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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 26日电 （记者
严冰）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黔江至常德铁路 （以
下简称黔常铁路） 今天开通运营，
长沙等地至著名旅游景区张家界将
更加便捷。

黔常铁路起于重庆市黔江区，
向东经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咸丰县、来凤县，湖南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张家界市桑植
县、永定区，终至常德市，线路全
长 335 公里，动车组列车初期运营
时速200公里。

图为 12 月 26 日，来自法国的
游客从张家界准备乘坐动车前往长
沙。 郭立亮摄 （人民视觉）

黔常铁路开通运营黔常铁路开通运营不甘人后有劲头

地处闽西，龙岩多山。大山曾挡了龙岩人的
路，却抑不住他们的劲。“闹革命走前头，搞生产
争上游。”闽西红土地上，始终有一股发展不甘人
后的劲。

开山铺路，数字中有豪迈。自 1957年鹰厦铁
路贯通漳平后，到 21世纪以来掀起高速公路、高
速铁路建设热潮，龙岩先后建成通车里程673公里
的 7条高速公路、营业里程 744公里的 7条干线铁
路 （其中 3 条高铁） 和 1 个机场，实现县县通高
速、乡乡通干线、村村通客车。山峦叠翠中，红
色苏区变身“绿色枢纽”。

产业谋划，大山里有格局。从上杭山沟中走
出的紫金矿业，眼下正布局全球。在非洲刚果河
流域，集团投资的卡莫阿卡库拉铜矿正在紧锣密
鼓建设中，预计每年可贡献30万吨铜产量。

26 年前的紫金矿业，还只是上杭县的矿产公
司，凭借丰富的紫金山金铜矿资源，靠山吃山。
2005 年，公司毅然迈出国门，搏击国际市场。如
今的紫金矿业，位列全球有色金属企业前十、是
全球黄金企业当仁不让的龙头。

龙头起，产业活。立足自身禀赋，龙岩构建
起有色金属、机械装备、文旅康养等六大产业。
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 2393.3 亿元，财政总收入
296.8 亿元，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 300 多
倍、3400多倍。

本报北京12月 26日电 （记者
张璁）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通过官
方网站及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
博对外发布了 《出入境证件简明手
册》（下称 《手册》），持续推动出
入境证件便利化应用事项全面落实
落地。

《手册》着眼于向社会机构和公

众宣介普及出入境证件相关知识，内
容涵盖普通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
出入境证件，重点介绍了证件版式、
编码规则、签发机关、签发对象等
内容。《手册》还介绍了认证平台基
本功能和对接使用的相关规定。

《出入境证件简明手册》发布《出入境证件简明手册》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魏玉坤） 2019年以来，全国新
改建农村公路 29 万公里，提前实现
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26日
召开的2020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
上介绍，2019 年以来，“四好农村
路”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新改
建农村公路29万公里，实施“畅返
不畅”整治工程7.9万公里，农村公
路实现通村畅乡；新增通客车建制
村超过9400个，其中贫困地区超过
5800个，24个省份实现所有具备条

件的乡镇、建制村通客车；深化农
村公路管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路长制”得到有效推广，新创建 83
个“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李小鹏表示，下一步，交通运
输部将加大贫困地区通客车攻坚力
度，确保 2020 年 9 月底前实现通客
车目标。以“三区三州”为重点，
推动连接贫困地区铁路、高速公
路、普通国道等对外骨干交通网建
设，大力推进撤并建制村等人口较
大规模自然村、抵边自然村通硬化
路，持续推进乡镇运输服务站建设。

今年新改建农村公路29万公里
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

本报北京12月 26日电 （记者叶晓楠） 26 日，
全国妇联举行第二届新时代“巾帼志愿者暖心故
事”揭晓仪式。揭晓仪式上，《一个编辑部与一所小
学》《运河星服务队暖心故事》《绽放》《八姑娘为你
撑起一片天》《致敬，平凡生活中爱的行动与坚持》

《守护碧海银滩 弘扬良好家风》《骑楼城里的“爱心
姑妈”》《将爱播洒人间》《承诺》《公益之路·大爱
同行》 等入选巾帼志愿者十大暖心故事。这些故事
均选自新时代巾帼志愿者暖心故事征集与网络展播
活动。该项活动自今年 7 月启动以来，共展播各地
和有关组织报送的视频 500 个，累计互动传播量达
7100万次。

巾帼志愿者暖心故事揭晓

在12月26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
人吴谦就中俄伊海上联演、2019年中国军事训练工作等
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 美不得实施国防授权法案涉华消极条款

就美方签署“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吴谦说，我
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立即停止干涉中
国内政，不得实施法案涉华消极条款，以实际行动维护
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大局。

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方签署“2020财年国防
授权法案”。吴谦表示，该法案涉华内容包含涉台、涉
港、涉疆等多项消极条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
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破坏中美两
国两军关系发展，损害中美互信与合作。中国军队对此
坚决反对，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 中俄伊海上联演是正常军事交往活动

吴谦说，根据中国、俄罗斯、伊朗三国军队达成的
共识，中俄伊海上联合演习将于12月27日至30日在阿曼
湾地区举行。中国海军派西宁号导弹驱逐舰参加。此次
演习旨在深化三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合作，展示三方共同
维护世界和平与海上安全、积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
体”的良好意愿和能力。

“这次演习是中伊俄三国开展的正常军事交往活动，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与地区形势没有必然联

系。”吴谦说。

■ 中坦联训旨在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根据中国、坦桑尼亚两军达成的共识，12月下旬至
2020年1月中旬，中坦“真诚伙伴－2019”联合训练在坦
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吴谦说，此次训练旨在深化
中坦两军务实合作，推动构建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
型安全伙伴关系。

