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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09 月
18 日 14 时 44 分,在台湾花莲

县 ( 北 纬 23.15 度, 东 经 121.3
度)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公里。

台湾花莲县发生6.9级地震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记
者 李国利 杨欣)据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消息,9月17日17时
47分,经过约5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刘洋、蔡
旭哲密切协同,完成出舱活动期间
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陈冬、航天
员蔡旭哲已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

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先后完

成了舱外助力手柄安装、载荷回路
扩展泵组安装、舱外救援验证等任
务,全过程顺利圆满,进一步检验了
航天员与小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
力、验证了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和出
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功能性能。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
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
全部既定任务

新华社沈阳9月18日电(记者
于也童 崔师豪)今年是九一八事变
爆发91周年。18日上午,勿忘九一
八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
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秋日,浮云淡薄,沈阳“九一八”历
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上庄严肃穆。巨
大的台历形石碑上,时间凝固在1931
年9月18日,碑上累累弹孔无声地述
说着91年前的那场惊天巨变。

9时17分,高悬的“警世钟”钟
声低沉响起,14声钟声,声贯苍穹,

让人永远铭记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
争的艰辛历程;随着时钟的指针缓缓
走向9时18分,尖锐的警报声响彻
沈阳上空,警示着人们勿忘国耻。

1931年 9月 18日夜 10时许,
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
中国军队所为,遂炮轰沈阳北大营,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距离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不足3公里,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地
北大营。沈阳市档案馆原馆长荆绍
福说,由于当时国民政府严令“不抵

抗”,日军几小时就攻占了北大营、一
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这道刻在中华
民族心口上的疤,中国人民不敢忘!”

硝烟散尽,国殇难忘。9时18
分,沈阳城内警报声、汽车鸣笛声交
织在一起,震撼人心。

出租车司机王诚把车停下,目
视前方按下喇叭。“每年我都会停车
鸣笛,这是对历史的铭记。”

残历碑广场上,警报声响彻云
霄。沈阳市第二十八中学高二学生
陈家乐站得笔直,“91年前的今天,

前人不会忘,我们‘00后’也不会
忘。”他说。

铭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
是要以史为鉴。如今的北大营遗址,
已在修缮后于去年正式对外开放,以
一座陈列馆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

沈阳市民刘校说,自己从小生
活在北大营遗址附近的大院里,看
到这里建成了陈列馆感到很欣慰。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里是九一
八事变爆发地,对铭记抗战历史、做
好爱国主义教育非常重要。”

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记者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党
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
列报告显示,据世界银行数据,
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
过美国,之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
一;202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
界的份额达28.5%,较2012年提升
6.2个百分点,在全球工业经济增长

中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根据报告,我国工业企业效益

稳步改善,工业经济展现强大韧性。
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128万亿元,比2012年
增长37.7%,年均增长3.6%;实现利
润总额8.7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
40.7%,年均增长3.9%。

工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模式

持续转变。2013年至2021年,装
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
均分别增长9.2%和11.6%,增速分
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2.4和4.8个百
分点。利润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
2021年,装备制造业实现利润占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的比重为32.1%,比2012年上升1.2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利润

占比为20.8%,比2012年上升10.7
个百分点。

工 业 新 兴 产 品 快 速 增 长 。
2021年,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36.6
万台,比上年增长67.9%。居民消
费升级为新兴产品带来广阔市场和
光明前景。2021年,新能源汽车产
量 达 368 万 辆, 比 上 年 增 长
145.6%。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新华社沈阳9月 17日电(记
者 汪伟 米思源)第九批在韩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17
日上午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举行,88位志愿军英烈在祖国大
地安息。

安葬仪式在陵园下沉式纪念
广场举行。10时许,军乐队奏响
《思念曲》,仪式正式开始。在解放
军战士持枪护卫下,礼兵护送志愿
军烈士棺椁缓缓步入现场,全场奏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魂兮归来,嘉名孔彰;魂兮归
来,万古流芳。退役军人事务部党
组书记、部长裴金佳致祭文。

全体人员向志愿军烈士三鞠

躬,27名礼兵鸣枪12响,向英烈致
以崇高的敬意。

《思念曲》再次奏响,礼兵抬起
志愿军烈士棺椁,绕广场半周,缓
缓走向安葬地宫。全场人员肃穆
站立,凝视棺椁,送别英雄。

参加仪式的人们排起长队,向
烈士献花致敬,并瞻仰烈士英名墙。

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财
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
作办公室和辽宁省委、省政府,沈
阳市委、市政府,驻沈解放军、武警
部队负责同志,抗美援朝老战士、
烈士家属、部队官兵代表、青少年
学生代表等约200人参加仪式。

