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现任总统、共和
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
主党总统候选人、前美国副
总统拜登 15 日晚分别在佛
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和宾夕
法尼亚州费城参加选民问
答会。

●以色列民政局高级规
划委员会15日宣布，以色列
14日和15日共批准在约旦河
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新建4948
套住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15日发表声明，敦促人们
关注新冠疫情背景下的腐败
问题。他强调，腐败问题虽
然存在已久，但在新冠疫情
期间发生的腐败危害更甚，
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欧盟国家领导人15日
在布鲁塞尔举行会晤，并于当
晚发表公告，呼吁英国采取必
要行动，推动英欧未来关系谈
判继续向前迈进。

●越南预防自然灾害中
央指导委员会16日发布消息
说，越南中部和西原地区连日
来暴雨导致的洪水、山体滑坡
等相关灾害已造成 55 人死
亡，另有7人失踪。

●吉尔吉斯斯坦总理扎
帕罗夫16日表示，吉总统选
举将在明年1月10日之前举
行。

●菲律宾卫生部16日通
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6日16
时，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 3139 例，累计确
诊351750例；新增死亡34例，
累计死亡6531例。

（（以上均据新华社以上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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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简讯新华简讯

一周停电预告
（10月26日—11月1日）

2020-10-26 08:30—14:30 110kV茶局变:10kV建设线1#柜建设
1#箱变F811开关后段线路,停电范围:宜城派出所、建设新村部分。（宜城）

2020-10-26 07:30—11:30 110kV茶局变:10kV邮电线2#柜东珠
巷1#、2#箱F813开关后段线路,停电范围:东珠巷部分。（宜城）

2020-10-26 07:30—11:30 110kV茶局变:10kV邮电线2#柜东珠
巷3#箱F812开关后段线路,停电范围:东珠巷劳动桥周边部分。（宜城）

2020-10-27 07:30—15:30 110kV新城变:20kV和兴线3#柜至和
兴佳苑5#、6#箱变F213开关、至和兴佳苑7#、8#箱变F214开关后段线路,
停电范围:和兴佳苑部分。（宜城）

2020-10-27 08:00—12:00 110kV下漳变:10kV东虹线3#柜东虹
新村5#箱变F815开关后段线路,停电范围:东虹新村部分。（宜城）

2020-10-28 07:30—12:30 110kV龙潭变:10kV市府线411开关
后段线路,停电范围:江南春天。（宜城）

2020-10-28 07:30—11:30 110kV紫霞变:10kV栅村线,停电范
围: 栅村小圩、裕丰环保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紫霞水泥厂、永禄肥料、宜
创信橡塑新型材料、伟能碳酸钙等沿线专变用户;10kV归水线,停电范围:
裕丰水泥厂。（环科园）

2020-10-28 07:30—18:30 110kV紫霞变: 10kV归镇154开关至
411开关之间线路,停电范围: 栅村枫林、安盛、栅村路南、西周坞、江凌、佳
盛机电制造、新街街道归径村村民委员会等开关之间专变用户。（环科园）

2020-10-29 07:30—11:30 110kV下漳变:10kV东虹线3#柜东虹
新村2#箱变F812开关后段线路,停电范围:东虹新村部分。（宜城）

2020-10-29 07:30—11:30 110kV下漳变:10kV东虹线3#柜东虹
新村3#箱变F813开关后段线路,停电范围:东虹新村部分。（宜城）

2020-10-29 06:30—14:30 110kV荷塘变:10kV镇龙112开关至

412开关之间线路,停电范围:镇龙村部分（西马塘、镇龙、专桥、后渚、前渚部
分、前渚水产、塔渚）、中水电缆、永久电缆、国平油品科技、东辰体育器材、瀚
宜能源等开关之间专变用户;10kV杨埠114开关至415开关之间线路,停
电范围:镇龙村部分（古都、马埠、杨埠、前渚部分、南河、新南、西河庄、晓苏
桥、金和圩）、金紫村部分（黄家塘）、永久电缆、嘉铭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中
川米业、盛农生态园艺、品和光伏科技等开关之间专变用户。（杨巷）

2020-10-29 07:30—14:00 35kV闸口变:10kV楝树165开关至
411开关之间线路,停电范围:楝聚村（兰东、张费组河北侧）、北渠村（石芦组河
南侧）及益民橡塑制品、荣成化纤、津本塑业、银海工贸等开关之间专变用户;
10kV北渠线,停电范围:闸口集镇（石路桥至农机路）两侧、丰收路、农机路、北
渠村（石芦）及中铝稀土、银星集装袋、饲料厂等沿线专变用户。（和桥）

