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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民营经济发达、有36万外来人口
的浙江省诸暨市，把宣讲阵地拓展到线
上，打造的“1963法润”直播平台传播
力惊人：两年录制98期节目，观看总人
次达到1329万，评论超过40万条。

面对时代之需、使命所系、群众所
盼，如何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让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2018年
以来，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
为载体，各试点地区正在积极探索。

形式多样、内容有感、渠道可及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在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进程中，除
了“1963法润”直播平台，还建立壮大
市委宣讲团、新时代“枫桥经验”宣讲
团、基层宣讲团等三支队伍，开设“微课
堂”“微宣讲”“微直播”，并在社区老年
大学设置思想教育课时。

诸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
任俞燕说，结合地方实际，诸暨在信息
传播路径上适应时代变化，分众化设
计、精细化推送，让党的创新理论宣讲
触手可及。

“民法典，共七编，一千二百六十
条，总则、物权不能少，合同、人格权很重
要”……因为节奏欢快，朗朗上口，江苏
省徐州市贾汪区耿集乡贤艺术团自编自

导自演的快板作品，居民传唱度颇高。
耿集乡贤艺术团成员曹香玉说，民

法典内容多，不容易理解掌握，但创作
成快板后，老百姓听得懂、有收获、反响
好。

试点建设进程中，多地以喜闻乐见
的形式、触手可及的方式、感同身受的
故事，把党的声音有效传递到老百姓心
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
里县醒狮镇谷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萤火虫好声音”海选现场，山歌队、山
歌手轮番登台。他们把党的创新理论
融进山歌，唱响在山谷间，吸引村民纷
纷拿出手机记录。

这几年，龙里县涌现山歌新作品
2400多首，山歌成了干群学习理论、表
达心情、紧密联系的重要载体。

龙里县“金嗓子”志愿服务队用布
依山歌十八调编了十多首山歌，既具象
又押韵。队长罗丽萍说，山歌让党的声
音走进山区、走近少数民族群众，也让
群众在传唱中变成传播者。

紧跟时代步伐，突出思想引领
山东省龙口市东江街道董家洼村

有一棵号称“天下槐祖”的千年大槐树，
村民喜欢在树下休憩、议事。

“村民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就延伸到哪里。”董家洼村党支部书
记林吉祚介绍，村里搬出小马扎、小黑

板，激活大喇叭、老铁钟，在大槐树下建
起了讲坛，跟着村民作息走，有人聚、有
人讲成为常态。

多地坚持“群众视角”，想方设法打
通“最后一公里”，老百姓既是受众，更
是积极参与者、传播者。

浙江海宁市许村镇李家村文化礼
堂里，村民翘首以盼的“李家播报”如期
举行。值班主播用当地话配合幻灯片，
向台下上百位乡亲播报近一个月来国
内外以及当地镇村的新闻快讯。

在“村民问政”环节，从门前屋后小
事，到党和国家大事，村民天南海北地
问，主播深入浅出作答，现场气氛热
烈。受时间限制，没有得到提问机会的
村民，把《李家村民情诉求征集表》填写
得满满当当，处处透着“认真劲儿”。

连日来，安徽省天长市文明办、天
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相继
发出倡议书，动员志愿者、志愿服务组
织行动起来，以文战“疫”。

“投稿质量之高、速度之快、数量之
多，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天长市文联
志愿服务队队长刘恒昌坦言，短短几天
就收到一大批有担当、有温度、有激情
的原创作品，书画、文学、曲艺、地方戏
等各具特色，短视频、微信H5等形式多
样，将把党的声音带到千家万户。

凝聚本地文化春风化雨
7月 2日，在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

旦八镇吊坪村一孔农家石窑里，61岁的
村民曹耀恩声情并茂，讲述刘志丹、曹
力如等英烈开展革命工作的故事。这
场“红色故事会”让20多位村民身临其
境，听得格外认真。

志丹县是党中央战斗过的地方，有
深厚的红色历史和文化底蕴。作为全
国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
县，这里深入挖掘、系统梳理本地发生
的革命故事，凝聚成有养分、有吸引力
的本地文化。

驻村干部薛彩晶介绍，“红色故事
会”志愿服务项目邀请革命烈属、道德
模范、乡贤能人、当地学生等，讲述革命
故事、讲解党的创新理论，让历史与现
实穿插，起到了春风化雨、以文化人的
作用。

诸暨市陶朱街道村、镇、城风貌并
存，有2.4万多户拆迁安置房，大量居民
迁居而来、彼此陌生，文化成为有效的
黏合剂。

陶朱街道党工委书记应国伟介绍，
当地系统梳理散落在民间的文化元素，
把“白门义塾”“清白门第”等故事，以口
述方式做成系列纪录片，传播清廉、慈孝
等优秀传统文化，这些元素让群众有了
共同语言，也让文明实践有了肥沃土壤。

（记者 方问禹 滕军伟 周畅
郑生竹 齐健 李浩）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文明春风入万家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助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

