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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运输投送局消息，截至6月底，全国所有运输机场都
开通了军人依法优先通道，进一步提升广大官兵的获得感、幸福感。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部署要求，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市场监管总局决定从即日起至10月底开展燃气安全“百日行动”。
◆丹麦警方7月4日凌晨证实，首都哥本哈根南部阿迈厄岛菲尔兹购物中心7
月3日下午发生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一
名22岁的丹麦白人男子案发不久在现场附近被警方逮捕。
◆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市数百名民众7月3日走上街头，抗议当地警察在执
法过程中乱枪射杀非洲裔男子杰兰·沃克。
◆俄罗斯国防部7月3日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当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
报告了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地区的情况。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与卢甘斯克
武装完全控制了利西昌斯克市。利西昌斯克是乌军在卢甘斯克地区控制的
最后一个主要城市。俄军还控制了位于利西昌斯克西侧的最大居民点之
一——别洛戈罗夫卡。
◆乌克兰方面当天称，利西昌斯克的战斗已经结束，乌军进行了战术性撤
退。乌军将重新集结，使用远程武器进行回击，以夺回相关地区的控制权。
有乌克兰官员7月3日说，在俄军控制的东南部城市梅利托波尔，乌军打击了
俄军一个物流基地。

新华社布达佩斯7月3日电（记
者 刘旸 陈浩 肖亚卓） 2022布达佩
斯游泳世锦赛3日结束全部比赛，中
国队以 18 金 2 银 8 铜名列奖牌榜第
二位，金牌数与第一名美国队持平，
其中跳水“梦之队”横扫全部13个项
目金牌。

本届世锦赛主题是“创造历史”，
来自约 18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
名选手参赛。派出跳水、花样游泳和
游泳三支队伍的中国军团不负使命，
用过硬的成绩书写历史。

游泳队收获 1 金 3 铜；花样游泳
取得历史性突破，收获4金3铜；跳水
队横扫全部 13 个项目的金牌，历届
世 锦 赛 金 牌 总 数 突 破 100 枚（106
枚）。这也是中国跳水队首次在海外
举办的世锦赛上包揽全部金牌，上一
次实现横扫还是 2011 年的上海游泳
世锦赛。

中国跳水队在各个项目中表现
出稳健的统治力令人惊叹不已。老
中青三代选手共同发力，确保金牌万
无一失。

首先，奥运小将迅速成长为“定
盘星”。王宗源、陈芋汐、全红婵，以
超出他们年龄的自信心和稳定性，成
为跳水队最令人放心的“金牌收割
机”。

王宗源在男子单人 3 米板、双人
3 米板和 1 米板实现“三冠”，其中 1
米板以 493.30 罕见高分夺冠。东京
奥运会上王宗源在单人 3 米板上夺
得银牌时的分数是534.90分，本届世
锦赛上他夺冠的成绩是561.95分，进
步明显。

陈芋汐与全红婵在女子 10 米台
上令其他选手望尘莫及。单人赛中，
陈芋汐以 0.3 分优势战胜全红婵夺
冠，而全红婵比季军高出78.1分。双
人赛中，两人搭档比亚军高出69分。

临时替换张家齐与白钰鸣搭档
出战混合全能的全红婵毫不怯阵，当
她得知要上场的第一反应是，又多了
一块奖牌。最终，他们这块金牌意义
非凡，是中国跳水在世锦赛历史上的
第100枚金牌。

其次，老将为梦想坚守。27岁的
曹缘，在三届奥运会上都斩获金牌，
包括单人10米台、双人10米台、单人
3 米板，只有双人 3 米板项目上的奥
运金牌空缺。此次世锦赛上，他与王

宗源搭档拿
下 双 人 3 米
板冠军，似乎
预示着他在巴
黎周期的目标。

28 岁 的 杨
健，世锦赛男子
单人 10 米台的卫
冕冠军，此次决赛
虽然跌宕起伏，第
二和第三跳都出现
失误，但最终还是依
靠他标志性的、难度
系 数 4.1 的 109B 征 服
裁判，确保金牌。赛后
他坦言，希望自己在奥
运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持
久，在备战巴黎奥运周期
期间，坚定信念，克服伤病
困难。

再其次，中生代绽放光
彩。杨昊、练俊杰、昌雅妮、陈
艺文此前都参加过 2017 布达佩斯世
锦赛和 2019 光州世锦赛，但都未出
战过奥运会。他们是新周期中最有
动力的一批选手。

杨昊搭档练俊杰出战男双 10 米
台，决赛中发挥稳定，一举摘金，弥补
了东京奥运会上中国跳水在该项目
上错过金牌的遗憾。杨昊在单人 10
米台上的表现不够稳定，第三跳和最
后两跳都不够理想。

