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6 日，吉林省援助哈尔滨核酸检测医疗队队员参加欢送仪式。当日，吉林省人民医院、吉
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两支援助哈尔滨核酸检测医疗队顺利完成工作任务，踏上归家路。哈尔滨市
举行欢送仪式，向援哈医务人员致敬。           新华社记者张涛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6日电（记者赵琬微）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日前发布了《北京市“十四五”
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21 — 2025 年)》，
提出到 2025 年，北京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例
要持续在 99% 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90%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达标优良率超过
70%。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累计增加学前教育

学位 23 万个，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程度大幅
提升，有效缓解了入园难、入园贵问题。通过
不断扩充优质教育资源和规范入学办法，小
学、初中的就近入学比例均达到 99% 以上，
有效破解择校难题，中考中招选择机会更为
丰富，高考高招录取率持续保持在 90%
以上。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全面构建首都高

质量教育体系，实现更高水平、更具影响力
的教育现代化，培养具有家国情怀、首都气
派、国际视野、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其
中，适龄儿童入园率保持在 90% 以上，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90%，学前教育教师接
受专业教育比例达到 85% 。义务教育就近
入学率保持在 99% 以上。义务教育专任教
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比例超过 96% 。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达标优良率超过
70%。
　　规划还提出，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深
化，教育供给更加充分多样。推动教育教学
方式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
转变，促进学生自主有效学习。学生过重作
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
相应精力负担明显减轻。

　　新华社武汉 10 月 6日电（记者侯文坤）
湖北省近日发布《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
施意见》，将于今年 12 月 31 日前，全面建立
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体系，并明确各级
党政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
构建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

理、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
　　根据实施意见，到 2025 年，湖北全省森
林覆盖率要达到 42.5% ，森林蓄积量达到
4.9 亿立方米，湿地保护率达到 55%。五级林
长体系全面建立后，各级林长的主要工作任
务将包括加强森林资源生态修复、加强森林

资源灾害防控、推进林业改革和产业发展、加
强森林资源监测监管、夯实基层基础建设。
　　据介绍，湖北还将建立林长制考核指标体
系，将林长制督导考核纳入综合督查检查考核范
围，考核结果作为地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
核评价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

北京：到 2025 年就近入学比例持续超 99%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超 70%

湖北全面推行五级林长制促“林长治”

新华社记者于力、高爽

　　国庆期间，以抗美
援朝第二次战役为背
景的电影《长津湖》大
热，这部全景式还原长
津湖之战的电影，让观
众看到一个个浴血奋
战的英雄，也让人忆起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辽
宁丹东转战朝鲜战场
的故事。
　　安东是辽宁省丹东
市的旧称，与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义州
市隔江相望。当年，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从这
里走向朝鲜战场，当“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
号响彻大街小巷，安东
便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出征
地和抗美援朝战争大后
方的最前沿。
　　为了全力支援前
线，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当时中共安东市委提
出，只要前线需要，“要
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
给血，要什么给什么，要
多少就给多少”。
　　“安东市委向全市
人民发出捐献三架飞
机的号召，广大群众积
极参与、踊跃捐款。”86
岁的丹东市民宋群基至今仍记得全市人民用
实际行动支援前线的场面。
　　 1953 年 8 月，新华社记者汪钦、李俊在《鸭
绿江边的英雄城市——— 安东》一文中写道：