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记者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6日称，已下达
2020年卫生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共
安排456.6亿元，支持全国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加
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据介绍，本次投资计划坚持立足
疫情防控急需，在项目安排上重点向
疫情严重地区、急需紧缺领域倾斜，全
面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筑牢
疫情防控救治第一道关口，加强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升级改造重大疫情救
治基地，提高危重患者救治水平，储备
一定数量的救治设施设备，应急时服
从国家统一调配。投资计划突出“一
钱多用”，在满足防疫需求的同时，着
力补齐县城城镇化建设短板，推动大

城市大医院“瘦身健体”，全力支持贫
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和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项目建设，保障脱贫攻坚
任务如期收官。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对各地
加强服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坚持按
月进行调度，加快推动项目实施。
指导地方统筹用好抗疫特别国债、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渠道，积
极调整自身财政支出和投资结构，
确保疫情防控设施建设资金足额到
位，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不留白、
不缺位，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
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提供
有力支撑和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456.6亿元
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强

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记者
关桂峰 田晨旭）记者从6日举行的北
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按照“应检尽检，愿检尽检”
的原则，目前北京核酸采样与检测人
数均超1100万。当前北京疫情防控
形势趋稳向好，先后对西城区、海淀
区、丰台区等区54个小区解除封控管
理。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庞星火介绍，7月 5日，曾去过新发地
市场牛羊肉综合交易大楼的人员及其
同住人员共7.4万人，延长居家观察已
满7天（“14+7”天的隔离观察），已有
序组织第三次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
阴性，且体温等症状排查无异常者，即
可解除居家隔离观察。

庞星火表示，对新发地市场集中
隔离人员实行分类分批解除隔离措
施。具体分两类情况，第一类是对新
发地牛羊肉综合交易大楼隔离人员，
因风险等级高，仍采取“14+14”天的
隔离观察措施，隔离期满，核酸检测结
果为阴性，方可解除隔离观察。

第二类是对新发地市场其他区域
隔离人员，落实严格排查，对5月30日

至6月13日未到过新发地市场牛羊肉
综合交易大楼，隔离期间严格遵守各
项集中隔离纪律要求，且隔离人员同
批次进入隔离点、隔离期间隔离点没
有发生阳性检出者的，经评估后，可以
实施“14+7”天的隔离政策，隔离期满
后，核酸检测为阴性的，可以解除隔离
观察。

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市心理危机干
预组组长、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
区主任西英俊介绍，对隔离点密接人
员提供心理健康宣教和心理疏导，重
点为过度紧张、心情不好或失眠的密
接人员提供心理支持。对于风险地区
居民，在精神卫生机构指导下，开展心
理健康科普宣传，告知居民心理援助
热线等求助方式，鼓励居民有需要时
及时求助。其他市民应及时获悉疫情
和健康知识，规范自我防护行为，不信
谣、不传谣，避免过度焦虑和盲目恐
慌。树立疫情防控人人有责的意识，
积极配合落实防控措施。形成良好生
活习惯，规律饮食、营养均衡，保证每
日睡眠 7小时至 9小时，每日适量运
动，保持心情愉悦，提升自身机体免疫
力。

北京核酸检测人数超1100万
54个小区解除封控管理

新华社哈尔滨7月6日电 （记者
王君宝）7月6日9时30分，500多名考
生在测温、扫码后，从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的大杨树
站，登上 K5117 次“高考专列”，前往
100 多公里外的阿里河镇参加高考。
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连续第18年开行“高考专列”。

大杨树镇地处大兴安岭南麓，是鄂
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少数民
族聚居地。由于高考考点设置在旗政
府所在地，大杨树镇考生每年都要去

100多公里外的阿里河镇参加高考。
“高考专列”开行前，由于交通不

便，考生和家长要多次换乘汽车、火车
才能到达考点，出行不便。

2003年，原哈尔滨铁路局为解决考
生出行难、交通成本高等问题，决定每年
高考前开行大杨树镇至阿里河镇“高考
专列”。今年是“高考专列”连续开行的
第18年，已累计往返运送考生约3.4万
人次，有7000多名学子实现大学梦。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主动承担社会公益责任，专门调派机

车、车辆和乘务人员开行“高考专列”。
虽然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大杨树镇至阿
里河镇的交通更加通畅，但在很多师生
和家长心里，乘坐“专列”去高考已是一
种情怀。6日，一些考生没有选择乘私
家车赴考，而是与同学们一同乘坐“高
考专列”。

大杨树镇第二中学教师李佰芳高
考时就是乘坐的“高考专列”，大学毕业
后，她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老师。6日她
踏上这趟列车，送自己的学生去高考。

“这趟列车对家庭贫困的孩子来说

仍是必需品，票价便宜，关键是气氛特别
好，这么多年来，绿皮车也升级成了空调
车，乘车环境越来越舒适。”李佰芳说。

今年，铁路部门为每名考生准备了
防疫爱心盒，里面装有口罩、消毒纸巾、
纪念车票等小礼物，还免费为师生及家
长发放纪念信纸，请考生、家长记录下
高考前的心情。列车上还配备专业摄
影人员，让考生们可以在列车上拍摄

