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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5 月 10 日电 5 月 10 日，云上
2020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拉开帷幕。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活动作出重要
批示。批示指出：加强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中国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影响力，是坚定实施扩大
内需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在全
社会进一步增强品牌意识，引导企业弘扬专业

精神工匠精神，打造更多名优品牌，以更强的
竞争力拓展市场空间，更好满足群众消费升
级和国家发展的需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
正出席有关活动并宣布开幕。

当日上午，韩正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
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在北京主会场，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上海
主会场，通过互联网平台共同出席活动启动
仪式。启动仪式上首先宣读了李克强总理重
要批示。随后播放中国品牌日活动主题片，上

海、湖北、吉林、浙江、四川等省（市）人民政府
和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同志
先后汇报品牌建设情况，李强、何立峰分别致
辞。10时许，韩正宣布云上 2020 年中国品牌
日活动开幕并触屏启动。

这次中国品牌日活动通过互联网平台在
云上开展，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创新活动
形式、持续推动中国品牌建设发展的积极探
索。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中宣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市场监管
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举

办，主题是“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全面小康，
品质生活；全球战‘疫’，品牌力量”。活动内容
包括云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和云上中国品
牌发展国际论坛，遴选 1300 余家企业参加，
并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和知名企业家代表进行
演讲，与海内外网友共话中国品牌发展未来，
共推全球战“疫”合作。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北京主会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
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在各地
会场参加活动。

李克强对云上 2020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打造更多名优品牌
韩正出席有关活动并宣布开幕

新华社北京 5 月 10 日
电（记者张超、谢昊）5 月 10
日是“中国品牌日”，云上
2020 年中国品牌日北京云
展馆 10 日在北京城市副中
心行政办公区启动上线。科
兴、以岭药业、京东、小米等
48 家北京自主品牌企业集
中亮相北京云展馆，全方位
展示北京品牌的独特魅力。

记者从“云上 2020 年中
国品牌日活动”官网点击进入
“云展馆”，即看到中国自主品
牌博览会全景导览。云上北京
展馆“京益求精”是中央展馆
后的第一个地方展馆。

进入北京展馆，率先映
入眼帘的是“现代科技蓝”主
色调辅以祥云、回形纹的序
厅。从序厅左边正式进入企
业展区，48家北京自主品牌
企业的新科技、新产品、新成
就集中亮相。

“北京标准”展区聚集了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医药健康
产业的 18个代表品牌，包括
百度人工智能音箱“小度小
度”、纳通医疗全髋关节置换
假体，以及在防疫过程中涌
现出的谊安医疗急救呼吸
机、科兴新型冠状病毒灭活
疫苗等。

“北京智造”展区聚集了
人工智能、智能装备、节能环
保、新材料等高精尖领域的
20个代表品牌，包括京东物
流云仓储、旷视 AI 智能测
温、碧水源污水资源化技术、
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服务提供
商北汽新能源等。

“北京服务”展区聚集了
食品安全、科技农业、生活服
务、老字号等领域的 10个代

表品牌，包括首农都市型现代农业、首旅集团
环球度假村，以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2022 年
北京冬奥会主题特展等。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恩全
说，云上北京展馆突出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
充分展示科技创新对抗击疫情和城市品牌塑
造的重要支撑作用，充分展示科技创新在推动
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在今年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下，首次采用在线形式
搭建云上虚拟展馆，打造一个永不落幕的北京
品牌展示平台。

新华社上海 5 月 10 日电（记者王默玲）
360 度全透明环形球厅，透过玻璃幕墙能看
到浦江两岸夜景之中闪烁着的品牌霓虹灯。
触击玻璃，便能瞬间置身云端，俯瞰由品牌构
筑成的城市天际线—— 10 日，2020 年中国
品牌日活动在北京、上海两个主会场启动，上
海云上展馆也正式于“云端”开展迎客，123
家上海本土代表性品牌亮相参展。

据悉，云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上海展区
打出了“家喻沪晓”的口号，以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集成电路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在线新
经济发展等“3+1”领域为主线，用好互联网这
个最大“増量”，提供“云消费”“云医疗”“云服
务”“云话题”“云直播”等一系列在线体验。

