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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马拉雅的深山峡谷中，一
台外径8.4米，重约95吨，安装高程
达 3360 余米的发电机组座环吊装
到位。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华电
集团在西藏海拔最高也是西藏目前
在建最大的电源项目成功完成了首
台机组的座环吊装。

“经过各方通力合作，吊装全过
程安全平稳有序，座环安装中心、高
程及水平度等参数均满足国家规范
及设计要求，为机组后续各项安装
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为该
项目创建国家优质工程打下坚实的
基础。”华电集团该项目相关负责人
彭松涛介绍，这也是西藏清洁能源
产业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

西藏是国家的清洁能源接续基
地。经过几十年的开发建设，西藏
能源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和令人瞩
目的成就。截至目前，西藏全区电力
总装机 344.87 万千瓦，去年发电量
71.6亿千瓦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西藏不断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持续改善民生用能条件，初步形
成了以水电等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
生产供给体系，综合能源体系建设进

入“快车道”，为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
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了基础保障。

2014 年，西藏实现了电力供需
平衡。2015年起西藏开始实现藏电
外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目前，金沙江上游在建装机总
容量达619万千瓦（西藏侧310万千
瓦）的苏洼龙、叶巴滩、巴塘、拉哇水
电站开工建设，昌波、波罗水电站正
在抓紧开展项目可研工作，计划
2020年核准开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西藏民主改
革60年来，西藏的特色优势产业——
旅游文化产业也实现了跨越发展。

夏日时节的西藏气候宜人，常
常能吸引大量游客。据旅游部门统
计，今年上半年，西藏全区累计接待
国内外游客1340.97万人次，同比增
长 20.2% ；旅 游 总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9.8%。

西藏在交通等基础设施不断改
善提升的基础上，开放发展的步伐
越迈越快，边贸物流产业也增长迅
速。今年上半年，占西藏进出口总
额的70.8%的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
额同比增长18.3%，西藏累计完成邮

政业务总量同比增长13.2%，快递业
务总量同比增长21.0%，快递业务收
入同比增长15.7%。

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吸引了
国内外客商前来西藏投资兴业。今
年拉萨的雪顿节招商引资活动共签
约 46 个项目，总投资超 197 亿元。
四川能投集团所属的西藏逐梦文化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今年雪顿节上
与拉萨市尼木县签约了逾2亿元投
资的景区开发提升项目。看中西藏
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力，四川能
投集团还与山南市、林芝市进行了
投资洽谈，并有部分项目已开工建
设。

与此同时，已形成常态化的山
南雅砻文化节、昌都三江茶马文化
艺术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等
各地市节庆活动中，客商云集，招商
成果显著。今年上半年，西藏全区
市场主体同比增长21.6%。其中，企
业数同比增长15.9%。

清洁能源、旅游文化、边贸物流
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了西藏全
区经济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今年上
半年，西藏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81.69 亿元，增长 9.0%。在党和国
家的关心支持下，各族儿女通过接续
奋斗，推动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潜
力逐渐显现，开放步伐越发从容，雪
域高原的发展动能显著增强。

清洁能源、旅游文化、边贸物流等产业快速发展——

西藏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本报记者 代 玲

2019年6月29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对部分
服刑罪犯予以特赦。

经过有关部门的有序高效工
作，一批符合特赦决定规定的老年
人、未成年人、女性罪犯在我国传统
的中秋佳节前夕被依法释放。他们
纷纷表示，感谢党和国家对他们的
无比关怀，一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机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对家庭负
责的守法公民。

“当我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时，
想到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
时，顿时对生活和未来失去了信心，
而习主席颁布的特赦令又给了我重
生的希望，感谢习主席，感谢政府，
感谢监狱警官在炎热的夏天为我奔
波取证。”站在法庭上的刘某宏激动
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中秋佳节马
上就要到了，能够在这样的节日与
家人团圆是我不曾想到的事情，这
个节日我会好好陪陪儿子。”

2018 年，刘某宏因赌博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服刑期间，不幸
的事情在这个家庭发生，刘某宏的
丈夫在 2018 年 11 月 27 日去世，留
下了仅14岁的儿子小伟独自一人在
亲戚家。“感谢特赦，让妈妈回家，我
不再孤单了。”小伟说，他会努力学
习，将来做有益于国家的人，回报
社会。

2019 年 9 月 2 日，湖南省长沙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刘某宏
完全符合特赦的条件，根据特赦令
的相关规定依法予以特赦。

