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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临床试验中会出现药品不良反
应吗？

答：新药在上市之前往往要进行
严格的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动物实验
虽然给临床用药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
由于人类与动物（即使是灵长类）对药
物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些药品不良反应
是难预测的，还有一些不良反应是未知
的，需要开展临床试验进一步研究新药
在人体的安全性。因此，即使是通过了
动物实验的研究，临床试验中仍可能出
现药品不良反应。

25.什么是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
测？

答：根据《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
测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81号），药品
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是指药品不良反

应的发现、报告、评价和控制的过程。
26.国家为什么要建立药品不良反

应报告制度？
答：建立报告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

为了进一步了解药品的不良反应情况，
及时发现新的、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
评估药品的安全性，以便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及时对有关药品加强管理，最大限
度地预防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保障
公众用药安全，促进公众健康。

（八）

浮山县刘家庄铁矿有限公司 10 万
吨/年铁矿资源整合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现已基本完成，目前已形成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相关规定，现进行
项目信息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GO⁃
Qa5I3SrjVW5vgWqCBxmg提取码：a6zh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联系浮山县刘家庄铁矿有限

公司或环评单位获得纸质环境影响报告
书简要内容，公众可通过打电话、写信、发
传真或邮件的方式向环评单位索取。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以可能受到该项目

影响的周边企事业单位、邻近村庄的居民
等为主。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ZL⁃

rE3TQVis2ysARAYSdeSw 提取码：4j6y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

邮件、电话、传真、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发
表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
看法。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信息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七、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浮山县刘家庄铁矿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李总 13834134340

浮山县刘家庄铁矿有限公司
10万吨/年铁矿资源整合项目环评二次公众参与公示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创造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严厉打击超速、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

驶、闯禁令、逆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现将尧都区境内第二批固定执法取证设备点位公示如下：

上述固定执法取证设备，对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超速、不按规定车道
行驶、机动车逆向行驶、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机
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机动车违反限行规定、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抓拍。车辆经过上述点位时，按实际限速标志行驶。

望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指示
通行，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2021年9月4日

尧都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示

孙方博，男，汉族，于 1988 年 11 月
10 日 出 生 ， 身 份 证 号 ：
610581198811100319。2020 年 10 月 17
日 1 时 20 分 左 右 ，孙 方 博 驾 驶 陕
A6XB09“奥迪”牌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
驶至尧都区二中路亚太世纪花园口时，
与前方的李旭洋驾驶的晋 LJ6903“长
城”小型普通客车相撞，致绿化带及车辆
损坏，造成交通事故，后孙方博弃车逃
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二
款之规定，将对孙方博进行行政拘留十
五日的处罚。对以上告知内容，孙方博享
有陈述权和申辩权。自公告之日起七日
内，孙方博未提出申辩，我局将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

尧都区公安局
2021年9月6日

关于行政拘留人员不到案公示

山西日报讯 9 月 6 日，第十四届全
运会蹦床项目个人决赛在西安落幕，山
西蹦床名将董栋斩获男子个人银牌。这
是董栋第五次征战全运会，总共获得了
3金 5银，每一届全运会都有奖牌入账，
战绩骄人。

当日的比赛中，男子个人决赛共有
9位选手参加，其中山西就有 4位。预赛
排名第 2 的董栋排在第 8 位出场，他选
择了一套超高难度动作，发挥稳定，最
终获得 60.945分的高分。但最后一位出
场的湖南选手严浪宇难度更胜一筹，以
61.660 分将冠军收入囊中。山西选手杨
颜苇、涂潇、廉时栋分别获得第四名、

第六名、第七名。
一枚银牌，没有遗憾，只有圆满。

“我在场上发挥出了百分百的状态，决
赛场上瞬息万变，如果说谁会是我的对
手，我认为我的对手就是我自己。”

这次比赛，是董栋的第五届全运会
之旅，32 岁的董栋已经在赛场上坚持
了 19 年。这次全运会是董栋的谢幕之
战吗？对此，董栋的回答是：“未来一切
皆有可能。按照我一贯的特点，我只考
虑当下，做好当下。也许我会在蹦床项
目 上 不 断 坚 持 下 去 ，不 断 刷 新 新 高
度。”

