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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总来陕学习考察工人文化宫建设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前三季度，西安市生产总值
完成 7075.31亿元，增长 4.5%，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3.8和 3.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9%。生产总
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领跑副省级城市。”11月 17日，西
安市常务副市长玉苏甫江·麦麦提在省政府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

据介绍，今年以来，西安市强力推动“十项重点工
作”率先突破，全市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稳中加快”
的态势。前三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规上先
进制造业 6 大支柱产业完成产值 3002 亿元、增长
23.1%。三星二期一阶段产能逐步扩大，其他重要产业
基地项目实现批量生产。

西安市两项指标领跑副省级城市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11月16日，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信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主
席昂山素季，祝贺她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在近期举行的选举中蝉联执政。

习近平在贺信中说，欣闻缅甸近期顺利
举行大选，你领导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取得佳
绩，我谨向你和缅甸人民致以诚挚祝贺。相
信在你的领导下，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一定会
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崇高事业中取得更大
成就。

习近平指出，中缅是山水相连、胞波情深
的好邻居。今年两国共同庆祝建交 70周年。
年初，我对缅甸成功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一致

同意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开启了中缅关系
新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两党两
国相互支持，守望相助，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患
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精神。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同缅甸全国民
主联盟保持密切友好往来，为两国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高度重视发
展两党两国关系。我愿同主席女士共同努
力，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政治引领，深化执
政党交流互鉴，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中缅
经济走廊框架内各领域务实合作，维护好边
境和平安宁，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结出丰硕
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主 席 昂 山 素 季 致 贺 信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1 月 17 日，安徽省总工
会来陕学习考察陕西工人文化宫建设。省总工会
召开座谈会。会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
会主席郭大为会见了安徽省总工会副主席胡东辉
一行。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仲茜、一级巡视员丁
立虎一同会见。

座谈会上，陕西省总工会和安徽省总工会宣教、
财务、资产管理等部门负责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
丁立虎围绕陕西工人文化宫的调查摸底，党组的决
策部署，制度办法和资金投入，纳入地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工作推进方法，各市工人文化宫的人员
编制、经费划拨以及验收评比和资产监管等方面，
向考察组作了详细介绍。

安徽省总工会学习考察组就如何发挥工人文
化宫功能，怎么管理运行和生存，区县工人文化宫
拆迁及土地置换等情况详细了解后认为，陕西的工
人文化宫建设标准高、干得实，成效显著，走在了全
国前列，将认真学习和借鉴陕西的经验和做法，全
力加快安徽省工人文化宫建设步伐，进一步提高服
务职工水平。

安徽省总工会学习考察组一行还将对铜川市工
人文化宫建设进行实地调研考察。郭大为会见安徽省总工会副主席胡东辉一行。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郭大为会见学习考察组成员

11 月 11 日，陕汽重卡
德龙 X6000 成功上市，标
志着陕汽在重卡高端市场
迈出了重要一步。

今年以来，陕汽不断
打造新业态，加快开发新
产品，探索应用新技术，激
发出强劲的发展活力。截
至 10 月底，产销 19.85 万
辆，同比增长28%，继续保
持高速增长态势。图为
X6000 生产线上机器人进
行焊接作业。

牛娜 谭永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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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将研究出台促进服务消费新举措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推进一批机场改扩建工程
■截至三季度我国保险业总资产突破22万亿元
■“一带一路”减贫与发展联盟在云南成立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 16日发
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
利保护的意见》。

意见提出，依法加强创作者权益保护，统筹兼顾传
播者和社会公众利益，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大力提高案件审理质效，推进案件
繁简分流试点工作，着力缩短涉及著作权和与著作权
有关的权利的类型化案件审理周期。

意见明确，在作品、表演、录音制品上以通常方式
署名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应当推定为该作
品、表演、录音制品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
权利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对于
署名的争议，应当结合作品、表演、录音制品的性质、
类型、表现形式以及行业习惯、公众认知习惯等因素，
作出综合判断。

意见同时提出，高度重视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技术发展新需求，依据著作权法准确界定作品类
型，把握好作品的认定标准，依法妥善审理体育赛事
直播、网络游戏直播、数据侵权等新类型案件，促进新
兴业态规范发展。

意见还对销毁侵权复制品及材料和工具、充分填补
权利人损失、准确认定侵权故意以及引导当事人诚信诉
讼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最高法发文加强著作权保护
明确署名推定规则等问题

新华社上海11月17日电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自
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实施场馆修缮改造，恢复开放时
间纪念馆将另行公告。

记者获悉，此次修缮改造旨在进一步加强革命文物
保护，建设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以良好面
貌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位于上海市兴业路 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成
立于 1952年。近年来，前来纪念馆参观者持续攀升，
2017年达83.5万人次，2018年接近147万人次。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启动修缮改造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
显示，截至 11 月 16 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
700亿件。

近三个月以来，快递年业务量实现从500亿件到600
亿件再到700亿件的“三连跳”。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预计今年全年快递业务量有望超过800亿件。

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700亿件

本 报 讯（记 者 鲜
康）11月 17日，记者从西
安卫星测控中心获悉，
经过历时近两年的建
设，我国首个深空天线
组阵系统已在西安卫
星测控中心喀什深空
站正式建成并完成各
项调试测试工作，于近
日正式启用，直接投入
到“天问一号”“嫦娥四
号”任务中。

据介绍，为提高地
面系统对深空探测器下
行数据的接收能力，该
中心在喀什深空站新建3
座 35 米口径天线，与该
站原有的 1座 35米天线
组成 4×35 米的深空天
线组阵系统，达到等效
66 米口径天线的数据
接收能力，探测距离和
接收灵敏度较现有设备
将得到大幅提升，为我
国执行各类深空探测任
务提供有力测控支持。

该系统不仅可以实
现对单个深空探测器的
高精度跟踪测控，每台
天线也可单独工作，实

现对多个深空目标的
同时跟踪。此外，该系
统可以与国内外其他
天文台站实现异地组
阵，开展联合射电天文
观测活动。

记者了解到，为确
保该系统能够尽快投入
到“天问一号”测控任务
中，今年年初以来，该站
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着力
强化任务组织指挥和质
量管理，加强技术风险
排查、质量隐患管控，确
保深空天线组阵系统能
够顺利完成交付，如期
投入使用。

预计今年年底前，
我国还将实施“嫦娥五
号”月面采样返回任
务。目前，各深空站已
圆满完成星地接口验证
以及星地对接工作，并
在天问一号与嫦娥四号
任务间隙抓紧开展设备
维护、日常性设备指标
测试以及任务针对性训
练，为圆满完成任务做
好充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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