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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二
时事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根据党中
央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 10 月
12 日，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的 15 个巡
视组完成对 25家金融单位的巡视进驻工
作。

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
会。会前，各中央巡视组向被巡视党组织
主要负责人通报了有关工作安排。会上，
各中央巡视组组长作动员讲话，对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巡视
工作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
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

各中央巡视组组长指出，金融是现代
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对 25 家
金融单位集中开展常规巡视，充分体现了
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加强党
对金融工作全面领导，推动金融单位加强

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推进金融领域
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举
措。中央巡视组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强党对金融工作
领导、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促进金融
业高质量发展、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
防控金融风险等重要部署要求，准确把握
巡视金融单位工作的任务和重点，把督促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深入查找被巡
视党组织履行党的领导责任存在的政治
偏差、影响制约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
矛盾和突出问题，督促被巡视党组织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诚干净
担当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责使命，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深化金融

改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金融
需求，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
线，走中国特色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各中央巡视组组长强调，巡视是政治
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要全
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视定
位，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从政治
上发现问题、查找偏差。要把握共性、突
出个性，紧扣金融行业不同板块、不同单
位、不同层级特点，聚焦金融单位职能职
责，加强对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的监
督，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权力运行
的监督，把严的主基调贯彻到底。要重点
了解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
作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
改革三项任务情况；重点了解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强纪律作
风建设情况；重点了解落实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干部人才队
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重点了解
落实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
况。要坚持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
治，对发现的共性、深层次问题加强分析
研究，为深化金融改革提供参考，促进加
强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充分发
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被巡视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
对金融单位开展巡视的重要意义，把巡视
作为管党治党和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切
实增强接受监督的主动性积极性，从思想
到行动都做到同题共答，共同完成好巡视

任务。要以巡视为契机，自觉与党中央要
求对表对标、校准偏差，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记“国
之大者”，主动适应新时代新阶段要求，强
化政治担当，扎实履职尽责，坚决落实党
中央关于金融工作决策部署，用实际行动
践行“两个维护”。

据悉，15 个中央巡视组将在被巡视
单位工作 2个月左右，期间设立专门值班
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
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
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
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
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
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 2021年
12月 15日。

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完成进驻

新华社昆明 10 月 13 日电 13 日下
午，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
阶段）高级别会议在云南昆明闭幕，会议
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呼吁各方采取行
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昆明宣言”是此次大会的主要成
果。宣言承诺，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
个有效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

确保最迟在 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
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 2050年愿景。

宣 言 承 诺 ，各 国 政 府 继 续 合 作 推
动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纳
入或“主流化”到决策之中；加强和建
立 有 效 的 保 护 地 体 系 ；积 极 完 善 全 球
环 境 法 律 框 架 ；增 加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提
供 实 施“2020 年 后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框

架 ”所 需 的 资 金 、技 术 和 能 力 建 设 支
持等。

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
润秋说，“昆明宣言”是一个政治性宣言，
主要目的是集中反映各方政治意愿。宣
言将释放出强有力的信号，向世界展现
我们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决心，
并展示出我们将在相关问题上采取更有
力的行动。

“宣言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
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该宣言说明各方
已充分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紧迫
性，很多国家元首和部长们作出的承诺
令人鼓舞。

据了解，本宣言将提交联合国大会、
2022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和第
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二阶段会议。

生物多样性大会通过“昆明宣言”

新华社广州10月13日电 13日在广
州举办的第 130届广交会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储士家介绍，第
130届广交会已经基本筹备就绪，线下着
力打造品牌精品展，吸引了一大批境内
外个人及组团采购商；线上企业上传展
品数量创历史新高。

本届广交会线下展览面积达 40万平
方米，按 16 大类商品设置 51 个展区，展
位总数约 2 万个，参展企业 7795 家。其
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八成；品牌展位占
比近六成，较历届广交会大幅提升；境外
参展企业近百家。

在线上，本届广交会约有 6 万个展
位，约 2.6万家中外企业参展。目前企业
上传展品约 282 万件，创历史新高，其中
新产品约 88万件。

采购商方面，来自美国、法国、芬兰、
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的一大批境外企业，
以及华南美国商会、大韩贸易投资振兴
公社、阿拉伯商人论坛等工商机构，都派
团线下参会。同时，广交会首次向境内
采购商开放邀请，取得积极成效，仅广东
省注册采购商就超过 14万人。

本届广交会将于 15 日至 19 日首次
线上线下融合举办，其间还将举行首届
珠江国际贸易论坛等活动。

第130届广交会基本筹备就绪

近八千家企业
线下参展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针对印度
副总统奈杜近日赴所谓“阿鲁纳恰尔邦”
访问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3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印度
领导人赴上述地区活动。

他表示，中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
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国政府从不承
认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
恰尔邦”，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赴该地区
活动。

“中方敦促印方切实尊重中方重大
关切，停止采取任何使边界问题复杂化、
扩大化的举动，不要做有损双方互信和
双边关系的事情，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印
边境和平稳定，推动中印关系重回健康
稳定发展的轨道。”赵立坚说。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国台办发
言人马晓光 1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
询表示，解放军演训活动是为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必要行动，针对的
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目的
是从根本上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两
岸同胞切身利益。

