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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

司消息，景寨隧道最后一块整体

道床板 10 月 3 日晚浇筑完成，

标志着中老铁路全线无砟轨道

施工完成，为后续铺轨贯通和年

底通车运营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了解，景寨隧道位于云南

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

境内，是全长 9.5 公里的单线隧

道。 开工以来，景寨隧道涌水突

泥、坍塌、软岩变形等险情频发，

经各参建单位努力， 今年 6 月 5

日安全贯通，是中老铁路全线最

后贯通的一座隧道。

9 月 23 日， 景寨隧道开始

进入无砟轨道施工。 无砟轨道是

新建铁路铺轨前的最后一道工

序。 在单线隧道内进行无砟轨道

施工， 面临着施工空间狭小、施

工工效低等困难，为此中国铁路

昆明局集团滇南铁路建设指挥

部精心组织中交一航局、中铁二

十二局等施工单位配强资源，每

天投入 500 多人和 30 多台大型

设备，确保无砟轨道施工高质量

有序推进。

中老铁路全长 1000 多公

里，北起云南省昆明市，南至老

挝首都万象。 目前，全线路基、桥

梁、隧道、四电工程已全部完成，

静态验收全面展开，站房装饰装

修已接近尾声，正线铺轨已完成

97%。今年底通车后，云南昆明至

老挝万象有望实现直达运输、当

日通达。

中老铁路全线完成无砟轨道施工

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信张学

良。 信中指出：当日寇正在准备

新的大举进攻时， 反令胡宗南

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

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 对

此，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

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

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

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

方， 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

党军队的攻击， 以此作为我们

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 仅在国

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

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

击， 这些都是为着促进国民党

当局的觉悟。 先生是西北各军

的领袖， 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

中的重要责任者， 如能顾及中

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 即祈

当机立断， 立即停止西北各军

向红军的进攻， 并祈将敝方意

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

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

具体条件。 寇深祸急，愿先生速

起图之。

（来源：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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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 “十

一” 黄金周———

“十四五” 开局之年，中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

稳中向好，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号角已经吹响。在做好疫情防控

前提下，这个金秋假期，中国在流

动和忙碌中释放发展动力。

这是一个活力涌动的消费大

市场———

实体商超人气回升， 线上零

售增长强劲， 新业态新模式引领

消费潮流……持续升温的假日经

济，彰显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热力十足，线上线下消费加速复苏

国庆假期首日， 记者在位于

海南省海口市的海控全球精品免

税城看到，香化、酒水、电子产品

等区域人潮涌动，部分柜台前，等

待支付的消费者排起长龙。

“免税城不仅商品种类多，价

格便宜，服务也很好。 ” 来自湖北

的游客陈江莲告诉记者， 这次到

海南旅游，除了满足看海的愿望，

主要就是奔着免税购物来的。

据海口海关统计 ，10 月 1

日， 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

税购物金额 1.71 亿元，同比增长

122%。 随着进口渠道拓宽、免税

购物政策更完善， 越来越多的中

国消费者不出国门， 也能轻松选

购来自全世界的商品。

除了免税购物，传统百货零售

业也迎来“假日旺季” 。银泰百货

负责人告诉记者，假期前 3 天，旗

下多地门店客流量迎来新高，商

场精心组织了童话嘉年华、 汉服

主题巡游、 芝芝蜜桃音乐节等多

场主题活动， 进一步丰富线下场

景体验，促进假日消费。

“云端” 消费持续发力。 京

东大数据显示， 国庆假期期间，

智能电器等销售快速增长 ，北

京、上海等地扫地机器人交易额

同比增长约 4 倍，能满足动态摄

影的运动相机交易额同比增长

近 100%。不少人选择就地过节，

在美团平台上 ， 给父母的异地

“孝心订单” 增长迅速，部分城

市近 一周 订单 量环 比 增 长 超

200%。

黄金周， 历来是观察中国经

济的窗口。

受疫情和汛情等因素影响，8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 2.5%，增速回落幅度较大。消费

主引擎“后劲” 如何，备受关注。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

斌分析， 去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

消费大幅回落，下半年逐月回升，8

月以后基数不断抬高，所以今年下

半年以来同比增速有所回落，但消

费回升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

国庆期间， 各地展开了形

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上海

浦东启动全球消费品牌集聚计

划；云南开展“惠购金秋” 促消

费系列活动 ；湖北、广东 、河南

等多地在国庆期间发放惠民消

费券……一系列政策和活动加

持下，线上线下消费持续升温、

复苏脚步加快。

王斌预测，10 月份乃至整个

四季度消费仍将延续平稳恢复态

势。 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有望达到 44 万亿元， 比 2020

年增长 12.5%左右， 比 2019 年增

长 8%左右。

活力涌动，服务消费扮靓美好生活

金秋的微风拂面而过， 金色

的稻田阡陌纵横……在沈阳市沈

北新区“稻梦空间” 景区，来自周

边城镇的游客们纷纷拍照打卡，

欣赏如画的田园风景。

疫情发生以来，家门口“微

度假” 、短途游热度持续攀升，身

边的“诗和远方” 成为越来越多

人的出游选择。 飞猪数据显示，

今年国庆前一周，本地及周边游

预订量环比增长超 380%。 此外，

随着中小学生课外时间进一步

解放，亲子游学等旅行市场热度

颇高。

红色旅游备受青睐。 “十一”