■ 2019年全军实战化训练掀起新高潮

吴谦说，1月 4日，习主席签署军委 1号文件发布训
令，引领激励全军官兵实战实训、按纲施训、从严治
训，不断深化新时代练兵实践，实战化训练掀起新高潮。

一是战略训练牵动战区联合训练和军兵种部队训练
创新发展，军委机关部门训练为全军带了好头；二是各
方向各领域应对现实安全威胁训练针对性更强；三是群
众性大练兵向关键岗位深化、向核心能力聚焦、向新质
力量拓展；四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实现“办赛水平
一流、参赛水平一流”的筹办目标，在世界军人运动史
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中国印记；五是开展41场中外联演联
训联赛，对外军事训练交流与合作综合效益更加明显；
六是举办全军院校长集训，决策全面实施人才强军战略
和院校优先发展战略，立起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七是
出台军事训练监察条例；八是重构军事训练保障体系布
局。 （综合本报和新华社消息）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龙岩龙岩：：红土地红土地 正青春正青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颜颜 珂珂 刘晓宇刘晓宇

山林掩映下山林掩映下，，古田会议旧址静伫古田会议旧址静伫。“。“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大字八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辉。。九十载光芒闪耀九十载光芒闪耀，，给了闽西大地怎样的精神力量给了闽西大地怎样的精神力量，，当下又焕发出怎样的时代气质当下又焕发出怎样的时代气质？？

再访红色闽西再访红色闽西，，一路思索一路思索，，一路感悟一路感悟。。

忠诚干净有担当

10 万儿女参军，2.36 万烈士在册——闽
西大地，浸润着鲜血，镌刻着忠诚。

“听党话、跟党走”，是龙岩人的红色基
因。

“红土先锋”是龙岩打出的党建品牌。
700多个工作室，就为了解决群众身边的件件
小事。

龙岩公交公司“红土先锋党支部工作
室”，听到市民反映某小学没有直达公交车的

“吐槽”后，马上开通了 51 路“党员示范线
路”公交线。“为群众做好一件件小事，心近
了，先锋作用也就体现了。”工作室负责人欧
月萍这样理解“先锋”的含义。

2018 年 9 月，首届“中国廉洁创新奖”
授给了龙岩。龙岩市纪委负责同志表示：“敢
于啃前人不敢啃的硬骨头，这是龙岩人应有
的担当。”

龙岩汀江临江楼，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
写下名句，“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
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90年过去，这里
春光依旧，红土地，正青春。

压题图：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莆永 （莆
田至永定） 高速公路旁美景。

张 炜摄

改革创新有勇气

夜幕降临，武平县东留镇的公路上，依旧车
流不息。

一盆盆名为“富贵籽”的观赏花卉，正被装
车运往沿海市场。它们来自周边山林，林下种
植、林下采摘，在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 90%，年
产值超过3.5亿元。

花香飘远，“富”留当地。这一切，都得益于
2002年开始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改前，“要致
富，偷砍树，一夜变成万元户”；林改后，“管好
自家山，看好自家林”，林下“花开富贵”，变绿
成金。

红色赋予了龙岩人不惧牺牲的刚强勇毅，也
给了他们不惧难题的创新勇气。从“林改第一
县”武平到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从行政
审批服务的“龙岩标准”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

“龙岩模式”，闽西红土地瞄的是难题，破的是困局。
过去，因为开发企业材料不齐、办证手续繁

琐等原因，购房人从交房到拿证少则几月、多则
数年。龙岩梅林新村福乐花园小区的产权证，一
拖就是 20 多年。2018 年 9 月，业主们不得不向新
任市委主要领导写信诉苦。

“我们不能再等，先走一步看看。”今年5月，龙
岩在中心城区推行不动产登记改革。新建商品房
项目，住权与产权同步，“交房即交证”。龙岩从
此又多了一项改革“第一”，领跑福建，闻名全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
电 （记者杨雅雯） 在 26 日举
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
军高官频繁发声、渲染所谓

“中国军事威胁”一事，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中
国 有 个 成 语 ， 叫 “ 贼 喊 捉
贼”，希望美方着眼大局，改
正错误，同中方相向而行。

吴谦说，近年来，美国
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侵犯
他国主权，所到之处硝烟四
起，无辜民众伤亡巨大，大
量难民流离失所。

吴谦指出，美国 2019 财
年国防费高达 7160 亿美元，
不久前通过的“2020 财年国
防授权法案”进一步将国防
费增加至 7380 亿美元，占世
界 军 费 总 开 支 的 40% 以 上 ，

“居然还好意思指责他国军费
规模巨大？”

“错误的行动源于错误的
理念。”吴谦指出，美方对中
国发展的打压遏制，源于其

“中国观”走入歧途；美方对
自身绝对安全的过度追求，源于其“安全观”
狭隘自私；美方对国际秩序的冲击破坏，源于
其“世界观”出了问题。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希望美方着
眼大局，改正错误，同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实
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吴
谦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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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时节，全国
各地因气温差异，呈
现不同类型美景。

左图：一名游客
在河北省平山县沕沕
水景区冰瀑游览。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右图：一只绣眼
鸟在贵州省贵阳市水
东路街道旁的冬樱花
枝头采食花粉。

张 晖摄
（人民视觉）

中建路桥
集团建设发展
公司近日开展

“ 路 桥 志 愿
行，温暖回家
路”关爱农民
工活动，青年
志愿者积极为
年龄较大的农
民工代购回乡
火车票。
魏勤英 刘洋

摄影报道

温暖回乡路

“非常美”无障碍服装推出

由中国残联、北京市残联指导，北京服装学院
主办，北京服装学院无障碍服装研究中心、北京市
肢残人协会承办的“非常美”无障碍服装发布会日
前举行。图为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陈劲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