当天，刘某宏的姐夫也来到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他说，习主席
的特赦令，让我们感受到了党和国
家对女性的特殊关怀，让这个濒临
破碎的家庭重拾往日的温暖。

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所属天堂
河女所，刚刚过完19岁生日的田某

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手
中拿到了特赦裁定书。1年多前，失
恋后的她开始沉沦，伙同他人实施
敲诈勒索犯罪，最终获刑入狱，刑期
1年10个月。

“被抓的那一瞬间，我的内心反
而轻松了。”在随后召开的北京市监
狱管理局特赦教育大会上，田某这
样剖析自己：非法所得虽然让她吃
穿用都比别人好，但依然难掩内心
空虚。“我很清楚，那些钱是以伤害
别人为代价，不是堂堂正正挣来
的。”

“经过综合评定，我们认为田某
服从管理，学习认真，态度端正，在
班内能够帮助学习吃力的罪犯学
习，综合表现良好，无违法违纪行
为。”天堂河女所副所长张拥春说。

2019 年 6 月底，田某在所内每
晚组织集体观看新闻联播时获悉了
特赦这一消息。“看到自己符合‘犯
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
年以下的’特赦条件，我非常高兴、
非常激动。”随后，田某就书写了申
请书。2个月后，她迎来了人生的转
折——特赦申请获批。

田某告诉记者，被赦了刑并不
意味着赦了罪，以前对国家和社会
造成的伤害要用一生来弥补。“在女
所的这些日子，女儿有了很大改
变。长大了，也懂事了。”从山西老
家赶来接女儿的田某父亲告诉记
者，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一家人中
秋前夕可以重聚，万分感激。“我一
定会倍加珍惜，履行好做父亲的责
任，引导她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同样属于特赦决定中第七类罪
犯的张某海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 2 年 4 个月，罚金 3 万元人民
币，刑止日期为2020年3月29日。

海南省三江监狱刑罚执行科副
科长吴清东告诉记者，特赦对象张
某海在服刑前主动将诈骗犯罪赃款

7万元退给受害人并取得谅解；在三
江监狱服刑期间做到认罪服法，服
从民警管教，遵守各项监规制度，积
极参加监狱组织的各项教育学习和
生产劳动，没有发生违纪违规的
行为。

张某海获特赦后的心情非常激
动：“国家越来越强大，社会越来越
进步，感谢国家和政府给我这次机
会，早就盼着回家的一天。最想跟
爸爸、妈妈、弟弟、外婆一起吃一顿
中秋团圆饭，我现在特别想吃妈妈
做的鱼。”张某海说，家里已经买好
了月饼等他回家团圆。

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年77岁的
乌尼某某做梦也没有想到，有生之
年还能和家人再次团聚，还是在中
秋佳节到来之际。2016 年 7 月 15
日，乌尼某某因犯非法制造枪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那种绝望让
他一度有了轻生的念头。

9 月 3 日上午，四川甘孜监狱
内，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庭庭长袁军宣读了对乌尼
某某的特赦裁定。

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多时
间的乌尼某某激动得有些声音发
颤。他告诉记者，学习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意识到自己符
合第六类标准时，简直不敢相信。

“监区干部也为我感到高兴，家人和
乡亲们得知后也特别的高兴。虽然
我犯了罪，国家依然没有放弃我。”

“感谢习主席、感谢党对高龄、
残疾罪犯的关心，让我叔叔在有生
之年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中秋佳节
能够与家人团圆。我们将以自家这
个活生生的例子来宣传党和国家的
好政策，带头遵纪守法。”紧紧搀扶
着老人，乌尼某某的侄子乌尼乌合
眼含热泪。

文/新华社记者 刘奕湛 陈文广
熊 琳 吴光于 刘 邓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特赦令给了我重生的希望
——中秋前夕一批特赦对象被依法释放

本报北京 9月 11日讯 记者
黄俊毅11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
悉：第三批国家森林步道名单近日
公布，包括小兴安岭、大别山、武陵
山3条路线，全长3466公里。至此，

我国已有12条国家森林步道，总长
超过2.2万公里。

第三批国家森林步道途经黑龙
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
州等 7 省（市），沿线有 33 处国家森

林公园、25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
处国家湿地公园、10处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11处国家地质公园、2处世
界遗产地等各类保护地。步道所经
之处有我国红松林重点分布区、天
然青檀群落，展示了众多传统文化，
沿线特色古城镇、古村寨、古道与自
然交相辉映。

我国国家森林步道总长超2.2万公里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9月15日在
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此
前，一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