用指尖“走进”上海云上展馆，可以感受
上海企业在全球战“疫”中的品牌力量，领略
众多参展品牌企业的创新创业故事。点击品
牌标识后，即可进入不同品牌的虚拟现实场
馆，从大白兔奶糖构成的“甜蜜河”中找寻童
真记忆，到联影智能场馆中探寻科技揭秘人
体的线索，再到阅文集团浩瀚书海中感受网
络 IP 的力量……众多上海本土品牌在“云”
上与观众互动分享。

今年疫情期间，上海的“3+1”领域表现出
色：联影医疗的方舱 CT 可以实现自动精准定
位和新冠肺炎辅助分析，叮咚买菜春节期间
订单量增长 300% ……这些企业充分体现了
上海在新兴产业发展上取得的新成果，也展
现了上海在品牌培育、品牌建设上的新作为。

在促消费的大背景下，上海云上展馆还
开发了虚拟和现实交互的“上海城市品牌地
图”游戏，运用积点领券的游戏场景，形成线
上线下联动促进消费增长。众多本土国潮老
字号品牌也结合淘宝直播等新媒体形式，打
造老字号在线消费新模式。

作为中国品牌日活动举办地，近年来上
海先后出台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
“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的“三年行
动计划”，打造了一批名企、名家、名师、名医、
名展、名会。按照“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国际
互认”的原则，建立“上海品牌”认证机制。对
通过认证的品牌，出具认证证书，授予“上品”
标志，目前获得认证的品牌已有 7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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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

地方违建码头

侵占破坏岸线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9 日电（记者高敬）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 9 日公布重庆市督察情况时指出，重庆市长江岸
线治理修复仍有薄弱环节。

督察指出，近年来，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
显著成效，但还存在一定差距。

一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认识
不够到位，行动不够自觉。潼南区先后在潼南工业园（北区）
引进 20个规划明令禁止的工业项目，导致园区环境问题突
出，群众反映强烈。垫江县 60 多家榨菜加工企业废水集中处
理设施普遍运行不规范，大足区龙水镇 1900 余家“小五金”
加工企业产业整合升级推进缓慢。市水利局对河长制督促指
导不够，有的河长不知道自己是哪条河的河长；有些河流“一
河一策”方案不严不实，部分区县巡河不查河现象突出。

二是第一轮督察整改存在薄弱环节。重庆市整改方案
要求，2017 年底前实现 60个市级及以上工业聚集区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全覆盖，但一些园区未按要求建成污水处理
厂。第一轮督察反馈指出，秀山县 18家电解锰企业锰渣场
均无防渗系统。但督察发现，整改工作敷衍应对，历史渣场
整治仅以简单表层覆盖代替防渗系统建设，部分在用渣场
擅自改变建设规模，甚至偷排直排废水。重庆白沙建设有限
公司为掩盖污水溢流问题，先是埋设暗管分流污水，后又临
时封堵偷排口，大量工业废水通过暗管直排长江。

三是长江岸线治理修复仍有薄弱环节。部分地方违规建
设港口码头，侵占破坏岸线。如长江、乌江涪陵段共有 7个违
规码头，累计侵占破坏岸线约 2 . 9 公里。督察发现，沿江 1 公
里范围内的多家化工企业没有纳入相关部门的监管清单。

四是督察还发现，部分区县排水管网雨污分流不彻底，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缓慢。全市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9 日电（记者高敬）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 9日公布了对青海省的督察情况，指出青海湖保护仍有薄
弱环节。

2019 年，督察组对青海省开展了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并对青海湖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统筹开展专项督察。截
至 2019 年 12 月，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 1052
件，其中责令整改 252家；立案处罚 50家，罚款 658 . 1 万元；
立案侦查 6件，约谈 167人，问责 104人。

督察认为，青海省不断推进解决各类生态环境问题，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但还存在
一定差距：一是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有差距。柴达
木循环经济试验区贯彻落实循环利用理念不到位。青海对
盐湖资源利用和保护缺乏总体规划和布局。

