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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直招士官工作全面展开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

者贾启龙）军委政治工作部、军委
国防动员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
署展开2020年从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士官工作。

今年直招士官涵盖计算机、
自动化、机械等64类270余个军
地通用专业，重点加大无人机、
航海、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小语
种等专业招收力度，招收规模相
比去年增加近2000人。

今年直招士官工作与义务
兵征集同步组织实施，8月1日开
始，9月30日结束。应征青年可
以 通 过 全 国 征 兵 网（网 址 ：
http：//www.gfbzb.gov.cn）查
询直招士官条件和各地招收专
业分布情况，符合专业范围和招
收条件的在线提交报名信息，并
根据应征地兵役机关统一要求，
参加体格检查、政治考核等后续
招收工作。因招收专业和计划
限制未能被招收为士官的合格
青年，可以参加义务兵征集，服

义务兵役期满选取为士官时，在
普通高等学校按规定学制就读
的年数视同服役时间。

今年士官招收工作由省级
或地市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统一组织，报名潜力丰富专业将
在综合衡量报名对象学历层次、
在校期间专业课成绩、取得职业
资格证书等情况基础上择优遴
选；稀缺专业将面向本地符合专
业要求、具备招收优势的院校定
向对口招收。根据疫情常态化
防控要求，今年直招士官原则上
不安排自行报到，将与义务兵同
步组织运输入营。

直接招收士官入伍时间从
2020年9月1日起算，部队下达
士官任职命令的时间为2020年
12月 1日。部队接收单位将科
学制定入伍和专业训练方案，认
真组织施训；训练完成后按照专
业对口、招用一致的原则，将招
收士官统一精准分配到对口专
业技术岗位。

“长江2020年第3号洪水”
在长江上游形成

新华社武汉7月26日电（记
者李思远 王 贤）水利部长江水
利委员会水文局26日14时发布
消息说，“长江2020年第3号洪
水”在长江上游形成，预计27日
晚三峡水库最大入库流量在
60000立方米/秒左右。

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岷
江、嘉陵江及向家坝至寸滩区
间、三峡区间来水明显增加，三
峡水库入库流量快速上涨，26日
14时达到50000立方米/秒。根

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
此次来水达到洪水编号标准。

26日，长江委水文局发布长
江上游寸滩江段、三峡入库洪水
黄色预警，继续发布长江中下游
干流城陵矶以下江段、洞庭湖区、
鄱阳湖区、水阳江洪水橙色预警，
金沙江石鼓江段、滁河洪水黄色
预警，荆江河段洪水蓝色预警。

图为7月26日在湖北省宜
昌市秭归县拍摄的三峡大坝（无
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蛰伏645天，
“鲲龙出海”成色几何？

7月26日9时许，山东日照山
字河机场上，“鲲龙”AG600静待起
飞指令。

“按计划执行海上首飞。”随着
清晰洪亮的放飞指令，飞机的4台
国产发动机动力全开。蓝白色相
间的机身徐徐滑行，速度越来越
快。飞机随即腾空而起，向着试验
海域飞去。

抵达青岛团岛海域的AG600
飞机，逐渐降低飞行高度，V字造型
的船型机腹离海面越来越近，10时
14分许平稳降落在海面。约4分
钟后，首飞机组操作飞机逐步回转
机身、调整机头方向。AG600飞机
又开始加速、机头上昂、再度腾空，
飞向出发机场。随着AG600飞机
平稳降落在日照山字河机场，海上
首飞取得圆满成功。

2018年10月20日，AG600飞
机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实现水上
首飞。645天后的海上首飞，让“鲲
龙”迈过一个重大里程碑节点。

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陈元
先说，在海面起降过程中，AG600
飞机表现得非常平稳，甚至超出了
之前的预期。“我们国家幅员辽阔，
森林覆盖率越来越高，海岸线漫
长、岛屿众多，对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有着迫切需求。”

“成功完成海上首飞，标志着
我们向项目研制成功又迈出关键
一步。”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罗荣
怀表示，作为一型具有国际领先水
平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飞
机将填补我国民用航空器和应急
救援、自然灾害防治重大航空装备
空白。

水上首飞已成功，
为何还要进行海上首飞？

AG600飞机此前既已取得水
上首飞的成功，为何此次还要进行
海上首飞？对公众关心的这一热
点话题，业内人士进行了解答。

两次首飞的“水”不同。航空
工业AG600副总设计师、航空工业
通飞珠海基地试飞中心主任刘颖
说，与内陆水面相比，海水盐度、密

度和风浪都有很大不同。“譬如海
水密度大、湖水密度小，在同等飞
行条件下，飞机在水中受到的浮力
和起飞时需要克服的阻力并不相
同。”刘颖表示，海水对飞机的反作
用力会更大，直观体现为飞行机组
会感觉海水“偏硬”一些。

