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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9日电 （记者
王优玲）记者 9日从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了解到，我国城市节水总量
大，从2000年到2020年，全国城市
节水量累计达到 972 亿立方米，相
当于9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年调
水量。

城市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
空间载体，水是支撑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资源。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说，我国坚持
提高用水效率，转变用水理念，大
力推进城市节约用水工作。全国
城市用水总量占全国用水总量的
10%左右，支撑了全国 60%的人口

和70%以上的GDP。
5 月 9 日至 15 日是第 30 个全

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宣传
周的主题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
设节水型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表示，鼓励全国各地开展内容丰
富、覆盖面广、实效性强的宣传活
动，营造全民节水、惜水、亲水的良
好氛围。

该负责人说，目前海绵城市建设
理念逐步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个
环节，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措
施，提升城市对雨水的利用、调蓄、吸
纳能力。据介绍，截至2020年底，全
国共建成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的项

目达到4万多个，提升了雨水资源涵
养能力和综合利用水平，实现雨水资
源年利用量3.5亿吨。

该负责人介绍，节水型城市示范
带动作用明显，全国130个城市创建
成为节水型城市，这些城市用水总量
占全国城市用水总量的58.5%，有力
带动全国城市节水工作。用水效率显
著提升，城市人均综合用水量从2000
年每天 518 升降低到 2020 年每天
323升，降低了三分之一。城市再生
水利用量大幅提升，2020年全国城市
再生水利用量达 146 亿立方米，较
2006年增加了14倍，是城市供水总
量的23.2%。

2000年至2020年

全国城市节水量累计近千亿立方米

五四青年节前夕，一群青年官
兵来到湖南省宜章县五岭镇邓家湾
村。在邓中夏故居，他们通过聆听
微党课、参观革命文物、重温入党誓
词等形式，学习邓中夏光辉事迹，缅
怀革命先烈。

“邓中夏同志的革命历程，让我
感到了革命先辈们身上那种不畏艰
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一心为了党
的革命事业而奋斗不息的高尚情
怀。”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宜章中
队副班长江祖国表示，将积极传承
和弘扬先烈精神，用忠诚和热血践
行职责使命。

邓中夏，1894 年 10 月生，湖
南宜章人。1914年考入湖南高等
师范学校，1917 年考入北京大学
中 文 系 ，后 转 入 哲 学 系 学 习 。
1919 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北京学
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
楼的行动。1920 年 3 月，在李大
钊领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发
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同年10月，以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的成员为骨干，发起组织了北
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书
记，邓中夏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
党员之一。

从 1920 年 4 月起，邓中夏长
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主
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
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力量。1922年5月1日，他作为长
辛店工人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
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同年 7
月，他出席党的二大，参与二大宣
言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被
选为中央委员。不久，他又先后当
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
行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参与创办
《中国青年》杂志。1923年他受李

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
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总务长。
1925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
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留在广州
工作，不久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著名
的省港大罢工。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他
坚决主张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
受中央派遣到九江，与李立三、谭平
山、叶挺、聂荣臻等开会，分析形势，
提出建议。随后，参加党的八七会
议，坚决拥护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
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被选为中
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3
月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
四次代表大会，任中华全国总工会
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莫斯科
回到上海。不久，中央任命他为中

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
特委书记、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
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与贺龙、周
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
争。1932年调回上海坚持秘密斗
争，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
团书记。

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工
作时被捕，随即被叛徒供出身份。
蒋介石闻讯后亲自过问，并令立即
将邓中夏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
令部监狱。在狱中，他以共产党
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挺住
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
打的摧残。他对狱中地下党支部
负责人说：“请告诉大家，就是把邓
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
产党员。”

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
台刑场，邓中夏高呼着“打倒国民党
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
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英勇就
义，时年39岁。

“邓中夏是宜章这块红色热土
上涌现出的无数英雄儿女中的杰
出代表，是宜章人民永远的骄
傲。”宜章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润
槐说。为纪念邓中夏，宜章县于
1994 年建成中夏广场，并为他立
铜像。每年清明，当地党委政府都
会组织干部群众、学生代表等献花
祭奠。

邓中夏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湖南省第一批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2020年10月，宜章县
启动邓中夏故居提质改造工程，对
故居进行修缮、保护，并新建邓中夏
同志生平事迹陈列室等设施，预计
于今年底完工。

