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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经党中
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20日发布公
告，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
条例》，明确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
国家监委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
法规的决定》制定的第一部监察法
规。《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
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
部署，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守以
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加强规范
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完善监察权
运行机制，是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践行

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监察法规制度
建设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重大成果。

《条例》分为总则、监察机关及其
职责、监察范围和管辖、监察权限、监
察程序、反腐败国际合作、对监察机关
和监察人员的监督、法律责任、附则等
9章，共 287条，与监察法各章相对
应。《条例》在监察法相关规定的基础
上，进一步廓清公职人员外延，对监察
法规定的六类监察对象逐项进行细
化，以明文列举的方式作出规定，明确
监察全覆盖的对象范围。

《条例》明确监察机关调查范围，
分别对监察机关调查违法和犯罪职责

作出规定，列出了职务违法的客观行
为类型，列举了监察机关有权管辖的
101个职务犯罪罪名。这101个罪名
既是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的责任清
单，也是对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
履行职责的最底线要求和负面清单，
是公权力行使的制度笼子，有利于教
育警示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敬畏
纪法、尊崇纪法，做到依法用权、秉公
用权、廉洁用权。

《条例》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进
一步明晰监察职责边界和措施使用规
范，推进监察机关依法充分履行监督
调查处置职责。紧盯监察措施使用中

的关键点和风险点，对15项监察措施
的适用条件、工作要求、文书手续以及
告知义务等事项作出详细规定，并对
监察证据种类、证据审查、证据规则等
作了规定，确保监察机关依法正确采
取措施。

《条例》将监察法规定的监察程序
分解为线索处置、初步核实、立案、调
查、审理、处置、移送审查起诉7个具
体环节，在各环节中贯通落实法治原
则和从严要求，形成执纪执法贯通、有
效衔接司法，权责清晰、流程规范、制
约有效的程序体系。同时，强调监察
机关对于线索处置、立案调查、处置执

行等重要事项严格按照权限履行请示
报告程序，采取监察措施要按照规定
的审批权限履行报批手续。

《条例》专章规定了对监察机关和
监察人员的监督，完善接受各方面监
督的体制机制，健全内部监督制约制
度，构建系统化全方位的监督机制。
《条例》的公布施行，充分彰显了纪检
监察机关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的
坚定决心，有利于纪检监察机关严格
按照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开展工作，
更好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
展作用，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

国家监委制定第一部监察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公布施行

新华社香港9月20日电（记者
刘明洋）2021 年香港特区选举委员
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结果 20
日清晨揭晓，412 名候选人竞逐的
13个界别分组中364席选委全部顺
利产生。

在香港新选举制度下，选委会肩
负重要功能，包括提名行政长官选举
候选人和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提名
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和选出40名立法
会议员。

19日投票结束后，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表示，此次选
举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的首场
选举，意义重大，象征着特区政治体制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坚持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确保“一国
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根据新选举制度安排，在选委会
的1500个席位中共有325人已获裁
定有效登记为选委会当然委员，并有
156人获裁定有效提名为选委会委
员。另外，有603名候选人自动当选，
412名候选人于19日竞逐364个席

位（由于立法会议员尚未举行换届选
举以及部分当然委员身份重叠等原因
不足1500人）。

香港特区新一届选委会任期 5
年，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开始，至
2026年10月21日结束。

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后首次选委会选举结果揭晓

劳模是什么？
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

和国的功臣。
劳模精神是什么？
是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在2020年 11月 24日举行的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了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深刻内
涵，指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
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强
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不变的奋斗底色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
在我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中，就涌现出了一批批“劳动英雄”，
“边区工人”赵占魁穿着湿棉袄在高达
2000摄氏度的熔炉前工作，终日汗流
浃背，从不叫苦叫累；

新中国成立后，当家做主的中国
工人阶级为党分忧、为国解难，全力投
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洪流，大庆“铁
人”王进喜立下“宁肯少活二十年，拼

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铮铮誓言；
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劳动模范

勇立时代潮头，开拓进取，产业工
人许振超先后6次打破集装箱装卸
世界纪录，创下令世界惊叹的“振
超效率”；

党的十八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越来越多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的劳动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梦想而奋斗，“金手天焊”高凤林
先后为90多发火箭焊接过“心脏”，先
后攻克航天焊接200多项难关，成为
航天航空领域“大国工匠”；

……
在劳模身上，体现了一以贯之强

烈的主人翁事业心和责任感，勇攀高
峰的坚定志向和坚韧品格，崇尚劳动、
恪尽职守的高尚情操。

1950年至今，我国先后召开16
次表彰大会，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超过3万人次。

时代在变，奋斗的底色永远不变。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不变的奋斗情怀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
奋斗出来的。