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安葬仪式
在沈阳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记
者 戴小河）国家邮政局17日发布
8月份快递行业运行数据。8月
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94.3亿件，同比增长4.9％；业务收
入 完 成 883.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2％。

今年前8个月，全国快递服务

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703亿件，同
比增长4.4％；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6764.4亿元，同比增长3.9％。其
中，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84.1亿
件，同比下降5.1％；异地业务量累
计完成 606.9 亿件 ，同比增长
6.4％；国际/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
成12.0亿件，同比下降15.1％。

8月我国快递业务量
完成94.3亿件同比增4.9％

新华社9月 18日电(记者 胡
喆)国家航天局9月18日消息,截至
2022年9月15日,天问一号环绕器
已在轨运行780多天,火星车累计
行驶1921米,完成既定科学探测任
务, 获 取 原 始 科 学 探 测 数 据
1480GB。科学研究团队通过对我
国自主获取的一手科学数据的研
究,获得了丰富的科学成果。

通过对着陆区分布的凹锥、壁
垒撞击坑、沟槽等典型地貌的综合
研究,揭示了上述地貌的形成与水
活动之间存在的重要联系。

通过相机影像和光谱数据,在
着陆区附近的板状硬壳岩石中发现
含水矿物,证明了在距今10亿年(晚
亚马逊纪时期)以来,着陆区存在过
大量液态水活动。

结合相机影像和火星车移动车
辙等信息,发现着陆区土壤具有较强
承压强度且摩擦参数较低,存在与水
活动相关并经历风沙磨蚀的特征。

这些新成果,揭示了火星风沙
与水活动对地质演化和环境变化的
影响,为火星乌托邦平原曾经存在
海洋的猜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丰
富了人类对火星地质演化和环境变
化的科学认知。有关成果已在国内
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

此外,科学研究团队还利用天
问一号探测数据,在火星表面岩石
密度与地表侵蚀程度的关系、近火

空间环境中离子与中性粒子分布情
况,以及火星重力场等方面,获得了
一批优秀的科学成果。

目前,天问一号环绕器继续在
遥感使命轨道开展科学探测,持续
积累一手科学数据。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获得丰富科学成果

祝融号在着陆区发现富含含水矿物的板状硬壳岩石及其在地下水作用下的形成过程示意图。（国家航天局提供）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
者 李嘉)由世界冲浪联合会主办
的 2022 年世界冲浪运动会当地
时间 17日在美国亨廷顿海滩开
赛,当日进行了男子冲浪首轮
比赛。

日本冲浪名将、东京奥运会亚
军五十岚卡诺亚是当日表现最耀
眼的选手,他最好的一道浪成绩为
8.87分,是当日的最高分。冲浪比
赛中取运动员每组比赛的最好两

道浪成绩为最终成绩。五十岚卡
诺亚的总分16.87分,名列第一。
秘鲁名将卢卡·梅西纳斯以16.07
分排在第二位。

中国选手吴子豪和王琪翔分
别名列所在小组的第二位,顺利晋
级下一轮比赛。

2022 年世界冲浪运动会是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首站资格
赛,吸引了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
的246名选手参赛。

世界冲浪运动会开赛
中国两名男子选手首轮过关

近十年我国GDP年均增长6.6％
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30％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党
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
列报告显示，2013年至2021年，我
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
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
中经济体3.7％的平均增长水平；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
30％，居世界第一。

根据报告，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
的比重达 18.5％，比 2012 年提高

7.2 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
2021 年，我国人均 GDP 达 80976
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12年增长
69.7％，年均增长6.1％。

创新发展动能增强，创新型国
家建设取得新进展。我国研发经费
总量在2013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
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报告显示，我国在全球创
新指数中的排名由2012年的第34
位跃升至2021年的第12位。

协调发展步伐稳健，经济结构不断

优化。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达31.4
万亿元，比2012年实际增长74.3％。
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为65.4％，比2012年提高10个
百分点，是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绿色发展态势向好，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加快形成。2021年，全国地级
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为87.5％，比2015年提高6.3个
百分点。2013年至2021年，全国累
计造林总面积约5944万公顷。

开放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全面

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2020年，我
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5.3万亿美
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
易国。2021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
达6.9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共享发展持续加强，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现行贫
困标准下，2013年至2020年，全国
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9899万人，
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 1.3 个百分
点。2013年至2021年，全国就业
人员稳定在7.4亿人以上。