（新华社长沙5月9日电 记者
谭畅）

邓中夏：骨纵成灰 矢志不渝
数风流人物

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
末级残骸已再入大气层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透露，经监测分析，5月9日10时24分，长
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末级残骸已再入大气层，
落区位于东经72.47°、北纬2.65°周边海域，绝
大部分器件在再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

我国科学家将对印太交汇区
海洋核心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据新华社青岛5月9日电（记者王凯）记者9
日从中科院海洋所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将对“印太
交汇区物质能量汇聚中心海洋环境与生物过程的
耦合作用和生态效应”项目开展相关研究。

据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印太
交汇区物质能量汇聚中心海洋环境与生物过程的
耦合作用和生态效应”由中科院海洋所牵头承
担。这一重大项目是继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
项之后，中科院海洋所牵头承担的又一重大前沿
科学项目，体现了研究所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催生原始创新成果的能力。

多国专家认为

长五B运载火箭残骸
坠落安全风险很低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
者报道：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4月29日将中
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送入预定轨道，火箭的末级
残骸将坠入大气层。多国专家认为，火箭残骸坠
落带来的安全风险很低。

法国国家航天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航天学
会太空垃圾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博纳尔日前
接受法国媒体《巴黎人报》采访时表示，一般来说，
太空垃圾首先烧毁，然后通常落入海洋里。地球
表面只有约3%是人口稠密的地区。即使长五B
火箭末级残骸非常大，如果它在进入大气层时充
分烧毁，危险就会减少。

德新社6日发表文章援引多位专家观点认
为，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物体在重返大气层时会完
全烧毁。由于地球表面很大一部分被水覆盖，而
且很大一部分无人居住，所以对个人来说，（残骸
坠落的）危险性明显低于驾驶汽车等日常风险。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7日报道说，任何人被一
块太空垃圾击中的概率非常小，不仅仅因为地球
表面很大一部分被海洋覆盖，而即便是陆地，其中
很大的区域都是无人居住。

5月8日，三亚CBD企业对接会
上，海南绚蓝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进驻
三亚CBD后，公司负责人就领到由商
事一体机现场打印出来的营业执照。

“我们秉承一站式服务的理念，在
企业提供资料齐全的情况下，从注册
到出证只需1个工作日。”三亚中央商
务区管理局企业服务处负责人余文娟
说，“今天是我们首次使用商事一体机
为企业打印营业执照，为提升效率、降
低企业开办成本发挥重要作用。”

“没想到签约现场就能拿到营业
执照，为三亚速度点赞。”海南绚蓝科
技有限公司陈伟表示，未来将在三亚
打造游艇主题消费区，开展水下服务
新项目。

“我们希望借助消博会的东风，更
好地推介三亚CBD，更好地为企业进
驻、落地相关配套服务工作做好铺
垫。”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招商服务
处处长陈佳说。

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三
亚密集推出多项改革举措，不断健全
营商环境制度体系，争创一流营商环
境，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持续提升企
业获得感。

多家企业签约，行业大咖献策，供需对接展示

首届消博会三亚CBD收获满满
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

三亚CBD成功举办企业对接会，60多
家企业同台共舞，多家企业签约，行业
大咖献策，供需对接展示，助力海南自
贸港建设深入发展。

三亚携程将发挥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效
应，带动三亚经济发展，为三亚的产业发展、人员就
业和财税等方面作出贡献，助力三亚城市升级。

作为中国领先的综合性旅行服务公司，向会
员提供集酒店预订、机票预订、旅游度假、商旅管
理、美食订餐及旅游资讯在内的全方位旅行服务，
被誉为互联网和传统旅游无缝结合的典范。在三
亚CBD企业对接会上，携程正式签约进驻三亚。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三亚CBD打造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引领区，企业争相进驻。

对接会上，三亚中央商务区带来主题演讲《消
费崛起，不一样的CBD》，深度分析自贸港背景下
新消费场景及发展思路，激发参展企业的共鸣。

企业对接会现场，举办5场企业进驻签约：三
亚CBD园区企业海南夏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上
海外滩三号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三亚国际珠宝集
团有限公司与HRD Antwerp分别举行签约仪
式；上海蓝梦国际邮轮股份有限公司、携程集团、海
南绚蓝科技有限公司3家企业分别与三亚中央商
务区管理局签署合作协议，宣布进驻三亚CBD。

