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新闻

链接

本报11月8日讯 今天，根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要求，省
委常委班子利用一天时间召开汲
取向力力案深刻教训专题民主生
活会。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有关文件要求， 以向力
力为反面典型， 紧密联系班子和
个人实际进行对照检查、 深刻剖
析，切实提出整改措施，进一步压
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
作总结讲话，省委常委出席会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中央组织部
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会上， 杜家毫首先代表省委
常委班子作对照检查， 并带头作
个人对照检查发言， 班子成员逐
一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发言， 相互
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大家
坚持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
去，把工作摆进去，达到了汲取教
训、“以案促改”、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的目的。

杜家毫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省委坚持党要
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刀刃向
内的勇气向顽瘴痼疾开刀，推动
全省政治生态不断净化，但向力
力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在一定程
度上折射出我省全面从严治党
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杜家毫强
调，省委常委会及常委同志要带
头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政治担
当，以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为新
起点，自觉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
穿党的建设各领域全过程，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果。带
头守纪律讲规矩重自觉，始终做
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和落实民主
集中制， 加强权力运行制约监
督，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现
象，在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上作
出表率。带头履行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始终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持之以恒纠“四风”、改作风，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促
进全省政治生态持续净化。

■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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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
院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人口
普查条例》规定，国务院决定
于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

《通知》指出，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开展的重大国情
国力调查。 普查对象是普查标
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
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普查的
内容包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
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
行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
育、死亡、住房情况等。普查标
准时点是2020年11月1日零
时。 ■据新华社

不建一座玻璃吊桥或者玻璃
栈道，就落伍了，中国的景区正在
被裹挟进这样一个现实里。“排除
一些知名度极低的景区，目前国内
的玻璃吊桥、栈道、观景平台等项
目已经超过2000个。” 杜洪波是一
个景区投资人，从事了多年生态景
区的设计和开发，他告诉《中国新
闻周刊》，玻璃栈道、玻璃吊桥在国
内走红，是从湖南省张家界“云天
渡”玻璃桥这个“明星项目”开始
的。（11月7日《中国新闻周刊》）

玻璃吊桥和玻璃栈道近几年越
来越火，是不少景区都有的“网红景

点”，去这些桥上或栈道上体验一下
刺激惊险，再拍个照，成了不少游客
外出旅游的首选。目前，从普通玻璃
桥面到5D“破裂效果”，再到最新款
的9D玻璃桥， 全国各种系列的玻璃
桥项目已经高达2000多个。

毋庸置疑， 这些玻璃桥带来的
旅游经济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几乎
成了各景点的“印钞机”。张家界大
峡谷玻璃桥， 总投资额为2.6亿，可
“云天渡”景点自2016年投入市场后，
在玻璃桥的吸引下，至今已接待游客
达760余万人次， 营业收入12亿元，
可谓回报丰厚。北京京东石林峡415

平方米的玻璃观景台， 也使得当地
的游客量剧增， 从以往全年的不到
10万人次猛增到如今的每年70万人次。

景区自然是赚得盆满钵满，乐
不可支，但在“刺激”和“尖叫”旅游
经济的背后，却是令人惊愕的管理
漏洞：整个行业无行业规范、无验
收标准、无监管主体。这意味着什
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前往旅游体
验的玻璃栈道或玻璃桥，并没有一
个统一的建设标准，工程质量也是
千差万别，而无监管主体则意味着
各地的工商、安监、国土等监管部
门对此并没有实施监管，无监管即

无约束，那么安全性也就没有一个
可靠的保障。事实上，近两年来玻
璃桥、玻璃栈道的安全事故确实频
发，也造成了人员伤亡，这些都迫
切需要相关的措施出台，将追求旅
游经济而大批量投建的玻璃桥、玻
璃栈道切实监管起来。

尽管目前国家层面出台了《关
于加强A级旅游景区玻璃栈道项
目管理的通知》， 河北省也于今年
出台了全国首个专门针对玻璃栈
道、玻璃吊桥建设与管理的地方性
法规，但这远远不够。景区转型升
级之下，试图通过刺激旅游体验提

升经济收入的冲动，使得运营者极
容易冒险投建类似项目，且在尚无
统一标准的前提下压缩成本投入，
埋下安全隐患。况且，现在正在使
用的一些玻璃桥、玻璃栈道，也不
排除存在质量隐患的可能性。