“毕业照”。大杨树镇的5家爱心企业
为所有乘车考生购买了往返车票，让考
生们可以免费乘坐“高考专列”赴考。

“高考专列”连续第18年开行助考生逐梦起航

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记者
齐中熙）根据《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
客运航班的通知》，6 日民航局再次
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暂停孟加
拉优速航空公司孟加拉国达卡至广
州 BS325 航班运行 1 周。这是民航
局发布的第三份“熔断指令”，也是
对 外 国 航 空 公 司 的 首 份“ 熔 断 指
令”。

6月28日，孟加拉优速航空公司孟加
拉国达卡至广州BS325航班上，5名旅客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触发航班熔断
条件。

根据此前发布的《民航局关于调
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有关规定，民
航局决定对孟加拉优速航空公司实施
航班熔断措施，并要求熔断的航班量
不得用于其他航线。

民航局发出首份外航“熔断指令”

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记者
王优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近日正式
向社会发布“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

“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
“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
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
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造设
备操作员”等9个新职业。

这是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颁布以来发
布的第三批新职业。此外，此次还发
布了“直播销售员”“互联网信息审核

员”等5个工种，同时将“公共卫生辅助
服务员”职业下的“防疫员”“消毒员”
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等3个工种
上升为职业。

这批新职业是由人社部向社会公
开征集，组织职业分类专家按照职业
分类原则、标准和程序进行评估论证，
并通过网络媒体等向社会公示后确定
的。这批新职业主要涉及预防和处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适应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需要的新业态领域以及
适应贫困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就业劳动
者等需要的促进脱贫攻坚领域。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
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等9个新职业

□新华社记者 刘慧 潘清

近日的A股市场火了。7月6日，
在券商、保险、银行等板块的带动下，上
证综指一路狂飙，深证成指、创业板指
数也纷纷走强，同样收获不俗涨幅。截
至当日收盘，上证综指站上3300点大
关，日涨幅超过5.7%；深证成指、创业
板指数分别涨超4.0%和2.7%。

值得关注的是，当日沪深两市交易
额达到1.5万亿元，这已经是沪深两市
交易额连续第 3日突破万亿元大关。
盘中富时中国A50指数期货涨幅一度
扩大至近7%。

业内人士分析，新冠肺炎疫情背景
下，A股市场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和良好
的性价比，从而吸引各路资金纷纷入

场，成为近期A股放量走升的重要原
因。那么，到底有哪些“买家”因素为A
股提供了强大的动能？

作为外资投资A股的“风向标”，沪
深港通北向资金近期呈现“跑步”入场
态势。市场数据显示，6日北向资金净
买额超过136亿元，而此前的两个交易
日北向资金的流入规模分别突破了
171亿元和131亿元。这3日流入规模
在近半年市场中均处于高位。

实际上，北向资金的持续流入早已
成为A股市场的常态。根据广发证券
的统计，沪深港通北向资金6月净流入
527亿元，较上月猛增75%。上半年北
向资金累计净流入达1182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约23%。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公募基金也是
不可忽视的资金增量来源。今年公募

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成绩单”，在赚钱效应的带动下，上半年
国内公募基金市场新发产品规模迈过
万亿元大关。其中，权益类基金成为助
力新发基金规模扩张的最强推动力，占
全部新发基金规模的67%。

有市场机构测算发现，今年5月和
6月的偏股基金新发1824亿元，考虑到
基金仓位、陆续建仓等因素，预计7月、
8月的有效资金流入为400亿元、300
亿元。

随着市场情绪启动的，还有普通投
资者加速入市的步伐。多家券商的开
户数据显示，6月、7月的日均股票账户
开户数量环比增长超过三成，上半年开
户数同比也出现猛增。

在6日交易量不断放大的过程中，
不少投资者涌入股票交易软件，甚至造

成了交易App卡顿。有投资者反映，
当日上午多家券商交易App一度无法
登录或者银证转账卡顿，或无法显示盈
亏持仓等数据，足见投资者的交易热
情。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等专家看来，去年以来，科创板、创
业板、新三板等市场改革的步伐加速，
为投资者带来了更多的投资机遇，也成
为近期A股放量走高、部分板块走强的
重要驱动力。

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
认为，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全球各主要
股指均出现较大幅度的震荡。相比之
下，A股上半年整体平稳，投资价值凸
显，散户、公募、外资、险资、产业资本等
资金入市脚步加快。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A股持续放量上行，积极“动能”来自何方？

7月 6日，贵州省六枝特区九龙街道五龙村村民在田地里劳作。当日是小暑
节气，贵州省各地农民不误农时，忙碌在田间地头。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小暑农事忙

7月5日，安徽省阜阳市参加爱心送考的私家车主将“爱心送考”标识张贴在车上。2020年全国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各地纷纷做好各项准备迎接高考的到来。 新华社发

做好准备迎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