新华社记者提问：针对解放军军机

近期在台海的演练活动，民进党当局大
肆渲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
对抗。对此有何评论？请问大陆是否
在释放有关信号？马晓光答问时作上
述回应。

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误
判形势，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
挑衅，是造成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根

源。他表示，“台独”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
灾难，坚决制止谋“独”行径，才能维护广
大台湾同胞的安全和福祉。

马晓光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还表示，民
进党当局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完全
是颠倒是非，倒打一耙。这样的谎言欺骗
不了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倘若民进党
当局执迷不悟，不知悬崖勒马，只会把台

湾推向更加危险境地。
近期台湾当局一些人频频在国际媒

体上发声，寄望于美国及其盟友强化对台
承诺吓阻大陆，还声称“台湾将战斗到
底”。马晓光正告，民进党当局妄图勾连
外部势力来谋“独”，甚至狂妄企图以武谋

“独”，这是打错了算盘，难逃失败下场。

国台办回应解放军演训活动：

是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要行动

据新华社海口10月13日电 记者从海南省气
象局获悉，今年第 18号台风“圆规”13日 15时 30分
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沿海登陆，登陆时最大风力
12级（33米/秒）。“圆规”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将
先后穿过万宁、陵水、琼中、保亭、五指山等市县，于
13日下半夜移入北部湾，然后趋向越南北部。

气象部门预计，受“圆规”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13日下午至 14日白天，海南省海域和陆地将出现
强风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圆规”和冷空气共
同影响下，华南地区将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强
度最强的一次大风过程，海南和粤西地区尤其严
重；“圆规”裹挟的局地散点状极端暴雨，给防御工
作增添难度；在“圆规”引导下，今年下半年来最强
的冷空气将直逼苏浙沪和台湾、福建、广东等地。

据新华社广州10月13日电 为防御即将登
陆的台风“圆规”，广东多地停课停工，海事部门对
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水上交通管制。

广东省防总会商研判，台风“圆规”体积大、移
速快，再加上冷空气影响，防风是重点；台风“狮子
山”“圆规”接连来袭，造成渔船长时间在港避风，
管理难度增大；“圆规”降雨落区与“狮子山”有所
重叠，引发次生灾害风险增高。

广东要求各地及时采取果断措施，用大概率
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截至 13日 8时，广东有 18个市已启动防
风或防汛应急响应。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13日上午通报，广州南沙
区中小学校、幼儿园、职业中学 13日全天停课，深
圳市 2111 个工地停工。佛山市在建工地 1810 台
工地塔吊、龙门吊等已停止作业，34个A级景区室
外游乐设施关停。湛江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停
课，琼州海峡滞留货车 2200辆、旅客 4900人。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受台风“圆规”和冷空气
共同影响，13日至 14日，梅州、河源和广东省南部
沿海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

台风“圆规”在海南琼海博鳌镇沿海登陆

广东多地停课停工

大图:10月13日，在海口市美丽沙路附近的海边，巨浪拍击海岸。

小图:市民迎风行走在海口街头。 新华社发

10 月 13 日是国际减灾日，各地中小学校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应急疏散

演练等活动，以提高师生应急避险与安全自救能力。上图为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

湾小学学生参加疏散演练。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石家庄10月13日电 记者 13
日从河北省平山县通勤班车涉水倾覆事故
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经全力搜救，事故最
后 1 名失联者于 12 日下午打捞出水，不幸
已无生命体征。至此，涉事车载 51 人中有
37 人平安（含肇事司机 1 人，已被依法控
制），14人溺水死亡。

目前，河北省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
进行全面调查。公安部门已立案侦查，对涉
事人员依法追究责任。同时，成立事故追责
组，依法依规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10 月 11 日 7 时许，平山县敬业集团一
辆核载 55人、实载 51人的通勤大巴车在滹
沱河王母桥落水。

新华社哈尔滨10月13日电 哈尔滨市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13日发布通告，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定，经专家咨
询组综合评估研判，市指挥部决定，自2021年

10月13日24时起，将哈尔滨市香坊区文政街
道和兴路65号院、阿城区金都街道金源世家
小区、巴彦县巴彦镇水韵新城小区调整为低
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平山县通勤班车涉水倾覆事故致14人死亡

河北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

哈尔滨市3地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外交部：

坚决反对印度
领导人访问所谓

“阿鲁纳恰尔邦”

据新华社银川10月13日电 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卫星总设计师曹海翊 12日
表示，应借力空间遥感技术，推动实现

“力争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

“双碳”目标。
曹海翊是在 12日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举办的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基础设
施建设与运营高端峰会上做出上述表示
的。

曹海翊介绍，减少碳排放、增加碳汇
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而遥感技术
可用于温室气体浓度监测、排放源监测、
碳汇监测等。比如在碳汇监测方面，利
用荧光遥感技术，可反演植被生产力，获
取植被碳汇变化趋势。

据介绍，我国已于2016年发射了首颗
大气二氧化碳观测卫星，获得的数据反演
了二氧化碳、植被荧光全球分布产品。近
年来还将陆续发射多种类型的遥感卫星，
为“碳监测”遥感提供更多解决方案。

专家建议加强空间遥感监测

促进“双碳”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