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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9月15日电（记者 王皓）中国（太原）煤
炭交易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一期综合交易价格指数为
124.38点，环比下跌0.12%。其中化工用原料煤交易价格指数
为95.42点，环比上涨0.82%，自8月31日后连续两期上涨。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分析认为，近期甲醇市
场下游备货较为积极，厂家出货顺畅，多地价格延续上
涨走势。受冬季民用取暖备煤需求启动提振，无烟块煤
市场运行向好，煤企看涨情绪继续升温。本期山西省内
煤企销售量普遍较前期有所增加，大型煤企块煤价格暂
稳，晋城地区部分煤企块煤价格上调20元/吨至50元/吨。

煤炭交易中心化工用原料
煤交易价格指数连续上涨

金秋时节，粤港澳大湾区又接连迎来利好消息，大
湾区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持续深入，资本、技术、人才、
信息等关键要素加速流转。对于香港的有志青年而言，
创业大湾区正逢其时。

对比发展相对成熟的旧金山、纽约、东京等世界级
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实属“后生晚辈”。这个由港澳和珠
三角区域组成的“9+2”城市群，将在充分放大“一国两
制”制度红利的基础上，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
之一，香港必将承担极为重要的角色。

香港是璀璨的“东方之珠”，但本地市场体量小、资
产价格高，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导致青年“上流”空间也
相对狭小。想要摆脱困局，就必须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带来的历史机遇，为内部经济转型打开突破口。不少
敏锐的香港青年也已发现，只要敢于迈开步子西进北
上，机会就在身边。

“大湾区是港澳青年的绝佳舞台，如果他们不了
解，机会就会溜走。”香港青年、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协会

创会主席李培走遍香港18区，走进大学校园，举办几十
场粤港澳大湾区讲座，带领香港学生、青年代表走访深
圳、广州、珠海等湾区城市。李培说，之所以做这些，是
希望让更多的香港青年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天地广阔、
大有可为。

毫无疑问，香港青年之所长，是大湾区发展之所
需。港青可充分借助香港在服务业等领域的比较优势，
在大湾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进程中发光发热。香
港的科研人才更可试水大湾区，寻觅产学研深度合作
的机会。

去年以来，中央出台了多项加快内地与香港经贸
联系、惠及香港市民的措施，如“港人港税”、出入境便
利化、便利香港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探索建立
跨境理财通机制等等。便利措施还在不断规划和发布
中，广东方面为大湾区创业港青的安居乐业提供了坚
实保障。这些广东城市与港澳交通便利、往来频繁，而
且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我们相信，大湾区当
中的任何一座城市，都可以成为香港青年心中的家园。

那些先行者，如大疆、顺丰等打上浓厚香港烙印的创新
企业，早已在内地花开叶茂，走向世界。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对于香港青年而言，也
许只需勇敢“迈出第一步”，便能够走出一条完全不同
的路，拥有一片更广阔的人生。珠三角的内地城市已经
搭好创业平台，虚位以待有志之士。截至2020年5月
底，广东已建成广州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场、横琴
澳门青年创业谷、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等50多个港澳
青年创新创业平台，仅广州南沙自贸区就吸引了215个
港澳青创团队入驻。

今年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40周
年。改革开放之初，上一代港人把握时代机遇，努力打
拼实现一身布衣名动香江的传奇故事仍犹可追；斗转
星移，而今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如火如荼，新世代港青书写“新香
江故事”的历史机遇就在眼前。我们期待香港的有志青
年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共同书写锐意进取的历史
新篇章。

北上创业大湾区 港青正逢其时
新华社记者

在8日上午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上，150个基层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称号。

战斗堡垒聚人心，中流砥柱抗疫情。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下，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
挺立一线，带领亿万人民全面投身疫情防控，让党旗
在战“疫”第一线高高飘扬。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我们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英雄的城市浴火重
生，英雄的人民斗志昂扬。”

表彰大会上，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青和居社区
党总支书记桂小妹动情的发言，引发现场热烈的掌
声。

作为武汉市最大的公租房小区，青和居社区常住
人口有8200余人。疫情发生后，社区两委班子成员
火速集结，依托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整合下沉
干部、志愿者等，组建了15个“敲门小分队”。

