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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档案故事讲述
党的历史》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为配合全党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从党的百年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编写了《100个档案故事
讲述党的历史》一书，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该书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为线索，
聚焦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遴
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珍贵
档案资料百余件，讲述档案背后鲜为人知、影响深
远的历史故事，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具有决
定性、转折性的历史细节，让历史说话，用史实陈
述，图文并茂、生动鲜活，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要参考读物。

水帘洞石窟群摩崖浮雕造像。
水帘洞石窟群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城东

北25公里处的鲁班峡谷中，以高达42.3米的摩
崖浮雕造像而著名。石窟群始建于十六国后秦时
期，由水帘洞、拉梢寺、千佛洞、显圣寺四个单元构
成，还保存有北魏以来的精美壁画和彩塑。

新华社记者 任卫东 摄

探访甘肃天水水帘洞石窟群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记者
赵建通 胡佳丽）19日早晨，东京残奥
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约190人的团
队，自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
出发至首都国际机场，乘坐包机飞往
日本东京。

首批队伍包括参加自行车、游泳、
盲人门球和田径项目的运动员。作为
第一批到达的运动员，他们将尽快适
应当地气候，熟悉场地和竞赛区域，了
解对手综合状况，调整自我身心状态，
配合适当的体能训练，力争在比赛中
发挥最佳竞技状态。

根据日程安排，第二批队伍将于
8月20日抵达东京，分别来自举重、乒
乓球、轮椅篮球、轮椅击剑和赛艇队；

第三批队伍为射箭、硬地滚球、盲人足
球、柔道、坐排、铁三、轮椅网球，抵达
时间为8月22日；最后一批运动员将
于8月26日抵达，来自羽毛球、皮划
艇、射击和跆拳道队。

此次赴东京参赛的中国代表团总
人数为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包
括男运动员 119 人、女运动员 132
人），教练员、工作人员、竞赛辅助人员
186人。

按照计划，东京残奥会将于8月
24日开幕。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
张泉）国家知识产权局19日发布通
告，依法驳回“杨倩”“陈梦”“全红婵”
等109件商标注册申请，并将不断强
化对包括奥运健儿在内的具有较高
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姓名的保护。

通告指出，在第32届奥林匹克
运动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优异
成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但
个别企业和自然人把“杨倩”“陈梦”

“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和“杏哥”
“添神”等相关特定指代含义的热词

进行恶意抢注，提交商标注册申请，
以攫取或不正当利用他人市场声誉，

侵害他人姓名权及其合法权益，已产
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此，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谴
责，并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

（八）项的规定，对第 58130606 号
“杨倩”、第58108579号“陈梦”、第
58265645 号“全红婵”等 109 件商
标注册申请（含一标多类）予以快
速驳回。

通告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保
持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高
压态势，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
申请商标注册、图谋不当利益的申请
人及其委托的商标代理机构依规严
肃处理，持续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
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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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

驳回“杨倩”“陈梦”“全红婵”等109件商标注册申请

中国残奥代表团首批队伍启程

外交部：

加拿大政府应倾听正义呼声
立即释放孟晚舟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记者成欣 伍
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9日在谈到孟晚舟事件
时表示，中方要求加拿大政府认真倾听正义的呼
声，拿出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勇气，立即纠正错误，
释放孟晚舟女士并让她尽快平安回到祖国。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当地时间8月
18日，加拿大法院结束对孟晚舟引渡案初审，但未
作裁决。孟的辩护律师强调，本案没有欺骗行为，
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甚至没有一个合理的风险因果
论述。此外，《环球时报》18日晚发布了一封致加
拿大驻华大使的公开信，并发起网络联署，要求加
方立即无条件释放孟晚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相关报道。中方非常关注加拿
大法院的这次审理。”华春莹说。

华春莹说，事实上，庭审期间，负责审理该案
的加拿大法官多次就美国对孟晚舟女士的“欺诈”
指控提出质疑，称这些指控“不清楚”“不寻常”。
加拿大检方说辞自相矛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中方从一开始就强调，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
头彻尾的政治事件。美国政府炮制这一事件绝不
是出于什么法律原因，真正目的是要打压中国高
技术企业、阻挠中国科技发展。”华春莹说，“越来
越多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
人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她指出，加方在孟晚舟女士事件上扮演了美
方的帮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孟晚舟女士没
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却被加方无理拘押至今，
很快就要达1000天之久。

“孟晚舟女士也有自己年迈的父亲，也有自己
年幼的儿女。加方充当美方的帮凶，无视孟晚舟女
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方法律这一事实，无理任意拘押
孟晚舟女士，这种为虎作伥的做法是教科书般的胁
迫和侵犯人权。”华春莹说，“我不知道加方的那些
人在讲要捍卫‘人权’‘民主’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
孟晚舟女士的人权？有没有考虑到孟晚舟年幼孩
子的人权？有没有考虑到孟晚舟家人的人权？”