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1226名代表（实际到会1210名），
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经过普选产
生的。1953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法》，成立了以刘少奇
为主席的中央选举委员会。1953年

4 月，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开
始。各地分别采取无记名投票、举
手、豆选等方式进行选举。毛泽东
等于 1953 年 12 月 8 日晚在北京市
西单区中南海投票站参加了投票。

这次普选选出了各民族、各阶
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
人物，包括工业战线的劳动模范王
崇伦、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李顺达、
耄耋老人齐白石、刚到选举年龄的
青年女工郝建秀以及少数民族代
表、归国华侨代表等。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开幕
了。会议通过了刘少奇作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
一系列法律。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
据毛泽东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
为国务院总理。

9 月 28 日，会议胜利闭幕。这
次会议是我国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
里程碑。以一届人大为标志，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
治制度正式确立。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根 本 政 治 制 度 确 立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9 月 11 日举行
的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省（区、市）系列新
闻发布会上，重庆市市长唐良智表示，
2018 年，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03
万亿元，是 1949 年的 1466 倍；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达到 9964 美元，是 1949 年的
758倍；工业总产值增长3424.5倍；教育、
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蓬勃发展。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山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今天的重庆，政治生态整体向好，干
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全面从严治党
扎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唐良智说。

唐良智介绍，重庆努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去年全市战略性新兴制造业、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1%、13.7%。坚持
把大数据智能化创新作为战略选择，去年
智能产业销售收入增长 19.2%，数字经济
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1.4%。”唐良
智说，重庆坚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
治本之策，全面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
通”八字方针，巩固提升汽车、电子信息等
支柱产业，培育壮大装备、材料、生物医药
等产业集群，加快构建市场竞争力强、可持
续的现代产业体系，“此外，重庆坚持把城
乡融合发展作为内在动力，统筹推进乡村
振兴和城市提升，加强对主城区都市圈、渝
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
镇群‘一圈两群’的分类指导，合力推进成
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全面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努
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我们着力拓展开放
通道，加快构建东西南北‘四向’连通、铁公水空‘四式’联
运，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融合的开放通道体
系，构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支撑。”唐良智介绍，中欧班列

（重庆）累计开行超过4100班，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班列开行突破1200班，“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在重庆实现无缝衔接。

“此外，重庆集中力量抓好 19 个国家
级开放平台建设，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累计
签约项目182个、总金额达264.6亿美元，
重庆自贸试验区形成 197 项制度创新成
果。”唐良智说，重庆努力营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去年实现外贸进出口
5222.6 亿元，增长 15.9%，实际利用外资
稳定在100亿美元以上。今年上半年，全
市外贸进出口 2663.6 亿元、增长 16.5%，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13.78 亿美元、增长
5.9%。

在生态方面，重庆加快建设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加强生态修复治理，实施国家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推
进广阳岛片区开展绿色发展示范。“去年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2.04万平方公里，全市森
林覆盖率达到 48.3%。去年，长江干流重
庆段水质总体为优，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增至 316 天，单位 GDP 能耗下降 2.5 个
百分点。”唐良智说。

在民生方面，重庆努力创造高品质生
活。“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坚决打赢打好
脱贫攻坚战，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重点推进18个深度贫困乡镇脱贫
攻坚。”唐良智介绍，截至去年底，重庆累计
实现 171.2 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
0.7%。此外，持续办好民生实事，扎实做
好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防范重特大自
然灾害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数据显示，去年重庆市财政民生支出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0%左右。

唐良智表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收官的关键之年，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
施 20 周
年。重庆

将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
展新局面，以优异成绩
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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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内瓦9月11日电 记者
杨海泉报道：中国香港各界妇女联
合协进会主席何超琼11日在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第42次会议一般性辩论
环节发言，强烈谴责近期发生在香
港的违法暴力行为。

何超琼强烈谴责香港一些极端
暴力分子不断升级的暴力行为。她
说，自 6 月 9 日以来，香港遭受 130
余次示威游行的困扰，其中 110 次

演变为无端暴力和非法行为，导致
数以百计的小商铺关门，很多人为
此失业。

她说，普通香港市民是违法暴
力行为的最大受害者。一些孩子离
开家庭，成为全副武装的暴乱分子，
实施激进犯罪行为，令人担忧。

何超琼表示，香港各年龄段的
孩子在学校和网络空间被灌输憎恨
警察等思想，被动员进行大规模罢

课。那些拒绝接受此类行为的孩
子，尤其是警察的孩子，不管是在现
实中还是在网络上，会遭到恶意骚
扰、恐吓和欺凌。

她说，“我们无法容忍孩子们被
如此利用，呼吁国际社会谴责那些
组织者和对他们施加不良影响的
人”。“煽动仇恨和暴力极端主义只
会给我们所深爱的、和谐稳定的城
市带来无法弥补的创伤和裂痕”。

