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杨金花 郭力 版式策划：潘桂云 制图：王涛 2021 年 8 月 27 日 星期五 3国内国际新闻国内国际新闻··广告广告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8 月 24
日下午，生态环境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呼和浩
特正式签署《建设亮丽内蒙古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立足“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
以部区联动、合作共建方式，开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明确了 7 项合作内容，对于提升内蒙古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推进内蒙古黄河流域、乌海及周边地区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切实抓好内蒙古重点流域、湖泊环境污染
综合治理；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环境领域风险防范；
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是双方强化部区联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
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杨劼表
示，此次部区合作对于我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推进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意义重
大。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将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战略定力，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重大责
任，在生态环境部的关心指导下，成立部区合作领导小
组，建立部区合作联席会议制度，确定年度重点工作任
务清单，协调重大合作事项，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
抓手，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让绿色成为内蒙古最动人的底色、最亮
丽的名片。

（杨爱群 李俊伟）

以部区合作为契机全力推动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中西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至乌兰察布市卓资县

以北的阴山山地，总面积 388869.91 公顷，实验区面

积 198385.16 公顷，主要保护对象是青海云杉、白扦、

青扦、侧柏等山地森林、灌丛—草原生态系统。

呼和浩特市动物园管理处建设的大青山野生动

物园老虎馆扩建工程，位于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占用保护区土地面积 0.2387 公

顷。为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征求公众对自然保护

区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现对该项目在内蒙古大青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边缘建设事项进行公

示。欢迎公众参与、监督自然保护区保护和建设工

作。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采用来信、来电

和来访的方式，发表意见、建议或反映问题。内蒙古

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来信来访

者的姓名和单位严格保密。

一、公示日期：2021 年 8 月 27 日—9 月 2 日

二、受理人电话、时间和来访地址
受理人：高志峰

电话（传真）：0471—3391376 15848390321

时间：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5：00

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巴彦树贵街内蒙古自治

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富泰巴彦热源厂

对面）

邮政编码：010010

三、进行公示的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基本情况可与以上联系方式了解。

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21 年 8 月 27 日

关于在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
大青山野生动物园老虎馆扩建工程的公示

□新华社记者

中宣部 26 日发布文献《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并举行新闻
发布会。文献全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阐释党的治国理
政理念、实践和成就。发布会上，中央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文献进行解读并
回答了记者提问。

中 国 共 产 党 具 有 强 大 领 导 力 执
政力

中国体量巨大、人口众多、国情复
杂，求独立、求发展、求富强，必须有坚
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文献深刻分析了党强大领导力和
执政力的来源，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
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把亿万人民团结
凝聚起来，一次次战胜困难危机，一次
次从胜利走向胜利，关键在于党具有强
大的领导力和执政力。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领导体制和工
作机制，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历史
文化传统，得到了人民拥护，在实践中
显示出高效率和无比优越性。”中宣部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表示，通
过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国家治
理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
法执政的水平，以制度化、规范化的方

式，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方
面、各领域和各环节。

文献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
力量，在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把
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大团结大
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又声在发布
会上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
线，目的就是要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
最大同心圆，加强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
的大团结、大联合，形成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共同致力于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肌体健康和
生机活力

文献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指
出党历经百年而长盛不衰，在于党能够
不断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
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始终保持生
机活力。

“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实现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
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
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标志。”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柴方国说，中
国共产党从不讳疾忌医，从不回避、掩
饰失误和挫折，而是直面问题，分析原
因，从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共产党坚决同影响党的先进

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现象作斗
争，坚决铲除毒瘤，保持肌体健康。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部长王
建新表示，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正风
肃纪反腐绝不是一句空话，始终坚定不
移、一以贯之，重塑了我们党的形象，党
的面貌焕然一新，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
固，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政治
引领和坚强政治保障。

在党员队伍教育管理方面，中国共
产党在加强日常教育管理的同时，还围
绕一个时期面临的形势任务，针对党员
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党内集中教
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已经进行了
五次集中学习教育。通过严格的党内
政治生活，对清除党员队伍思想中一些
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也
保证了党员队伍高质量发展。”中组部
部务委员齐家滨说。

中国共产党促进人民共同富裕，谋
求世界和平发展

文献以大量史实和详实数据，介绍
了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
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搞建设、谋发
展，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今
天的中国，人民过上了几千年来梦寐以

求的好日子，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
迈进。

靠什么来实现共同富裕？发布会
上，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
文秀说，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这是
根本途径。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在动
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要在鼓励勤劳
致富、创新致富的同时，坚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
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
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政党。

