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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高度重視研究生教育 速育急需高層次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就研究
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進入新時代，即將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決戰脫貧攻堅的基礎上邁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國家新征程，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迫切需要培養造
就大批德才兼備的高層次人才。
習近平強調，研究生教育在培養創新人才、提
高創新能力、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各級
黨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視研究生教育，推動研究生
教育適應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堅持「四為」
方針，瞄準科技前沿和關鍵領域，深入推進學科
專業調整，提升導師隊伍水平，完善人才培養體

系，加快培養國家急需的高層次人才，為堅持和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作出貢獻。

李克強：深化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出批
示指出，研究生教育肩負着高層次人才培養和創新
創造的重要使命，是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的重要基
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研究生教育實現了歷史性
跨越，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為黨和國家事
業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黨中央、國
務院決策部署，面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人
民群眾需求和世界科技發展等最前沿，培養適應多

領域需要的人才。深化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進一
步優化考試招生制度、學科課程設置，促進科教融
合和產教融合，加強國際合作，着力增強研究生實
踐能力、創新能力，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
供更堅實的人才支撐。

孫春蘭：加強導師隊伍建設
全國研究生教育會議 29 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出席會議並講
話。她表示，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研
究生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
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質
量為核心，深化改革創新，推動內涵發展。把研究
作為衡量研究生素質的基本指標，優化學科專業布

局，注重分類培養、開放合作，培養具有研究和創
新能力的高層次人才。加強導師隊伍建設，針對不
同學位類型完善教育評價體系，嚴格質量管理、校
風學風，引導研究生教育高質量發展。
會議以視頻會議形式召開。北京大學、清華大
學、華中科技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和江蘇省
負責同志在會上作了交流發言。

習近平明將出席北斗開通儀式
另據新華社報道，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建成暨開通儀式將於 7 月 31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在人
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儀式。
屆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將進行現場直播。

大連輸京一例 京逾萬人核檢
內地新增 98 本土感染 新疆無症狀感染者轉確診增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應江洪及宋偉



北京、烏魯木齊及大連連線報道）根據國家衞

(

健委官方網站信息，7 月 28 日，內地 31 個
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

新增確診病例 101 例，其中境外輸入病例 3 例（廣東 2 例，上海 1 例），本土病例 98 例
（新疆 89 例，遼寧 8 例，北京 1 例），為今年 3 月 6 日以後，單日新增本土病例最高
值。為控制傳染源，截至 7 月 29 日 12 時，北京方面已對新增確診病例周邊 12,649 位
居民全部核酸採樣，並對病例居住樓棟實行封閉管控、人員居家觀察舉措。

在今年3月5日前，受武漢新冠疫情影響，內地
新增本土確診病例每日新增數量多在百例以

上，3 月 6 日當日錄得 99 例控制在百例以內，之後
便逐漸減少。5 月份以來，內地新增確診病例主要
以境外輸入病例為主。6 月 11 日，北京新發地市場
發生聚集性疫情，本土確診病例人數開始反彈，在
6 月 14 日達到當月最高值，全國共計新增 39 例本
土病例，其中北京單日新增 36 例，河北出現新發
地疫情關聯病例3例。
進入 7 月份，新疆、大連分別自 7 月 16 日和 7 月
22 日後開始連續出現本土病例，北京在 7 月 27
日、28 日連續兩日出現大連疫情關聯病例。三地
新增確診病例在 7 月 28 日達到 98 例，該數值為內
地近5個月來本土確診病例數量最高值。

京病例關聯社區應急響應恢復二級
根據北京昌平區副區長吳彬 29 日通報，7 月 27
日，北京新增新冠肺炎大連市疫情關聯病例 1 例，
該病例在京暫住女兒家，地址為昌平區天通苑西三
區。7 月 28 日，該確診病例的女婿診斷為確診病
例。為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北京方面展開
流行病學調查，擴大密切接觸者排查範圍，追蹤所
有密切接觸者，全部落實隔離觀察措施。