执行任务的首飞机组视觉感
受和操纵要求不同。海面较湖面
更为开阔，飞行员在降落时选择
参考点不如湖面容易。“海上试飞
要求机组全面考虑风向、风速、洋
流和浪涌，以及高温、高湿、高盐
环境的综合影响。”首飞机组机长
赵生说，飞行员只能基于对飞机
飞行特性充分了解后，通过丰富
经验来决定海上降落路径。同时
依靠飞行员的细心而又准确的操
纵，保证飞机起降过程中保持运
动状态稳定。

飞机的验证任务和使用环境
不同。航空工业通飞珠海基地研
发中心总体部副部长程志航说，水
上首飞主要是验证飞机各系统在
水面的工作情况，并初步检查飞机
水面起降操稳特性及性能，为后续

飞机用于森林灭火和自然灾害防
治体系建设提供支持。

“海上首飞重点检验飞机喷溅
特性、抗浪性、加速特性和水面操
纵特性，检查飞机各系统在海洋环
境中的工作情况，并收集海上飞行
数据，为后续相关工作提供支撑。”
程志航说，海面起降过程中，由于
浪涌的波动起伏更大，更容易导致
飞机发生上下颠簸和摇摆。相比
来说，海上首飞需要克服更多技术
难题。

三试三捷，
“鲲龙”投身一线还有多远？

2009年立项的AG600飞机，
经历了2017年陆上首飞、2018年
水上首飞、2020年海上首飞后，研
制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样的
三试三捷，得来颇为不易。

今年本是AG600项目研制的
攻坚年，也是实现项目总目标的关
键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打乱了项目研制的节
奏。受疫情影响，位于湖北荆门的
漳河机场一度处于封闭状态，
AG600飞机的维护工作一再延后，
海上首飞前的试飞科目无法如期
开展。

作为“大飞机家族”一员，
AG600 飞机凝聚着全国 20 个省
市、150多家企事业单位、10余所
高校数以万计科研人员的汗水与
智慧。为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各
项目研制相关方紧急调动起来。

在珠海市、荆门市、青岛市、日
照市支持下，多支队伍采取“点对
点”包车的形式，顺利奔赴科研试
飞及海上首飞试验现场。经过56
个昼夜奋斗攻坚，6月26日AG600
飞机顺利转场日照山字河机场，全
面进入海上试验、试飞阶段。

“今年确定了AG600要完成海
上首飞等总目标。后续项目研制
全线将全力以赴加快研制进度。”
陈元先表示，AG600项目将开展灭
火型试验，计划2023年完成灭火型
研制，并尽早投入使用。

（新华社记者 萧海川 胡 喆 张
力元）

图为7月26日，水陆两栖飞机
AG600在海面滑行。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能下海的飞机 能上天的航船
——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鲲龙”AG600海上首飞三大看点

鲲化巨鹏上九霄，飞龙在天护苍生。

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26日在山东青岛团岛海域成功实现海上

首飞。

作为中国“大飞机家族”的一员和国内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AG600飞机是构建

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一块重要拼图。海上首飞的成功，为它尽快投身一线实用奠定坚实基础。

河南省招办公布
网传专升本泄题事件调查进展

新华社郑州7月26日电（记
者双 瑞）针对网络上流传的河
南专升本考试疑似泄题事件，26
日，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公布了调
查进展。

据悉，河南联合调查组对
网上反映的河南专升本管理
学科目考试有关问题进行了
全面调查，某培训机构在专升

本考试封闭命题前，非法从参
与命题人员赵某某处获取了
部分信息。

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侦
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强
制措施。根据案件调查情况，将
对所有违法违纪违规相关人员
进行严肃处理，处理结果将及时
向社会公布。

美国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达95％

新华社华盛顿7月25日电
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日前
发布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
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 95％，较
今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上
升5个百分点，在受访国家中排
名第一。

这份调查报告是对今年1月
发布的《2020 年信任度调查报
告》的更新，涉及加拿大、中国、
法国、德国、印度、日本、墨西哥、
沙特阿拉伯、韩国、英国和美国
等11国，每国采集1200名民众
意见。按照爱德曼公司的计算
方法，信任度1％至49％被认定
为“不信任”，50％至59％为“中
立”，60％至100％为“信任”。

这份调查同时显示，美国民

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较1月时上
升9个百分点，但仍只有48％，
在受访国中列倒数第二。美国
共和党选民比民主党选民更信
任联邦政府；在联邦政府与地方
政府中，两党选民都更信任地方
政府。

从全球整体情况看，民众对
政府信任度达65％，较1月时上
升11个百分点。与非政府组织、
企业和媒体相比，政府在疫情期
间更受民众信任。67％民众认
为，疫情之下政府应更注重保护
民众生命安全。

爱德曼公司首席执行官理
查德·爱德曼说，民众在面临空
前的健康和经济危机时，期待政
府彰显领导力并给予他们希望。

巴西总统新冠病毒检测结果转阴
新华社巴西利亚7月25日

电（记者周星竹）巴西总统博索
纳罗25日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
账号上宣布，他的最新一次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

