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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电祝贺图伊马莱阿
利法诺连任萨摩亚国家元首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  8 月 30 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致电图伊马莱阿利法诺，祝贺他连任萨摩亚独立国国家

元首。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萨摩亚是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

新华社北京 9月 1日电　9月 1日，2022 年全国“质量月”

活动拉开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

重要批示。批示指出：质量是立业之本、强国之基，事关民生

福祉。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

质量第一意识，推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质量效益。要加强政策

引导，深入推进全面质量管理，优化产业链供应链质量管理。

引导企业弘扬工匠精神，落实主体责任，走以质量取胜的路子，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一百二十三次委员长会议 1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

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

作的关于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

案修改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作的关于

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香港、澳门第十四届全国

本报香港 9 月 1 日电（记者  李文善）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行政长官李家超

表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成立体现《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支持大湾区建设

国际教育示范区、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的

定位，必将引领穗港教育合作开启新篇章。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九月一日）在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学典礼透过视像

致辞如下：

尊敬的李希书记（广东省委书记）、

怀进鹏部长（教育部部长）、王伟中省长（广

东省省长）、林克庆书记（广州市委书记）、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我很高兴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香港科

技大学（广州）的开学典礼，庆贺这个穗

港教育合作的历史性时刻。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是由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自从《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二○一九年颁布以

来，港科大（广州）是首个获国家教育部

批准正式成立、由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的高

等教育机构，正好体现《规划纲要》支持

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打造教育和

人才高地的定位。这个项目也是《南沙方案》

今年六月颁布以来，首批启用的重点项目。

香港科技大学创立于一九九一年，

三十一年来成功建立了全球顶尖研究型学

府的品牌。二○○七年，港科大霍英东研

究院率先落户广州南沙，为国育才。港科

大在二○一八年与广州市政府和广州大学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九月一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学典礼透过视像致辞

全面战略伙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促进了

双方共同利益。我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

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充实双边

关系内涵，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着力依靠创新推进质量攻关，打造集质量、标准、技术、品牌

等于一体的高品质产品和服务，在市场竞争中锻就中国质量、

培育中国精品。要聚焦民生关切，创新监管方式，坚持对质量

安全问题“零容忍”，开展质量惠民行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需求。要提升服务效能，广泛开展质量管理等技术服务，助力

企业不断增强质量发展能力。各方面共同努力，深入实施质量

强国战略，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

贡献。

人大代表选举会议成员名单草案以及任免案审议情况的

汇报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俊臣向会议作了关于新增人事

任免事项的汇报。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草案等提交常委会

会议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

吉炳轩、艾力更 • 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

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出席会议。

新华社南昌 8 月 31 日电  题：江

西铅山一企业以整治之名非法采砂毁林

占地 当地开展调查全力恢复植被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李晓婷

群众通过国务院“互联网 + 督查”

平台反映，2019 年以来，南昌市江天源

矿业有限公司以治理之名非法采砂。

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八督查组日

前赴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王村村明察

暗访发现，该企业侵占林地 40 余亩非法

开采砂石，原本的地质灾害整治路段成

为私挖滥伐现场，危害百姓生产生活和

出行安全，相关部门监管缺位。

侵占 40 余亩林地私挖滥伐

铅山武夷山位于武夷山脉北部，毗

邻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地位重要。“新

华视点”记者随督查组在武夷山镇王村

村现场看到，高高的山体裸露出成块的

红褐色花岗岩石体，不少砂石泥土堆积

在沿山道路上，车辆、行人无法通行。

村民提供的老照片及卫星图片显

示，直到 2018 年，这片山地还覆满绿色

植被，山间道路通畅。

被采挖山体对面村庄的村民反映，

2018 年底，降雨引发山体滑坡，武夷山

镇下渠至里江东唯一道路通行受阻，江

天源公司以灾害治理名义进场。“当时

公司说要修路排险，但好几年过去了，

不但路没修好，山还被挖秃了。”一名

村民说。

为此，武夷山镇 5 个自然村上千名

村民的出行，不得不依靠一条临时修建

的道路。但这条路路况较差，每逢夏季

汛期常被水淹没。

督查组调查发现，江天源公司并未

办理采伐证、采砂许可证，林地使用也

大大超出批复范围，其中包含 29.16 亩

国家级公益林。为堆放采挖出的砂石料，

公司还通过王村村委会非法征占村民土

地 11.86 亩。

时任武夷山镇党委书记黄柏枝和

江天源公司负责人万志勇承认，当初企

业正是看中了山体中埋藏的优质制砂原

料——花岗岩，才主动申请介入灾害治

理工程。

　　铅山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江西省

地质局地理信息队现场对该山体砂石减

损的土方量进行估算，共计约 4.39 万立

方米，专业人士评估价值近百万元。

相关部门违规操作监管缺位

记者了解到，2019 年 2 月 22 日，

江天源公司向铅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申请该路段地质灾害整治工程立项，铅

山县发改委当天便予以批复，建设工期

2 年。

督查组了解到，铅山县发改委未落

实“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在未经县人

民政府常务会和县委常委会同意情况下，

仅凭江天源公司的一纸申请报告和地质

灾害应急调查报告，就予以批复。

铅山县发改委主任郑展青说：“当

时武夷山镇政府跟我说了一下，因为是

抢险，我们就按一般的工程项目办了。

事后我没到现场看，武夷山镇政府也没

有跟我说过进展。”

