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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机场与瑞丽航空公司合作的“成都=大同=哈尔滨”航线

7月10日起由原来的每周一三五日执飞加密至每天一班，机型为B738

航班时刻：成都09:40-12:05大同，大同13:05-15:15哈尔滨

哈尔滨16:15-18:35大同，大同19:30-21:45成都

大同机场=朔州往返直通车电话：18034988820
机场问询：5688112/5688114 机场巴士电话：18735271158
投诉电话：18935251315 货物运输电话：5688006、5688130

好好 消消 息息

关注大同云冈机场微
信公众号，随时查询
航班最新动态及特价
机票信息。

责编/杨俊峰 版式/史晓帆

减 资 公 告
根据 2021年 9月 6日股东会决议，大

同市现代医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 4500万元减至 3000万元，现予

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大同市现代医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10日

商铺租赁公告
我公司拟将位于魏都新城的

一套商铺公开出租，出租商铺水电

暖配套齐全。欢迎有承租意向的

单位及个人积极报名，有意者请在

公告后7日内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杨先生 赵女士

793252413994308115

大同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0日

过 户
声 明
购 买 车 辆 晋

BKQ763的车主，请于
见报之日起 15日内与
原车主赵锦沅联系（电
话：15030344888），到交
警队车管所办理车辆过
户手续，逾期不办理者，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新华社成都 9月 9日电 （记者
童芳 李倩薇）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 9日公布了 5月以来的最新发掘成
果，考古学家们又新发现了 500多件文
物，其中包括完整金面具、青铜“神坛”、
神树纹玉琮等“国宝”。

据了解，目前 3号“祭祀坑”发掘已
近尾声，4号“祭祀坑”发掘已经结束，5
号、6号“祭祀坑”因面积较小、深度较
浅，将被提取到实验室“解剖”，7号、8
号“祭祀坑”刚刚到文物层，大中型青
铜器、象牙、玉石器等铺满了整个“祭
祀坑”，犬牙交错、层层叠叠，令人叹为
观止。

最吸引公众眼球的莫过于 3号“祭
祀坑”新出土的完整黄金面具，这件文
物比正常人脸稍大，专家认为是附着在
青铜人像上的。新发现两件青铜“神
坛”造型迥异、前所未见，具有很高的历
史研究价值。朱砂彩绘觚型尊、神树纹
玉琮见证了中华大地早期各区域文明
的交流融合。铜扭头跪坐人像、精美玉
刀等文物充分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
技艺。此外还发现了多处丝织物遗存，
对我国古代丝绸技术研究有很大促进
作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
认为，最新出土的文物再一次证明了中
国古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
远超现代人想象的。目前的发掘刚刚
进入高潮阶段，更多惊喜还在后面，也
许还有更多超出认知的文物陆续被发

现，三星堆的未解之谜有待揭晓。
据了解，在发掘的同时，四川省文

物局也在组织全国最顶尖的团队对文
物进行保护修复、研究阐释，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公众就能在博物馆里见到这
些令人惊叹的文物，感受三星堆文化的
魅力。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
市，遗址面积约12平方公里，延续年代
从距今4500年至3000年。三星堆最早
发现于 20世纪 20年代末 30年代初，
1986年发现 1号、2号“祭祀坑”出土金
杖、黄金面罩、青铜神树、象牙等珍贵文
物1720件。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
过调查勘探，在1号、2号“祭祀坑”的旁
边又新发现6个“祭祀坑”，2020年10月
开始正式考古发掘。据了解，在大约一
年的发掘时间内，新发现的 6个“祭祀
坑”已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象牙等
近2000件大大小小的文物。

山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面
对“一煤独大”、创新开放不足等矛盾，
山西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积极融入新发
展格局，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发展
态势呈现诸多积极变化。

从“畸黑畸重”到绿色低碳

在山西省岢岚县岚漪镇下石沟村，
漫山的光伏电板整齐地排列着，阳光转
化的电流通过电线输送到电网中，为当
地带来可观的收益。

过去 5年，山西累计淘汰煤炭落后
产能1.57亿吨，超出国家下达任务4270
万吨；风电、光伏装机年均增长 24%、
63%，装机规模升至全国第四、第七位。

在三晋大地，畸黑畸重的产业结构
正在变轻、复绿，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
方式加快形成。

太谷饼是山西的一种传统名吃。
日前，一款被赋予“灵魂”的太谷饼“火”
了，饼中添加了1%至2%的藻粉，味道更
鲜美。藻粉是由螺旋藻和小球藻等微
藻磨制而成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微藻竟

然是用火电厂、焦化厂排出的尾气培
育的。在山西省晋中市的烟气微藻
固碳减排实验中心，一套完整的工业
烟气减排系统末端连接着一套微藻
自动化培育装置。净化处理后，去除
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烟气进入装满
培养液的试管中，微藻随着水泡不停
翻滚。