为推动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常态
化、制度化、科学化,促进学校师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阳信县
实验小学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根本,持续深化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常态化推进文明校园“六
好”标准化建设,不断巩固省级文明校
园创建成果、提升文明校园创建水平。

阳信县实验小学始建于 1975
年,是一所具有厚重文化底蕴,又充
满生机活力的齐鲁名校。近年来,学
校赓续“以爱修德、以学广才”的校
训,以党建为引领,弘扬“和融博雅、
精诚日新”的学校精神,以“融爱”文
化为核心,以红色基因为底色,以“四
有 ”高 质 量 发 展 为 目 标, 锚 定

“124631”办学思路,深耕“五育融
爱”课程改革,创新“六横九纵双线运
行”管理模式,持续丰富文化育人内
涵,彰显文化育人特色,打造了一条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特色的“融爱教
育幸福强校”办学之路。学校先后荣
获创建全国文明校园先进学校、国家
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省级规范化
学校、全国青少年创新教育实验学校
等百余项荣誉称号。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夯实理想

信念根基。作为山东省文明校园,
阳信县实验小学坚持“以爱立德、以
爱养德、以爱施德”工作理念,把理
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持续深入
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坚持做到学科育
人、实践育人、全程育人、全员育人,通
过多种形式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全力打造
“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
伍。坚持每学期举办一次师德师风
演讲比赛、文明教师评选等活动,大
力加强教师队伍的师德养成。制定
教师专业成长计划,不断提升教师的
课程实施力、执行力、创新力。利用
市、县“三名工程”“名师工作室”等高
端载体助力教师跨越式成长。实施

“青蓝结对”和“青年教师梯级培养”两
大工程,逐步建构结构合理、德业兼
修、梯次发展的教师人才队伍。通过

“燃梦阅读”“问题导向教研”等特色活
动,不断提升教师教书育人本领。

推进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浓厚育
人氛围。以“融爱”文化为核心,以中
国革命红色基因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主基调和大背景,全方位、立体
化建构“融爱”校园文化。学校三条
主干道分别以“东方红”“新时代”“梦之
路”命名。学校宣传栏悬挂“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三个时期典型英模画像及事
迹。无处不在的红色教育让同学们在
潜移默化中发扬和继承革命的优良传
统。在各班设立“图书角”“荣誉榜”

“植物角”,坚持每学期举办一次校园
文化节、班级文化、办公室文化建设评
比,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拓宽育
人渠道、丰富育人内涵。

提升校园环境建设,打造良好育
人环境。制订学校建设改造计划,建
设绿色节能环保校园。邀请校内外
辅导员定期到校开展疫情防控、防溺
水、防欺凌以及食品、交通、消防等安
全专题教育,坚持每月开展一次防
火、防震等应急疏散演练。开展环保
和节约教育,引导师生树立环境保护
和资源节约意识,在全校形成人人有
责的环保意识,树立环保良好风尚。

加强活动阵地建设,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注重对教育教学和各类思
想文化阵地的培育和建设,学校精心
打造“三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桃李

园,种植各类果树,寓意实验小学桃
李满天下,实小学子将来心怀国之大
者、堪当民族复兴大任;耕读园,种植
各类稻麦果蔬,耕读传家久,诗书继
世长,寓意实小学子能够一以贯之的
兼收并蓄、勤学善思、行知两健;百草
园,种植各类中草药,传承中医文化,
保护世界遗产)。各地教育同仁、社
会各界朋友、广大师生到“三园”内播
种、施肥、灌溉、除草、收割、品尝、游
玩,在学习中体验,在体验中学习。

“三园”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成了远
近闻名的思政、劳动、美育教育基
地。学校通过每月一期的“星语”校
报及校园宣传栏、红领巾广播站等宣
传阵地,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讲文明树新风”等宣传教育活
动。成立舞蹈、合唱、古筝、创客、足
球等50多个特色学生社团,通过丰
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开拓校园文化生
活,培养学生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下一步，阳信县实验小学将锚定
全国文明校园创建成功、全面建成高质
量现代化融爱教育幸福强校目标,不断
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奋力书写辉煌答卷,以更加优异成绩向
党的二十大庄严献礼。

阳信县实验小学探索高质量发展“融爱教育幸福强校”特色办学之路

持续丰富融爱文化内涵赋能全国文明校园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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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快乐绘画学生们在快乐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