2020-10-30 07:30—11:30 35kV张泽变:10kV康乐153开关至
413开关之间线路、范蠡159开关至范蠡线1#柜范蠡线2#分F801开关之间
线路,停电范围:南园河东、南元村范南组、南园工贸实业、张泽村村民委员
会(排灌站)、北控城乡污水管网、瑞龙陶瓷、四方陶瓷、定邦科技等开关之间
专变用户。（宜城、丁蜀）

2020-10-30 07:30—15:30 110kV新城变:20kV和兴线3#柜至和
兴佳苑9#、10#箱变F215开关、至和兴佳苑11#、12#箱变F216开关后段线
路,停电范围:和兴佳苑部分。（宜城）

2020-10-30 07:30—11:30 110kV紫霞变: 10kV蒲墅线,停电范
围: 蒲墅山窑头、蒲墅南、蒲墅西、蒲墅二组、蒲墅驼山、栅村压铸、蒲墅和平
建材厂、宏建电源、蒲墅茶厂、光大环保能源宜兴有限公司等沿线专变用户;
10kV金水线,停电范围: 金墅水泥。（环科园）

宜兴市供电分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 10月 16日召开会
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国
内国际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
化，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区域经济布局，有利于拓展市场

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是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
一项重大举措。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突出重庆、成都两个中心
城市的协同带动，注重体现区域优
势和特色，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
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

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会议要求，成渝地区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和一体化发展理念，健
全合作机制，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
平样板。唱好“双城记”，联手打造
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共同建设高标
准市场体系，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建设好
西部陆海新通道，积极参与国内国

际经济双循环。坚持不懈抓好生
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推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处理好中心和区域的
关系，着力提升重庆主城和成都的
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
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以点带面、均衡发展，同周边市县
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都市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时下正值“北大仓”黑龙江
省的秋收季，现代化大农机在三
江平原忙碌收获。

图为10日16日，大农机在
位于三江平原的黑龙江省红卫
农场的田间向运粮车放出刚收
获的水稻（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飞飞““阅阅”“”“北大仓北大仓””
秋收画卷秋收画卷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记
者张辛欣）在此间举行的2020年
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工信
部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开通
5G基站超过60万座，5G网络用
户数、行业创新数均明显增长。

5G的稳步推进给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哪些变革？

“未来3年我国都处于5G发
展的导入期，要坚持适度超前的建
设节奏，形成以建促用的5G良性
发展模式。”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
司司长闻库说，新基建是数字时代
创新的基础，5G的推动旨在夯实
数字基础，孵化更多创新创造，注
入更多新动能。

此间举行的数字经济领导者
论坛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
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规
模达到31.8万亿美元，产业数字化
占全球数字经济的比重超过80％。

今年以来，疫情的倒逼加速了
数字应用的落地，特别是在5G推

动下，各类数字化产品、服务和解
决方案不断涌现。

自动驾驶就是其中之一。“智
能网联汽车的应用场景已实现从
封闭园区到开放道路的全链路覆
盖。”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智能网
联资深架构师张翼在展会期间的
论坛上说，得益于高精地图、感知
算法，以及海量数据的融合、计算
等，汽车的智能化水平、车路协同
能力大幅提升，未来一段时期将是
自动驾驶发展的黄金期，将带动相
关产业和智能交通快速发展。

产业数字化进程提速，就业与
服务等新形态也在丰富。外卖运
营师、酒店收益管理师、网约配送
员……一年来，与数字经济相关的
新职业积极涌现。

美团联合创始人穆荣均在近
日美团举行的美团大学一周年活
动上表示，过去一年美团大学累计
培训超过 1698 万人，覆盖商户
388万户。下一步，将联合20家生

态合作方共同启动开放伙伴计划，
加快生活服务业数字化人才培养
与商户赋能。

“5G正从产业上激发科技进
步、从经济上培育转型升级新动能、
从社会层面创造生活新范式。”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表示，随
着5G用户渗透率不断提升，与5G
相关的创新型业务将大幅增长。

技术与应用的快速融合是推
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数字基
础设施的加快构建，同样面临着能
耗、运营效率等挑战，需要加强重视
和投入，把传统的能源技术与数字
技术相结合，为创新创造夯实基础。

华为常务董事汪涛在此间举
行的华为数字能源高峰论坛上表
示，华为将持续加大投入，融合电力
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提供极简、绿
色、智能、安全的数字能源解决方
案，并以目标网架构推动数字能源
基础设施的建设、运维、运营等，助
力数字经济的优质快速发展。

开通基站超60万座，5G带来哪些变革?