目前，北京已對確診病例所在社區的全體居民進
行核酸採樣，截至 7 月 29 日 12 時，完成確診病例
所在樓的 606 名居民核酸檢測工作，均為陰性；完
成周邊居民 12,649 人核酸採樣工作，已出結果
5,801 人，均為陰性。7 月 28 日晚，確診病例所在
社區的應急響應級別已從三級恢復為二級，提升社
區及周邊管控力度，外來人員及車輛禁止入內，小
區內文體活動室、娛樂室等各類公共場所亦全部關
閉。

大連停止所有聚集性就餐活動
7 月 28 日，新疆新增確診病例數為何較此前幾日
大幅上升？7 月 29 日召開的新疆疫情防控新聞發布
會通報，目前，一些處於潛伏期的無症狀感染者陸
續出現臨床症狀，或 CT 出現新冠肺炎影像表現，
成為確診病例。在7月28日報告的確診病例中，無
症狀感染者轉為確診病例的比例較大，達到了 43
例，由此當日新增確診病例上升明顯。
大連方面，其疫情已經擴散至遼寧、吉林、黑龍
江、福建、北京五個地方，大連衞健委相關負責人
介紹，大連正以密切接觸者為重點畫大「包圍
圈」，科學做好流調溯源工作。同時，大連已要求
停止所有餐飲服務經營單位的聚集性就餐活動。

人大常委會下月將審議
國旗法國徽法修正草案議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十三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十九次委員長會
議 29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栗戰書委員長主持。會議決定，十三屆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 8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京舉行。屆時，將審議
關於提請審議國旗法修正草案的議案、
關於提請審議國徽法修正草案的議案等
多份議案。
委員長會議建議，十三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城市維護建
設稅法草案、契稅法草案、預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修訂草案、動物防疫法修訂草
案、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審議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關於提請審議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修正草案的議案、
關於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
則修正草案的議案、關於提請審議國旗
法修正草案的議案、關於提請審議國徽
法修正草案的議案。

審議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情況報告
委員長會議建議，常委會第二十一
次會議審議國務院關於今年以來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的報
告、關於今年以來預算執行情況的報
告、關於貫徹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推進科學技術進步法實施情況的報
告、關於公安機關執法規範化建設工
作情況的報告；審議國家監察委員會

關於開展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情
況的報告。
委員長會議建議，常委會第二十一
次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
組關於檢查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
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
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和野
生動物保護法實施情況的報告，關於
檢查農業機械化促進法實施情況的報
告；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關於
「十四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若干重
要問題專題調研工作情況的報告；審
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
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
審議有關任免案等。
委員長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秘
書長楊振武就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議
程草案和日程安排作了匯報。全國人大
常委會有關副秘書長，全國人大有關專
門委員會、常委會有關工作委員會負責
人就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有關議題作
了匯報。
委員長會議還審議了全國人大財政
經濟委員會關於 2020 年上半年經濟形
勢分析會的報告。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曹
建明、張春賢、沈躍躍、吉炳軒、艾力
更．依明巴海、萬鄂湘、陳竺、王東
明、白瑪赤林、丁仲禮、郝明金、蔡達
峰、武維華出席會議。

■7月29日，北京市昌平區天通苑西三區入口，社區卡口工作人員勸阻外賣小哥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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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5 疫苗臨床試驗 兩進入Ⅲ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北京市發改委主任談緒祥29日在
作《關於北京市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計劃上半年執行情況的報告》
時介紹，目前北京已有 5 個新冠疫苗
獲批進入臨床研究，其中 2 個已進入
Ⅲ期臨床試驗，科技抗疫支撐作用突
出。下半年，北京將推進可保護實驗

人員免受感染的P3實驗室建設。
談緒祥表示，上半年，北京大規
模開展核酸檢測，日最大檢測能力
增至 50 萬份左右，核酸檢測量超
1,200 萬人，實現「應檢盡檢」人員
動態清零，超半數病例為核酸檢測
篩查發現。北京已部署 7 批 23 個科
技攻關項目，目前在京的製藥企業

