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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1月 12日电（记者 凡帅帅 林善
传）12日凌晨2时许，由中国中铁大桥局承建的新建
福厦铁路青口特大桥T构梁转体桥成功转体。

青口特大桥T构梁转体桥是新建福厦铁路全线跨
度最大的单墩双肢T构梁转体桥，横跨既有杭深铁路
和福州东南绕城高速公路，转体最大重量达14500
吨。为确保转体梁顺利转体到位，施工人员实时监测
调整转体速度，整个转体过程历时50分钟。

新建福厦铁路青口特大桥位于福建省闽侯县青口镇，
全长896米，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双线高速铁路桥。

新建福厦铁路跨度最大的T构桥成功转体

新华社西安1月12日电（记者 蔺娟）记者从12
日举行的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发布会
上获悉，从去年初疫情发生以来，陕西省民政部门在
全省开展疫情临时救助48.05万人次，支出3.77亿
元，向低保等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5.07亿元，
确保不因物价上涨影响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陕西省民政厅副厅长戈养年介绍，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陕西民政部门充分发挥临时救助作用，
对因家庭成员被隔离收治导致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
对象，或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3个月无收
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农民
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未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
按程序及时给予临时救助，帮助其渡过生活难关。

同时，陕西省民政部门对无法外出务工、经营、
就业，导致收入下降、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城乡居
民，凡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程序全部纳入低保范围。

陕西开展疫情临时救助48.05万人次

1月11日，客人在乌镇一家特色面馆用餐。
冬日乌镇，褪去了喧嚣，回归“从前慢”的旧日时

光。清冷的石桥、拐角的茶馆饭铺、悠悠的手划船，
氤氲出水乡的冬日烟火气。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冬日烟火气冬日烟火气

1月 12日，在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夏家冲
社区，老年人在课上学习如何关注微信公众号。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的夏家冲
社区采取“老年人点单，志愿者送课”的方式，邀请志
愿者为有需要的老年人开展智能手机使用培训，普
及智能手机知识和常用功能，深受老年人欢迎。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爷爷奶奶的智能手机课堂爷爷奶奶的智能手机课堂

这是1月12日拍摄的巢湖大桥（无人机照片）。
当日，由中铁建大桥局承建的安徽巢湖大桥建成通车。巢湖大桥设计为全线双向六车道，桥梁长度1122米，于

2018年1月12日正式开工建设，是环巢湖大道贯通的重要节点工程之一。 新华社发 马丰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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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顾客在淮安一市场挑选春节饰品。
春节临近，在江苏淮安市，生肖画、春联、灯笼等传统春节用品迎来销售高峰。

新华社发 赵启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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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1月12日电（记者 李继伟）记者
从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信都分局获悉，近日信都区
一男子因殴打防疫工作人员被拘留。

近日，信都分局张宽派出所接辖区群众报警称，
有人在邢煤生活区三区门口违反防疫相关要求，不
扫健康码强行出小区。张宽派出所接警后，迅速赶
到案发现场。

经调查，李某某，男，1953年出生，其不按防疫要
求居家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未按要求出示健康码并强
行要出小区，该小区门岗防疫人员及时将其拦住，告知
其现在防疫政策，李某某拒不配合，后与门岗防疫工作
人员发生言语冲突，态度恶劣，并殴打防疫工作人员。

据悉，违法嫌疑人李某某因涉嫌故意伤害被行
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500元。

河北一男子殴打防疫工作人员被拘留

新华社海口1月12日电（记者 严钰景）记者从
海南省气象局获悉，自1月8日提升寒冷四级预警为
三级预警以来，海南已连续 5 天发布寒冷三级预
警。1月12日10时40分，海南省气象局继续发布
寒冷三级预警，受强冷空气影响，海南岛将出现持续
低温天气过程，预计12日夜间，包括陵水、三亚在内
的1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7℃及以下最低气
温，五指山等高山地区最低气温将降至3℃以下。

据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前期，海南全岛维持低温
天气，1 月 12 日中部山区最低气温将降至 2℃至
5℃；中期冷空气减弱，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有分散小雨或雾，各地气温缓慢回升；后期受新的冷
空气影响，全岛普遍有小雨，气温下降。

海南持续发布寒冷三级预警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
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
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
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
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
的路径选择。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
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从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
相结合的高度，科学分析了进入新发展阶段
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系统阐述
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深刻阐明
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
涵丰富，对于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进一步统

一思想、提高站位、开阔视野，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
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
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
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
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
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
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作出这样
的战略判断，有着深刻的依据。新发展阶段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
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
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

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
新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 40 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
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 30 年将是我们
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
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必须深刻认识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
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
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
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
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
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
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
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
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
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
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
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
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
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征途漫漫，惟有奋
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继续谦虚谨
慎、艰苦奋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
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办好自己
的事，锲而不舍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铸就新
的历史伟业！（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人民
日报1月13日发表）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1月 12日电（记者 谢昊）
在12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顺义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长支现伟通报，针对9日公布的确诊
病例存在隐瞒活动轨迹、密接人员、发病就
诊等情况，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公安部
门已开展立案侦查。

