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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 2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月 27日

给安徽省太和县的种粮大户徐淙祥回信，向

当地的乡亲们表示问候，对全国的种粮大户

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我记得你这个安徽

太和的种粮能手。得知你家种植的小麦喜

获丰收，儿孙也跟着你干起了农业，我感到

很高兴。

习近平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

粮食生产，我一直都很关注，基层调研时也

经常到田间地头看一看。这些年，党中央

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举措，

就 是 要 让 中 国 人 的 饭 碗 牢 牢 端 在 自 己 手

中，就是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日

子越过越好。希望种粮大户发挥规模经营

优势，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

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

贡献力量。

徐淙祥是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旧县镇

张槐村农民，一直潜心钻研农业科学技术，

2010 年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逐渐

成为当地种粮大户，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种粮标兵等荣誉称号。2011 年 4 月，习

近平到张槐村考察时，曾向他和乡亲们了解

小麦种植情况。近日，徐淙祥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信，汇报了十多年来从事粮食生产、帮

助群众脱贫等情况和体会，表达了继续做好

农业研发推广工作，带动更多农民多种粮、

种好粮的决心。

习 近 平 回 信 勉 励 种 粮 大 户

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
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

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新疆考察，两次在中央

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战略

和全局的高度提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新疆

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

标，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努力建设团

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

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坚持把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
总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战

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2020 年 9 月，

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

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习

近平总书记把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高到

稳疆安疆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定不移实

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同时必须紧紧围绕改

善民生、争取人心来推动经济发展”，强调

“要通过抓发展、惠民生，让群众有事干、有

钱挣、有盼头，不断增强党在各族群众中的

凝聚力，不断增添爱国爱疆正能量”，要求

“紧紧围绕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多搞一些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多办一些惠民生

的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

问题，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

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201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喀什

地区疏附县阿亚格曼干村考察，走进村民

阿卜都克尤木·肉孜家，同乡亲们共话党中

央惠民政策的贯彻落实。

“从脱贫攻坚到接续乡村振兴，这些

年，党的好政策就像甜蜜的葡萄，一串接一

串。”阿卜都克尤木说，“村里设立了学习微

课堂，一有好政策，第一时间大家就能看得

到、听得懂。过去我们这里是贫困村，现在

大家搞养殖、搞苗木种植，人人有事干、有

钱挣，日子越过越红火。”

阿亚格曼干村的变化，是新疆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缩影。

南疆的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

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州，

曾是脱贫攻坚战中的“硬骨头”。新疆因

地制宜，实施农村安居工程、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落实落细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实

现应保尽保；实施易地搬迁、转移就业、产

业扶持……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实施，让

这些地区面貌一新。2021 年，新疆制定完

善发展产业、稳岗就业、综合保障兜底等措

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

振兴。一项项举措，展现了新疆各族群众

共谋发展的奋进姿态。

2012 年至 2021 年，新疆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 17921元增长至 37642元，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6394 元增长至

15575 元；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所有地州市

迈入高速公路时代，民用机场目前总量达

24 个；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标准化率均

达 100%；至 2020年底，新疆 308.9万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3666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一

组组数字，见证了新疆在新时代的坚实发

展步伐。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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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密克戎变异株绝大部分能在 7天内检

出。”在 6月 2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王丽萍

表示，基于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九版）》对疫情相关风险人员的隔离管控

时限和方式进行了优化。

当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在国

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全文公布了《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因时因势对疫情

监测、风险人员的隔离管理、中高风险区划定

标准等进行了调整。

隔离管控时限缩短，
方案调整是优化不是放松

王丽萍介绍，第九版防控方案将密切接

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14 天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7 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

“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 天居家健康监

测”，核酸检测措施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第

1、4、7、14 天核酸检测，采集鼻咽拭子，解除

隔离前双采双检”调整为“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第 1、2、3、5、7 天和居家健康监测第 3 天核

酸检测，采集口咽拭子”，解除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前不再进行双采双检。密接的密接管

