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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让居
民在享受城市美景的同时感受文明
的熏陶。如今，走在拱北街道关闸社
区的大街小巷，一块块以深化精神文
明建设为主题的宣传栏已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

为了提升社区居民对文明城市
建设的知晓率和参与率，营造良好的
宣传氛围，关闸社区通过申请“民生
微实事”项目，近日在辖区各小区、主
要路段增设了精神文明宣传栏。

宣传栏按社区活动、便民服务、
道德模范、社区志愿服务等内容分块
宣传。新设的精神文明宣传栏通过

鲜艳的色彩和独特的造型，吸引社区
居民驻足观看，潜移默化传递积极向
上、和谐友爱的社会氛围。这些宣传
栏点缀在绿树中间，互相映衬，十分
美观，形成了一道别样的景观。

关闸社区负责人方国柱表示，通
过及时更新精神文明宣传栏内容，宣
传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充
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主动性，形成全面动员、全民参与的
浓厚氛围。

接下来，关闸社区将继续坚持以
基层民生需求为导向，以精神文明建
设为抓手，扎实推进“民生实事”项目
落地落实，在规范辖区基础设施建
设、功能配套完善、环境秩序治理、居
民文明素质提升和志愿服务等方面
持续发力，为社区居民创造更和谐、
美好的生活环境。

树文明新风 创和谐社区
拱北街头上新一批精神文明宣传栏

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24日电 7月
24日14时22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
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
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约495秒后，问
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了解到，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
施以来的第24次飞行任务，发射的问
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二个舱段，也
是首个科学实验舱。问天实验舱由工
作舱、气闸舱和资源舱组成，起飞重量

约23吨，主要用于支持航天员驻留、出
舱活动和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同时可作
为天和核心舱的备份，对空间站进行管
理。

后续，问天实验舱将按照预定程序
与核心舱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问天实验舱开展
工作。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运载火箭及问
天实验舱，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和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问天”踏上问天之路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7月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巴伊拉姆·贝
加伊，祝贺他就任阿尔巴尼亚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阿尔巴尼亚
有着深厚传统友谊。近年来，两国以
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为平台，增进政治互信，加强政
策沟通，推进务实合作，双边关系取
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
展，愿同贝加伊总统一道努力，深化
两国各领域交往，巩固互利合作成
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阿尔巴尼亚
新任总统贝加伊致贺电

新华社上海7月24日电 记者
24日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中国商飞公司）获悉，C919大飞
机六架试飞机已圆满完成全部试飞任
务，标志着C919适航取证工作正式
进入收官阶段。

试飞是一款新研客机型号取证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表明飞机设
计符合适航条款要求的重要方法之
一。通过试飞验证飞机的设计思想
和技术路线，表明飞机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满足适航规章要求。六架试飞

机完成全部试飞任务，是C919大
飞机项目研制取得的重要阶段性
胜利。

此外，今年5月，即将交付给首
家用户东航的首架C919大飞机在
上海浦东机场首飞成功。

C919大飞机是中国按照国际
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2015
年11月完成总装下线，2017年5月
成功首飞，目前累计拥有28家客户
815架订单。

C919六架试飞机完成全部试飞任务
适航取证工作正式进入收官阶段

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24日
在福州闭幕。本届峰会共签约数字
经济项目 565 个、总投资 2990 亿
元，涵盖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网络安全、卫星应用等
领域，将有力推动我国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今年的峰会成果丰硕。国家网
信办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
年）》，启动“2022年全民数字素养与
技能提升月”活动；生态环境部发布
30个“数字环保”典型案例。本届峰
会还精心制作“数字中国建设成就巡
礼”专题展和专题片，全面展示近五
年来数字中国建设成就。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已连续举办五届，作为凝聚共
识、推动创新的重要平台，其主题从
信息化驱动到数字化转型，从数据要
素到创新变革，体现了数字中国建设

实践的持续深入和不竭动力。
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1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7.2万亿元增
至45.5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6%，占GDP
的比重从32.9%提升到39.8%，成为
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数字点亮生活。刷脸支付、自动
驾驶、AI诊疗、VR教室……在引领
产业变革之余，一系列数字中国建设
的丰硕成果，已渗透进交通出行、看
病就医等生活场景，在不经意间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科技改变未来。与会专家表示，
站在数字中国建设新起点，要加快突
破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数字
技术和实体经济、居民生活、社会治
理深度融合，持续赋能经济华社会发
展，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据新华社福州7月24日电

签约数字经济项目565个总投资2990亿元

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成果丰硕

◀7月24日
14时22分，搭载
问天实验舱的长
征五号B遥三运
载火箭，在我国
文昌航天发射场
准时点火发射，
约 495 秒后，问
天实验舱与火箭
成功分离并进入
预定轨道，发射
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宋雪梅

七月的珠海，骄阳似火，产业发展
的别样火热更胜骄阳。

7月22日，记者走进珠海高新区首
个“工业上楼”示范产业园区——港湾6
号·金鸿工业园二期，看到了产业发展
的“速度与激情”。

刚刚入驻金鸿工业园二期6楼的珠
海华汇智造半导体有限公司，在办公室
吊顶还未完全装好、一件办公家具尚未
摆设的情况下，便已实现拎机投产，成
为我市依托5.0产业新空间助力企业高
效落户快速投产的样板案例。如今，在
该公司5000平方米的10万级无尘车
间，身穿防尘服的工人们正忙着进行半

导体封装，产品全面进入量产阶段，本
月底便将为客户交付首批产品。

落户推力大 发展信心足

“珠海正在实施‘产业第一’战略，
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对产业发展，特
别是对我们这类实体企业、新兴产业的
重视程度和扶持力度，坚定了我们落户
珠海的信心。”回顾公司2月28日注册
成立，4月8日启动装修，到7月15日正
式投产，华汇智造总经理方丹竖起大拇
指对高新速度、珠海速度连连赞叹，“考
察了全国很多地方，最终选定珠海高新
区金鸿工业园，这里高层高、高承重以
及大面积厂房定制不仅满足我们对产
业空间的需求，而且还做到了高标准交
付，超出我们对厂房需求的期望，让我
们实现拎机投产。”

据了解，华汇智造迅速落户投产的
背后，离不开珠海龙头国企华发集团的
努力。 （下转04版）

珠海速度澎湃企业发展激情
华汇智造依托5.0产业新空间实现工业上楼拎机投产

在华汇智造的无尘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进行半导体封装。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拱北街
头多处可见
精神文明宣
传栏。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真理的力量穿越时空，思想的光芒
照亮前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思想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略全局，植根广袤中国大地和中华民族
历史，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
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第

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为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必将赢得更
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掌握历史主动 走好必由之路

源于德国小镇特里尔的红色种子，

扎根世界东方的广袤土地，历经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风霜雨
雪，吮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营养，
结出了饱含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硕
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在全党全社会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之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翻开这部集中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掌握历
史主动，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开宗明义。

2017年10月18日上午，北京，人民
大会堂。

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有力的声音，响
彻在党的十九大代表耳畔，回响在亿万
中华儿女心间：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

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
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
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
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
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
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思想，伟大思想
引领伟大时代。 （下转02版）

回答时代课题 照亮复兴征程
□钟华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