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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 刘平）24日，市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专题
研讨班在市委党校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侍俊作专题辅
导报告。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
廖国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春华，市政协主席盛茂林
出席。
侍俊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推动

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从我们党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当前民族工作面临
的形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讲解。

李鸿忠在讲话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
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的民族工作实践的最新总结，是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推动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必须把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首
要、根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
确道路，牢记“国之大者”，强化担当作为，切实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推动我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汇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强大合力。

李鸿忠强调，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牢牢把握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引导各族
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
观，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
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以共同理想信念为上，教育引
导各民族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牢牢把握凝聚人心这一民族工作之“基”，把促进民
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
流交融作为着力点，在用心用情上下功夫，坚持有限无限
相结合，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促进各民族群众共同富

裕，推动我市民族工作和对口支援中的民族工作全面发展。
满腔热忱地从具体工作做起，促进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
建共享、共事共乐。依法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提升民
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
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政治
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练好内功、增强本
领，敢于直面问题，善于当行家里手，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我
市民族工作取得实效。

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冀国强主持交流研讨会并讲
话。市民族宗教委主要负责同志就全市民族工作情况作报
告，市委宣传部、市教育两委、市合作交流办、市公安局、滨海
新区区委、红桥区委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区区委书记、
统战部部长、区民族宗教委主任，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委、
市社会主义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 米哲）从心而上、璀璨民
航；赓续荣光、遂梦飞翔。25日上午，中国
民航大学建校70周年发展大会在校体育场
举行。中国民用航空局党组书记、局长
冯正霖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致辞。
会上，中国民航大学校长丁水汀、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陶智、中国民用航空
飞行学院党委书记李汉成、中国民航大学
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法方院长雷贝诺、中
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局长车进军
先后作了致辞发言。广大师生献词《壮志
凌云 御风翱翔》，并向离退休教师献花。

冯正霖在讲话时说，走过极不平凡的
70年，中国民航大学已成为中国民航人才
培养和科技创新最高学府。要坚持以党的
全面领导铸魂，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使命，为建设一流大学提供坚强组织
保证。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定向，突出民
航特色优势，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形成多元
投入、合力支持、协同推进的办学格局。要
坚持以立德树人固本，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大力弘扬当代民航精神。要坚持以师资队
伍建设强筋，完善教师激励机制，提升教师

素质能力。要坚持以科技自主创新壮骨，加
强民航重点实验室能力建设，推进产学研深
度融合。

廖国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中国民航大
学建校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说，70年
来，中国民航大学坚守初心，薪火相传，为国
家培养了20多万优秀专门人才。70年来，学
校始终与天津发展同频共振，我们将一如既
往地为中国民航大学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希
望学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扬优良传统，发
挥特色优势，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民航
大学、打造航空航天人才培养高地、促进天津
繁荣发展上展现新作为、再创新辉煌。
会后，冯正霖、廖国勋一行察看了适航审

定技术研究中心和师生服务中心。
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杨元元、副局长

杨国庆，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副局长李健；市委
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王庭凯和市政府
秘书长孟庆松；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
杨凤田、向巧、吴光辉、向锦武、宫声凯；兄弟
高校，战略合作单位，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
人士，中国民航大学老领导、老同志、师生代
表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了解
到，日前，我市首笔绿电市场化交易顺利达成，交易无补贴绿
电600万千瓦时，可减排二氧化碳4785.6吨。以此为标志，天
津开启绿电消费新模式。

绿电是指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趋近于零的电能，
在我国主要来源于太阳能发电和风能发电，当前国内绿电市
场聚焦于引导未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补助政策范围的绿电开
展市场化交易。
“在本次交易中，用电企业为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额外支

付0.04元/千瓦时，同时通过获得可溯源的绿色消费认证，提
升产品国内国际竞争力，促进绿色能源生产消费规模大幅提
升。”天津电力交易中心交易部主任王中荣介绍。

在市工信局指导下，国网天津电力协同北京电力交易
中心，坚持把绿电交易作为促进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的有力抓手，有针对性开展市场调研，挖掘绿电
需求和市场化交易资源，引导市场主体形成绿电消费共
识。通过组织推动绿电交易，满足了电力用户从源头购买
绿电的需求，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品牌形象创造条
件，同时又为新能源行业发展从依靠政策扶植向市场激励
转变打通关键渠道。

■本报记者 张璐

近期，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
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经过6年探索，国
际上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
粉的从头合成。该成果于北京时间9月
24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
本报同步报道。
天津工业生物所在淀粉人工合成方

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让天方夜谭成为
可能。这意味着，我们所需要的淀粉，今
后可以将二氧化碳作为原料，通过类似酿
造啤酒的过程，在生产车间中制造出来。