此外，督查发现，在企业申报、施工、

退场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存在违规操作、

监管缺位等情况，给私挖滥伐开了口子。

根据规定，地质灾害修复工程中产

生的土石料应由县级人民政府纳入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不允许施工企业私自处

置。但武夷山镇政府、王村村委会违规

与江天源公司签订协议，允许其自行加

工销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石料。

调查还发现，在施工过程中，镇政

府和村委会未对工程进展进行核查监管。

直到 2020 年，目睹山体不断被挖，意识

到“事情不对”的武夷山镇才叫停工程，

但也未督促、核实企业停工情况。2021

年8月，仍有群众反映该公司向外运砂石。

2020 年 12 月，铅山县人民政府第

61 次常务会要求“武夷山镇政府要对南

昌市江天源矿业铅山分公司在施工过程

中加工销售的砂石资源进行核算”。但

截至督查组到达前，铅山县自然资源局

既未对非法开采的矿产资源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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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克 强 对 2022 年 全 国“ 质
量 月” 活 动 作 出 重 要 批 示

栗战书主持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一百二十三次委员长会议

国务院大督查丨江西铅山一企业以整治之名非法采砂毁林占地

签署三方协议，筹建广州校园。今天，港

科大（广州）在南沙开校，必将引领穗港

教育合作开启新篇章。　 

在这里，我希望向港科大（广州）提

出三点寄望。第一，进一步发挥香港联通

世界的节点功能。港科大作为蜚声国际的

院校，有充分和成熟的条件善用学术成就

和国际连系，贡献国家高质量教育发展。

第二，贡献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下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定位。我鼓励港科大

（广州）秉承「港科大一体、双校互补」

的理念，与香港校园协同推动国家的科技

发展。

第三，培养爱国爱港而具备国际视野

的新一代。我希望港科大（广州）培养学

生成为面向未来的高端创新人才，以及推

动国家和香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习近平主席七月一日在香港发表重要

讲话时指出，我们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

人。我衷心感谢国家教育部、国务院港澳

办、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和中联办对

项目的全力支持，以及港科大与广州大学

的不懈努力，为青年带来全新的学术发展

机遇！

香港与广东省山水相连，关系密切。

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广东省政府携手奋

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贡献力量！

最后，我祝愿各位同学珍惜青春好时

光，好好享受你们在港科大（广州）的学

术之旅，实现你们的梦想！谢谢大家。 

也未按相关规定采取有力监管措施。

群众利益不容漠视 当地政府立行

立改

据悉，当地群众曾多次反映举报江

天源公司打着治理幌子毁林挖山，但相

关部门及镇政府调查处置避重就轻，问

题迟迟未解决。

有村民于 2021 年向上级部门反映

基本农田下的砂石被非法盗挖，铅山县

自然资源局随后并未以技术手段开展调

查，仅通过实地查看作出“毁坏耕地情

况部分属实”的答复。相关部门仅凭土

方量计算判定企业无非法开采行为，但

对企业无证采伐、私自外运处置砂石料、

审批流程是否合规等重要问题未予以回

复。

督查组认为，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

未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监

管缺位、监督不力，导致国有自然资源

流失、生态环境屡遭破坏。

督查组建议，铅山县督促协调有关

单位，按照项目工期要求尽快完成王村

村和尚坪地质灾害整治工程、灾害点生

态修复和所占耕地复耕，解决影响群众

出行的问题。理顺监管机制，清查施工

过程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压实主管

部门及相关责任人责任。贯彻落实重大

事项集体决策制度，清理检查全县未列

入“三重一大”决策机制项目，按规定

完善相关手续，举一反三。

针对督查组反馈的问题，铅山县政

府立行立改，目前已完成对因堆料临时

占用的农田实施耕作层回填和排灌设施

完善工作，并栽种二季晚稻，提质复耕

工作全面完成。铅山县林业局已聘请第

三方机构对森林资源破坏情况进行鉴定

评估，组织安排林业执法人员开展调查，

依法从严处理违法行为。后续将高标准

推进山体滑坡治理，全力恢复植被。计

划于 2022 年 11 月底前完成涉险路段崩

塌处置工程，2023 年 2 月底前完成对包

括原涉险道路在内的 12.6 公里道路双车

道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