“1951 年开展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安东市
人民在增产节约的基础上，捐献了九十亿余元，
可购买战斗机 6 架。”
　　 1950 年 8 月至 1951 年 8 月，敌机经常空
袭鸭绿江上的桥梁。面对强敌，为解决前线部
队作战物资保障难题，东北军区提出建设一条
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过了鸭绿江就
是前线，无论火车司机还是铁道兵，都做好了
战斗准备。”铁路抗美援朝博物馆馆长解本
胜说。
　　此外，为了做好志愿军后勤保障，一些企
业、工厂加班加点生产。彼时的安东机械厂承
担为志愿军修理军械的任务，由于敌机对安东
疯狂轰炸，工厂设施屡遭破坏，工人孙行昌、刘
洪文喊出了“只要鸭绿江水没被炸干，我们的生
产就不能停”的口号。
　　安东人民不辱使命。
　　这座英雄的城市曾是许多志愿军战士的
家。在一封志愿军战士张明庆 1951 年 6 月 11
日写于朝鲜战场的信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文
字：“亲爱的宋大爷：离开您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您对我的关怀和亲切的照顾，使我感到祖国的
温暖，我以有这样可爱的祖国而骄傲。”收信人
是时年 65 岁的宋传义老人。
　　当年因频遭美军轰炸，很多人劝宋传义离
开家躲一躲，他却坚持留下，只因他居住的临江
街是志愿军部队经常路过和宿营的地方。一
次，宋传义发现队伍中有一名伤员，立刻迎上去
扶到自己家，对老伴说：“儿子牺牲在解放战争
战场，他是革命青年，志愿军也是革命青年，都
是咱的儿子！”
　　这名伤员就是张明庆，他在被宋传义夫妇
照料两个多星期后奔赴朝鲜战场。类似的信，
宋传义先后收到 300 多封。虽然前线战事很紧
张，战士们仍忘不了跟“老父亲”聊聊近况。宋
传义也经常给战士们写信，介绍祖国建设和后
方照顾军属等情况，鼓励战士们在前方安心、勇
敢杀敌。
　　在丹东，像宋传义这样的拥军模范还有很
多。87 岁的丹东市民吕孝娥回忆当时的情景
时说：“我们家有两间小屋，把炕都留给了志愿
军战士，我们兄弟姐妹 7 人在地上打地铺。”
　　“抗美援朝战争中，敌军炮弹轰炸曾造成丹
东大批无辜平民伤亡，并带来巨大财产损失，但
这没有击垮这座城市。丹东的坚守，展示了中
华民族打赢正义之战的决心。”抗美援朝研究专
家、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张校瑛说。
　　在抗美援朝纪念馆，记者了解到一组数字：
1950 年至 1953 年期间，安东市参战民工
220947 人，其中随军赴朝参战民工 2 万余人
次；出动战勤大车 41814 台，岫岩县 5000 多名
民工冒着战火连续三天三夜为志愿军抢运弹
药；3 万名妇女参加到拆洗、缝纫、护理的拥军
队伍中来；青年和学生自愿组织输血队，仅元宝
区青年便为志愿军献血达 58 万毫升……
　　英雄的精神在传承。
　　如今，当记者走进丹东，鸭绿江断桥、大堡
机场、凯旋门……这些抗美援朝时期留下的遗
址遗迹，如红色烙印一般镌刻在丹东的土地上。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
的凯歌，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也为丹东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自 2020 年 9 月 19 日修缮一
新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恢复开放以来，超百万人
前来参观，纪念馆网站上也留下了数十万网民
的“献花”和留言。
　　“老师告诉我们，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的壮丽篇章，志愿军是从我的家乡丹
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我要好好学
习、强健体魄，未来也像英雄们一样为国家做出
贡献。”参观完抗美援朝纪念馆，丹东市实验小
学学生孙笑熙说。新华社沈阳 10月 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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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爱平

　　第 32 届上海旅游节 6 日
落下帷幕。中秋、国庆双节“遇
上”品牌节庆活动，上海金秋文
旅消费持续升温。
　　据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统
计，自 9 月 17 日至 10 月 6 日
举行的上海旅游节期间，上海
宾馆酒店客房平均出租率为
54% ，较此前一段时间明显增
长。上海地区旅游、餐饮、娱乐
售票等日常消费类交易总金额
为 360.8 亿元，环比 8 月 17 日
至 9 月 6 日增长 8.7%。
　　据携程集团统计，上海旅
游节期间，上海作为目的地在
其平台上的访问量较 2019 年
同期增长 64% ，上海旅游度假
产品成交总额为 14 亿元。
　　自 1990 年创办以来，已
过“而立之年”的上海旅游节始
终坚持“让市民游客走进美好
与欢乐”的办节宗旨。今年上海
旅游节首周推出的 82 家文旅
场馆半价惠民举措，叠加文旅
系统精心策划的中秋、国庆双
节特色活动，吸引人们走进文
旅场馆、漫步都市街区、醉心绿
色乡村。据统计，上海旅游节期
间，参与相关节庆活动的市民
游客达 2642.28 万人次，各大
旅游景区景点接待游客 1623
万人次。
　　相关部门及文旅场所落实

