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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明出席紀念抗美援朝70周年大會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紀念中國人
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將於23
日上午10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將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
年之際，習近平近日給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
養院全體同志回信，向他們致以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在抗美援朝戰爭中

，中國人民志願軍發揚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和革
命英雄主義精神，勇往直前，浴血奮戰，為保
家衛國作出了重要貢獻。志願軍將士及英雄模
範們的功績，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新時代是成就英雄時代
習近平指出，60多年來，你們堅持愛黨、
信黨、跟黨走，積極參與愛國主義教育和國防
教育活動，繼續為黨和人民貢獻自己的力量，

展現了初心不改、奮鬥不止的精神。
習近平強調，中華民族是英雄輩出的民族
，新時代是成就英雄的時代。全黨全社會要崇
尚英雄、學習英雄、關愛英雄，大力弘揚英雄
精神，匯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力
量。
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始建於1951年
，先後集中供養了2800多名傷殘軍人，其中參
加抗美援朝戰爭的約2200人。60多年來，該院

傷殘軍人克服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力所能及
為祖國建設作貢獻，義務做傳統教育報告近萬
場，受眾300餘萬人次，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反響
。2019年，該院被表彰為 「全國退役軍人工作
模範單位」 。近日，該院志願軍老戰士塗伯毅
代表全體傷殘軍人給習近平主席寫信，匯報工
作和生活情況，表達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保
持本色，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添磚加
瓦的決心。

十四五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
專家：大灣區對標國際 協同治理PM2.5及臭氧
十四五
十四五

生態環境保護重點

生 態 環 境 部 副 部 長 趙 英 民 21 日 在 國 新 辦 發 布 會 上 表 示 ， 「
十三五」 期間，規劃確定的主要任務已基本完成，是迄今為止
生態環境質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態環境保護事業發展最好的五
年，人民群眾生態環境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斷地增強。
「十四五」 規劃將繼續深入大氣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構建綠
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專家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
一流灣區，在生態環境方面應該有更嚴格和更高標準，首先應
優 先處 理PM2.5（細 顆粒 物）與 臭氧 協 同治 理的 難 題 。

十 四 五 焦 點
大公報記者

部將在抓好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
境保護規劃的同時，發揮三地各自優
勢，落實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共同做
好相關工作，支撐區域高質量發展。

科技創新引領

加強法治建設

•進一步突出重點管控時段、空間
、行業領域和污染物，特別是加強
PM2.5和臭氧的協同控制。

•着力深化生態環境科技體制改革
，加快完善新時代生態環境科技創
新體系，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強有
力的科技引領和支撐。

•不斷加強生態環境法治建設，健
全環境標準和技術管理體系，以法
規標準制度建設新成效服務和保障
生態環境保護新要求。
資料來源：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編製大灣區生態保護規劃
關於 「十四五」 期間粵港澳大灣
區生態環境工作，暨南大學環境與氣
候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伯光表示，灣
區生態環境目前在國內屬於領先水平
，但是與國際灣區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大灣區的生態環境應該有着更高更
嚴標準。 「以空氣質量為例，國際對
PM2.5的控制標準要高於灣區。目前
看，灣區環境生態質量確實還很難達
到國際標準。國家提出要將灣區打造
成國際一流灣區，那在生態環境方面
應該有更嚴格和更高標準。」
王伯光指出，灣區首先面臨着
PM2.5與臭氧協同治理的難題。當前
，灣區臭氧污染已成為不得不重視的
問題，一方面PM2.5需要得到進一步
控制，達到國際每立方25微克的國際
標準，另外一方面臭氧濃度也要得到
控制。 「相信在 『十四五』 期間，國
家還會對灣區的產業結構升級作出進
一步的部署。」

皮划艇愛好者們在昆明市船
▲
房河巡視生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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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生態保護成績單

趙英民介紹，截至2019年底， 「
十三五」 規劃綱要確定的生態環境領
域9項約束性指標，有8項已提前完成
。其中，PM2.5未達標地級及以上城
市濃度下降23.1%，全國337個地級及
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達到
82%。他說，今年1-9月，地級及以
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為
87.2%，同比上升5.7個百分點。從現
在進展情況看，到今年年底， 「十三
五」 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確定的各項目
標任務預計將全面完成。
趙英民表示，在確保 「十三五」
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圓滿收官的基礎上
，目前，生態環境部正在統籌謀劃 「
十四五」 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繼續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下一步，將
繼續保持生態文明建設戰略定力，努
力實現新的國家自主貢獻和碳中和願
景。堅定實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國家
戰略，全面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工作，
推動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
。推動綠色低碳技術創新，切實提升
氣候治理能力。
趙英民在發布會上透露，目前，
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已經
編製完成。他表示，下一步生態環境