控措施从“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调整为

“7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 1、4、7 天核酸

检测。

“第九版防控方案是对防控措施的优化

调整，不是放松防控，而是要求更高、更规范、

更准、更快。”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雷正龙介绍，新版防控方案的落

实关键是要把该管住的重点风险管住、该落

实的落实到位、该取消的要坚决取消，进一步

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充分利用资

源，提高防控效率，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

新版方案加密高风险职业人群的核酸检

测频次，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抗原检测

作为疫情监测的补充手段。新版方案还新增

了药品监测要求，这意味着本土疫情发生后，

购买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素、感冒等药物

的人员需要进行实名登记，这便于督促用药

人及时开展检测。

同时，方案里还明确了不同场景下区域

核酸检测策略，对省会城市和千万级人口以

上城市、一般城市、农村地区，分别明确了发

生疫情后区域核酸检测的启动、终止条件及

相应的核酸检测策略。

（下转第二版）

缩短隔离期限 第九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来了

江西省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孙观发的

笑脸照最近上了村口的“笑脸墙”。村里富硒

产业和旅游产业越办越红火，孙观发种植的

富硒农产品也成了抢手货。搞民宿、办餐馆、

开超市，孙观发家里去年收入 25万多元，生活

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上。

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十年，是国家给予帮

扶支持最多的十年，也是赣州经济社会发展最

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老百姓受益最多的十年。

发力现代农业，好货扎堆儿

6 月，行走在赣州的梯田之间，绿意正在

拔节生长。

在赣州大余县黄龙镇大合蔬菜基地，技

术员储金涛正在查看大棚西瓜的收获和采摘

情况。与传统种植模式不一样，这里的西瓜

种植全部采用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研发的

稀土转光农膜和稀土 LED（发光二极管）补光

灯技术，有了这两项新技术的日夜“照看”，地

里的西瓜不仅产量高，品质还好，一上市就成

了消费者争相抢购的“香饽饽”。而在此之

前，这里的西瓜因为名气小、品相一般、交通

不便等原因，不好卖。

十年振兴浪潮涌，红土旧貌换新颜。

近年来，现代农业已在赣南地区扬优成

势。赣南脐橙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区域品牌

（地 理 标 志 产 品）水 果 类 第 一 、实 现“ 七 连

冠”；“赣南茶油”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连续 4 年荣登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

牌百强榜。建成蔬菜大棚 28 万亩，认定粤

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 48 家，赣南

蔬菜成为新的富民产业。全市规模以上农

业龙头企业由 2011 年的 411 家增加到 2021

年的 682 家，赣县、信丰被认定为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

搭乘电商快车，农产
品销路不用愁
“摘下就发货啦，现拍现摘绝对新鲜”“原

生态种植，有机不打药，皮薄汁水足”……在

赣南老区，各村的果农们纷纷当上了“村播”，

用他们原本想都不敢想的方式，让赣南脐橙

不愁销路。

在赣州市安远县鹤子镇阳佳村智运快线

基站，管理员郭建明把果农送来的脐橙放进

穿梭机器人中。穿梭机器人沿着索道在空中

飞快滑过，将脐橙送达镇里的电商运营中

心。中心工作人员从穿梭机器人中取出脐

橙，检查后装箱发到全国消费者手里。整个

流程无缝衔接，实现了家门口就能发货。

“放在以前，要么是我们自己运到圩上去

卖，要么就等着外地客商低价来收购，好果子

贱卖，心里不是滋味。”“乡村播客”兰森娣高

兴地说，现在好了，顾客网上一下单，果园就

可以直接发货，顾客能吃上最新鲜的果儿，售

价也合理，每年的脐橙销售季她都巴不得一

分钟掰成两半儿用。 （下转第二版）

乡 村 振 兴 “ 赣 ”出 好 日 子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十周年系列报道之二

8月 10日—12日，2022世界 5G大会将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线上线下同步召开，

大会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报名系统将于

7 月 5 日正式开通。本届大会由国家发展

改革委、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与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大会组委会介绍，以“筑 5G生态，促共