据新华社罗马10月15日电
（记者陈占杰 刘咏秋）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首席经济
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日前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目前
全球粮食损失和浪费的情况极其
严重，有关各方应通力合作，从多
方面入手确保粮食安全。

托雷罗说，粮食安全面临的严
峻挑战从几个数字可见一斑：每年
全世界损失和浪费的粮食占粮食总
产量的13.8％，价值4000亿美元，
相当于14亿公顷土地（约占全球农
业用地的30％）的产出；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很多人每天的生活费
不足2美元，但该地区每年损失和浪

费的粮食价值高达400亿美元。
托雷罗指出，目前新冠疫情对

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也十分严重，
将加剧全球营养不良问题，那些社
会保障系统脆弱的国家受影响尤其
严重。

在托雷罗看来，节约粮食的好处
十分显著：可加强粮食安全，改善人们
的营养状况；可提高生产力水平，促
进经济增长；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缓解土地和水资源面临的压力。

托雷罗同时指出，减少粮食损
失和浪费不能一刀切，各国应根据
国情确立不同目标、制定不同政策。

托雷罗表示，在应对全球粮食安
全挑战方面，国际社会应加强对脆弱

人口的紧急粮食援助和安全保障，国
际社会也要维持全球粮食贸易的活
力，各国应采取适当的贸易和税收
政策，创造良好的粮食贸易环境，避
免采取限制粮食出口、设置关税和
非关税壁垒等“以邻为壑”的政策。

托雷罗建议，各国应保持国内
粮食供应链有效运转，避免出现粮
食短缺，同时要支持小型农户增加
粮食生产。

托雷罗特别指出，中国在应对
粮食安全挑战方面为各国树立了
好榜样。他说，中国的“菜篮子工
程”扩大了郊区的蔬菜种植面积，
建立了蔬菜储备，使城市居民能更
容易地买到新鲜农产品。

全球应携手合作确保粮食安全
——访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

新华社长春 10月 16 日电
（记者张 建）16日，第二届中国
（长春）通用航空发展大会在吉
林省长春市举行。当日，中国航
空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分会发布
的《2019—2020 中国通用航空
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通用航空
发展迅速，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
在册通航机场已达296个。

通用航空业是以通用航空
飞行活动为核心，涵盖通用航空
器研发制造、市场运营、综合保
障以及延伸服务等全产业链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具有产业
链条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

强等特点。通俗地讲，通用航空
就是除去商业航空后民用航空
其他部分。

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在
册通航机场246座，在册通航机
场数量首次超过运输机场。今
年上半年，中国又新增在册通航
机场50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众
多通航企业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工作。通航以“小批量、多批次、
高频次、点到点”的形式执行医
疗人员和物资运输任务，以航空
作业的形式开展精准消毒灭杀
等任务。

新华社南京 10月 16 日电
（记者沈汝发）江苏自主就业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服务平台
近日正式上线。现已有近5000
名自主就业退役军人信息入库，
70多家用人单位注册提供各类
岗位近2000个，1000多名退役
军人登记求职。

据介绍，这一平台在省、市、
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五级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运行。数据
库登记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四卡
一库”信息，即基本信息库、就业
卡、创业卡、教育培训卡、社保
卡。该平台手机App有6个功
能模块，分别是“求职应聘”“专

场招聘”“批量招聘”“个人信息
采集”“政策发布”“政策解读”，
可为退役军人提供就业信息咨
询、岗位推送、法规政策呈现等
全流程服务，有助于退役军人增
加就业机会，熟悉了解各地办事
手续。

江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有
关负责人说，平台打通了用人单
位和退役军人之间供需“堵点”，
有助于满足退役军人日益增长
的就业创业需求，在摸清全省自
主就业退役军人底数、提高退役
军人就业数量质量、提升退役军
人创业成功率等方面将发挥重
要作用。

新华社北京 10月 16 日电
（记者于佳欣）商务部16日发布
数据显示，1至9月，我国对外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5515.1亿元人
民币（折合788.8亿美元），同比
下降0.6％。相比前8个月同比
下降2.6％，降幅进一步收窄。

分区域看，我国企业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
进。数据显示，1至9月，中企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
接投资130.2亿美元，同比增长
29.7％，占同期总额的16.5％，较
上年提升4.1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一般建筑、石油
化工、水利建设类项目新签合同
额增长较快。其中，一般建筑类

新签合同额359.3亿美元，同比
增长31.8％；石油化工类新签合
同额 13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9％；水利建设类新签合同额
38.4亿美元，同比增长65.5％。

延续前八个月态势，前三季
度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依
然较多。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
美元以上的项目 518 个，合计
1248.8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
的83.1％。其中上亿美元项目
301个，较上年增加10个。

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影响力
不断增大。官方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蝉联全球第
二，存量保持全球第三，且流量占
全球比重连续四年超过一成。

前三季度我国对外投资额
同比降0.6％
降幅进一步收窄

中国通航机场数量已达296个

江苏推出信息服务平台
帮扶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的中国农业
大学曲周实验站举办农业开放日活动，组织学生们走进农业实验站，
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增强孩子们节粮、爱粮的意识。

图为当日学生们在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实验田参观。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农业实验站的开放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