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昌雅
妮与施廷懋搭档获得女子双人 3 米
板冠军。5 年后，她的搭档换成了陈
艺文，为中国跳水队完成该项目 11
连冠，延续了中国跳水在女子3米板
上的传统和荣耀。

2017年世锦赛上，陈艺文空手而
归。5年后她在女子单人3米板和双
人3米板上接连摘金，虽然分数距离
施廷懋还有一定距离，仍有足够时间
实现进步。

最后，全新面孔，大赛历练。李
亚杰、白钰鸣、段宇、朱子锋、郑九源
是本次世锦赛中国队的新面孔。年
轻选手最需要大赛历练，尤其疫情期
间，大赛经验难能可贵。

李亚杰摘得女子 1 米板金牌；朱
子锋搭档上届世锦赛混合全能冠军
林珊，夺得混双 3 米板冠军；17 岁的
段宇搭档曾经的世锦赛混双和女双

10 米 台
冠 军 任
茜，摘得本
届 世 锦 赛
混双10米台
冠军。

18 岁 的
郑九源是此次
世锦赛上唯一
一 位 登 场 却 未
能获得奖牌的中
国跳水选手，在男子1米
板比赛中位列第八名。
对于把王宗源当作标杆
的郑九源来说，这次世锦
赛收获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以及接下来的训练方向。

中国跳水在此次世锦赛
上全面丰收，在人员变化和新
老接替中，保持住了优势和统
治力，在面向巴黎的备战周期
中，取得完美开端。

游泳世锦赛收官，中国跳水横扫全部金牌

中国18金与美国并列第一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 王
雨萧 严赋憬） 自 6 月 1 日起实施的部
分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购税政策已经“满
月”。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政
策实施首月，全国共减征车购税 71 亿
元，减征车辆 109.7 万辆。从排气量来
看，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征税款34
亿元，占比约48%；1.6升至2.0升排量乘
用车减征税款37亿元，占比约52%。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汽车
产业链条长、涉及就业面广、拉动消费
作用大。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对稳经
济、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5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
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提出阶段性减
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5月31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对
购置日期在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且单车价格（不含增
值税）不超过30万元的2.0升及以下排
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副

司长刘运毛告诉记者，此次车购税优惠
政策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惠及范围“再
扩大”，能够享受减征政策的乘用车排
量限制从1.6升提高到2.0升；二是政策
发力“更应时”，明确2022年6月1日至
2022年12月31日期间内购置的符合条
件的乘用车均可享受减征政策，有利于
快速、有效拉动汽车消费；三是政策调
控“更精准”，提出了单车价格（不含增
值税）不超过30万元的限制条件，以充
分发挥税收政策精准调控的作用，惠及
大众消费。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乘用车产销
逐步向好。数据显示，6月1日至26日，
乘用车市场零售 142.2 万辆，同比增长
27%，较上月同期增长37%。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副所长
李平介绍，车购税所征收的税款具有专
门用途，专款专用于国家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其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安排，向
中西部地区倾斜，对于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具有积极作用。

车购税减半征收首月减征71亿元

■ 新华社记者 赵久龙 郑生竹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考
察。在村里的香包制作室，总书记欣
赏村民制作的各式香包，并花钱买下
村民王秀英制作的一个中药香包。近
日，新华社记者走访了王秀英，一起分
享她在总书记鼓励下和村民们一起发
展香包产业的故事——

那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在制作
室里忙活、缝制香包。习近平总书记
走了进来，和大家亲切交流，当时的场

景历历在目。
总书记看到我们手工制作的特色

香包，连连称赞“真不错”“很精致”。
我告诉总书记自己制作的中药香包很
好卖，每年净收入20多万元。总书记
手拿香包，夸奖我手艺好，还自己花钱
买下一个，笑着说“我也要捧捧场”。

“徐州香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我做了一辈子香包。过去，我
做香包就是为了补贴家用，想着把日
子过好就可以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肯
定和鼓励让我意识到，我还要做好非
遗传承、带动乡亲致富。

我有一个自己的香包工作室，周
边村民、企业职工、中小学学生甚至外
国友人都来学习缝制香包。我耐心地
教大家，希望把这门手艺传给更多
人。现在，我的儿子、儿媳妇、孙女都
跟着我学做香包。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指出，发
展特色产业、特色经济是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给我们指
明了发展方向。这些年，按照总书记
的要求，我们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成立
民俗文化手工艺合作社，培育中药香
包的制作能手，搭建网络销售平台，加

强产运销“一条龙”服务。如今，香包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还远销海外。有
的年轻人脑子灵，跟文化创意公司合
作，推出各种时尚小香包，在网上直播
带货，很受大家欢迎。

