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西安11月13日电“本次
考古发现的墓志，不仅是新见的唐代
皇室成员文学作品，更是目前国内唯
一经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早
年书迹真品，再次体现了考古工作对
展示与构建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意
义。”主持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
究员许卫红说。

日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位于
汉哀帝义陵以南约 1.6公里、秦咸阳城
遗址保护区以西约 2.7公里处发掘出
大量隋唐时期墓葬。期间，考古工作
者在清理元氏家族墓葬时，发现三合
由唐玄宗之侄、让皇帝李宪之子、汝阳
王李璡撰文的墓志，而其中一合墓志
的书写者为时任长安县尉的颜真卿。

元氏家族墓葬均遭早期严重盗
扰，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土洞
墓。元氏家族为北魏皇室后裔，元大
谦为北魏常山王第七代孙，历任姚州
都督府录事参军、陇州司仓参军、右骁
卫长史、绛州龙门县令。

据参与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张杨力铮介绍，元大谦夫妇
二人墓志撰文者均为汝阳王李璡，志文
内李璡自称外侄孙。据《新唐书》记载，
李璡为让皇帝李宪之子，李宪之妃为元
氏。“结合墓志内容可知元大谦的侄女
即李宪之妃、李璡之母。李璡所撰墓志
的内容填补了李宪妻族的相关情况，有
益于唐代正史、文学史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罗婉顺墓志书丹
者为颜真卿，文内自称为长安县尉。
据史料记载，天宝五载，颜真卿由醴泉
县尉升任长安县尉，与墓志时间相

合。颜真卿现存世书迹以传世碑刻为
主，以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多宝
塔碑》等为代表，共十余件，多以其风
格成熟期作品为主，而本次发现为其
早期书迹真品，尚带有模仿前朝书家
的痕迹。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
远说：“颜真卿一改王羲之以来书法追
求精雅的方向，展现出士大夫的阳刚
正大之气。甚至可以说从颜真卿开
始，唐人开始逐渐确立属于自身的书
法风格。”新出土的罗婉顺墓志对探讨
其本人及我国中古时代书法艺术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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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区委研究，决定将拟提拔任用的 2名同志予以公
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反映问题的方式。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
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区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
象存在的问题。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应加盖公章，以个
人名义反映问题的提倡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2.要求。反映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借机
诽谤诬告。

3.公示时间。从2020年11月16日至11月20日，共5

个工作日。
4.公示联系科室和受理方式。联系科室：中共杭州市

余杭区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地址：余杭区临平街道西大
街33号，邮编：311100，举报电话：0571-86233007，短信举
报：18105712387。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组织部
2020年11月13日

杭州市余杭区区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通告
郑悦，男，

汉族，1986 年
11 月生，浙江
杭州人，2007
年 10月加入中
国 共 产 党 ，
2009 年 9 月参
加工作，大学
学历。现任杭
州市余杭区良

渚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公共管理办公室）
主任（山海协作赴衢州市挂职干部），拟任
（提名）镇（街道）副处级领导职务。

郑 晨 义 ，
男，汉族，1986
年 4月生，浙江
杭州人，2014
年 7 月加入中
国 共 产 党 ，
2009 年 6 月参
加工作，在职
大学学历。现
任杭州市余杭

区林业水利局事业正科长级干部（山海协
作赴衢州市挂职干部），拟任（提名）镇（街
道）副处级领导职务。

李克强出席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并致辞

陕西发现首例考古发掘出土颜真卿书丹墓志铭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中央军委印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

联合作战纲要（试行）》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经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发《中国人民
解放军联合作战纲要（试行）》，于2020年11月
7日起施行。

《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围绕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着眼构建联合作战法规体系，
立起基本概念，确立基本制度，明确基本权责，
从制度层面回答未来“打什么仗、怎么打仗”的
重大问题，强化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对巩固
深化领导指挥体制、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
成果，对推动我军联合作战能力解放和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纲要》是我军新时代作战条令体系的顶
层法规，突出强调指导性理念性原则性，重在
宏观指导上提纲挈领进行总体规范，重在明确
联合作战组织实施的基本问题，重在统一作战
思想、厘清权责程序、指导作战行动，围绕我军
联合作战新情况新问题，坚持继承与创新、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总结提炼有益经验，构建整
体框架，设置内容体系，明确联合作战指挥、作
战行动、作战保障、国防动员、政治工作等重大
原则、要求和基本程序。

中央军委要求，各级要认真抓好《纲要》的
学习贯彻，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
准，将《纲要》作为组织实施联合作战和联合训
练的基本依据，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