支现伟介绍，顺义区严格实行村庄封闭
式管理，强化落实村（社区）出入口查证、验
码、测温、登记管理措施，严格要求村民凭属
地组织的最近一次核酸普测阴性结果进出
村（社区）。未做核酸检测的人员及时补测，
确保核酸检测不漏一人。加大村（社区）内
出租房屋、“七小”门店等场所敲门摸排力

度，做实出租房屋和租房人口的登记和管
理，所有外来人员全部分类上账。

同时，针对发现的小饭桌、小诊所、小药
店等违规经营现象，加大监督执法检查与非
法行为的清理整治力度，开展地毯式排查，
摸清底数、逐一上账、综合治理，遏制潜在风
险隐患。

支现伟表示，为进一步降低人员流动，
阻断病毒传播渠道，倡导在顺企业和在顺员
工尽量采取灵活办公模式，实行弹性工时、
居家办公、远程办公、分批轮流到岗等方式，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要求顺义区全体
党员带头留顺（留京）过节，带动身边亲友减
少流动。

北京顺义一病例隐瞒活动轨迹
公安部门已立案侦查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胡
喆）重型运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新进
展、空间站核心舱春季发射……记者12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
到，拟服务于重型运载火箭的大推力补
燃循环氢氧发动机关键技术攻关已取
得积极进展。

据悉，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发动机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负责研制，其
性能指标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能更好
地满足我国未来火箭和重大航天任务
对动力的需求。该型发动机的研制可
填补我国氢氧发动机型谱和技术空白，
对诸多基础学科和工业领域有巨大的
牵引带动作用。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此前
披露的信息，我国正在研制中的重型运
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0吨，
是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开展大型
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资源开发利用
的重要依靠，可极大提升我国开发利用
空间和维护太空安全的能力。

与此同时，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
制的多型火箭发动机也传来了新消
息。此前，由该集团六院研制的长征五
号B运载火箭大推力氢氧发动机顺利
完成了一次型号可靠性试车，进一步验
证了大推力氢氧发动机的能力，为长征

五号B运载火箭执行空间站任务奠定了基础。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将执行空间站各舱段的发射任务，

其中核心舱将于今年春天率先发射。此次试车是根据工程
总体安排的专项工作之一，有利于提高整个空间站任务建设
阶段发动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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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吴雨）中
国人民银行12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全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9.63万亿
元，同比多增2.82万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住户贷款增
加7.87万亿元，其中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
主的住户中长期贷款增加 5.95 万亿元；企
（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2.17万亿元。2020年
1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26万亿元，同比多
增1170亿元。

另外，2020年全年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
19.65万亿元，同比多增4.28万亿元。其中，住
户存款增加11.3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6.57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3931亿元，非银

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1.06万亿元。2020年
12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2093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2020年 12月末，我国广
义货币（M2）余额 218.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增速比上月末低0.6个百分点，比上年
同期高 1.4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62.56万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上月末
低1.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4.2个百分点。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2020年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
比上年多9.19万亿元。2020年12月份，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为1.7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4821亿元。2020年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
量为284.8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

2020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9.63万亿元

新华社深圳1月12日电（记者 王丰）记
者从深圳海关获悉，深圳海关近日成功摧毁
一个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刷单”走私化妆品、
奶粉、红酒等货物入境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
嫌疑人36名，查证走私货物案值超过6亿元。

经查，涉案团伙以明显低于进口应缴税款
的价格接受境外客户委托，将本应以一般贸易
方式进口的化妆品、奶粉、红酒等货物，通过制
作虚假合同、发票等报关单据，以跨境电商“网
购保税进口”方式报关进口，在联系物流公司
办理清关手续后运至保税港区仓库，再制作虚
假订单、支付单、物流单“三单”将货物化整为
零刷单出区回流至深圳、广州、福建等地货主。

“走私团伙想方设法盗用消费者的信息以及

消费额度进行跨境电商交易，把本来应该以一般
贸易性质进口的货物，伪报成跨境电商方式进
口。”深圳海关缉私局蛇口分局侦查科副科长于
啸鹏介绍，改变贸易性质是典型的走私行为。

深圳海关提醒，跨境电商平台（企业）要
合规发展，对参与制造或传输虚假交易、支
付、物流“三单”信息、为二次销售提供便利、
未尽责审核消费者（订购人）身份信息真实性
等，导致出现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情况的企业，
将依法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同时，对利用其他公民身份信息非
法从事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业务的，海关
按走私违规处理，并按违法利用公民信息的
有关法律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深圳海关捣毁跨境电商走私网
查证走私货物案值超6亿元

新华社成都1月12日电（记者 高健钧）记者
12日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0年四川粮
食产量达705.4亿斤左右，同比增加5.7亿斤。

作为我国西部农业大省，2020年四川通
过复耕撂荒地、加大种粮补贴、提升农田质量
和种粮效益等措施保障了粮食生产，其中大
春扩种粮食100万亩。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杨秀彬介绍，今年

四川将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
农化”行为的八项禁令和防止耕地“非粮化”
十二条措施，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快推
动“藏粮于地”战略落实落地。

为让种粮农户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四川
还将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创新种植技术，推广

“粮经”“粮经饲”等模式，做到既重视“米袋
子”“菜篮子”，也强调“钱袋子”。

2020年四川粮食产量突破700亿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