入楼栋、进家门，白天敲门、晚上数灯……队员
们不分昼夜防控值守，只为守护万家灯火。

“我报名值守！”“我来照顾这家老人！”“我来帮
忙送生活物资！”……在党员带动下，社区居民争相
出力，构筑起社区群防群控的“铜墙铁壁”。

100多公里外，同样的坚守令人动容。
23、12365，这是湖北省京山市罗店镇马岭村党

支部党员人数和他们一周内上门测量体温的次数。
返乡人员多、排查难度大，23名党员主动请战，

在村口的值守点上风餐露宿、枕戈待旦，有时一守就
是十几个小时。

有村民家里缺粮少菜，党支部的几名支委一边将
自家的粮食、菜肉送到村民家里，一边动员力量从外
地调运粮食；有留守老人生病打来电话，24小时待命
的支部书记张立马上为老人寻医送药，尽全力满足群
众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马岭村党支部为村民筹
集价值近70万元的生活物资和药品，发动党员、群
众为困难户捐款近5万元。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一封致全院党
员干部的公开信，鼓舞着白衣战士们的心。

“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是我们的初心和
使命。”院党委书记梁廷波说，疫情发生后，院党委
第一时间制定工作方案，迅速完成组织动员工作，12
小时内启用之江院区隔离病房，24小时内安全转移全
部患者。

旗帜无声，却能鼓舞斗志。自1月19日起，浙大
一院先后有373名医护人员进入隔离病房参与救治，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05例，还组建4支医疗队共152人

驰援武汉“重灾区”。

闻令而动 雷厉风行

1月23日，武汉，一场专题会议紧急召开。
会议决定，参照北京“小汤山”模式，在蔡甸区

火速建设火神山医院。
两天后，武汉市决定在江夏区再建雷神山医院。

疫情压力下，两所医院的建设工期从正常情况下的至
少两年分别压缩到10天和12天。

“面对这两场大仗硬仗，全体三局人没有半点犹
豫，打响了一场家园保卫战。”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健说。

急难险重，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1月23日晚，入职才半年的“95后”党员王永浩一

来到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就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
2月5日，得知刚落成的石牌岭方舱医院医护人员

紧缺，中建三局医院医生周承朋作为党员先锋火速前
往。

2月9日凌晨，和衣而睡的党员向文秘听说护士站
设施有问题，10分钟后就赶到现场。

……
短短十余天时间里，中建三局党委在建设现场成

立的两个临时党委带领4万余名建设者披星戴月，创
造了与疫情赛跑的“中国速度”。

夜幕落下，雷神山医院亮起点点灯光。
灯光背后，是国家电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武汉

市江夏区供电公司58名党员为代表的突击队不舍昼
夜的奋战。

“1月27日接到进场施工的通知，要在3天内完成
通电任务。”国网武汉市江夏区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吕
志伟说。

时值春节假期人手短缺、工程建设时间紧任务
重、交通管制下资源调配困难……一系列问题的出
现，似乎让按时通电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危急时刻，58名党员迅速集结，带领300余名职
工火速进驻建设现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
点，快点，再快点！”

饿了就席地而坐，囫囵吃上几口饭，困了就直接
躺在地上打个盹……党员突击队员带头，职工们24
小时轮班作业，经过三天三夜鏖战，雷神山医院正式
通电，按时完成任务！

3月9日，武汉江汉方舱医院正式休舱，患者与
医护人员眼含泪花，挥手告别。

34天里，江汉方舱医院累计收治1848人，成为
武汉累计收治人数最多的方舱医院，实现了医护人员
零感染、患者零死亡。

堡垒无言，却能凝聚力量。
第一时间成立的江汉方舱医院临时党委和4个临

时党支部迅速反应，将省内外医疗人员拧成一股绳，

让这座“生命方舟”仅用48小时就改造完成，率先
在全市投入使用。

攻坚克难 勇于担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
的章程……”

为了能“第一个冲进隔离病区”，1月31日，来自广
东省中医院的6名广东支援湖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医
疗队队员火线递交入党申请书。援鄂期间，医疗队共有
637名队员在一线光荣入党。

关键时刻，危急关头，党组织就是主心骨。
来到一线的第一时间，广东支援湖北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医疗队临时党委宣告成立，动态管理2495名医
疗队员，其中党员1656名。

在临时党委领导下，医疗队定方案、下苦功，集中
优势力量救治重症患者，累计收治3616人，病亡率远低
于武汉同期。

大事难事见担当，危难时刻显本色。在北京市朝阳
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区，社区党委主动出击，高效有序
做好防控工作。

“防疫之初，我们就开始‘挂图作战’，只有底数清
楚、不留空白，才能安稳人心。”安华里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侯兵说，大年三十一早，放弃了休假的社区
工作者们就走上一线，开始逐户排查。

为提高工作效率，安华里社区党委采取“党员+社
工”二人一组的工作方式，一户一户敲门问询，不到一
周时间就完成了两次大排查，跑遍社区内2214户居民
和所有商铺，实现入户精细排查、重点群体管控到位。