2013年前，我国2000吨以上的
大型履带起重机全部依赖进口，价格、
售后服务等受制于人。造出中国自己
的“超级起重机”，是徐工集团高级工
程师孙丽的梦想。

2013年，经过孙丽和团队的大力攻
关，4000吨级履带起重机在山东烟台
成功完成“首秀”，实现了我国在超大吨
位履带式起重机研发制造领域的突
破。该设备创造性地采用模块化、集成
化设计，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为了这个梦想，我们奋斗了整整
23年。”孙丽说。

创新，正是劳模精神不断发展、与
时俱进的时代内涵。

“要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

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
蓬勃向上的朝气。”2020年11月24日，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劳动者发出号召。

全国劳模薛莹来自中航西飞，从
1992年开始参与国际航空制造合作项
目垂直尾翼的装配生产。为了让安装
到飞机上的每一颗铆钉都做到质量最
过硬、外观最漂亮，她和同事们一直致
力于改进操作方法和工艺流程，先后交
付的7000余架份优质垂直尾翼，赢得
国际航空制造合作公司的高度认可。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不变的奋斗品格

1 微米有多细？一根头发丝的
1/60！

把模具精度控制在1微米之内，
是全国劳模、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技师陈亮的拿手绝活。

“再仔细一点点，离1微米的精度

就能更近一点点！”为了更好应对每一
次挑战，陈亮为自己立下了这样一条
工作准则。

立足本职、淡泊名利、爱岗奉献，
这是一代代劳模的奋斗品格。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唯有不懈奋斗，才能创造幸福、

实现梦想。”全国劳模、中铁一局五公
司高级测量师白芝勇深有感触地说。
从一名普通技术员到“金牌测量师”，
20多年职业生涯中，他始终以“干一
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精神，默
默扎根一线，不断实现人生的自我超
越。他和他的团队精测的线路占到了
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的十分之一。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进入新时
代以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在实现中国梦伟大进程中拼搏奋斗、争
创一流、勇攀高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发挥了主力军作
用，用智慧和汗水营造了劳动光荣、知
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
尚，谱写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新篇章。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
在劳模精神激励下，千千万万劳动者
正在各自岗位上埋头苦干，以自己的
拼搏付出、奋发进取汇聚成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据新华
社北京9月20日电 记者樊曦）

爱岗敬业 争创一流
——劳模精神述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太空快递”开箱

看天舟三号都带了啥上天

9月 20日，由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
研制的天舟三号货运飞
船在海南文昌发射场成
功发射。在中秋佳节来
临之际，天舟三号为坚
守太空岗位的天和核心
舱、天舟二号两位“亲
人”，送上了来自家乡父
老的中秋问候。天舟三
号都带了啥上天？快来
一起开箱一探究竟。

货运飞船主要任务
是为空间站运输、存贮
货物；运输、补加推进
剂；将废弃物收集、存
放，带回大气层销毁，天
舟三号此行也不例外。
天舟三号任务是空间站
关键技术验证及建造阶
段的第二次货物运输应
用性飞行，货运飞船为
满载状态，运载了可支
持3名航天员6个月的
在轨驻留物资、空间站
备份设备、空间科学载
荷等货物；此外，还携带
了补加推进剂等上行物
资，在停靠期间还具备
并网供电能力，可以为
空间站提供供电支持。

气瓶
特种材料制成

充一瓶能用很长时间

多组水箱
保证饮用安全

用尽后可更好地收纳

航天员长期在空间
站驻留生活，除了空气
之外，更离不开宝贵的
水资源。天舟三号这次
带了多组水箱，用于航
天员饮水和使用。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货运飞船
系统总体主管设计师王
冉介绍，这些水箱均采
用了轻质、柔软材料制
成的“水囊”包装，不仅
可以保证饮水安全，还
可以在饮水用尽后更好
地收纳。

航天服
重90多公斤
价格超8位数

天舟三号带的货
物里最“金贵”的要数
舱外航天服了，它的主
要功能是为航天员提
供太空中生存所需的
供氧、调温、辐射防护
等。这套装备重达90
多公斤，价格也相当可
观，据说超过 8位数。
货运飞船系统为了上
行运输这套装备，专门
设计了舱外服支架，保
证其运输过程中不会
损坏。

货包材料
性能优异

灵感源于螃蟹壳

除了这些特殊货物，天舟三
号随身携带的其他货物都是用标
准化、型谱化的货包装载的。这
些货包不仅具有良好的力学承载
性能，还有抗菌、防霉、阻碍燃烧、
无有害气体挥发等特点。这么多
本领，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能够研发出适合货运飞船
货包材料的灵感还是源于螃蟹
壳。经过大量探索和试验，研制
人员从螃蟹壳里提取了一种特
有成分，经过特殊工艺，特殊制
作，研发出性能优异的天舟货包
材料。”王冉说。

货物装载
飞船运载的物资

满足航天员6个月需求

在货物装载方面，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充分继承了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的经验，并
进行了持续优化和改进。