“对于这样的行径，广大中国人民当然非常愤
慨。”华春莹说，注意到《环球时报》发布致加拿大
驻华大使的公开信并发起网络联署。不到24小
时时间，已经有超过650多万人联署。“这就是中
国的民意，希望加方能够听到。”

中宣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
2021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沐铁城）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
大抗疫精神，激励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锐意进取、
砥砺奋斗，在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宣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2021年

“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邢锦辉、吴安华、邱玲、汪四花、张颖、张忠德、

赵扬玉、顾玉东、童朝晖、路生梅等10名个人和医
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团队光荣入选。他们中有的
初心不渝攀登医学科学高峰，带领我国手外科跻
身世界领先水平；有的长期奋战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救治一线，千方百计阻断疫情传播、挽救患者
生命；有的千里支援，上高原、入苗寨，用满腔热忱
助力当地医疗技术水平提升；有的悉心守护、无悔
付出，为妇女儿童撑起健康保护伞；有的扎根基层
数十载，甘做农村群众的健康守门人……他们的
身上，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卫生健康事业一切为
了人民健康的根本立场，反映了一代代医疗卫生
工作者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医者仁心
书写护佑生命的动人篇章。

科研经费报销手续繁琐被认为是
科研经费管理的一大“痛点”，耗费了
科研人员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对此，欧文汉表示，意见坚持问题
导向，从三方面着力减轻科研人员报
销负担：一是全面配备科研财务助理，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二是改进财

务报销管理方式，切实解决科研人员
“找票”“贴票”等问题；三是推进无纸
化报销，让数字信息多跑路、让科研人
员少跑腿。

此外，在科研经费实际拨付中，由于
涉及环节多，有时会出现拨付进度比较
慢、科研人员着急“等米下锅”的情形。

对此，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司长黄
家玉表示，意见从优化相关部门和单位
之间的环节入手，完善拨付流程，明确拨
付时限，压实拨付责任，力争实现科研
经费拨付“环环相扣”，减少在途时间。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记者
申铖）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有哪些变
化？如何进一步为科研人员“松绑”？19日，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一一解答。

为科研人员“松绑”为创新创造加力
——财政部详解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新变化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0年，中
央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达到 2.3 万亿
元。随着财政科技经费快速增长，如
何管好用好科研经费，更好激发科研
人员创新活力，显得愈发重要。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介绍，此
次印发的意见本着能放则放、应放尽
放的原则，围绕四个“扩大”，赋予科研
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

——扩大预算编制自主权。预算
科目从9个以上精简为3个。同时，
精简费用测算说明，除了50万元以上
的设备费，其他费用只需提供基本测
算说明，不必“事无巨细”。

——扩大预算调剂自主权。设备
费预算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单
位，其他费用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
负责人。“买酱油的钱可以用来打醋”，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
——扩大经费包干制范围。不仅

在人才类和基础研究类科研项目中推
行经费包干制，还将经费包干制从项
目层面扩大到科研机构层面，鼓励有
关部门和地方在从事基础性、前沿性、
公益性研究的独立法人科研机构开展
经费包干制试点。

——扩大结余资金留用自主权。
明确项目结余资金全部留归项目承担
单位继续使用，由单位统筹安排用于
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优先考虑原项
目团队科研需求。

“只有充分尊重科研规律，给予
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
用自主权，让他们放开手脚，才能创
造出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欧文
汉说。

科研人员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中流砥柱”。为进一步激发
科研人员积极性，意见打出“组合
拳”。

“在经费来源方面，做到‘有钱可
以发’。”欧文汉说，意见明确提高间
接费用比例，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
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可提高到不超

过60%。与此同时，扩大稳定支持科
研经费提取奖励经费试点范围，加大
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力度。

在经费使用范围方面，实现“有钱
应该发”。意见扩大了劳务费开支范
围，将项目聘用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纳
入劳务费科目列支。

在绩效工资总量管理方面，防止

“有钱发不出”。中央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绩效工资水平实行动态调整。分
配绩效工资时，要向承担国家科研任
务较多、成效突出的科研人员倾斜。

“初步匡算，通过上述激励措
施，科研项目经费中用于‘人’的费
用可达 50%以上，对科研人员的激
励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欧文汉说。

A 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 用于“人”的费用可达50%以上

摆脱“找票”“贴票”减轻科研人员报销负担

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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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9日，中国残奥代表团
成员抵达东京成田机场。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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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庆祝西藏和
平解放 70 周年文艺演出
《西藏儿女心向党》在拉萨
西藏人民会堂精彩上演。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西藏儿女
心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