因此，国家需要出台相关的公
共政策，统一行业标准，对于目前花
样繁多的玻璃景观项目，尤其是那些
“三无”玻璃景观项目，应就其质量和
安全进行重新评估和论证， 不符合
标准的必须停止运营，限期整改，以
免在安全不够之下让游客“高处不
胜寒”。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七十载光辉岁月， 九万里
风鹏正举。 在人民空军成立70
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1月8日出席庆祝空军成立70
周年主题活动，代表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 对空军成立70周年表
示热烈祝贺，向空军全体官兵致
以诚挚问候。

上午10时15分许， 习近平
来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中国
航空博物馆。 英雄广场上，“蓝
天魂”雕塑庄严肃穆，“胜利之
火”火炬熊熊燃烧。习近平首
先向人民空军英烈敬献花
篮，他迈步上前，整理花篮缎
带，向人民空军英烈三鞠躬。
70年来， 人民空军英雄辈出。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
英烈的英雄事迹，世代发扬英
烈的英雄精神。

随后， 习近平参观了庆祝
空军成立70周年主题展览。展
览分为“蓝天铸忠诚”和“奋飞
新时代”两个展区，展出各型飞
机9架，图片、实物1500多件，再
现了人民空军70年的光荣历史

和发展成就。一张张图片展板、
一件件实物模型、 一段段视频
资料，吸引了习近平的目光，他
不时驻足观看，认真听取讲解，
询问有关情况。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
亲切接见空军先进单位和英模
代表，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争取更大光荣。

习近平指出， 人民空军走
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 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 一代代空军官兵
胸怀凌云壮志，搏击万里长空，
推动空军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
成就，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建立了不朽功勋。人
民空军不愧是党和人民可以信
赖的部队。

习近平强调， 人民空军站
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要深入
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深
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牢记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
勇于创新超越， 努力把人民空
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不
断创造新的更大的业绩！

■据新华社

玻璃栈桥无“国标”，让人“高处不胜寒”

习近平在出席庆祝空军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时强调 发扬光荣传统 勇于创新超越

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

空军党委11月7日下午在
京举行仪式，为获得“推进空军
战略转型十大杰出人物”的10名
同志、获得“空天勇士”重大贡献
奖的6名同志颁奖， 激励空军广
大官兵以他们为榜样，努力把人
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

人民空军自1949年11月
11日成立以来， 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矢志一流、拼搏奋斗，不
断取得新发展、实现新突破、创
造新业绩。 特别是上世纪90年
代开启战略转型以来， 各项建
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
性变革，各兵种、各行业、各领
域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代表。
为褒扬他们的显著功绩， 空军
党委表彰新机改换装开拓者吕
广坤、 践行党的创新理论模范
曹世奇、 夏北浩精神时代传人
窦树军、空降勇士李振波、防空

反导技术专家席吉虎、 雷达兵
部队转型先锋王军锋、 英雄试
飞员李中华、空军战略理论首
席专家尚金锁、空军首位中国
科学院院士李应红、空军首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泽等10
名同志为“推进空军战略转型
十大杰出人物”。

为表彰先进、 激励部队，空
军授予首届“金头盔”获得者、建
功蓝天谋打赢的优秀指挥员郝
井文，直面飞行风险、正确处置
突发重大特情的典型代表刘允
强、耿丽笋，空军首位“金头盔”
“金飞镖”双料飞行员王立，空军
首位3次夺得“金头盔”飞行员、
国产某新型战机部队指挥员蒋
佳冀， 我国某新型战斗机验证
机首飞试飞员李刚等6名同志
“空天勇士”重大贡献奖。

■据新华社

空军“十大杰出人物”和6名“空天勇士”获表彰

明年开展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

省委常委班子召开汲取向力力案深刻教训专题民主生活会
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舞水湾滩特大桥
首桥完成合龙

11月8日， 渝怀铁路增建
二 线 全 线 工 期 控 制 性 工
程———舞水湾滩特大桥3号桥
完成合龙，该桥作为全线架梁
唯一进出通道，其完工标志着
全线“咽喉”工程打通。舞水湾
滩特大桥包含1、2、3号三座特
大桥，并行于怀化舞水河上同
时施工。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田尧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