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夜间间歇限时停车
便民举措，满足了老城区、老旧小区的
停车需求。5年来，全县新增停车场 5

个、停车泊位 2597 个，新划道路停车
位1080个。

…………
一件件实事好事，办在了实处，办

在了关键处，办在了群众的心坎上，城
市的承载力和宜居度得到极大提升。
截至目前，全县完成了 9个集镇改造，
打造了18个小康示范村、15个精美提
升点、5 个新户型示范村、19 个“五位
一体”综合示范村，黄马乡、蒋巷镇、向
塘镇剑霞村、八一乡钱溪村先后获评

“全国文明村镇”或“国家卫生乡镇”。

优质优越 生态昌南有亮度

这几天天气晴好，家住莲塘镇体
育馆小区的郭流芳老人几乎每天都要
来到莲塘河边散步休闲。舒适的环
境、整修一新的护栏、干净整洁的路面
和南北两岸的边坡绿化让她心情十分
舒畅。

“污水全部截留了，老百姓现在早
晚都可以到河边上散散步，确实很不
错。”郭流芳说。

改造前污水横流、气味刺鼻，改造
后水体清澈、两岸碧绿——这是莲塘
河改造工程带来的变化。不仅如此，
南昌县以改造工程为契机，根据群众
需求在两岸增设了休闲广场、莲花书
屋等功能配套，不仅大大提升了城市
整体形象，也丰富了市民的休闲娱乐
生活，实现了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双
丰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三
五”期间，南昌县全力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一个生态秀美
的南昌县展现在群众眼前。

围绕“一江带三河、四湖通多渠”
的水系布局，该县先后投入 110 亿元
实施推进赣江综合治理、昌南新城景
观明渠、抚河湿地公园、雄溪河综合整
治改造、莲塘河整治改造等城市水体
生态综合治理十大项目，着力打造“依
江、揽河、拥湖”的现代化品质新城，让
灵动水韵成为昌南的鲜明特色。

同时，该县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专项规划编制，小蓝经开区雨污管
网修复基本完成，向塘物流园、武阳装
配式建筑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和姚湾港
区船舶污染物接收站投入使用，乡镇
污水处理厂建设实现全覆盖；深入推进
河湖长制，全县共有 17名县级河湖库
长、46名乡（镇）级河长、250名村级河
长和 266 名河湖巡查员或专管员、338
名保洁员，县级河湖长每季度带队巡河
湖不少于一次，乡级河湖长每月巡河湖
不少于一次，村级河湖长每周巡河湖不
少于一次，确保河湖长治久清。

向上向善 人文昌南有温度

随着夜幕降临，位于莲塘河河畔
的莲花书屋灯光璀璨，成为当地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很高兴南昌县给我们打造这样
一个又美又精致的书屋，让我可以带

着小朋友在家门口阅读，既长知识，又
愉悦了心情。”市民敖佳兰说。据了
解，自开馆以来，莲花书屋接待读者近
20万余人次。

为提升都市阅读文化服务水平，
南昌县创新打造公共阅读空间，形成
县图书馆为免费开放主阵地，精品书
屋、莲花书屋、24小时“智慧书屋”、八
月湖城市书房、乡镇农家书屋等多元
化空间为补充的“15 分钟都市文化
圈”，不断满足辖区不同人群的精神文
化需求。

在文化的浸润中，丰富了市民的
内涵，营造了向上向善的氛围。

在市民常去的澄碧湖北苑广场，
最醒目的一道风景正是南昌县“好人
园”，这里展示着全县各级道德模范、
中国好人、江西好人、昌南新乡贤、新
时代好少年等先进典型事迹，供市民
24 小时全天候参观、学习。这些平凡
人的故事在这里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正
能量，成为助推文明城市长效建设的
不竭动力。

近年来，南昌县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坚
持价值引领、典型引路、主题引导，持

续开展“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小
手拉大手”等主题活动，已举办两届

“道德模范”、4 届“昌南新乡贤”、4 届
“三风榜样人物”等评选表彰活动，引
导广大群众见贤思齐。

在实践中不断收获，在前进中持
续养成。2016年以来，该县共有 15人
入选“江西好人”、7 人入选“中国好
人”，6人获评南昌市道德模范、1人获
评江西省道德模范、1人获评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4 名少年入选南昌市“新
时代好少年”，涌现出南昌县“身边好
人·每季之星”62 人、“昌南好人”41
人、南昌县道德模范 20人、县级“新时
代好少年”30人。如今的昌南大地，好
人文化蔚然成风，广大干部群众参与
评选推荐的热情更加高涨，各类好人
不断涌现。 （文图由南昌县提供）

