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2月5日电（记者魏婧
宇 李志鹏）记者从5日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
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5日0
时至14时，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5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2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

新增的确诊病例中，4例为居家封控隔离期
间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1例为大规模核酸检
测中结果呈阳性，经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目前流调工作正在进行，截至5日
14时，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9229人、次密切接触
者3405人。

在满洲里市一小区，工作人员指导居民出示
健康码。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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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5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动方案（2021－2025年）》，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方案》强调，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点任务，事关广大农民根
本福祉，事关农民群众健康，事关
美丽中国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学习
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经验，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
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为
重点，巩固拓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成果，全面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质量。

行动目标是，到 2025 年，农村
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建设取得新进步。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稳步提高，厕所粪污基
本得到有效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率不断提升，乱倒乱排得到管
控；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
明显提升，有条件的村庄实现生活
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农村人居环
境治理水平显著提升，长效管护机
制基本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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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摆脱脏乱差”到“追求乡村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迈入新征程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五年行动方案
（2021—2025 年）》
（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5日正式向社会
公布。《行动方案》明确
到2025年，农村人居
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
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
新进步的行动目标，是
“十四五”时期进一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
快建设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的行动指南。

2018年中央印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方案》，至今农
村环境整治成效如
何？此次印发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
年行动方案（2021—
2025年）》有何深意？

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
司司长李伟国表示，三年行动方案目
标任务全面完成，农村长期存在的脏
乱差局面得到扭转，农民群众环境卫
生观念发生可喜变化，满意度明显提
升。人民对农村优美人居环境的期
待，从“摆脱脏乱差”逐步提升为“追
求乡村美”。

——整治工作全面推开，阶段性

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农村厕所革命
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0年底，全国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68%以上，农
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村
比例超过9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达25.5%。

——农村脏乱差局面得到扭转，
农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全国95%以
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环境美化

了、产业发展了、收入增加了、乡风和
谐了，美丽环境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

——农民环境卫生观念显著增
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整出了
好环境，还整出了初心、民心，整出了
群众对政策的拥护、对干部的信任。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涉及
面广、内容多、任务重的系统工程，不
仅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

李伟国表示，从检查验收、调度调研
等情况看，与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民群
众生活品质改善要求相比，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
和困难，例如工作进展还不平衡、技
术支撑不足、农民参与不充分、长效
机制不健全等。对于这些问题，“十
四五”时期将采取有力措施，下大力
气加以解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
院原院长唐华俊认为，《行动方案》的
实施，标志着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已经
进入了系统提升、全面升级的新阶
段。三年行动的成果将进一步巩固
拓展，农村人居环境的区域发展将更

加平衡、基础生活设施将更加完善、
管护机制将更加健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工作将迈入新的征程。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环境学院
院长朱信凯说，从“三年行动”到“五
年行动”，从“整治”到“整治提升”，深

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持续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战略定力和坚强
决心，积极回应了广大农民群众对
建设美丽乡村、过上高品质生活的
热切期盼。

朱信凯说，《行动方案》紧扣农村
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
貌提升等重点任务，进一步完善政策
举措、健全体制机制，在已有整治成果
基础上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
针对性的安排、更加规范的方式。

唐华俊表示，按照《行动方案》部
署，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近郊区等
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要实现农村人
居环境全面提升，中西部有较好基
础、基本具备条件的地区要持续完
善，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要
有明显改善。这充分体现了新发展
阶段要把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
从实效、求好不求快的原则要求贯彻
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不
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十四五”时期将深入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全面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质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美丽
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逐步普及农村卫生厕所，重点推动中
西部地区农村户厕改造，合理规划布
局农村公共厕所，切实提高改厕质
量，加强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与资源

化利用。
二是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分区分类推进治理，重点整治水
源保护区和城乡结合部、乡镇政府驻
地、中心村、旅游风景区等人口居住
集中区域农村生活污水，开展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基本消除较大面积黑臭
水体。

三是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水平。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与利用，以乡镇或行政村为单位建设
一批区域农村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置
利用设施。

四是整体提升村容村貌。深入
实施乡村绿化美化行动，加强乡村风
貌引导，促进村庄形态与自然环境、
传统文化相得益彰。

五是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基本建立有
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监
督的村庄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印发
到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步

从“摆脱脏乱差”到“追求乡村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迈入新征程

坚持求好不求快

图为广西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的蔬菜基地和民居风貌。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山川中的奇迹
——中老铁路重大工程难点盘点

中老铁路沿线地质构造复杂，修
建难度极大。铁路建设者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迎难而上完成一项又一项
重大工程，最终将中老铁路建设成为
普速铁路的标杆。

友谊隧道
攻克岩盐地质高侵蚀性难题

中老铁路友谊隧道位于中老边
境，是连接中国和老挝的跨境隧道，全
长9.59公里，由中铁二局承建。全隧
道地质复杂，四级围岩占75%，五级
围岩占25%，是Ⅰ级高风险隧道，但
更让建设者头疼的是，隧道处于岩盐
侵蚀环境，局部含盐量达80%以上。

“岩盐是食盐结晶之后形成的石
头，强度低，遇水就变成盐水，侵入混
凝土结构后，对钢筋腐蚀性极大，影响
后期运行安全。”中铁二局玉磨铁路项
目部经理罗恒富说，这种特殊的地质，
在以往的隧道掘进中几乎没有遇到
过，一下子难住了铁路建设者。