（原载9月7日《山西日报》）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981年，在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
中国女排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之后创
造了“五连冠”的辉煌成绩，成为世界排
球史上第一支连续5次夺冠的队伍。40
年来，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世锦赛、奥运
会三大赛事中屡创佳绩。2019年9月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女排代表
时，高度赞扬中国女排“在赛场上展现
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
言败的精神面貌”，强调“实现体育强国
目标，要大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神，
把体育健身同人民健康结合起来，把弘
扬中华体育精神同坚定文化自信结合
起来，坚持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
合，不忘初心，持之以恒，努力开创新时
代我国体育事业新局面”。

“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
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
强音。”40 年前，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
军时，举国上下心潮澎湃，亿万观众热
泪盈眶。中国女排“五连冠”，万人空巷
看女排，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场景，让
亿万中华儿女热血沸腾。一时间，各行
各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精神、发扬女排精
神的热潮，“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

号响彻神州大地。在那个国门刚刚打开
的时代，中国女排以她们无畏的拼搏精
神跨上巅峰，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能
行”。在那个改革开放大幕初启、中国奋
力追赶的时代，女排精神如同一面旗
帜，让世人看到中国的集体主义、爱国
精神、自强意志，能达到怎样的高度、能
创造怎样的奇迹。40年来，中国女排有
过成功登顶的辉煌，也有过跌入低谷的
挫折，但她们胜不骄、败不馁，始终葆有
那么一股不服输的拼劲、打不垮的韧
劲，所形成的女排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
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和影响着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投身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我国体育健儿勇于挑战，超越自
我，迸发出中国力量，表现出高昂斗志、
顽强作风、精湛技能，展现出为祖国争
光、为民族争气的奋斗志向，展示出“人
生能有几回搏”的拼搏精神，永远是激
发全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全世
界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的强大力量。
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
征程，正需要大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

神，使之化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强大精神力量。要坚持“祖国至上”，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
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坚持“团
结协作”，深刻认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
才能前进的道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坚持

“顽强拼搏”，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
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
战；坚持“永不言败”，激发“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英雄气概，保持“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昂扬斗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
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
于时代的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体育强
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一个重要目标。”奋斗新时代、奋进
新征程，要牢牢把握我国体育工作“发
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根本任
务，发扬光大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
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
搏的中华体育精神，大力弘扬新时代
的女排精神，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

育综合实力，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
快、更高、更强，提高在重大国际赛事
中为国争光能力；落实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推动全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广
泛开展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体育改革创新步伐，更好发
挥举国体制在攀登顶峰中的重要作
用，更好发挥群众性体育在厚植体育
基础中的重要作用，不断为我国体育
事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要通过
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推动我国
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推动新时代体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体育强则国家强，国家强则体育
强。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
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
聚起强大精神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弘扬中华体
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推动群众
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加
快建设体育强国，顽强拼搏，奋勇争先，
团结一心，就一定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原载9月5日《人民日报》）

大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神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十四

人民日报评论员

1998 年汛期，我国南方特别是长
江流域及北方的嫩江、松花江流域发
生特大洪涝灾害。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奋战，同历
史上罕见的大洪水展开了一场波澜壮
阔的斗争，展现出气吞山河的英雄气
概，取得了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
作为人类战胜自然灾害的一个壮举载
入史册。

洪水滔滔，南北同患；人水相搏，气
壮山河。面对这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
涝灾害，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
来，特别是受灾省份的广大干部群众同
前来支援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一
起，团结奋战，力挽狂澜，同洪水进行了
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确保了大江大河
大湖干堤的安全，确保了重要城市和主
要交通干线的安全，确保了人民生命财
产的安全，使这场特大自然灾害的损失
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一个干部一段堤，
一个党员一面旗，一个支部一排桩。”各
级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
用，广大共产党员立“生死牌”，入“敢死
队”，成为抗灾军民的主心骨。从坚守荆
江大堤到抢堵九江决口，从会战武汉三
镇到防守洞庭湖区，从保卫大庆油田到
决战哈尔滨，30 余万人民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官兵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冲不垮
的坚强大堤。受灾地区群众舍小家保大
家、舍局部保全局，科技工作者夜以继