织好昌南锦绣图
——回眸南昌县过去五年城市建管路

昌南新城一隅昌南新城一隅

““三风三风””榜样人物发布会榜样人物发布会

阿富汗塔利班7日在喀布尔宣布组建临时政府，表示将
确保阿富汗“持久和平、繁荣与发展”。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
拉·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将
以埃米尔的身份领导国家。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塔利班在军事上已基本控制阿富汗
全境，但执掌政权对于塔利班来说意味着更大挑战：对内需
稳定局势，实现民族和解，改善经济民生；对外需妥善处理与
周边国家关系，尽快获得国际社会认可。

稳定内部局势
穆贾希德7日公布了临时政府代理总理、代理副总理、

代理内政部长、代理国防部长和代理外交部长等主要成员名
单。塔利班在宣布组建临时政府后发表的声明中说，阿富汗
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发展稳定健
康的关系，绝不允许任何人或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别国
安全。阿富汗政府将努力保护所有外交使团、人道主义组织
和外国投资者的安全。

目前，阿富汗国内局势仍未完全稳定。塔利班6日说，
经过激烈战斗，其已完全控制潘杰希尔省。但与塔利班交战
的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对此予以否认。此外，“伊斯兰国”阿
富汗分支等极端组织依然盘踞在阿境内，构成安全上的巨大
隐患。

如何协调阿国内各派别力量，成为塔利班掌权后面临的
一个重要问题。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文章分析指出，塔利班
主要依赖占阿富汗人口42%的普什图族。将其他民族和派
别的代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非常重要，否则混乱和内战的风
险将不可避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闫伟表示，能否弥
合民族矛盾、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是塔利班面临的一大挑战。

经济民生同样是塔利班掌权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历时
20年的阿富汗战争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和饱受苦难的

人民。据报道，阿富汗失业率高达38%，约72%的民众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穆贾希德8月31日表示，阿富汗面临经济挑
战，阿富汗商人和投资者应参与解决经济问题。同时，他也
希望所有国家与阿富汗保持良好的政治和贸易关系。

此外，分析人士认为，塔利班还面临内部人员组成复杂、
执政经验不足等问题，领导层需要加强内部管理，有效管控
分歧。

争取国际认可
在外部事务方面，争取国际社会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

成为塔利班面临的主要挑战。
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7日表示，美国“不急于”承认塔

利班政府，需要根据其今后的“行动”来决定美方立场。欧盟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3日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
式会议结束后表示，欧盟与塔利班的接触将取决于五项条件：
塔利班承诺阿富汗不会成为向其他国家输出恐怖主义的基
地；尊重人权特别是妇女权利、法治和媒体自由；通过谈判建
立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过渡政府；允许人道主义援助
自由进入阿富汗；遵守承诺，允许外国公民和阿富汗人离境。

俄罗斯《独立报》网站刊文指出，塔利班应首先证明自己
愿意进行和解与建设，并确实与“基地”组织决裂，把“伊斯兰
国”武装分子和其他“圣战者”逐出阿富汗。

穆贾希德此前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举行的首次记者
会上曾表示，塔利班计划在阿富汗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
塔利班希望与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
繁荣。

俄罗斯《消息报》网站刊文指出，人们希望阿富汗各方能
够达成理想的共识，组建一个把阿富汗“从悬崖边拉回来”的
政府。唯有如此，长期受苦受难的阿富汗人民才有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记者
温馨、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阿富汗塔
利班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回答了记
者提问。

汪文斌说，中方重视阿富汗塔
利班方面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及一
些重要人事安排，这结束了阿富汗
长达三周多的无政府状态，是阿恢
复国内秩序与战后重建的必要一
步。中方也注意到阿塔方面表示，
成立临时政府是为了尽快恢复社
会和经济秩序。

汪文斌表示，中方在阿富汗问
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
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阿富汗内政，支持阿富汗人
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希望阿富汗能构建广泛包容的
政治架构，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
策，坚决打击各类恐怖势力，同各国
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记者温
馨、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8
日表示，中国政府加大反垄断监管
力度有法可依、有例可循。对外开
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
不会动摇。