文献介绍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的理念和行动，阐明了和平
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轨迹、执政逻
辑和执政方向，也是中国的发展轨迹、
发展逻辑和发展方向。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央外办副主任刘建超指出，中国将坚
定不移地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捍卫
世界和平担当责任，为促进全球发展不
遗余力，为维护国际秩序以身作则，为应
对全球挑战贡献力量，同世界各国共同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记者 王子铭 高蕾 温馨 戴
小河） （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
——中宣部发布会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文献

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记者
孙少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6 日
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2021
年 7 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 8152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
理 11685 人（包括 3 名省部级干部、51
名地厅级干部、739 名县处级干部），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 7844 人。

根据通报，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3898起，批评教育帮

助和处理5988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
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
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3207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5007人。

根据通报，今年 7 月全国共查处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4254 起，批评
教育帮助和处理 5697 人。其中，查处
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
1602 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
800 起，违规吃喝问题 829 起。

7月份全国共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8152起

□新华社记者 王琳琳

按照我国新冠疫苗接种总体部署，
全国各地正在陆续开展 12 岁至 17 岁人
群接种工作。未成年人接种的是什么
类型新冠疫苗？保护效果如何？家长
应提前做好哪些准备？有哪些注意事
项？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权威专家。

我国 12 岁至 17 岁人群正在使用的
新冠疫苗是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可用
于 该 年 龄 段 人 群 的 新 冠 病 毒 灭 活 疫
苗。灭活疫苗的特点是安全性较高，是
应对急性疾病传播通常采用的手段。

今年 6 月，世界知名期刊《柳叶刀-
感染病学》杂志在线发表了科兴公司研
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中国 3 岁至
17 岁健康儿童和青少年中接种的安全
性、耐受性和免疫原性双盲随机对照
Ⅰ/Ⅱ期临床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科兴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在这类人群全程免疫后表现出
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接种后的抗体
水平优于 18 岁及以上人群。不同剂量
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似，未发现疫苗

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这表明没有剂量
相关安全问题。”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尹卫东介绍。

同时，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早前也已
在河南完成了新冠疫苗 3 至 17 岁年龄
组Ⅰ/Ⅱ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3 岁至
17 岁人群中和抗体几何平均滴度和阳
转率与成人组无显著性差异；接种后安
全性良好，不良反应主要为发热和接种
部位疼痛，未见严重不良反应；不良反
应发生率随接种剂次增加而逐渐降低。

最近，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印发了高
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四版），其中强调
要推进无禁忌症、符合条件的学生接种
新冠疫苗，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积极配合
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做好适龄
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合理规划接种
进度。加大疫苗接种宣传引导力度，制
定疫苗接种工作指引，分批稳妥有序推
进，加强疫苗接种服务保障工作。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
专家王华庆提示，儿童和青少年都是新
冠肺炎易感人群，推进未成年人疫苗接
种主要有四方面考虑：一是随着疫情的

持续，一些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儿童
患病率在不断上升；二是感染患儿中
出现了一些重症，也有个别儿童死亡的
情况；三是只要感染了新冠病毒就是
一个传染源，从管控传染源角度，儿童
也要加强管理；四是全球疫情仍未得
到控制，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儿童和
青少年接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接种后的不良反应方面，王华庆介
绍，不良反应既包括一般反应，也包括
异常反应。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后出
现的一般反应主要表现为发热，另外是
局部疼痛、红肿。异常反应主要是过敏
反应，虽然很罕见，但是我们看到有个
别案例出现，主要为过敏性皮疹，症状
也相对比较轻。

“目前根据对不良反应的监测分
析，儿童和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不良反
应的发生率不高于 18 岁以上成人。”王
华庆说。

此外，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
员贺青华特别提示：“由于未成年人心
理发育还不完善，容易发生心因性反
应。比如在这类人群集中接种时，一旦
某个人接种发生什么情况，容易出现他

有什么情况我也有什么情况、他有什么
问题我也有什么问题的现象，这就是心
因性反应，减少其发生需要提前做好科
普宣教。”

在中国疾控中心的监测数据中，王
华庆看到有个别儿童和青少年接种疫苗
后出现了心因性反应。他介绍：“心因性
反应不属于不良反应，这种情况也可以
预防。比如，在接种疫苗过程中，家长或
监护人陪着孩子去接种疫苗时自己要放
松，同时也要想办法不让孩子紧张，这样
就可以大大减少心因性反应。”

陪护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前，王华庆
建议家长或监护人要了解新冠疫苗的疾
病知识、疫苗知识和接种流程。在接种
过程中，家长或监护人要带好孩子的身
份证、接种证等证件。到达接种现场后，
要把孩子的健康状况，过去接种疫苗的
禁忌或疾病史如实告知接种医生，以便
医生判断是否应该接种。接种后现场留
观 30分钟时，家长或监护人也要全程陪
护。接种完成如果出现身体不适，怀疑
可能与疫苗有关要向接种医生报告，如
果情况严重，建议及时就医并进行相关
诊治。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未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哪些事项要注意？

