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6月 28日电 国家
主 席 习 近 平 6 月 26 日 致 电 塔 内
希·马 茂 ，祝 贺 他 连 任 基 里 巴 斯
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基2019

年 9月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
快速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
硕。今年1月，马茂总统成功访华，我
们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晤。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中基同舟共济、守

望相助，再次彰显了两国人民友好情
谊。我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
马茂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基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新华社北京6月 28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

习近平指出，6月以来，我国江南、
华南、西南暴雨明显增多，多地发生洪
涝地质灾害，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决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做好洪涝地质

灾害防御和应急抢险救援等工作，防灾
救灾取得积极成效。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多地进入
主汛期，一些地区汛情严峻，近期即将
进入台风多发季节。国家防总等部门
要加强统筹协调，指导相关地区做好防
汛、防台风等工作。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工作，坚决落
实责任制，坚持预防预备和应急处突
相结合，加强汛情监测，及时排查风
险隐患，有力组织抢险救灾，妥善安
置受灾群众，维护好生产生活秩序，
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落到实处。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调整预备役部队
领导体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明确，自2020年7月1日零时
起，预备役部队全面纳入军队领导指挥
体系，由现行军地双重领导调整为党中
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决定》指出，预备役部队是人民

解放军的组成部分，为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
绝对领导制度，确保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按照军是军、警是警、
民是民的原则，对预备役部队领导体
制进行调整。

《决定》 要求，中央和国家机
关、地方党委和政府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履行国防建设责任，支持预备役部
队建设。军地有关单位要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积极主动协调，密切
协同配合，做细做实相关工作，确保
预备役部队领导体制平稳转换、有序
衔接。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做好洪涝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

抢险救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
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习近平向基里巴斯总统马茂致连任贺电

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调整预备役部队领导体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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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11时07分，编号为B—605U的ARJ21飞机从浦东国际机场起飞，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当日，中国商飞在上海
浦东基地分别向国航、东航、南航交付首架国产ARJ21飞机。交付后，这3架飞机分别由三大航机组执飞，从上海浦东分别飞往
北京首都、上海虹桥、广州白云机场，正式入编国际主流航空公司机队。 陈梦泽摄（中经视觉）

河南省鹿邑县发展尾毛加工产业
已有30多年历史，从当初简单的梳羊
毛到如今做高档化妆刷，鹿邑把“小手
艺”做成了大产业。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尾毛加工产
业有吸纳就业的优势。“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对于我们这个豫
东农业大县、人口大县来说，稳就业尤
为重要。”鹿邑县县长李刚表示，目前鹿
邑县有大大小小的化妆刷企业1000多
家，尾毛出口总量占全国化妆刷原毛出
口的80%，年产羊毛3000多吨，尼龙毛
9000多吨，生产各类化妆刷1.5亿套，
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秦应成是鹿邑县尾毛协会会长、河
南海新化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从事尾毛化妆刷行业已有26年。上世
纪90年代，秦应成成立了手工作坊，目
前拥有3家公司，年销售额2亿元以上。

秦应成是鹿邑县尾毛制刷产业发
展的一个缩影。李刚说，鹿邑县除了大
力发展尾毛化妆刷特色产业之外，羊毛
衫纺织产业渐成气候，目前鹿邑已发展
成为河南省最大的羊毛衫加工基地，这
两个产业带动全县创业就业7.5万人。

羊毛衫加工产业用工量大，“缝盘
下乡”工序能让更多农民不出家门便能
成为产业工人。

鹿邑县首先在试量、邱集等乡镇进
行试点，每个试点首批布控缝盘500
台，去年发展至1500台，建成缝盘加工
点30个，带动就业1000余人。村民苑

玲玲正在缝盘机上熟练地操作，她对记
者说，“在这里做工时间比较自由。一
个月能收入3000多元”。

今年以来，鹿邑县持续加大对“缝
盘下乡”加工点的支持力度，盘活闲置
房屋以优惠价格租赁给加工点使用，并
给予培训期工人一定生活补贴。

鹿邑县委书记梁建松说：“延伸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宽就业链，我们努
力从单一化妆刷产品向系列化妆用具
产品和羊毛衫加工转变，在做大做强尾
毛产业的同时，实现就业与产业的良性
互动，拉动了就业，增加了群众收入，进
一步夯实了脱贫攻坚的产业基础，为全
面做好今年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提供了坚强保障。”

本报上海6月28日电 记者李治
国报道：28日，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
地分别接收首架ARJ21飞机。3架飞
机同时交付，标志着ARJ21飞机正式

入编国际主流航空公司机队。
国航、东航、南航根据市场需求，结

合自身机队规划和航线布局，进行了特
色化的选型，并派出经验丰富的工程代
表对飞机制造过程进行了严格监造。
此次交付给国航、东航、南航的 3 架
ARJ21飞机均采用90座全经济舱布

局。今年国航、东航、南航将陆续各接
收3架ARJ21飞机。

ARJ21飞机入编国航、东航、南航
机队后，对推动支线飞机运营、探索适
合中国国情的干线支线相结合的航空
发展模式、构建更加通达顺畅的航空运
输网络有着积极作用。