一个党员一面旗，唤起群众千百万。
为了缓解社区工作者的压力，安华里社区党委还

及时发挥党建协调委员会的作用，通过微信群发动党
员和群众力量，组成小区管理服务先锋队，有效解决值
守人员紧张的问题。

“在紧要关头率先站出来，不仅是工作上的职责，
更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应尽的义务。”疫情暴发后的十多
天里，郑州圆方集团下属的河南圆方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娴莉走访30多家医院，奔波5000多公里慰
问一线员工。

“我是党员，我先上！”
面对疫情，郑州圆方集团2000多名党员、入党积

极分子和管理骨干主动请战，先后组成11支党员突击
队奔赴各地承担物业管理、卫生保洁工作。

如何在短时间内凝聚起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圆方
集团党委副书记李章柱说：“党建是‘定海神针’，依靠
长期的党建积累，才能在关键时刻高效作战。”

在受表彰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上，150个名
字熠熠生辉。

无论在何时何地，鲜红的党旗始终迎风猎猎，战斗
堡垒坚不可摧。

挺立一线的战斗堡垒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群像扫描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黎昌政 冯国栋 徐海波 俞菀 鲁畅 翟濯 徐弘毅

9 月 15 日 9 时 23
分，我国在黄海海域
用长征十一号海射运
载火箭，采取“一箭
九星”方式将“吉林
一号”高分 03-1 组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 才
扬 摄)

我国在黄海海域成功发射我国在黄海海域成功发射
““吉林一号吉林一号””高分高分0303--11组卫星组卫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9月24日（星期四）下午
2：30时，在景德镇天马拍卖有限公司会议室举行公开拍卖
会。

一、拍卖标的概况、应交竞买保证金及拍卖标的起拍
价，详见下表数额；

二、拍卖标的展示日期及场所；自公告之日起即行咨
询展示。

三、拍卖方式及竞买保证金交付方式；
本次拍卖是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交拍卖保证金

及价款户名：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
14321101040013573，开户行：农业银行景德镇分行营业
部。报名时需交纳300元领取拍卖资料（不退）。

四、参拍报名事项：
1、有意者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同时（凭银行进

帐汇单），方可报名
2、报名时间为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9月23日16：30时

止，（节假日不休）
3、报名地点：景德镇市广场北路天门山北路 30 号

（即：电脑公司），咨询联系人：13217989828（熊）
4、详情请参阅《景德镇日报》、《江西省拍卖行业协会

网站（http//www.jxpmxh.com）》。
特此公告

景德镇天马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拍 卖 公 告

拍卖标的坐落 14栋101号
建筑面积

14栋201号
建筑面积 拍卖起拍价

平市城北新区皇庭港湾小区
14栋101号、201号商铺

（约）102.79
平方米

（约）102.69
平方米

81.47万元

本次拍卖以标的物的（商铺）联体现状拍卖。 大写：捌拾壹万肆仟柒佰元

新华社郑州 9 月 14 日电 （记者 余俊杰 刘怀丕）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4日拉开帷幕，将在全国范
围内持续开展至20日，以线上宣传为重点，线上线下相
结合，通过云展览、虚拟课堂、在线答题、网络直播间
等多种方式，发动企业、社会组织、群众广泛参与。

9月14日下午，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的网络安全高
峰论坛上，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庄荣文
表示，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网络安全形势，必须树立正
确的网络安全观，着力推进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
设，严格落实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切实筑牢国家网络
安全屏障，不断开创网络安全工作新局面。

据悉，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2014年开始每年举办
一届，今年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主要活动包括高峰论坛、数字化展会、“强网杯”网络安全挑
战赛等，期间还将举办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

此外，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还将组织开展网络安全
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等宣传普及活动，以
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
和防护技能。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拉开帷幕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景德镇仲裁委员会是景德镇市政府依法组建的
解决民商事纠纷的法律服务机构，于2006年成立以
来解决了一大批经济合同纠纷和民商赔偿案件，为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出了贡献。2019年以来，为贯
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的精神，景德镇仲裁
委进行了体制机制的调整，规范化建设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最近市政府又对景德镇仲裁委的领导成员进
行了调整，我市仲裁事业必将进入快速成长的时代。

《景德镇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是我委办理民商
事纠纷案件的根本准则，为公平、高效处理案件提
供了法律基础。现行的仲裁规则应当随着国家法律
的修订、法治进步而得到不断的完善。为了开展仲
裁规则的修订工作，现向社会公开征集修改意见。
恳请各位景德镇仲裁委的仲裁员、法律职业工作
者、法律专业人员以及广大工商业者提出宝贵的修
改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0年10月15日。

现行的《景德镇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可以在
景 德 镇 仲 裁 委 员 会 官 网 （http://www.jdzzcw.org.
cn/）查阅。

景德镇仲裁委员会办公电话：0798—8286919
联系人：小余 18897982603

景德镇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15日

关于征集《景德镇仲裁委员会
仲裁规则》修改意见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