通过此次签约，海南夏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引进Mercato意大利餐厅、Canton Table三号
黄浦会，这两家米其林餐厅的进驻将有力提升三
亚市民游客旅游消费品质。

三亚CBD坐拥海南自贸港政策以及离岛免
税政策、离境免税政策、岛内居民日用品免税政
策等多层政策利好叠加，现代商贸产业潜力无
限，未来将聚焦现代商贸特色化、高端化、外向化
发展，大力发展免税消费，培育高端商业业态，主
动探索国际贸易业态模式创新，导入优质服务与
产品，助推海南自贸港产业转型升级。

企业争相进驻三亚CBD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三亚CBD如何打造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引领区？

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董事长与格力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鲁君驷说，海南建设自贸港条件好
基础也不错，但经济总量不大，要实现快速发展，协
同非常重要，“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都是国
家战略，特别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两个地方
资源有互补性，特别是产业发展有巨大协同，两个
地方协同发展，会形成融合的力量，会产生1+1大

于2的发展效果。
中国旅游集团海南区域总部副总经理蒋豪建

议，点亮“夜经济”，“旅游+”广度与深度并行，在旅
游集群以及免税行业全面开花的背景下，推动城市
夜景亮化，建立城市地标级夜消费空间，深度掘金
夜经济，能够有效开拓更多消费窗口，提高消费质
量，助益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此外，发展旅游新业
态，打造旅游新王牌，中旅集团作为第一家获得海
上游试点经营许可单位，无目的地航线将进一步丰

富邮轮旅游产品供给，预计达成“机票+邮轮+地
接+免税+酒店”等板块的组合产品。

聚焦邮轮产业发展，如何丰富邮轮消费场景？
环球星辰国际邮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路说，打造“文
旅产业+分享经济”相融合的特色邮轮产品。要提供
多元化消费模式，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需要产品
能够引领国际旅游消费的潮流，在消费模式上应该
不断创新，线上线下消费场景融合，推出便捷的消费
模式。

大咖献策三亚CBD

三亚国际珠宝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唐娟以“珠
宝新经济赋能新三亚”为主题，介绍该集团未来发展
规划，以三亚为中心，打造“一馆三中心四平台一学
院”，丰富全球珠宝产业生态，建设珠宝免税展示销售
中心、珠宝精工制造中心、珠宝抖音直播中心，打造珠
宝保真溯源平台、国际珠宝免税定制平台、珠宝产业
招商服务平台、珠宝行业用工服务平台，成立三亚国
际珠宝钻石博物馆和三亚国际珠宝商学院。

唐娟说，自贸港政策以及离岛免税政策、珠宝+
婚庆+旅游等，是海南发展珠宝行业得天独厚的优
势，未来目标是在三亚打造全球库存最大的国际珠
宝免税定制平台。

中粮·三亚大悦中心将用65万平的超级综合体，
升级三亚城市商务新高，200米高的三亚大悦中心四
期——三亚国际贸易中心将成为三亚城市新地标。

三亚大悦城有关负责人透露，将引进超过
300 个品牌，焕新三亚商业格局，打造全国旅游文
化新地标，将呈现四大亮点：免税旗舰店，主打国际
奢侈品，超3万平方米时尚根据地，云集全球高端
奢侈品牌及美妆香化组合，打造三亚CBD的新中
心；大悦不夜城，结合夜间经济热潮，打造夜娱体
验中心24小时特色餐饮组团，为全国游客提供一
座“超长待机”的大悦不夜城；热带风情海岛集市，
东南亚热带人文景观水系贯穿地下商业，打造最美

水上集市；立体热带景观花园，垂直融合空间打造
立体热带景观商 业群，融合自然，创造满足人们社
交需求的“第三场景”，塑造城市全新形象。

三亚市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将以首届消博
会举办为契机，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抓好招商引
资，加快培育新兴消费业态，进一步促进境外消费回
流和国内消费升级；充分发挥三亚CBD平台功能，
为品牌供应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免税运营商、金
融服务机构等搭建交流合作桥梁，积极促成更多合
作成果，全力把三亚CBD建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
消费中心引领区和特色产业集聚的样板区。

（策划/撰文 悦光）

三亚CBD商机无限

消博会现场签约
现场打印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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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绚蓝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进驻
三亚CBD，现场领到营业执照。

袁才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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