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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吉喆在内蒙古正镶白旗调研时强调

锐评

持续加强定点帮扶工作
助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报讯 10 月 11-1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宁吉喆一行，赴内蒙古
正镶白旗调研国家统计局定点帮扶工作，实地考察重
点产业项目，
看望慰问建档立卡户。宁吉喆强调，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定点帮扶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把做好统计定点帮扶作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重要内容，认真落实产业帮扶、资金投入、消
费帮扶、教育培训等各项帮扶举措，持续助力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宁吉喆一行来到正镶白旗星耀镇南沟村，实地调
研 230KW 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建设情况，详细询问项
目收入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具体方式，鼓励进一步发
挥产业项目建设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引擎作用。随
后，他深入建档立卡户家中，与户主促膝交谈，详细了
解家庭收入、畜禽养殖、子女就业等方面情况，祝愿他
们身体健康、生产增收、生活幸福。
宁吉喆一行还实地考察了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
有限公司年采选 30 万吨银铅锌多金属矿项目、锡林
郭勒盟金风科技公司风电机组及配套设备制造一体
化项目，仔细了解项目运行情况，鼓励企业依托政策
优势搞好生产经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在蒙期间，宁吉喆还出席了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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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往一处使
合力构建美丽地球家园
■ 高敬 谢希瑶

谈会。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黄志强、奇巴图，自治区
统计局局长潘志峰，国家统计局内蒙古调查总队副总
队长徐蒙生，锡林郭勒盟委书记么永波，盟委秘书长

王三石会见宁吉喆一行或陪同调研。国家统计局总
经 济 师 毛 盛 勇 、综 合 司 副 司 长 吕 峰 、财 务 司 副 司 长
刘京等参加调研。
郑岩

水清岸绿
生态美
雨后初晴的新疆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清澈
明净的天空飘过朵朵白云，
与河流、建筑物以及远处的
田野、村庄相互映衬，勾勒出
一幅美丽的画卷。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鲜明提出
了 3 个构建“地球家园”的美好愿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
家园；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的地球家园。
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当前，人类站在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全
球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地球家园”的愿景，深刻诠释了昆明大会
的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指明
了方向，体现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
合一、尊重自然。世界文明兴衰演替，始终告诫人们生态兴则文明
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
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
无情的。只有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
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对共同的地球家园，
我们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
不讲修复，要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
模式，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
关停矿山、生态修复，发展生态旅游；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探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上游地区守好一江清水，下游地区
提供生态保护补偿……中国各地的实践深刻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唯一家园。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发展蒙上阴影，生物多样性丧失威
胁仍存，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面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前
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
各国生产力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世界各
国应共同发展、共同行动，以扎实的举措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
我们的美好家园。
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全球性会议是一个重要契机。习近平主席
首次提出“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并宣布成立昆明生物多样
性基金等重大举措，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注入强劲的
中国动力。
面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将更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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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
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意见》指出，大学生是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生力军，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具有重要意义。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引领创业、
创业带动就业，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实
现大学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意见》提出，要深化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
养全过程，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新
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高校教师创新
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和素养培训，改革教
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加强大学生创新
创业培训，打造一批高校创新创业培训
活动品牌。完善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可持续发展机制，
鼓励各学段学生积极参赛。坚持政府
引导、公益支持，支持行业企业深化赛
事合作。

《意见》明确，要加强大学生创新创
业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大学生创新创业
环境。校内各类创新创业实践平台面
向在校大学生免费开放。鼓励各类孵
化器面向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开放一
定比例的免费孵化空间。提升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带动作用，深入实
施创业就业“校企行”专项行动。完善
成果转化机制，做好大学生创新项目的
知识产权确权、保护等工作，加快落实
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
加大对创业失败大学生的扶持力度，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大学生创业
风险救助机制。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
信息服务，及时收集国家、区域、行业需
求，为大学生精准推送行业和市场动向
等信息。加强宣传引导，总结推广各地
区、各高校的好经验好做法。
《意见》要求，教育部要会同有关部
门加强协调指导，督促支持大学生创新
创业各项政策的落实。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积极研究制定和
落实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
及时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我国将启动新一轮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每年培训 100 万名创新型、应用型、技术型人才
本报讯 近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教育部、
科
技部和中国科学院决定实施新一轮专业
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工程将以培养
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
为重点，
主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技
术、
新能源、
新材料、
高端装备、
新能源汽
车、
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
海洋装备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开展大规模知识

更新继续教育，每年培训 100 万名创新
型、
应用型、
技术型人才。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工程设
四个重点子项目：一是高级研修项目，
按照高水平、小规模、重特色的要求，每
年举办 300 期左右国家级高级研修班，
培养 2 万名左右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和经营管理人才；二是专业技术人员能
力提升项目，以更新知识结构、掌握先

进技术、提升专业水平、提高创新能力
为主要内容，每年培养培训各类专业技
术人才 90 万人左右；三是数字技术工
程师培育项目，主要面向人工智能、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区块
链、集成电路等领域，实施规范化培训、
社会化评价，每年培养培训数字技术技
能人才 8 万人左右；四是国家级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建设项目，分期建

设一批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
新一轮知识更新工程将紧紧围绕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和
战略重点，着眼于打造一流科技领军人
才和创新团队，着眼于造就规模宏大的
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培养大批卓越工程
师和专业技术骨干，加快人才自主培
养，提高人才供给能力，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姜琳

亿辆

截至 9 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90 亿辆
本报讯 公安部日前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 9 月，全国
机动车保有量达 3.90 亿辆，其中汽车 2.97 亿辆；全国机动车驾驶人
4.76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4.39 亿人。
数据显示，2021 年前三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2753 万辆，
同比增加 436.3 万辆，增长 18.83%。前三季度，全国新领证驾驶人数
量 2672 万人，同比增加 739.4 万人，增长 38.26%。从驾驶人年龄看，
26-50 岁的驾驶人 3.37 亿人，占 70.85%；51-60 岁的驾驶人 6699 万
人，占 14.07%；60 岁以上的驾驶人 1714 万人，占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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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竹林面积超过 1 亿亩
本报讯 从日前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竹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我国竹林面积超过 1 亿亩，年产值近 3200 亿元，从业人员超过
1500 万人，人均年收入超过 1 万元。
据介绍，我国竹林面积、竹材蓄积、产品质量、生产效益和出口创
汇均居世界前列；竹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林草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产业，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产业，
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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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8 个月中国邮政利润增幅达 21.94%
本报讯 近日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前 8 个月，
中国邮政收入增幅 9.37%、利润增幅 21.94%，创近 5 年同期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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