针对美方一些人士称中国政府
加强市场监管举措可能加剧市场风
险，汪文斌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国政府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
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市场公
平竞争秩序，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有
例可循，是许多国家管理经济活动
的惯常做法。

“这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经
济实现公平、有序、可持续的增长与
发展，对于世界经济发展也是长期
利好。广大中外投资者、经营者和
消费者最终必将从中获益。”汪文斌
说，对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和经
济界人士纷纷表达了理解与支持。

汪文斌指出，对外开放是中国
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会动
摇。事实上，中国打造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近期，习近平
主席宣布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
贸易负面清单，支持北京等地开展
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
先行先试。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
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
革创新的若干措施》，提升贸易、投
资、国际物流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便利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公开发布，为建设高水平对
外开放新体制、提升营商环境提出了新的目标。

“我想强调的是，中方将一如既往为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兴
业提供更好保障，同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享发
展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汪文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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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阿富汗局势 塔利班面临挑战
新华社记者 史先涛

就阿富汗塔利班宣布
成立临时政府

外交部发言人
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美国《科学》杂
志日前发表由知名病毒学家、英国格拉斯
哥大学病毒研究中心的戴维·罗伯逊教授
等多国研究人员联合撰写的文章，认为在
新冠病毒溯源研究中应重视冷链传播病毒
的可能性。

这篇名为《新冠病毒的动物起源》的文
章对“非典”（SARS）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的
动物起源做了综述和讨论，认为新冠疫情最
可能由被感染的活体动物传播给人类造成，
但大规模冷链供应在新冠病毒出现过程中
扮演的角色不应被忽视。

文章说，2019 年非洲猪瘟疫情导致中
国猪肉产品短缺，中国从国际市场进口了更
多家禽肉、牛肉和鱼肉等其他肉类产品以应
对短缺局面。大规模需求促进了所有肉类
品种的冷链供应，这其中可能运输了SARS
样冠状病毒的易感动物。中国也报道了一
些由于接触进口冷冻食品而感染新冠病毒
的病例，并在冷冻食品、包装和存储物表面
检测到了新冠病毒。

文章还呼吁超越国界共同合作，扩大对
人类与动物接触区域的冠状病毒监测，以降
低变异病毒导致疫苗失效的可能性，并阻断
未来的其他病毒溢出事件。

据新华社阿比让9月7日电 （记者郑扬子）科纳克里消息：
几内亚军队各级军官7日与政变领导人马马迪·敦布亚举行会
谈，宣布支持政变军人及其成立的“全国团结和发展委员会”。

几内亚国防部一名官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当天
的会谈在几首都科纳克里卡卢姆区的萨莫里·杜尔军营举行。
几内亚空军旅长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迪·亚雅·卡马拉在会谈
中表示，支持政变军人是出于维护几内亚国家利益、防范外来入
侵的考虑，希望军队继续维护国家和平与社会安定。

几内亚5日发生军事政变。几特种部队中校敦布亚等政变
军人宣称扣押总统孔戴并解散政府，同时成立“全国团结和发展
委员会”。联合国、非盟、西共体等国际组织同日发表声明，谴责
任何以武力夺取政权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孔戴。

几内亚军方宣布

支持“全国团结和发展委员会”

2021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在厦门举办
9月8日，参观者在展览上观看展出的“舱内航天服”。当日，2021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在厦门开展。除展会外，主

办方还设置了专业论坛、企业交流、项目对接等多项配套活动，着力搭建集成果展示、项目对接、合作洽谈于一体的高端
经贸服务平台，为推进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提供更多机会，创造更多可能。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科学》文章：

新冠病毒溯源应重视
冷链传播可能性

据新华社马尼拉9月8日电 （记者闫洁、刘锴）菲律宾执政
党民主人民力量党8日正式提名党主席、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为下
届副总统候选人，杜特尔特接受党内提名。

民主人民力量党当天提名杜特尔特的前助手、参议员克里斯
托弗·吴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克里斯托弗·吴拒绝接受总统候选
人提名，表示自己将继续支持民主人民力量党，并请该党优先考
虑其他对总统职位“感兴趣”的人选。

菲律宾执政党：

正式提名杜特尔特
为下届副总统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