如今，“小香包”成为我们致富的
“金荷包”。我们村和周边村庄的 300
多名村民都在从事香包制作，去年马
庄香包产值超过800万元。

我们要继续守护好“徐州香包”这
个品牌，让香包“香”飘万里，和大家一
起用双手“绣”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新华社南京7月4日电

“‘小香包’成为我们致富的‘金荷包’”

■ 新华社记者 杨文

今年27岁的李伟是山东省临沂市
蒙阴县人，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目光炯
炯有神。

6 年前，还在上大学的李伟，成为
“沂蒙精神百校行”志愿宣讲团发起人，
组织临沂籍的大学生志愿者向全国高
等院校宣讲沂蒙精神。如今，即将走上
工作岗位，他依然在和一些高校对接宣
讲事宜。

“刚上大学时，一提起自己来自沂
蒙革命老区，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你
们那个地方是不是特别穷呀’，大家的
印象不是先烈们的奉献，而是贫穷与落
后，我很想改变他们对沂蒙老区的认识
和看法。”李伟说。

以山东临沂为主要范围的沂蒙革
命老区，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
献。“‘红嫂’明德英乳汁救伤员、‘沂蒙
母亲’王换于创办战时托儿所的故事都
发生在临沂。”李伟决心把红色故事带
进高校，让青年大学生了解沂蒙革命老
区的历史。

李伟从高中起就加入公益组织，有
丰富的志愿者经历。萌生了宣传家乡
红色故事的想法后，身边不少学生积极
响应。

活动初期并不顺利。志愿宣讲团
副团长段诗韵说：“一开始在学校里发

宣传小册子，有人领宣传册，也有人看
了看就走了，效果不是很好。”

宣讲团调整思路，从学校的一些活
动入手。他们通过老师申请场地，制作
宣传沂蒙精神的纪录片，反复打磨演讲
稿，拍摄微电影、短视频……越来越多
学生了解了发生在沂蒙革命老区的故
事，并主动加入宣讲。

李伟和团员还总结出宣讲经验：“上
台紧张了，就盯着最后面看”“观众里找熟
悉的人，和他们有目光交流”……

目前，“沂蒙精神百校行”志愿宣讲
团结合思政课、主题党课等形式，已在
全国70多个城市、300多所高校开展宣
讲400余场，听众累计达4万余人，志愿
者成员达到500多人。

宣讲团成员身上，有着沂蒙山区人
朴实、开朗的独特气质。带有老区标签
的他们，以青春的视角和语言，为年轻
人和红色故事之间架起一座桥。

宣讲团如今已走进300多所高校，
李伟的“小目标”已经完成。“虽然我已
经毕业，但宣讲活动不会停止。宣讲团
的下一个目标是把沂蒙精神带进1000
所高校。”

沂蒙精神并不遥远。从“红嫂”后代
到青年大学生，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沂
蒙精神，经过一代代人的弘扬，历久弥
新、绽放光芒。这是青春的接力，更是信
仰的传承。 新华社济南7月3日电

“把沂蒙精神带进1000所高校”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第五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微视
频）征集展播活动评选结果日前揭晓。

《珍惜粮食》《志·愿》《妈妈的请假条》等
88 部优秀作品入选，近日将在媒体网
站、户外媒介等广泛展播。

本次活动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
局、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央新闻
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浙江省委宣传
部共同举办。活动紧紧围绕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主题，聚焦国家、社会、个人
三个层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要求，突出庆祝建党100周年、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进乡
村振兴等重点工作，生动展现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取得的巨大变化、辉煌成就，

彰显广大干部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坚
定决心、奋斗故事，讲述各行各业弘扬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风
貌和生动实践。

活动开展以来，共征集到作品3268
部，经初筛、专家评审、公示等环节，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优秀作品88部。此
次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主题鲜明、立意
深刻、贴近群众，表现方式新颖活泼、故
事情节生动感人、内容导向积极健康，
对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和道德
力量，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微视频）
征集展播活动评选结果揭晓

7月3日，匈牙利泳协主席山多尔·弗洛达尔（左二）将旗帜准备交给国际泳联主席侯赛因·阿尔-穆萨拉姆（右二）。当日，第19届世界游泳锦标赛闭幕。
■ 新华社发 弗尔季·奥蒂洛 摄

中国队获最佳跳水队奖杯中国队获最佳跳水队奖杯

陈艺文陈艺文//昌雅妮获得女子双人昌雅妮获得女子双人33米板冠军米板冠军

中国队获得花样游泳集体自由自选金牌中国队获得花样游泳集体自由自选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