“一活动一方案”以及“预约、限
流、扫码”等严格防疫举措，确

保上海旅游节及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市场
平稳有序，市民游客健康安全。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方世忠介绍，今
年上海旅游节首次设立“建筑可阅读、城市微旅
行”年度主题，推出线上总入口“上海市建筑可
阅读”官方微信小程序、线下“建筑可阅读”专线
巴士及微旅行线路等。
　　自 9 月 17 日首发以来，“建筑可阅读”专
线巴士已累计接待 1.1 万人次游客。上海 16 个
区共举办线上线下主题活动 143 个，共计 5751
万游客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打卡”上海历史建
筑和相关微旅行活动。
　　受益于城市加快数字化转型和文旅新空间
持续扩容，“云上”旅游节线上活动总点击量达
11.7 亿次。这些颇有“种草”“引流”能力的线上
活动，成为人们在国庆假期自发“打卡”的“导览
图”，鼓励人们在城市各处享受微旅行、微度假、
慢生活。智慧酒店、智慧景区、智慧博物馆以及
在线预约等手段，为市民游客系牢“安全阀”，文
化和旅游行业持续推进科技融合与产业升级，
提升游客便利度。
      新华社上海 10月 6日电

上
海

金
秋
文
旅
消
费
热
起
来

　　新华社西安 10 月 6 日电（记者李华）
10 月 2 日以来，陕西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
程，局部地区出现暴雨和大暴雨，导致陕北、
陕南多地受灾。目前，延安市和汉中市共转移
群众超过 5 万人。
　　记者从延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了解到，3 日以来，因持续强降雨天气，延安
市黄陵县、甘泉县等多地发生落石、滑坡情
况，部分高速路段临时关闭，造成车辆大面
积拥堵。全市乡村道路路面塌方受损近 300

处，2500 多间房窑受损，7000 多亩农田受
灾，已撤离安置群众 3 万多人，暂无人员
伤亡。
　　受强降雨影响，陕西省境内河流多次出
现洪峰，其中汉江、嘉陵江干支流 5 日出现
复涨。截至 10 月 5 日晚，强降雨导致汉中市
略阳、宁强、勉县等县 76 个镇办不同程度受
灾，受灾人口超过 5 万人，转移群众 2.3 万
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13 亿元。
　　为应对强降雨天气，陕西省防汛抗旱总

指挥部 5 日启动了 IV 级防汛应急响应，要
求各地关停、封闭暴雨洪水高风险区域，提前
转移受威胁群众，避免人员伤亡。截至目前，
西安、延安、汉中、宝鸡等地多个旅游景点临
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6 日上午，陕西省气象台再次发布暴雨
蓝色预警信号，汉中、延安等地持续降雨，降
水量已达 50 毫米以上，预计未来 12 小时内
汉中市、安康市、西安市南部山区等多地的降
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

陕西强降雨，延安汉中转移群众超 5 万人

新华社记者姜刚

　　玻璃栈道赏景、漂流等水上娱乐项目接
二连三跃入眼帘，狮子、斑马等数十种动物在
秋日下安然自得……国庆期间，位于安徽省
马鞍山市当涂县的安徽大青山野生动物世界
吸引了不少游客，他们有的体验水上项目，有
的在山野间驻足拍照留影，尽情享受着长假
的快乐。
　　三年前，这个“网红”生态旅游景点还是
一个“千疮百孔”的废弃矿坑。安徽大青山野
生动物世界管理有限公司以市场化方式对该
矿坑进行修复治理，总投资约 1 亿元，结合
矿坑生态功能修复和后续资源开发利用、产
业发展等需求，修复治理矿区面积约 120
亩，2018 年开工建设，2020 年竣工。
　　安徽大青山野生动物世界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修金说，公司利用修复后矿坑建设
景观项目，将一个废弃的矿坑打造成水上乐
园，并与野生动物世界项目结合，构建成集生
态修复、休闲娱乐、动物观赏、动物科普于一
体的综合项目，2020 年 5 月对外营业，为当
地提供约 600 个就业岗位。
　　马鞍山市位于安徽东部，横跨长江两岸，
是一座因钢而兴的资源型城市。随着矿产资
源长期开采利用，与废弃露天矿山相伴的山
体裸露、固废堆积、空气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
集中，成为城市生态环境的“伤疤”。
　　为修复“伤疤”，马鞍山市近年来积极探