“相比天舟二号，天舟三号货物装载
的密度更大了，货物在发射场安装的效率
更高了。此外，天舟三号货运飞船运载的
物资要满足航天员6个月的需求，所以它
的整船装载能力更高，装载的货包数量相
比天舟二号货运飞船装载的数量更多；而
且经过优化设计等‘精装修’，更加舒适、
美观，将为航天员提供更加宜人的环境。”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系
统总体主任设计师杨胜说。 （新华社
北京9月20日电 记者胡喆 张泉）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总指
挥冯永告诉记者，太空是
一个接近真空的环境，航
天员在空间站内生存需
要适宜的大气环境，所以
天舟三号携带的物资中
有一样特殊的货物，就是
气瓶。可别小看了这个
气瓶，它是用特种复合材
料制成，可以充至300倍
大气压力，这样充一瓶氧
气就能供航天员很长时
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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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十四届全运会

海南选手杨佳佳/高紫娜
挺进沙排女子U17组四强

本报西安9月20日电（记者王黎刚）9月20
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进入第四
个比赛日。在女子U17组1/4决赛中，海南青年一
队的杨佳佳/高紫娜和海南青年二队的范丹妮/陈
丽莎上演一场精彩“海南德比”，最终杨佳佳/高紫
娜2：0（21：11/21：16）战胜范丹妮/陈丽莎，挺进四
强，创下海南沙排队参加全运会的最好成绩。此前
海南沙排队在全运会上最好成绩是第五名。

“杨佳佳/高紫娜组合在本届全运会中状态不
错，希望她们能继续保持这个好的状态到半决赛。”
海南沙滩排球队教练陈爱霞说，“但这是青年队的
比赛，队员心理还不是很成熟。我会在赛前安抚队
员的情绪，让她们调整到一个好的心态投入比赛。”

杨佳佳/高紫娜组合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江苏
二队。江苏二队具有身高优势，对海南队来说是
一块硬骨头。陈爱霞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我们虽
然身高处于劣势，但会打出海南选手的快和巧。”

在沙排男子17岁组比赛中，海南组合符传权/
曾垂炳表现出色，以21：8，21：11完胜澳门队，四轮
过后稳居小组第一。在男子成年组比赛中，海南一
队秦成达/陈秀峰0：2不敌江苏一队，海南二队翁先
武/常俊凯2：0战胜香港队。女子成年组比赛，海
南林美媚/谢虹组合2：0战胜香港队，以四战全胜
成绩稳居小组第一，并闯入女子成年组八强。

聚焦疫情防控

中秋假期
这些防疫措施不可松懈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徐鹏航）近日，我
国再次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在中秋假期，许多
民众都规划了外出旅游。疫情期间，假期出行需要
注意什么？景区等场所如何做好疫情防控？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对此作出回应。

“旅游景区要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
求。”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振刚
表示，旅游景区要合理控制游客接待上限，严格落
实门票预约制度；对容易形成游客聚集的项目和
场所，要强化卫生管理，加强客流引导，防止游客
瞬时聚集；旅行社要对旅游产品进行安全风险评
估，合理控制团队规模，做好游客的信息采集、健
康查验、体温监测。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类文化和旅游经营单
位要加强对员工日常的健康监测和管理，及时掌
握员工状态、出行轨迹等情况，确保员工健康上
岗。员工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到定点医
疗机构就诊，坚决杜绝带病上岗。

对于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交通运输部
应急办副主任卓立表示，要做好消毒通风、测温验
码、人员防护、客座率限制、发热人员移交和防疫
宣传等措施。

他表示，交通运输部将强化运输组织保障，指
导各地加强客流分析研判，优化调配运力，科学安排
班次计划，强化客运枢纽、火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和
旅游景点景区等重点区域的运力投放和应急调度，
强化运输供给、提高疏运能力，减少人员聚集。

“假期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取消前往中高风
险地区的出行计划。”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
防控制局副局长雷正龙建议，如果要外出，要先了
解目的地近期疫情发生的情况，以及当地防控政
策，出行前准备好防护用品。同时要做好旅途中
的防护，乘坐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应注意
错时错峰出行，按照相关防控要求保持人际距离，
全程佩戴口罩、做好手卫生。

9月20日，在陕西西安奥体中心举行的第十
四届全运会田径项目女子百米决赛中，福建队选
手葛曼棋以11秒22的成绩夺得冠军，江苏队选
手袁琦琦、广东队选手梁小静分获亚军、季军。图
为葛曼棋在决赛后。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田径女子百米大战葛曼棋夺冠

中秋小长假期间，在福建各地，无数党员干
部、医护人员、青年志愿者放弃与家人的团聚时
光，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为早日战胜疫情、筑牢
防疫安全屏障贡献自己的力量。

图为9月20日清晨，福建省莆田市秀永高速
莆田西出入口，莆田交警支队女子骑警队城厢分
队副队长倪晓莉（左）和队友在执勤。

新华社发 蔡昊 摄

坚守岗位 抗疫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