环境保护“一岗双责”落实不到位。省林草部门未按要
求时间开展草原生态及基本状况调查。住建部门履行垃圾
处理行业监管职责不到位，垃圾填埋场问题多发。

一些地方和部门法治意识淡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格
曲河防洪治理工程以疏浚河道之名行非法采砂之实；玛沁县林
草局建设苗圃基地时不仅违法侵占格曲河道，还侵占牧民草场。

二是一些督察整改工作还不到位。废弃矿山修复治理
工作推进缓慢。甘河工业园区 6家铁合金企业未按期完成
改造，但仍虚报整改完成。

三是青海湖保护仍有薄弱环节。环湖地区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滞后，刚察县的县政府驻地沙柳河镇 21 . 4% 的区域
为污水管网空白区，污水通过沙柳河排入青海湖。督察时，
共和县应于 2019 年 9 月前完成的 3 座污水处理厂和 4 座
乡镇垃圾填埋场尚未开工建设。

违法违规排污行为仍较突出，二郎剑污水处理厂紧邻
青海湖区，2018 年 10 月以来，出水超标问题突出。环湖一
些宾馆、饭店、民宿等还存在直排废水问题。

青海省在青海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上等待观望，主动作
为不够，对青海湖水环境状况研究不足，监测、监控体系不
完善。

四是督察还发现，青海省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
管理问题突出，危险废物违规处置情况普遍。

青 海 湖 保 护

仍有薄弱环节

新华社北京 5 月 9 日电（记者高敬）9 日，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公布海南督察情况指出，海南省在违法围填
海问题处置方面，动真碰硬不够，尺度把握不一，个别围填
海项目继续违法违规建设。

督察认为，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全省
大气和水环境质量保持全国领先水平，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
是重开发、轻保护情况仍然较为常见。陵水县在海岸带盲目布
局大量地产及高耗水项目，局地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生活垃圾围城围岛及异味扰民问题成为群众反映最为
集中的领域。由于规划滞后，导致项目建设滞后，全省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置能力缺口已从 2017 年约 3000 吨/日，扩大
到当前约 4500 吨/日。

二是生态环保工作推进机制还待完善。督察发现，“部
门推市县、市县看部门”的情况在海南省还比较普遍，导致
许多督察整改工作相互掣肘，难以有效开展。

海南省许多市县没有承担起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
管网建设管理责任。2013 年以来，全省共有 291个房地产
项目自行配套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督察发现，这些设施大多
运行不正常、监管不到位，不但没有实现中水回用目标，而
且大量污水直排环境。

三是第一轮督察整改工作不力。澄迈县盈滨半岛滨乐
港湾度假区在第一轮督察进驻结束后就“顶风而上”，违法
抽取海砂围海造地，肆无忌惮地大面积填埋红树林。澄迈县
森林公安局虽已立案，但企业违法行为并未停止。第一轮督
察后，海花岛违法违规项目未整改到位，企业继续建设 4 条
涵管桥，形成违法围海面积约 369 公顷。

四是自然保护区管理问题依然突出。第一轮督察后，当
地对违规侵占自然保护区问题未能举一反三，一些自然保
护区内甚至还在顶风违规新建项目。富力红树湾项目填海
侵占澄迈县花场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92 亩问题尚
未整改到位，又继续在自然保护区内填海建设。澄迈县不从
加强红树林保护上下功夫，却在撤销自然保护区、减少自然
保护区面积上花力气，为项目开发“量身打造”方案。

市县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严重缺位，大多形同虚设，海口
永兴鸟类自然保护区、文昌名人山鸟类自然保护区等都未
按要求实施保护，名存实亡。

个别围填海项目

仍在违法违规建

新华社长春 5 月 10 日电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5 月 8 日至 10
日在吉林调研督导春耕和生猪生产工作。他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六
保”任务抓紧抓实农业生产，全力以赴完成好
稳定粮食生产和恢复生猪生产目标任务，确
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

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生猪生产

基地。胡春华先后来到白城市镇赉县、洮北区
和松原市宁江区，实地督导春耕生产、生猪生
产和非洲猪瘟防控等工作进展，详细了解东北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情况，并与农民、科技服务
人员、合作社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