索市场化推进矿山生态修复。记者采访了解
到，该市强化矿产资源整合，合理布局全市矿
山企业，高效利用矿产资源，经整合（关闭）
后，矿山数量从 2005 年的 300 余个减少到
现在的 43 个。
　　据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承良
杰介绍，该市根据每个矿山的类型、规模、开
采方式和地理位置，科学考虑生态修复治理
的方案和方式。比如，一些废弃矿山周边生
态环境较好、旅游资源丰富，该市就通过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矿区植被和生态环境，吸引文
旅综合项目，进行旅游开发。

　　“我们通过边坡治理、台阶植树复绿、水沟
整治等措施，初步完成了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
治理工作。”在丁山矿区生态修复现场，马鞍山
市晟沃生态修复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雷
说，该公司通过综合治理和矿坑回填等方式，利
用巨大的废弃矿坑资源有偿收纳城市建筑渣
土，推动自我“造血”。
  丁山矿区位于马鞍山市雨山区，其地质灾
害隐患、矿坑酸水治理等备受关注。2018 年，
马鞍山市对在采矿山实施了关闭，采取 PPP 模
式推进矿区生态修复。
　　“十三五”以来，马鞍山市将矿山生态修复
列为重点工作，强力推动，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2020 年底，马鞍山市完成 64 个关闭废弃矿山
生态修复治理，完成治理面积 1044 公顷，投入
治理资金近 3 亿元。
        新华社合肥 10月 6日电

废弃矿山“变形记”

　　（上接 1 版）得知这一情况后，南湖区援川
人员俞锋立刻向南湖区政府寻求支援。南湖区
发改局及时在辖区发布消费帮扶倡议书，号召
社会各方力量行动起来，积极采购结对地区农
产品。
　　“餐饮行业协会率先响应，22 家成员单位
争相订购，很快就将该村积压的 4000 斤产品
抢购一空。”南湖区发改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基
地合作社拿到近 3 万元货款，解了燃眉之急。
同时，南湖区通过举办“羊肉节”的形式，每年向
若尔盖采购高原牛羊肉。
　　迈向共同富裕，产业助力必不可少。2017

年至今，南湖区援川工作组助力若尔盖县铁
布镇兴农枣李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

“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式，流转土地 800
余亩用于研发种植高原李子。顺利达产的“高
原香香李”依托南湖区、若尔盖县两地共同搭
建的供销渠道，“线上线下”一起发力，亩均效
益提升近 10 倍。
　　携手奔共富，不仅有东西部对口支援，南
湖区还承担着省内的山海协作任务。
　　 2018 年 1 月，南湖区与浙西南的遂昌
县结对。多年来，两地在产业合作、消费帮扶、
社会事业等方面交流协作不断深化。“凤桥水

蜜桃”引育项目是产业合作的成功范例。
　　遂昌县金竹镇茶竹岭村是该项目的“吃
螃蟹者”。“糖度在 15 上下，很不错的数据
了。”近日，在茶竹岭村 35 亩凤桥水蜜桃试
种田里，金竹镇农技人员江岩用糖度仪测量
蜜桃的糖度后高兴地说，“试种的第一批水蜜
桃出结果了，我们真的放心了。”
　　品质好了，价格高了，农户的收入也增长
了。据了解，该批次精装水蜜桃市场售价 15
元/斤，高于市场同类水蜜桃均价 18%，实现
村集体增收 13 万余元，70 余户农户年均增
收超万元。

　　除了水蜜桃，金竹镇叶村村的羊肚菌在
南湖区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专家的指导下结
出硕果。今年 5 月，该村 20 亩“特种林下菌”
试验基地共采摘收获羊肚菌 2500 余公斤，
产值达 60 多万元，上市后供不应求。南湖区
发改局负责人表示，借助羊肚菌项目的契
机，南湖、遂昌将进一步加强科创平台的协
作，加快推动南湖区优势科创资源向遂昌县
辐射。
　　以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助力结对地区乡
村振兴、群众增收，南湖区的对口支援协作故
事越来越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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