为淀粉工业生产打开一扇窗

淀粉是人类粮食的最主要成分，主
要由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光能、
二氧化碳和水转化而成。人们获取淀
粉，主要是直接从玉米、薯类等农作物中
提取。从2015年开始，中科院天津工业
生物所科研团队启动了人工合成淀粉项
目。但是，淀粉并非稀缺资源，人工合成
淀粉有什么重要意义？
“农作物生长周期长，需要大面积种

植，如何更高效地生产淀粉成为一个巨大
的挑战。”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天津工业
生物所副研究员蔡韬这样向记者进行了
解释：“我们选择做淀粉的人工合成研究，
是想把非常慢的、大面积种植的农业过
程，变成高效的、集中化的工业过程。”

粮食危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
重大挑战。全球以淀粉为原料的产品大
约有3万多种，找到更廉价、更大量的替
代淀粉非常重要。不依赖植物光合作
用，设计人工生物系统固定二氧化碳合
成淀粉，将是影响世界的重大颠覆性技
术。“我们中科院是科研国家队，就要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
导向开展科技攻关，做国家的事。”蔡韬告诉记者。
“我们的成果为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生产的工业车间制造

打开了一扇窗。”蔡韬表示，如果未来该系统过程成本能够降
低到与农业种植相比具有经济可行性，将有可能会节约90%
以上的耕地和淡水资源，避免农药、化肥等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提高人类粮食安全水平，促进碳中和的生物经济发展，推
动形成可持续的“生物基社会”。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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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绿电消费新模式

我市达成首笔绿电市场化交易

据新华社深圳9月25日电 9月25日晚，在党
和人民亲切关怀和坚定支持下，孟晚舟在结束被加
拿大方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
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顺利回到祖国。

■ 本报记者 姜凝

薪火相传七十载，弦歌不辍“双一流”。昨天，中国民航大
学迎来建校70周年，学校新校史馆于当日正式开放，师生和
校友相约来到校史馆，在这里了解回顾历史、憧憬未来。图文
展板、实物模型、校史文物、荣誉证书……一件件展品诠释着
中航大师生“建民航、兴民航、强民航”的初心、“忠诚、爱国、奋
斗”的家国情怀和“明德至善、弘毅兴邦”的校训精神。

新校史馆展陈面积1400多平方米，包括序厅、校史长
廊、2个主展厅和6个临展厅。步入馆内，便踏上了以飞机
跑道形式呈现的校史长廊，迎面展示墙上呈现出中国民航
大学的历史沿革图，“跑道”两侧展示着自1951年建校至今
的重要事件，寓意中国民航大学不断发展与腾飞。

展厅里，学校首任校长方槐将军的衣物、水壶和徽章，

“两航”起义人员周其焕的自传手稿，学校前身中国民航机械
专科学校时期的老教师手写教案，每个民航人必读的民航教
材《民航概论》的三个版本……一张张生动鲜活的照片、一册
册泛黄的书本、一件件弥足珍贵的实物，都让参观者连连惊
叹、感悟良多。这些带着历史文化气息的展品跨越时空，全
景式展示了中航大70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代又一代中
航大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新中国民航休戚与共的生动实践。

前来参观的师生和校友们认真听着讲解员的讲解，不

时有人上前仔细观察、品读展板上的图文资料。
“我参加过好几次校庆了，亲眼目睹了这些年母校发生

的巨大变化。70年来，学校始终秉承忠诚、爱国、奋斗的家
国情怀，被誉为中国民航人才的摇篮，如今‘有飞机的地方
就是中航大的主场’，作为长期在机场工作的民航人，我们
是改革开放后民航快速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受益
者，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回想多年来母校的培养培育，1979
级校友张有富说。 （下转第2版）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专题研讨班举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我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侍俊作专题辅导 李鸿忠讲话 廖国勋段春华盛茂林出席

冯正霖廖国勋出席中国民航大学建校70周年发展大会

从心而上璀璨民航 赓续荣光遂梦飞翔

■ 新华社记者 胡喆 王琳琳 盖博铭

9月 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
贺。习近平主席的致辞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一定要牢记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科技创新共同
探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共同应对时代挑战，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改变经济格
局和人类生活，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形势

下，更加需要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深化合作，协力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应对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探讨科技
解决方案。

今年的中关村论坛主题为“智慧·健康·碳中和”，呼应了
全球化时代的脉动，契合当今世界的重大关切。
“刚刚在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

的视频致辞，倍感振奋。”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许强表
示，中关村将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紧
扣时代命题，面向人民生产生活的重大需求， （下转第2版）

加强科技开放合作 共同应对时代挑战
——习近平主席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

致辞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昨日，中国民航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图为嘉宾及各界校友参观中国民航大学新校

史馆，展品为首任校长方槐将军手书：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建民航 兴民航 强民航
——中国民航大学新校史馆开放日侧记

科研人员在观察淀粉的形态。 本报记者 王涛 摄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晚舟归航 家国港湾

孟晚舟：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昨晚，孟晚舟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