有 7 個診斷試劑獲批上市，5 個新冠
疫苗獲批進入臨床研究，其中 2 個已
進入Ⅲ期臨床試驗，另還有 4 個中和
抗體藥物獲批臨床試驗。
談緒祥同時透露，北京將改革完
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提升疫情監
測預警和應急響應能力，推進負壓
病房、P3實驗室等建設。

澳入粵不集中隔離擴至全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
道）香港文匯報記者29日從珠海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揮部獲悉，自 7 月 29 日上午 6 時
起，從粵澳口岸入境廣東暫不實施集中隔離
14 天醫學觀察的人員，入境後活動範圍由廣
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
山、江門、肇慶等珠三角 9 市，擴大至廣東
全省範圍；而入境後14天內須每天登錄「粵
康碼」申報個人健康狀況。
所有從粵澳口岸進入廣東省人員，須作出

如下承諾：來粵前14天內無外國或其他境外
地區旅行史；配合、服從內地各級政府及部
門疫情防控工作安排，遵守內地疫情防控有
關規定，入境後14天內每天登錄「粵康碼」
使用「港澳入境人員健康申報」功能申報健
康情況並做好個人防護；不擅自擴大活動範
圍。
在廣東有固定居所或工作單位的入境人
員，抵達目的地後應及時向當地社區報告，
14 天內減少外出，不參加聚集性活動；入住

酒店（包括公寓式酒店）的，應向酒店申報
個人健康狀況。入境人員如出現發熱、咳
嗽、乏力等不適，應及時到定點醫院治療排
查，並向當地社區報告。
對於擅自離開廣東省的人員，應及時通報當
地防疫部門對其實施 14 天集中隔離醫學觀
察，並按當地疫情防控規定處理。違規人員為
內地居民的，將在一定期限內限制其辦理赴澳
門各類簽註；違規人員為澳門居民的，將取消
其入境豁免集中隔離14天醫學觀察資格。

文旅部副部長李金早被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客戶端消息，文化和旅遊部黨組副書記、副
部長李金早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李金早，1958 年 1 月生，湖北仙桃人，中
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研究生。1984 年至
1986 年在財政部財科所工作，1988 年 10 月
至 1994 年 8 月在國家計委工作，1994 年 8 月

起 歷 任 桂 林 市 副 市 長 （1994 至 1996 年 掛
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市委副書
記、市長。2001 年 10 月起任廣西壯族自治
區黨委常委，同年11月兼任桂林市委書記、
市長，2003 年 9 月任自治區政府副主席，12
月兼任廣西國際博覽事務局局長、黨組書
記。2008 年 1 月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
委、自治區政府黨組副書記、常務副主席。

2011 年 10 月任商務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2014 年 10 月，任國家旅遊局黨組書記、局
長。
2018 年 3 月，任文化和旅遊部黨組副書
記、副部長。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九大
代表，第九、十、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
務委員。

全國將推積分制鄉村治理新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從以前村莊事務「要我參與」到如今「我要
參與」，從「任務命令」到「激勵引
導」……
近年來，一些鄉鎮村為解決農民參與鄉村
治理積極性不高等問題引入了積分制，受到
基層幹部群眾歡迎。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央
農辦、農業農村部28日召開的視頻會議中了

解到，為進一步加強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建設，將在全國因地制宜推廣鄉村積分制
鄉村治理模式。
「鄉村治理積分制」是指對農民日常行為
和參與鄉村重要事務情況進行量化積分，並
根據積分結果給予相應激勵或約束的方式。
2019 年，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與中組部等
部委在全國選擇 115 個縣（市、區）共同啟

動了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範工作。目前
有12個省（區、市）也在開展省級層面的試
點示範工作。
中央農辦副主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
表示，這種做法切合農村實際、簡單易行，
將農民群眾心中所感、眼中所見轉化為具體
分值，讓鄉村治理從無形變有形，使軟約束
有了硬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