ARJ21飞机正式入编国航、东航、南航机队
这是一场来势汹汹的大战，这是一

次惊心动魄的大考。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这场大战大考中，有一群“逆行者”
格外引人瞩目：他们迎难而上，奋战在
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他们越是艰险越向
前，在战疫一线主动向党组织亮出赤诚
之心；他们在与病魔的较量中淬炼了初
心、磨砺了意志、经受住了考验；他们在
火线坚定地举起右拳向党旗宣誓，光荣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成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明确指示，对在抗疫一线
表现突出的入党积极分子，可火线发
展入党。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在病
毒突袭的湖北武汉，还是在严防输入
的黑龙江、吉林边防口岸，或者是最
近聚集性疫情暴发的北京，乃至全国
各地医院、社区、农村、企业等，党
组织坚持标准、严格考察，及时将疫
情防控、患者救治、物资保供、志愿
服务等抗疫一线奋战的优秀分子吸收
到党内来。据统计，全国共在抗疫一
线发展党员2.5万多名。

在国家危难时刻，在疫情肆虐随时
面临危险甚至牺牲生命的严峻关头，一
个人积极申请入党，绝不是为了要一个

党员名号，也绝不是为了什么个人私
利，而是希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健康，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尽快取得抗疫斗争
的胜利。这个时候选择入党，就是选择
了责任，选择了牺牲和奉献，体现的是
一个人勇于担当、迎难而上的英雄气概
和追求进步、决心跟党走的崇高精神境
界。这些新发展党员的精神之光，彰显
了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凝聚起更广泛
的抗疫力量，他们与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一道，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夯实了组织基础。

“疫”线锤炼——
在火线入党接受洗礼，

在抗击疫情中不辱使命

回望我们党成立近百年的历史，可
以发现一个规律：越是在遇到巨大困难
时，党越是能够吸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
积极靠拢过来，踊跃要求入党。探究其
中奥秘，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对群众
具有强大的动员力和服务人民的强大
行动力。广大群众以所见所闻和亲身
感受断定，这个党是人民的政党，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这个党是胜

利的象征、希望的化身，值得群众信赖
和依靠。群众相信，跟党走是战胜困
难、实现梦想的最好选择。

没有人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
疫情袭来之时，一大批抗疫“战士”挺身
而出、顽强拼搏，他们中有来自救治一
线的医生护士，有坚守岗位的公安民
警，有服务居民的社区干部，有清理医
疗垃圾的志愿者……“像共产党员那样
去战斗，是我的梦想！”他们在火线入党
接受洗礼，在抗击疫情中不辱使命。这
些新生力量，用实际行动刻画出共产党
人的英雄本色——

“这次疫情中冲在最前面的都是
党员，更坚定了我向党组织靠拢的决
心！”湖北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胡明自疫情发生后，一直奋战在
最前线。他所面对的，都是急危重症患
者，堪称处在最危险的战场。为了保护
年轻医护人员，他将最大的危险留给自
己——给重症患者进行气管插管。由
于工作强度大，胡明每天仅能休息三四
个小时，每次脱下防护服全身早已被汗
水浸湿，双手已肿胀发白。2月23日，
经受住了考验的胡明，在抗疫一线宣誓
入党。 （下转第二版）

火线淬初心 战疫显忠诚
——各地在抗疫斗争一线发展党员在壮大

队伍中彰显党组织磅礴力量情况综述

河南鹿邑：

以延伸产业链拓宽“就业链”
本报记者 杨子佩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李向东

本报讯 记者齐慧报道：我国首套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专用牵引变压
器28日在中国中铁电气化局保定轨道
交通产业园下线装车，运往青岛四方磁
浮列车试验线现场。这标志着我国高
速磁浮牵引供电设备研制取得突破性
进展，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拥有了自

己的专用“心脏”。
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是国家

“十三五”重点攻关研发课题——“先进
轨道交通”的重点专项。其牵引供电系统
采用“交—直—交”变流电力传动技术，
经过“输入—整流—逆变—输出”，将
35kV工频电源转化为可变频率电源。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工业公司负责
该研发项目的总工程师柴淑颖介绍，

“作为高速磁浮牵引供电系统的关键设
备，我们自主研发的磁浮专用牵引变压
器为一套，由一台整流输入变压器和一
台牵引输出变压器组成”。

整套高速磁浮牵引变压器从研发
到下线，历经两年时间，通过了中国计
量认证（CMA）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的例行试验、
型式试验和特殊试验检测，满足供电系
统相关要求。

首套时速600公里磁浮专用变压器下线

本报北京6月28日讯 记者熊丽
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关
于延长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
的通知》。根据通知，政策实施范围继
续为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的，现执行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电价、大工业电价
的电力用户。自2020年7月1日起至
12月31日止，电网企业在计收上述电

力用户（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户）电
费时，统一延续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
95%结算。

通知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充
分认识当前形势下推动降低企业生产
经营成本对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
的重要性，指导电网企业认真抓好延长
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落实，确

保政策平稳实施，做好政策解读宣传；
积极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方式
方法，切实加强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
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收费行为监管，确
保降电价红利及时足额传导到终端用
户，增加企业获得感。

此前，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
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的通知》，自2020年2月1日起
至6月30日止，电网企业在计收上述
电力用户 （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户）
电费时，统一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
95%结算。

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延至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