日地工作，医疗卫生工作者深入抗洪前
线防疫治病，全国人民心系灾区、情系
灾区……中国大地上涌动起全民族同
心同德、团结战斗的澎湃热潮，展现出
全民族万众一心战胜洪涝灾害的壮丽
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
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
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
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在同洪
水搏斗中铸就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
利的抗洪精神，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
财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体现了中国
人民的强大凝聚力，在这场伟大斗争
中，前方后方步调一致，举国上下齐心
协力，中华儿女的力量集结在一起，越
是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重
大关头，中国人民就越能充分显示出这
种非凡的凝聚力；不怕困难、顽强拼搏，
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在这场伟大斗争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
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英雄人物，一个
英雄倒下去，千万个英雄站起来，这种
慷慨赴难、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天
地为之动容，世人为之赞叹；坚韧不拔、
敢于胜利，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
和必胜信念，在这场伟大斗争中，“洪水
涨一尺，斗志高一丈”，广大军民誓与洪
水决一死战，迎着困难和危险勇敢前

进，越是情况危急，就越是不屈不挠，表
现出超人的勇气和惊人的毅力。抗洪精
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
精神的大发扬，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大发扬，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的大发扬，是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我们不
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防灾减灾救灾是衡量执政党领导
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
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
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
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
高，造成损失重，这是一个基本国情。战
洪水、斗冰雪、抗地震、防台风……我们
之所以一次次赢得防灾救灾的胜利，既
得力于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也离不开
精神的有力支撑。2020年，我们又一次
取得抗洪抢险斗争胜利，习近平总书记
在安徽考察时深入防汛救灾一线，指出

“广大干部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武警官
兵坚决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发扬不怕累
苦、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精神斗志，坚
守在防汛抗洪救灾第一线，涌现了许多
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展现了中国人民
众志成城、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英雄
气概，书写了洪水无情人有情的人间大
爱”。2021年7月，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
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习近
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历史和现实充
分证明，无论什么样的风雨和风险挑
战，都无法阻挡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都无法阻挡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对伟
大梦想的不懈追求。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
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奋斗新时代、奋
进新征程，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
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就要
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汲取不竭
力量，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团结，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汇聚起实现民族复
兴的磅礴伟力；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
勇毅，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在克服困难
中不断前进；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
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断创造新的
更大奇迹。

“誓与大堤共存亡”。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那块 1998 年武汉龙王庙闸口的
抗洪“生死牌”上，16 位共产党员的签
字依然鲜艳夺目。在新的伟大征程上，
弘扬抗洪精神，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
力量，同心同德、团结奋斗，风雨无阻、
坚毅前行，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
险阻，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原载9月6日《人民日报》）

弘扬抗洪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十五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关注全运会

蹦床比赛落幕

董 栋 斩 获 银 牌

9月7日11时0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高分五号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高分五号02星

本版责编：武锡刚 本版校对：武雯燕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 张
泉）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我国
地理标志保护水平持续提升。截至 2021
年 8月底，我国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
2482个，累计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
标、证明商标注册 6381件，核准使用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市场主体14315家。

安吉白茶、山西老陈醋、烟台苹果、
南京盐水鸭……地理标志是保护特定地

区产品的特性、声誉和其他特征的重要
知识产权，对于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农民
收入、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等具有重要作用。

2019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实施
21个国家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当
地政府已配套投入逾1.2亿元，涉及地理
标志产业产值超过210亿元，相关产品加
工、商业物流、旅游业等产值40亿元。

我国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 2482 个

（上接1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刀要在石上

磨、人要在事上练，不经风雨、不见世面
是难以成大器的。”干部成长无捷径可
走，只有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
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复杂严峻的
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才能真
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实践表明，越是困
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
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
才干。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年轻干
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担，在摸爬滚打中
增长才干，在层层历练中积累经验，真刀
真枪锤炼能力，以过硬本领展现作为、不

辱使命。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

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过去一百年，党
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现在，党团结带领人民又踏上了新的赶
考之路。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攻坚克
难、苦干实干、不懈奋斗，我们就一定能
继续考出一个好成绩，为实现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