新华社东京 8 月 26 日电 （记者
刘扬涛 王子江 刘金辉）东京残奥
会26日结束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中
国军团表现不俗，拿下3金4银8铜，以8
金5银10铜的成绩跃居奖牌榜首位。

残 奥 会 举 重 项 目 迎 来 首 个 比 赛
日。女子 41 公斤级世界纪录保持者郭
玲玲率先登场，她第一把就成功举起
105 公斤，打破了此前 104 公斤的残奥
会纪录，并就此锁定冠军。此后她又在
第三把和第四把分别挑战108和109公
斤成功，接连刷新世界纪录。不过根据
比赛规则，第四举不计入本次比赛成绩。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举重 45 公斤级
比赛中，中国选手崔哲收获一枚银牌，
金牌被来自尼日利亚的提贾尼摘得。

游泳项目展开了多场角逐。在混
合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20 分项目决赛
中，由袁伟译、卢冬、张丽、郑涛组成的
中国队发挥出色，游出 2 分 15 秒 49 的
成绩，打破了中国队在 2016 年里约残
奥会上创造的 2 分 18 秒 03 的世界纪
录，夺得金牌。

此外，在男、女 100 米自由泳 S5

级比赛中，王李超和张丽分别为中国
队再添一银；贾红光、华栋栋、蔡丽雯、
杨光龙分别在男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
SM6 级、男子 400 米自由泳 S11 级、女
子 400 米自由泳 S11 级和男子 100 米
蛙泳 SB8 级比赛中斩获铜牌。

继首日包揽四金后，中国轮椅击剑
队在 26 日的比赛中延续强劲表现，再
入 1 金 1 银 2 铜。谭淑梅在女子重剑个
人 B 级决赛中以 3：0 战胜俄罗斯选手，
获得本届赛事的个人第二枚金牌。

女子重剑个人 A 级决赛中，第三
次参加残奥会的荣静被对手逆转，以
12：15 遗憾获得亚军。此外，边静、田
建全分别在女子重剑个人 A 级和男子
重剑个人 A 级比赛中收获铜牌。

自行车赛场上，中国选手梁贵华
在男子 C2 级 3000 米个人追逐赛中摘
铜 ，他 的 队 友 李 樟 煜 在 男 子 C1 级
3000 米个人追逐赛中获得铜牌。

27 日，东京残奥会将展开田径、轮
椅篮球、乒乓球等 15 个大项的角逐，
中国队将在游泳、举重、轮椅击剑等多
个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再夺三金 中国队升至奖牌榜首位在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勘探现
场 ，大 庆 油 田 1205 钻 井 队 在 施 工

（资料照片）。8 月 25 日，中国石油
大庆油田对外发布消息，大庆油田
依靠自主创新，发现预测地质储量
12.68 亿吨页岩油，标志着我国页岩
油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对于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页岩油气产
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发

我国发现
预测地质储量

12.68 亿吨页岩油

□新华社评论员

林海滴翠，绿意盎然。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塞罕坝机械
林场考察时强调，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
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
再建功立业。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明确要求，为建设生态文明、推
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思想和行动力量。

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既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也是一部催
人奋进的精神锻造史。近60年来，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
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创造
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树立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的生动范
例。几代塞罕坝林场人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担当，营造起
百万亩人工林海，用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
坝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
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示范和不竭力量。

从昔日的“高、远、冷”，到如今的“绿、美、香”，被誉为“华北绿
宝石”的塞罕坝，每年净化水质和涵养水源达到 2.74 亿立方米，固
碳 81.4 万吨，释放氧气 57.06 万吨。林场积极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职工年均收入 10万元，成为群众致富的“绿色银行”。塞罕坝的沧
桑巨变充分说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本身就蕴含着
无穷价值。弘扬塞罕坝精神，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践行新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协同
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建设生态文明，关键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摒弃
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
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塞罕坝林场建设的成功实践，
深刻昭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和必由之路。弘扬塞罕坝精神，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
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弘扬塞罕坝精神，就要锚定绿色发展目标，在攻坚克难中扎
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
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绿色发展任重道远，艰巨使命呼唤担当。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
美丽中国，还有很多硬骨头要啃、不少难关要攻克。这就要求我
们更加突出问题导向，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上取得新进
展，在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力求新成效，不断解决突出环境
问题，持续改善环境质量，进一步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蕴。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既要着眼长远，又要脚踏实
地。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牢记绿色发展使命，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和“踏平坎坷成大道”的闯劲，人人尽责，久久为功，我
们就一定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迈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
步伐，共同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弘扬塞罕坝精神

，共筑美丽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