胡春华指出，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基础，在“六保”任务中处于基础性、前提性
地位，必须坚决保障好。东北地区在全国农业
生产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要扎实推进春耕生

产，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只增不减。要努力克
服前期不利天气影响，抢抓农时，确保春播
进度和质量。要着力防范气象灾害和病虫
害，加强农业服务保障。要毫不松懈抓好生
猪生产恢复，强化非洲猪瘟疫情常态化防控
措施，做好猪肉产销衔接，同时持续抓好牛
羊肉、牛奶等畜禽产品生产。要扎实推进保
护性耕作，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因地制宜
创新保护性耕作模式，促进恢复提升地力。

胡春华强调

坚决落实“六保”任务 切实抓好农业生产

新华社武汉 5 月 10 日电武汉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 10 日通报说，当地报告 1 例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患者高某某，男，89 岁，住东西湖区长
青街三民小区。患者有高血压、脑梗塞和肝
囊肿病史，春节后一直未出小区。3 月 17 日
出现发热、发冷等症状，在家吃药 10 天后症
状消失，未就医。4 月 15 日患者出现食欲不
佳、精神不佳症状。5 月 6 日在社区人员陪
同下，全程戴口罩在东西湖区妇幼保健院进
行核酸检测，5 月 7 日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
阳性，血清抗体显示 IgG 阳性。5 月 9 日复
查抗体结果为阳性，经专家认真讨论，认定
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密切接触者妻子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女儿核酸检测结果为阴
性，无不适症状。妻子已作为无症状感染者
上报。

患者居住小区曾有 20 例确诊病例，经
组织专家对各种因素排查分析，其病因应
主要来源于既往社区感染。

通报说，有关方面 5 月 7 日发现高某
某阳性检测结果后，当日即邀请国家、省
疾控专家组织专业流调力量，进行流行病
学调查，对小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排查，
筛查发现无症状感染者 5 名。省、市、区对
这次疫情发生高度重视，迅速采取严密防
控措施。一是第一时间对重点人群和密切
接触者实行集中隔离和核酸检测，并实行
中医药医学干预。二是果断升级小区封
控，加大环境治理和消杀力度。三是全力
加强救治，将所有无症状感染者全部转入
医院进行医学观察，并进行中西医结合
治疗。

新华社武汉 5 月 10 日电（记者梁建

强、黎昌政）5 月 9 日，湖北省武汉市报告
新增 1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 4 月 3
日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再次报告的新增确诊
病例。5 月 10 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联络组赶到武汉市东西湖区三民小区及
周边市场，现场检查防控工作，督导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

联络组强调，要迅速组织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尽快找到传染源，加强社区管控，
扩大检测范围，快速切断传播途径，坚决防
止疫情扩散。

联络组要求，省、市、区必须时刻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依法科学精准常态
化防控，把各项防控措施抓紧抓细抓落地，
坚决避免疫情反弹，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决
不能前功尽弃。同时按照“四集中”的原则
精心组织救治工作。

武汉新增 1 病例，应源于既往社区感染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到武汉市三民小区及周边市场现场督导

新华社长春 5 月 10 日电（记者赵丹丹）
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 10 日发布关于调整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分区分级情况的通报。

通报称，10 日，吉林省公布舒兰市（舒
兰市隶属于吉林市）新增 11 例本地确诊病
例。按照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
将舒兰市风险等级由中风险调整为高风险。

10 日，吉林省卫健委报告了 9 日 0至
24时吉林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11 例（吉林
市 11例）。现有本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254人，均在指定地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根据报告，11 例新增确诊病例中，包
括 8 日吉林省通报的舒兰市确诊病例的丈
夫、大姐、二姐、三姐、三姐夫，还包括另外
2 位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以及该确

诊病例丈夫的 3 位密切接触者等。
截至 9 日 24时，吉林省累计报告本地

确诊病例 105例，累计治愈出院 92例，在院
隔离治疗 12例（吉林市 12例），病亡 1例。

吉林舒兰新增 11 例本地确诊病例
风险等级调整为高风险

▲ 5 月 10 日，在舒兰市一个小区，社区
工作人员对楼门进行消毒。

新华社记者张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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