除公布最新检测结果外，博
索纳罗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
自己手持羟氯喹药盒的照片。
博索纳罗一直坚称这种药物能
有效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并多次
通过社交媒体直播展示自己服
用此药。

据巴西媒体报道，博索纳罗
当天宣布病毒检测结果后驾摩
托车出行，前往首都巴西利亚多
地，还与一名国会众议员见面。
此前，博索纳罗一直在总统官邸
隔离办公。

博索纳罗本月 7日在当地
多家媒体联合直播中宣布，他
本人 6 日进行的新冠病毒检
测结果为阳性，14 日和 21 日
又进行了两次检测，结果均呈
阳性。

目前，有“中国玻璃城”之称的河北省沙河市以大型玻璃企业为抓手，制定并落实各项惠企
政策，在加强信贷支持、降低融资成本、减轻企业负担等多方面对企业进行帮扶，切实解决企业
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保证国内外订单供应。图为7月26日，河北省沙河市一家玻璃生
产企业的工人在车间内查看生产线运转情况。 （新华社记者 牟 宇 摄）

““中国玻璃城中国玻璃城””助企纾困保生产助企纾困保生产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人才
哪里找？优秀返乡农民工群体是
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今年34岁的张雄家在四川眉
山市果园村，2010年他辞掉北京月
薪上万的工作返乡创业。经过几
年打拼，如今他经营的葡萄种植家
庭农场年收入超过百万元，成为小
有名气的致富带头人，还被选拔进
入村“两委”班子。近年来，在国家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支农
惠农政策激励感召下，越来越多像
张雄一样的优秀农民工选择返乡
创业，激活了乡村一池春水。

我国西部人口大省、劳务输出
大省四川，因势利导实施“优秀农
民工回引培养工程”，仅 2019 年，
就从回引的优秀农民工中产生村
党支部书记 8000 余名，培育村后

备力量 6.1 万名，发展党员 2 万余
名，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提供有力保证。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大量青壮年
劳动力外出务工增收，有的通过打
拼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但客观上
也导致农村“空心化”不同程度地
出现，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弱化，
村党支部书记和党员队伍均呈现
出“一老一低”特征，即年龄老化、
学历偏低，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不
强、青黄不接问题突出。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乡
村人才等要素一直单向流往城市，
乡村长期处于“失血”“贫血”状态，
振兴就是一句空话。把那些有能
力、有觉悟、有志于为家乡服务的
农民工吸引回来，引导他们返乡创
业成为致富带头人，从中择优培养
成党员、乡村干部，充实基层干部

队伍，这是解决农村党员队伍和基
层党组织青黄不接的治本之策。

优秀农民工引得回，还要让他
们留得住、干得好。近年来，四川
从狠抓农民工党建入手，在严格人
选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优秀农民工
定向回引、服务保障、培训提能、选
拔使用等制度机制，让他们在能力
上有提升、工作上有保障、生活上
有盼头，真正在农村扎下根，干事
创业有成就感。

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
之年，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
衔接，人才是关键因素。各级党委
政府要高度重视优秀返乡农民工
这一群体，通过综合措施，把他们
打造成一支留得住、能战斗、带不
走的工作队、生力军，为农村脱贫
奔小康和发展振兴提供强有力的
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新华社记者 杨三军 陈 健）

把优秀返乡农民工打造成乡村振兴生力军

多国专家反对
美国针对中国的
“新冷战”
据新华社伦敦7月25日电

（记者王慧慧）“反对新冷战”国
际会议25日以视频方式举行，与
会多国专家表示，美国政府针对
中国的言行越来越激进，任何针
对中国的“新冷战”都危及世界
和平，不符合人类共同利益。

据会议组织方介绍，共有来自
美国、中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加
拿大等49个国家的人士注册参
会，约700人观看了会议直播。会
议发表声明，呼吁美国摒弃冷战
思维及其他有损世界和平的做
法，支持中美进行对话，就共同抗
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实现
经济发展等全球性问题展开合作。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国际
问题专家珍妮·克莱格在发言中
表示，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双边关
系，中美关系恶化将对世界和平
构成极大威胁。

美国反战组织“粉色代码”联
合创始人美狄亚·本杰明说，美国
军事基地遍及全球，却称中国越
来越具攻击性，美国领导人对华
态度令人担忧。“美国需要明白，
中国不是敌人，两国需要合作。”

新加坡公布
新内阁成员名单

据新华社新加坡7月25日
电（记者蔡蜀亚）新加坡总理李
显龙25日公布新一届内阁成员
名单，他本人继续担任总理，王
瑞杰任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
部长和财政部长。

李显龙当天在视频记者会
上公布了内阁成员名单。两名
国务资政张志贤和尚达曼分别
继续担任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和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内阁中有6
名新部长，外交部、国防部、内政
部、贸工部、人力部、卫生部等重
要内阁部长没有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