创共利”为主题，2022 世界 5G 大会期望推

动全球产业链构建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

的科技合作体系，加快科技创新与数字经

济发展进程，让 5G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

更紧密地融为一体，进一步构筑 5G 生态，

协力开创后疫情时代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据了解，2022 世界 5G 大会由会、展、

赛、投资洽谈等环节组成。

开幕式、主论坛将释放国家及相关政府

部门针对 5G 产业发展的关键信息，分享专

家学者、国际组织代表及行业领军企业就5G

生态构建和行业创新的观察。“国际合作”“技

术前瞻”“5G及数字产业”“5G+行业应用”4

大板块共14个分论坛或主题研讨会将围绕

5G 全产业链分享前沿技术、创新产品、典型

应用。大会设立的精品展区，将采用线下展

览和云上展厅虚实结合的方式，全面展示5G

全生态布局及5G上下游全产业链的前沿技

术、创新产品、生产制造、典型应用。

“2022 世界 5G 大会 5G 融合应用揭榜

赛”决赛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闭幕式将

为获奖项目颁奖。展现 5G 行业应用落地

成果的“2022 年 5G 十大应用案例”也将在

大会期间发布。

中国工程院院士、未来移动通信论坛

理事长邬贺铨说：“中国 5G 将进一步与产

业技术深度融合，‘腾云驾物’、融智赋能，

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为 6G

的技术研究做好前期准备。”

大会组委会强调，黑龙江省产业基础、

科教人才、生态环境等优势突出，发展数字

经济潜力巨大，2022 世界 5G 大会落地哈

尔滨，希望能为黑龙江省正大力实施的产

业振兴计划赋能、提效、增值。

2022世界5G大会再筑高端交流平台

徐淙祥同志：
你好！来信收到了，我记得你这个安徽太和的种粮能手。得知你家种植的小麦喜获丰收，儿

孙也跟着你干起了农业，我感到很高兴。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粮食生产，我一直都很关注，基层调研时也经常到田间地头看一

看。这些年，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举措，就是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就是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日子越过越好。希望种粮大户发挥规模经营优

势，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请代我向乡亲们问好！

习近平
2022年6月27日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回 信

2022 世界 5G
大会海报

图片来源：
大会组委会

在太空生活，什么事最费力、最难办？航

天员翟志刚表示：“铰脚趾甲。”

“第一，这脚收不回来，得扳着。第二，脚

上的趾甲不能乱飞，得控制，铰一个逮一个，完

了放到吸尘器里头。”翟志刚说。他介绍，类似

的生活细节，包括在天上睡眠采用什么样的姿

势，怎么能睡得又香又甜，每人都有小技巧。

6月28日，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翟志刚、

王亚平、叶光富天外归来 74天后，在北京航天

城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围绕大家关

心的问题，他们分别介绍了情况，畅谈了感受。

王亚平是我国首位出舱女航天员，能够

获得这一机会，她表示非常幸运。

“在出舱的那一刻，我感觉像是打开了另

外一个世界的门，飘出舱外，置身浩瀚宇宙、尽

享天外之天。”王亚平说，“宇宙的美，震撼了

我，宇宙的深邃，始料未及，而我们居住的蓝色

星球悬居其间，平静、美丽而祥和，那是一种从

未有过的体验和感觉。” （下转第二版）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返回后首次亮相——

“我们的‘感觉良好’一定会继续”

6月28日，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叶光富（左二）、翟志刚（右二）、王亚平（右一）敬礼致意。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摄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香港已经回归祖

国 25年。25年来，香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

益以新创，不断塑造自己的现代化风貌。尽

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一国两制”在香港

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香港回归祖国 20 多年不平凡的历程充

分证明，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维护国家根

本利益，有利于维护香港根本利益，有利于维

护广大香港同胞根本利益。”

“对香港、澳门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

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

‘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

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

“祖国一直牵挂着香港、澳门的繁荣稳

定。只有和衷共济、共同努力，‘一国两制’才

能行稳致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

略和全局的高度，就香港工作发表一系列重

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推动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行稳致远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下转第三版）

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一国两制”香港实践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