统计显示，今年前 7个月，山西非
煤工业增速快于煤炭工业 5.8个百分
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速分别达 39.3%、28.3%，均
明显快于工业增速。

在近日举办的 2021年太原能源低
碳发展论坛上，23个合作项目成功签
约，总投资额491.5亿元，涉及先进装备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节能环
保、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

从“有中生新”到“无中生有”

换上矿工服，随身携带定位卡、氧
气自救器、5G矿用防爆手机等装备，记
者乘坐无轨胶轮车，开启全新的“地心
之旅”。

智能巡检机器人、一键呼叫“网约
车”、实时手机视频通话……在晋能控
股集团塔山煤矿地下 500米的巷道里，
5G技术正在赋予煤矿新的未来。

塔山煤矿副总经理张兴说，5G基
站入驻采煤工作面后，已经有 11种传
感器改为无线传输。原先采煤工作面
一个班20多名矿工，经过智能化改造，
目前已减员30%至40%。

煤焦冶电，曾是山西的主要支柱产
业。5G煤矿、绿色焦化、手撕钢、异质
结电池……近年来，这些“新面孔”越来
越多。

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的中国电
科（山西）碳化硅材料产业基地展厅里，
碳化硅粉料、碳化硅单晶锭、碳化硅晶
片一字排开，闪烁着特有的光泽。去年
刚刚投产的这一基地，目前已成为国内
最大的碳化硅材料供应基地。

从“四塞之地”到“四处逢源”

8月中旬，一列满载火车轮对的中
欧班列从位于太原、晋中两市交界处的
中鼎物流园驶出后，顺利抵达德国汉

堡，开启了太重集团产品直达德国的新
通道。

直达法国巴黎、直达土耳其梅尔辛
……今年以来，从山西开出的中欧（中
亚）班列线路继续拓展，目前已开辟出
10条常态化国际线路。

黄河之东、太行之西、表里山河，山
西以此得名。进入新发展阶段，山西主
动向外生长，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从“四塞之地”到东西通衢，山西在
发展中“四处逢源”。

尽管不沿海、不沿边，但山西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深度融入京津冀，主
动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拓展晋
陕豫等省际交界地区合作，成为区域协
作中的活跃力量。

山西省投资促进局局长杨春权说，
2018年至 2021年上半年，山西省与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
共达成招商引资签约项目3426个，占同
期签约总数的三成以上。山西已经成
为这三大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集聚地
之一。

新华社太原 9月 9日电 （记者
柴海亮 梁晓飞 张磊）

山西在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中锐意进取

金面具、神坛、玉琮、丝绸……

三星堆考古又上新了！

据新华社南昌 9月 9日电 （记者
赖星） 2021年 9月 9日上午，江西省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劳
荣枝故意杀人、抢劫、绑架案进行一审
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劳荣枝犯故意杀
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劳荣枝与法子
英（已另案判决）系情侣关系。1996年
至1999年间，二人共谋并分工，由劳荣
枝在娱乐场所从事陪侍服务，物色作案
对象，由法子英实施暴力，先后在江西
省南昌市、浙江省温州市、江苏省常州
市、安徽省合肥市共同实施抢劫、绑架、
故意杀人 4起。案发后，劳荣枝使用

“雪莉”等化名潜逃，并于 2019年 11月
28日被公安人员抓获归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劳荣枝伙
同他人故意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其行
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取暴力、威胁手段抢劫被害人财
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以勒索财物为
目的绑架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绑架
罪。劳荣枝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
处罚。劳荣枝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常
州绑架的事实，系坦白。劳荣枝故意杀
人致五人死亡；抢劫致一人死亡，抢劫数
额巨大，并具有入户抢劫情节；绑架致一
人死亡，勒索赎金7万余元，犯罪情节特
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主观恶性极深，
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后果和
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虽有坦白
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劳荣枝犯数
罪，应依法予以并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劳荣枝当庭表
示上诉。

老师，一声感恩的称呼，也是一
份深切的期待。感恩老师教授我们
的学识，期待老师带给我们更多人
生营养。第 37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向每一位老师道一声“您辛苦了！”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
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
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
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
望。”这一评价道出了教师职业的崇
高。无论是成就个人梦想还是实现
民族复兴中国梦，都需要高质量的
教育事业作坚实支撑。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教师
队伍已达 1792.97万人，一年增加了
60.94万人。这一数字说明，教育事
业吸引了越来越多有理想、有行动
力的年轻人投身其中。

高质量教育需要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的好老师。时代呼唤老师们
坚定理想信念，丰富自身学识，创新
教育方法，涵养道德情操，做顺应时
代潮流、满足国家需要、深受学生欢
迎的“大先生”。

教师用知识点亮学生梦想，更
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处事的道
理。于是，孩子们有了应对人生路
上挑战的底气和能力，拥有人生出