假期，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

特左旗的红色大讲堂、 红色民宿、

红色文创商店等一批旅游设施，受

到各地游客欢迎；在甘肃省，天险

腊子口、长征“加油站” 哈达铺、红

军会宁会师旧址等遗址遗迹在国

庆期间迎来大量游客。

国庆档电影也在这个假期唱

响主旋律。 以《长津湖》《我和我

的父辈》 等为代表的影片紧扣时

代脉搏，弘扬奋斗精神，引发假日

观影热潮。 相关机构统计数据显

示，10 月 1 日至 3 日，我国电影票

房已超 20亿元。 不少观众选择在

光影魅力中， 感悟深厚的家国情

怀。 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祁怡菡

说，此生不悔入华夏，作为大学生，

我会传承中国精神， 努力奋斗、发

光发热。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步伐加

快，以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等为

代表的服务消费增长迅猛。 疫情

期间，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视听

等一系列“无接触” 服务呈爆发

式增长，越来越多个性化、定制化

服务受到消费者追捧。

“中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

的关键阶段，未来十年、二十年，

中国老百姓在医疗、健康、旅游、

职业教育、 文化信息产业等服务

领域的消费需求将越来越大。 ”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

长迟福林说， 中国将有望成为全

球最大服务业市场和服务型消费

新增市场。

“新” 风正劲，业态升级积蓄

发展新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历了

食品、服装、家电、住房、汽车等商

品消费“排浪式” 发展。 如今，中

国已然进入消费升级新阶段，持

续升级的业态模式、 不断更新的

消费面孔正在为中国经济积蓄发

展新动能。

新业态释放新活力———

星巴克全球首家环保实验店

“向绿工坊” 、文化生活概念影院

品牌 MOViE� MOViE 中国内地

首店……不久前新开业的前滩太

古里， 成为国庆期间上海最火热

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据其相关负

责人介绍， 首批开业的各类首店

已超过 50 家。

“首店经济” 、 网红快闪、VR

沉浸、 直播带货……今天的商品

零售，正在向个性化、数智化、高

效化发展，各类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涌现， 为中国市场注入新

活力。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

一款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

制” 的扫地机器人在国庆假期网

上销售火爆。 平台通过大数据分

析，发现除了智能避障、路径规划

等常规功能提升外， 自动集尘和

自动清洗功能成为消费者的新追

求， 商家根据需求精准定制的

“扫拖一体机器人” 一经推出便

走俏线上市场。

专家表示，不断升级的消费需

求正在加速供给侧变革，数智化社

会供应链形成协同效应，厂商柔性

制造能力越来越强，C2M 反向定

制成为商家发力角逐的新赛道。

新面孔撑起新空间———

“今年是我和老公结婚一周

年， 我们选择在国庆假期去云南

旅拍， 请专业摄影师记录这次有

意义的旅程。 ” 来自天津的“90

后” 李薇对记者说。

宠物摄影师、旅拍策划师、收

纳师……面对不断提档升级的消

费需求， 一批各具特色的新职业

应运而生。 “Z 世代”“小镇青

年”“精致妈妈”“新锐白领” 等

更加细分的消费群体，让“小而

美” 也能成为广袤蓝海。

游人如织的景区、 人气旺

盛的影院、增长强劲的网购、灯

火通明的车间……这个活力四

射的假期消费仍在持续。 未来，

随着国内消费环境持续优化 、

消费短板不断补齐 ， 必将涌现

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 促进消

费潜力加速释放 ， 为中国经济

注入强大动能。

新华社北京 10 月 4 日电

综合新闻

GUIYANG

DAILY

2021年 10 月 5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白洋 /版式：张蓟

2

10 月 3 日，国庆长假第三

天， 贵阳轨道交通 3 号线贵医

站建设现场没有一丝假期的

悠闲———地下 10 米深处，灯火

通明，各种挖机、铲土机，正在

通道里来回穿梭。

来自云南的张敬平负责该

站 1 号井的开挖、 立架、 喷浆

等调度工作，带领 80 多名来自

五湖四海的工人在地下作业。

“咚咚咚咚……”“咔嚓、

咔嚓……” 井下的钻孔声和机

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一脸汗

水的张敬平在噪声里来回察

看、 安排工人施工。 井下虽有

通风设备，但比起 10 米之上的

地面来说依然闷热， 记者跟随

张敬平在通道里走了不到 10

分钟， 衣服已被汗水浸湿，而

张敬平的衣服早已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直到中午吃饭，他

才有机会把衣服换下。

张敬平负责白天的全盘工

作，管质量，也负责安全，每天

待在井下 10 多个小时，一天下

来得奔走 3 万多步。 1 号井最浅

的工作面距地面仅 5.5 米 ，由

于施工情况复杂，常遇到岩溶、

突泥、涌水等情况。 虽有先进仪

器可做地质超前预报， 但更多

时候还得靠张敬平和管理人员

在现场判断，进而合理施工。

早晨 6 点半起床 ；7 点左

右到达工地施工；中午 12 点回

到地面吃午饭； 下午 1 点半再

次下井；晚上 7 点多，再带着一

身的泥浆和疲惫收工……这是

张敬平和同事国庆期间的工作

日常。

从业 17 年，在贵阳待了 5

年， 张敬平参加过贵阳机场高

速公路以及轨道交通 1 号线、

2 号线的建设， 为贵阳的公共

交通发展作出了贡献。 除非老

家有事， 否则张敬平只有过年

才会回家几天， 其余时间都在

工地度过。

今年国庆节， 张敬平依然

坚 守在 岗位 上 ，10 月 1 日 这

天，他特意给工人们加了餐，鸡

鸭鱼肉管够，集体为祖国庆生。

据 介 绍 ，2022 年 4 月 30

日， 轨道交通 3 号线贵医站的

主体工程将移交给接下来的施

工单位。 工期紧、压力大，这个

长假， 在轨道交通 3 号线贵医

站，280 多位建设者集体坚守

在岗位上。

在轨道交通 3 号线的 15

个施工标段上， 共有上万名建

设者 ， 他们也像张敬平一样 ，

不分昼夜轮班作业， 在大多数

人看不见的地下， 为贵阳的交

通更加完善而挥洒汗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贵阳轨道交通 3 号线贵医站建设者张敬平：

一天奔走 3 万步 地下 10 米施工忙

假日消费折射中国市场活力

———来自“十一” 黄金周的一线观察

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中宣部 26 日发布文献 《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

文献介绍，100 年来，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

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

