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秦高速遵秦段
加紧施工建设

目前，由中建路桥集团参与承建

的京秦高速公路遵（遵化）秦（秦皇

岛）段正在加紧施工，各项工程进展

顺利。据介绍，京秦高速公路遵秦段

项目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

“四纵四横一环”骨架的重要组成部

分，线路全长 165 公里，预计 2022 年

底建成通车。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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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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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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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至 2020 年，我国实施了

第一轮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

等12个重点领域和现代物流、知识产

权、食品安全等9个现代服务业领域，

累计开展了 1264.3 万人次知识更新

继续教育活动，建设了 200 家国家级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完成了

每年约百万人次高层次急需紧缺专

业技术人才的培训任务。

上述负责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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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将启动新一轮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泰国计划 11 月起
对完成疫苗接种的
国际旅客逐步开放

新华社曼谷 10 月 11 日电 泰国

总理巴育 11 日宣布，该国计划 11 月

起对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国际旅客

逐步开放，来自低风险国家和地区的

此类旅客入境后无须隔离。

巴育当晚在电视讲话中说，泰国

的新冠疫苗接种进程显著加快，他已

指示该国新冠疫情管理中心和卫生

部 考 虑 逐 步 开 放 国 际 旅 客 入 境 事

宜。根据这一计划，自 11 月 1 日起，

从泰国政府认定的低风险国家和地

区搭乘飞机抵达泰国的国际旅客，如

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且持有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入境后无须进行隔离。

巴育表示，首批低风险国家和地

区名单包括中国、英国、新加坡、德国

和美国等，此后将逐步增加更多国家

和地区。

由于疫情持续趋缓，泰国政府已

于9月1日和10月1日分步解除部分

限制措施和缩短入境泰国后的隔离

时间，以逐步恢复国内经济。

泰国新冠疫情管理中心11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泰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10035例，新增死亡病例60例。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中国

赛艇集训队备战巴黎奥运会训练营

11 日在国家北京顺义体育训练基地

开营，这意味着中国赛艇正式吹响巴

黎奥运会备战号角。

训练营营长徐权介绍说，本次训

练营将通过公开测试选拔的方式，择

优补充运动员进入国家集训队；参加

选拔的 124 名运动员已集结完毕，将

立刻投入到测试和训练中。

队员张书贤表示，将以满腔热情

完成每天的训练，把基础打牢、补足

短板，力争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

东京奥运会铜牌得主张亮寄语

新队员：“希望你们能坚定赛艇人的

体育初心，牢记强国使命，在奥运赛

场上升国旗、奏国歌。”

中国赛艇协会主席刘爱杰表示，

进入巴黎奥运会备战周期后，赛艇项

目要从快速发展模式转变为高质量

发展模式；举办本次训练营就是为了

选拔、发现人才，加强国家队后备人

才建设，让中国赛艇实现真正的可持

续发展。

据介绍，巴黎奥运会周期，中国

赛艇协会将改变过去国家队长期集

训的方式，让运动员在每期训练营结

束后回地方队训练。这一方面有利

于新老运动员相互促进、完善人才梯

队建设；另一方面有利于调动运动员

的训练热情和主动性，让运动员始终

保持较好的竞技状态。此外，运动员

也可以将在国家队学到的先进训练

理念和方法带到地方队，促进中国赛

艇水平整体提高。为保证运动员备

战训练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运动员在

省区市训练期间，国家训练营委员会

将给他们布置“家庭作业”，即制定体

能训练标准并加以监督评价。

中国赛艇吹响巴黎奥运会备战号角

新华社昆明10月12日电 12日，

随着最后一组钢轨安放到位，中老铁

路全线铺轨完成。这是中老铁路建

设的重大进展，标志着全线进入通车

前的建设冲刺阶段。

当日上午，云南境内的曼木树隧

道洞口处，中铁一局施工人员操作我

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长轨牵引车，将一

组 500 米长钢轨精准推送到位，两边

的钢轨连在一起。泛着光泽的钢轨如

巨龙，从昆明起步，穿山跨江，经中老

铁路友谊隧道进入老挝，抵达万象。

中老铁路是我国“一带一路”倡

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

对接的重要项目，北起云南省昆明

市，南至老挝首都万象，全线 1000 多

公里，隧道167座。其中，国内玉溪至

磨憨段 508 公里，有隧道 93 座，总长

398公里，桥隧比87.3%。

如同“地质博物馆里”修铁路，软

岩、涌水等难题频出。开工后，建设

者制服诸多“拦路虎”。比如，景寨隧

道发生涌水突泥等险情近千次，单日

最大涌水7.5万立方米。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副总经理

张新锦说，建设者以科技创新攻克多

个世界技术难题，为我国高原山区铁

路建设积累宝贵经验。

去年 4 月，玉磨段开始铺轨。参

建各方优化方案和资源配置，采用机

械化、自动化铺轨机组和施工信息化

等手段，提高轨道精度和施工效益。

“我们创造了 80 天铺轨 500 公里的成

绩。”中铁一局玉磨铁路项目部铺轨

队队长冯斌说，我们应用国内首创的

北斗自动巡航走行定位系统引导的

操作模式，实现智能铺轨。

“建成通车后，昆明至万象有望

实现直达运输、当日通达。”张新锦

说，要让中老铁路成为美丽的生态廊

道，建设遵循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

态环境的原则，其中，为保护野生亚

洲象，线路方案避开野象主要活动区

域，采取以桥代路、设置大象通道等

措施。

接下来，铁路部门将全力推进轨

道精调、“四电”设备安装调试等工

作，力保年内开通运营。

中老铁路全线铺轨完成

不结盟运动会议
呼吁国际社会
坚持多边主义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 10 月 11 日
电 纪念不结盟运动成立 60 周年高

级别会议 11 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

格莱德开幕，与会者呼吁国际社会坚

持多边主义，加强合作与团结。

本次会议由塞尔维亚和不结盟

运动轮值主席国阿塞拜疆联合举办，

会期两天，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视频

致辞中说，阿塞拜疆愿加强不结盟运

动内部的合作，加强不结盟运动在应

对全球挑战方面的作用。在遵守国

际法规范和原则等方面，存在着“双

重标准”和选择性做法，它们严重影

响了全球冲突的公正、公平解决。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发言中

表示，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 要 促 进 多 边 主 义 和 多 边 国 际 秩

序。国际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提醒人

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可以自给

自足的孤岛”，合作与团结是通向繁

荣的唯一途径。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此次会议

的信中表示，不结盟运动始终坚持平

等、尊重主权和合法权益的原则，主

张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进行建设

性的多边对话，他高度评价不结盟运

动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俄罗斯外

长拉夫罗夫在宣读普京信件后说，俄

罗斯作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将发

挥协调作用，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

在发言中表示，不结盟运动是全球多

边体系的一个基石。尽管国际形势

已经发生变化，但世界对外交和多边

主义的需求没有改变。

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1961

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不结盟运动正

式成立。不结盟运动目前有 120 个

成员国和 18 个观察员国，在国际社

会具有广泛代表性。中国于 1992 年

9月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

公益广告

永康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永康市融媒体中心

宣

风险隐患底数清

，抗灾减灾能力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