彩的可能。那些奋斗基层的教师
中，有的把全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
有的拿出微薄收入资助贫困学生，
有的牵着学生的手过急流、走险路
……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了什么
是甘于奉献、什么是责任担当，进而
引导学生懂得“做什么样的人”“怎
样做一个大写的‘人’”。

爱是教育的本质，培根铸魂离
不开心与心的交融。“校长妈妈”张
桂梅，她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温暖
倾注到学生身上，让山区女孩摆脱
命运的束缚，飞向梦寐的远方。“倾
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
道出她对孩子的关爱、对教育事业
的热爱，更诠释着一名教师对民族、
对国家、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使命，立德修身，潜心治学，
开拓创新，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培养出更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民族未来大有希望！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王明玉）

辛苦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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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9日电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9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2021—2025年）》。

行动计划共分导言，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环境
权利，特定群体权益保障，人权教育和
研究，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实施、监督
和评估8个部分。

行动计划指出，自2009年以来，我
国先后制定实施了三期国家人权行动
计划，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各项
权利得到更加切实保障，保护特定群
体权益的政策和法律措施更加完善，
人权法治保障进一步加强，全面参与
全球人权治理，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行动计划称，2021—2025年是我国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制
定和实施行动计划的目标是：

——将促进全体人民的自由全
面共同发展作为人权事业发展的总
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满足人
民对人权保障的新需求作为奋斗方
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充分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加有利
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

——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促进人民有效社会参与，为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民主法治
基础。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为全人类和
子孙后代共享发展创造可持续条件。

——加强对特定群体权益的平等
保护和特殊扶助，促进所有人平等分
享发展成果，为实现所有人全面发展
提供政策支持。

——广泛开展人权教育、研究、培
训和知识普及，营造全社会尊重和保
障人权的文化氛围。

——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深
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工作，推动建
设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
治理体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发布

新华社北京 9月 9日电 （记者
魏玉坤 邹多为） 国家统计局9日发
布数据，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回
落0.2个百分点。

8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4.1%，降
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其中，猪肉
价格下降44.9%，降幅比上月扩大1.4个
百分点；淡水鱼价格上涨25.4%，涨幅回
落5.5个百分点；鸡蛋和食用植物油价格
分别上涨15.9%和9.4%，涨幅均有回落。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9%，涨幅
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其中，工业
消费品价格上涨2.5%，涨幅回落0.3个

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1.5%，涨幅回落
0.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
莉娟分析，8月份，各地区各部门持续
做好保供稳价工作，消费市场供应总
体充足，价格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
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2%，涨
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8月份，
受煤炭、化工和钢材等产品价格上涨
影响，工业品价格环比和同比涨幅均
有所扩大。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同比上涨 9.5%，涨幅比上月
扩大0.5个百分点。

8月CPI同比上涨0.8%

新华社南京 9月 9日电 （记者
蒋芳） 9日零时起，江苏省扬州市中
风险地区清零，江苏省所有区域均为
低风险地区。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
求，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判，扬州市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研究决定，自
2021年 9月 9日零时起，蜀冈-瘦西
湖风景名胜区城北街道卜扬社区瘦西
湖福苑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

险地区。调整后，扬州市全域为低风
险地区。

7月31日晚，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公告，对主城区
按下了“暂停键”，对各类城市交通出
口进行严格管控，对有确诊病例或无
症状感染者的小区实施封闭管理。

据了解，9月 9日扬州全域低风险
后，已恢复主城区内公共交通，封闭小
区（自然村）不再实行出入证管理。

江苏省全域低风险

劳荣枝案一审宣判
以故意杀人、抢劫、绑架三罪并罚判死刑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9日电 （记者
于佳欣 魏玉坤） 商务部9日发布数
据，2020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共
在全球 184个国家和地区新签合同额
2555.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559.4亿美
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
占比过半。

商务部当日发布《2020年度中国
对外承包工程统计公报》。这是商务
部首次以统计公报的形式公布中国对
外承包工程业务年度统计数据。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当日
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2020年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市场相对集中，亚

洲和非洲地区业务占八成以上，新签
合同额占比分别为 56%和 26.6%，完成
营业额占比分别为57.2%和24.6%。

据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
务占比过半。2020年中国企业在“一
带一路”沿线 61个国家对外承包工程
新签合同额141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911.2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总额的55.4%
和58.4%。

束珏婷还表示，我国对外承包工
程业务行业分布广泛，交通运输建设、
一般建筑、电力工程、石油化工等为主
要领域，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额占比
均超过75%。

2020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
遍 布 184个 国 家 和 地 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占比过半

这是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拍摄的三星堆遗址3号“祭
祀坑”出土的金面具（9月2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曦摄

这是在四川德阳广汉市三星堆遗址
考古发掘现场8号“祭祀坑”拍摄的青铜

“神坛”局部（9月2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