浙大儿院疫情以来
门诊量首次破万
秋冬季谨防儿童肺炎

新华社杭州11月13日电“医院门
诊量回到 1万人次，这是疫情以来的首
次！”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门
急诊中心主任汪天林透露，近期感冒发
烧和感染肺炎的孩子明显增多，门诊量
也创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新高。

汪天林表示，近期天气变化明显、
昼夜温差大，呼吸道黏膜容易受到乍暖
乍寒的刺激，感冒等上呼吸道感染的概
率就会增加。同时随着气温走低，细菌
病毒比较活跃，呼吸系统其他部位也更
容易受到感染，肺炎会趋于高发。

“小儿肺炎连续多年位列我国 5岁
以下儿童死因的首位，孩子高烧不退、
频繁咳嗽时，家长要留意孩子是不是得
了肺炎。”浙大儿院儿内科主任唐兰芳
说。

专家介绍，近期有不少病例，家长
误把肺炎当作普通感冒，延误了治疗，
以至于送到医院的时候，孩子肺部感染
已经比较严重。唐兰芳表示，感冒发烧
和肺炎，症状相似，都伴有发烧、咳嗽、
呼吸不畅等，如果孩子出现这些症状，
要注意严重程度的区别，如果身体出现
缺氧的状况，呼吸变急促，要及时到医
院排查是否感染肺炎。

据了解，目前收治到浙大儿院呼吸
内科病房的肺炎患儿，多是因为感染了
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以及散
发性的腺病毒。这类肺部病毒感染，对
于普通孩子而言一般症状都不会太重，
但对于少数儿童则比较凶险。

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率达1.96%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中国银保监会

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末，我国商
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84万亿元，较上季末增
加987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6%，较上
季末增加0.02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正常贷款
余额 142万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 138万
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3.8万亿元。

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三季度末，银行业金
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 42万亿元，
其中单户授信总额 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4.8万亿元。

风险抵补能力方面，三季度末，商业银行
贷款损失准备余额 5.1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
1086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79.9%，较上季末下
降 2.52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 14.41%，较上
季末上升0.20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
构本外币资产315.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

考古发掘出土的罗婉顺墓志

元大谦、罗婉顺夫妇合葬墓墓室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 13日下午在东盟商务与投资峰
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李克强表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给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
严重威胁，世界经济正在经历自二战以来
最严重的衰退。东盟作为中国的近邻和
重要合作伙伴，双方贸易投资在世界经济
低迷背景下逆势增长，贸易额增长 5%，中
国对东盟投资同比增长76.6%。东盟成为
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经济纽带更加
紧密、产业联系更加密切。

李克强简要介绍了当前中国经济形
势，他表示，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发展，及时果断出台有效合理的宏观经
济政策应对疫情冲击。经过艰苦努力，中
国经济前三季度恢复了正增长，稳住了基
本盘。这对于一个 14亿人口的大国是殊
为不易的。

李克强指出，我们实施助企纾困和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政策重点面向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的就是稳就业，从
而稳住经济基本盘。稳就业要靠市场主
体。我们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深化“放管
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激发上亿市场主
体的活力。中国现在每天新增市场主体
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正是因为保
住了上亿市场主体，就业和民生得到了有
效保障。中国人民有韧性，中国的市场主
体对未来有坚定的信心。现在可以有把
握地说，中国经济今年可以实现正增长。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率先实现了恢
复性增长。

李克强指出，我们清醒认识到仍然面
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不仅是经济衰退、贸
易萎缩，而且保护主义在持续抬头。我们
将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继续推进同东盟
国家的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坚定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

境。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
合国成立 75周年。习近平主席在第 75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和平与发
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75年来，亚洲
从动荡走向和平，从对抗走向合作，从贫
困走向繁荣。我们深知维护地区和平与
稳定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商务与投资发展
的需要，而且有利于塑造长期稳定向好的
预期。

——努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
方始终主张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推动
自由贸易，在区域层面推动经济一体
化，让“两个轮子”一起转。中国－东
盟自贸区建成十年来，内容不断充实，
水平逐步升级。此次东亚合作领导人系
列会议期间有望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这将对区域经济
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发出积极、明确信
号。我们愿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同东盟国

家加强发展战略衔接，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

——全力推动地区经济复苏。多年
来，东亚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牵动作
用，当前背景下我们仍然应当担起这样的
责任。各国要同心协力，携手共进，推动
地区经济复苏发展，迈向繁荣，这也会给
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在这一过
程中，我们不仅要进行先进技术、大企业
间的合作，而且要在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创
造新的合作亮点。

李克强指出，明年将迎来中国东盟建
立对话关系 30周年。“三十而立”，中国同
东盟关系进入而立之年，已经“立”起来
了，相信将会更加成熟，共同向着互利共
赢的方向发展，不断开创商务与投资合作
的新局面，进一步造福中国和东盟国家人
民，也将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