馬靜北京報道

大氣污染防治



•PM2.5 未 達 標 地
級及以上城市濃度下
降23.1%



•全國33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空
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達82%
•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總量累計分別下降
11.5%、11.9%、22.5%、16.3%

•規模以上企業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
2019年相比2015年累計下降超過
15%，大約節約4000億元人民幣

•碳排放強度比2015年下降18.2%
•全國清潔能源佔能源消費的比
重達23.4%
記者馬靜整理

400km/h國產自動變軌高鐵下線
21日，時速400公里跨國互聯互通
高速動車組在中車長春軌道客車股份
有限公司下線。列車設計運營速度
400km/h，能夠在不同氣候條件、不
同軌距、不同供電制式標準的國際鐵
路間運行，具有節能環保、主動安全
、智能維護等特點。
目前全球有四大軌距標準，長期
以來，普通列車在不同軌距的國家間
進行跨國鐵路運輸時，過境前必須更
換列車轉向架，耗時長、成本高。這

次下線的跨國互聯互通高速動車組，
極大提高了跨國聯運效率，可在行進
過程中完成變軌運行。
中新社

▲生態環境部表示， 「十四五」 規劃將繼續深入大氣污染防治攻堅戰，推
動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圖為位於廣州中心城區的海珠濕地
資料圖片

建灣區生態走廊 保護生物多樣性
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
英民21日在國新辦發布會
上透露，目前，粵港澳大
灣區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已
經編製完成。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主席樊熙泰向大
公報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境規劃
為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境保護作出定位
性編製，使粵港澳三地除了經濟合作外
，更增延各自加強負責三地在環境保護
及生態保育工作上的定位及分工，從而
三方取長補短，相互協同作長遠分工合
作，三地合作規劃可提升區域生態高質
量發展。

專家
解讀

樊熙泰表示，粵港澳三地應抓住灣
區建設重大歷史機遇，深化三地生態環
保合作，加倍重視落實今次灣區自然保
護區建設，沿海範圍做好海岸線保護，
構建生態走廊通道，保育區內生物多樣
性生態網絡。
樊熙泰認為，粵港澳青年可以抓住
機會，加強環保及生態科研合作，由青
年及商戶搭建平台促進商企社對接，全
面推行環保經濟發展。香港環境保護協
會將會引領香港青少年認識今次灣區環
境保護及生態保育規劃內容，推動香港
青少年主動為區域發展出謀獻策。
記者 馬靜

中證監簡化外商參與資本市場渠道
【大公報訊】記者海巖、馬曉芳北
京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
副總理劉鶴及央行、銀保監、證監、外
匯局四大金融部門 「一把手」 ，21日下
午亮相2020金融街論壇年會，齊聲表態
繼續推進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劉鶴強
調，中國繼續推進全面的對外開放不動
搖，五中全會後，金融系統將認真落實

「十四五」 規劃建議，推動新一輪發展
和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
劉鶴說，將堅持市場化、法制化、
國際化原則，在銀行、保險、證券、資
管等領域引入更多高水平的國際競爭，
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
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將在堅守國家金

融安全和穩定的前提下，持續優化金融
市場制度安排。
證監會主席易會滿表示，將穩步推
動資本市場的制度性開放，包括研究全
部統一簡化外資參與中國資本市場的渠
道和方式、深化境內外市場的互聯互通
、拓展交易所債券市場境外機構投資者
直接落實渠道等。

前瞻部署量子技術 壯大發展動能
【大公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國家科技部部長王志剛21日表示，科
技創新規劃是灣區建設中很重要的部分
。他透露，科技部已與香港、澳門、廣
東等一起，就灣區科技創新形成一個頂
層設計。
王志剛說，在灣區科技創新規劃中

，把粵港澳三地科技優勢及與全國其他
科研力量結合起來，以粵港澳為中心，
從科研到技術到產業到人的提升以及到
整個灣區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內容。
發布會上，科技部還介紹了外界關
注的中國 「十四五」 科創規劃。科技部
表示，在 「十四五」 高新技術布局上，

將加強前瞻部署和大力發展以智能技術
和量子技術為特徵的新一代高新技術，
打造中國高新技術先發優勢；強化重點
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攻關布局，為高質量
發展提供更多高新技術成果供給；加快
培育新一代高新技術產業，進一步壯大
發展新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