香港妇女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
强烈谴责香港暴徒的暴力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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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京9月11日电 记者薛
海燕 蒋波报道：为帮助台港澳学生
更好融入南京大学，南京大学于9月
11日19时，在左涤江天文台举办以

“海上生明月，共话中秋情”为主题的
中秋联欢晚会。120多名台港澳学
生在趣味横生的活动中，拉近了彼此
距离，并增长了天文知识。

台港澳学生中秋联欢晚会是南
京大学每年的保留节目。南京大学

国际处台港澳事务办公室陈俊杰老
师告诉记者，除了联欢活动外，今年
增加了“赏月”环节，因此特意把晚
会安排在南京大学天文台。

“最亮的星是织女星，西北方这
颗是土星……”天文系研究生一年
级学生张旭拿着“指星笔”，为大家
揭开星空奥秘。张旭告诉记者，现
在是行星季，能够看到木星、土星。

学生们分成几个小组，轮流“赏

月”，大学讨论着、品评着、欢呼着，
让传统的团圆佳节增添了许多科学
性和趣味性。

来自台中东海大学的周青慧，
是南大美术学院交换生。她希望通
过交换生的经历，拓展视野，增进对
大陆的了解。“联欢晚会很有趣，学
到了不少天文知识。”周青慧说。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教授、江苏省青年联合会
常委朱嘉也参加了晚会，和同学
们分享了海外学习的经历，并鼓
励大家努力学习，未来积极投身
国家建设。

南京大学举办台港澳学生中秋联欢晚会

据新华社香港9月11日电 香
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琼
11 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2 次
会议上发言，谴责近期发生在香港
的暴力违法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谴
责极端示威暴徒分子暴力行为。香
港各界纷纷为之点赞，认为她传递
出鼓舞人心的正能量，向全世界介
绍了香港的真实情况，可让国际社
会 对 香 港 情 况 作 出 全 面 中 肯 的
判断。

“很正能量，全体香港市民都为
何超琼点赞！”全国侨联副主席、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
卢文端表示，香港妇协是极具影响
力的组织，何超琼用事实说话，对各
种谣言进行了反击，把香港真实情
况告诉世界人民，让全世界都知道
是有人刻意诽谤歪曲，故意搞乱
香港。

何超琼发言时强调，一小群极端
示威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所有750万

香港人的观点。这些有组织、有预谋
的暴力行动从未被香港人所纵容。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一小撮暴
力分子不但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
还完全受到我们的反对，完全违反
了我们的心愿和意志。”香港侨界社
团联会副会长李润基表示，非常支
持何超琼借助这一国际讲坛把真相
告诉联合国，告诉各个国家的政府
和人民。

“真相不能被蒙蔽和扭曲！希
望香港多一些公平正直的新闻媒
体，秉承客观公正透明的新闻原则，
所有有良知的传媒人都应负起责
任，把香港真相告诉全世界。”李润
基说。

香港女企业家朱珮嘉表示，今
天的香港出现了一些荒谬离奇、指
鹿为马、满口谎言的情况，何超琼在
联合国为正义发声恰逢其时，让外
界知道暴徒的丑恶行为已经把香港
破坏到什么地步：民心惶恐不安，经

济大跌，民生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卢瑞安表

示，当前国际社会急需了解香港的
真实情况，倾听香港沉默大多数的
心声。“像何超琼这样多年来对社会
贡献卓著的成功企业家，能够在联
合国的舞台上为香港人发出正义之
声，是鼓舞人心的正能量之举。”

全国政协委员简松年说，自修
例风波发生以来，乱港头目屡屡到
外国抹黑香港，极力美化暴徒激进
暴力行为，加上外媒的报道极为偏
颇，两大社交媒体推特和脸书也以
避免“损害香港政治运动的合理性”
为由，删去了数十万个揭露暴徒恶
行的账号。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人对香
港的情况难窥全豹”。简松年说，要
为何超琼把香港的情况如实带进联
合国“点赞”，因为此举让世界看清
香港面对的极端暴力，有利于国际
对香港情况作出全面中肯的判断。

香港各界积极评价何超琼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