攻克岩盐难题，核心是如何防止
混凝土和钢筋受到盐水侵蚀。2016
年6月开始，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滇
南铁路建设指挥部组织中铁二局、铁
科院等单位开展技术攻关，邀请隧道、
地质、材料等方面的专家多次到现场
勘查和研讨，历经16个月的努力使混
凝土实体强度达到指标要求，攻克了
岩盐高侵蚀性世界难题。

2020年9月，经过中老两国建设
者的艰难施工，友谊隧道安全贯通。

元江特大桥
巧夺天工减自重

红色钢桁梁飞架在灰白的桥墩
上，远处望去，跨越元江的中老铁路元
江特大桥在群山间显得格外壮美。

大桥全长为832.2米，其中最高
的3号桥墩达154米，相当于50多层
楼房的高度。同时，大桥主桥采用上
承式连续钢桁梁结构，主跨长249米。

高墩顶天，钢梁如线。元江特大

桥处于“V”形河谷地带，两侧峡谷坡
度达70度，施工场地狭窄、交通不便，
大桥的设计施工技术国内外可借鉴先
例不多。

154米的高墩给建设者提出了极
高挑战。墩身重超12万吨，加上2.1
万吨的钢桁梁，不通过火车时，桥墩底
部要承受约15万吨的重量。“峡谷深

切地形让施工场地狭窄，桥墩底断层
和滑坡体较多，岩体破碎，地底承受不
了如此大的重量。”中铁四局玉磨铁路
元江特大桥项目总工周佳午说，经过
多次的专家论证，最终确定由两个钢
筋混凝土空心墩通过墩顶横梁和中间

“X”形钢结构横向连接的施工方案，
在确保承重达标的前提下，有效减轻

了桥墩自身重量。
“元江特大桥采用了国内首创的

工艺工法，为类似地质条件的桥梁建
设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铁路昆明局
集团滇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刘一
乔说。

（据新华社昆明12月5日 记者
王长山 章建华 丁怡全）

12月4日，货物列车即将驶入位于中老边境的友谊隧道。 新华社发

7日至9日天宇上演
月“拜”三星趣味天象

据新华社天津12月5日电（记者周润健）
12月7日、8日和9日的夜幕降临后，一轮弯月会
分别“拜会”金星、土星和木星，届时只要天气晴
好，各地公众凭借肉眼就能清晰地观赏到这幕趣
味天象。

进入12月，每晚入夜后，如果天气晴好，公
众抬头望向西南方天空，可以看见三颗明亮的星
星排成一行，在暮色中闪烁。

“这三颗星的高度由低到高依次是金星、土
星和木星，其中金星最亮，木星次之，土星再次
之。”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文科普专家修立
鹏说。

通常情况下，金星是除太阳和月亮外全天最
亮的天体，亮度最大时可达-4.9等，而木星和土
星是太阳系中体积第一大和第二大的行星，前者
有“巨人行星”之称，后者由于有美丽的光环，被
誉为“指环王”。

7日至9日，月亮会来到这片天区，依次“拜
会”金星、土星和木星。

谷爱凌赛季首秀夺冠
高难动作创造历史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北京时间5日，在
2021-2022赛季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美国
斯廷博特站比赛中，中国选手谷爱凌以184.25分
的总成绩夺得女子组冠军，并创造了女子选手在
自由式滑雪比赛中完成前空翻两周加转体四周
动作的历史。

谷爱凌在此次比赛最后一跳中完成了前空
翻两周加转体四周的动作，成为有史以来在自由
式滑雪比赛中完成该动作的女子选手第一人。
这一跳也让她将总分锁定在184.25分的高分，夺
得个人赛季首冠。法国选手泰丝·勒杜与挪威选
手约翰娜·基利分获亚军和季军。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是谷爱凌即将在北京冬
奥会上参加角逐的项目之一。11月初她在训练
中曾完成过自由式滑雪前空翻两周加转体四周
的动作，成为世界上首位完成该动作的女运动
员。但11月她因在训练中意外摔跤而退出了本
赛季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奥地利施
图拜站的比赛。

赛后，谷爱凌在微博上也表达了自己夺冠后
的心情，对于能够挑战高难动作并成为首个完成
它的女运动员表示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同时也
赢了‘最佳动作奖’!”

首进世界杯决赛即夺冠

苏翊鸣再创
中国单板滑雪大跳台历史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郑直 董意
行）2021-2022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第二站比
赛北京时间5日清晨在美国斯廷博特完赛，中国
选手、17岁的苏翊鸣两轮拿下155.25分，首进决
赛即拿下冠军及总冠军，连续创造中国单板滑雪
大跳台项目的历史。

在此前进行的预赛中，苏翊鸣即以93分排名
所在小组第一，晋级决赛，成为首位闯进单板滑雪
大跳台世界杯决赛的中国男子选手。

在当地时间4日的决赛中，苏翊鸣在前两轮
分别完成了内转1800后手抓前刃和外转1800抓
板尾，拿下85分与70.25分，虽在第三轮发挥不
佳，仍以总分155.25分拿下冠军并获得1000个
国际雪联积分，综合两站表现拿下单板滑雪大跳
台世界杯总冠军，创造中国在该项目的多个突破。

走近冬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