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

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

文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

人民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人民放

在第一位，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

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

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和

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

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

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不断把为人

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文献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

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

的灵魂，是指引党不断前行的光

辉旗帜。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

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党

的奋斗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

理论探索史。

文献称，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

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

把亿万人民团结和凝聚起来，一次

次跨过急流险滩，一次次战胜困难

危机， 关键在于党高度团结统一，

具有强大的领导力执政力。

文献说，党历经百年风雨仍

然走在时代前列、 保持青春活

力，在于党不但能够领导人民进

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

伟大的自我革命，始终坚持党要

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与时俱进

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始终保持肌体

健康和生机活力。

文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

进步事业奋斗的政党。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弘扬国际

主义精神，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世界

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中宣部发布文献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

10月 3 日，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览。 新华 / 传真

10 月 3 日，当大多数市民正在欢度国庆假期时，在交通疏导、环卫保洁、疫情防控等岗位上，仍有不少工作人员默默坚守岗位，确保市民度过一个健康安全的假期。 左图

为南明区多又多农贸市场工作人员为进入市场的市民测量体温。 右图为环卫工人在乌当区航天路上清扫。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周永 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4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4 日就美

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涉台声明

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10 月 3 日， 美国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表声明

称，美方对中方在台湾附近军事

挑衅活动深表关切，此举易引发

误判，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敦促

中方停止对台施压与胁迫。 美将

依据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及“与台

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 维

持对台承诺，支持台加强自卫能

力。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 台湾是中国的台

湾，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美方有

关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对外发

出极为错误和不负责任的信号。

她说，一段时间来，美方在售

台武器、 加强美台官方军事联系

等方面消极动作不断， 包括出台

7.5 亿美元售台武器计划， 美军

机降落台岛， 军舰频频过航台湾

海峡等。 这些挑衅行动损害中美

关系，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

决反对并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华春莹说，一个中国原则是

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在台湾问

题上，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

定，而不是自己单方面炮制的什

么东西。

华春莹表示，搞“台独” 是

死路一条。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台独” 图

谋。 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决心与意志坚定不移。

她说， 美方应纠正错误，切

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

涉台问题，停止为“台独” 分裂

势力撑腰打气，以实际行动维护

而不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发表涉台声明答记者问

孕期由于疾病或其他因素

危及母亲、胎儿可能造成难产者

称为高危妊娠，包括：（1）高龄

初产妇（孕妇年龄超过 35 岁）；

（2）有异常妊娠史者；（3）孕期

出血；（4）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5）妊娠合并其他疾病；（6）受

到不良环境影响；（7）母亲胎儿

血型不合；（8）其他妊娠中发现

的异常情况。

什么是高危妊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