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中国新闻 2022年5月31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林永成 美编：张昕 检校：招志云 陈旭辉A06 综合

■■■■■ ■■■■■ ■■■■■

巍巍长白山，浩浩松江水。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赴吉
林考察，就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制造
业发展等作出重要指示，为这片黑土
地发展把脉定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
指引下，吉林在质量更高、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新路上，奋
力实现新突破。

“保护好黑土地这一
‘耕地中的大熊猫’”

5月末，位于世界黄金玉米带的
吉林省梨树县，黑土地上钻出了嫩绿
的玉米苗。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吉林考察。梨树县农技推广总站站
长王贵满清楚记得，那天太阳很烈，玉
米地里闷热。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玉米
地深处，近距离察看黑土保护情况，问
得十分细致。

“这个工作很重要！”详细了解保
护黑土的梨树模式后，习近平总书记
语重心长地说：“黑土高产丰产同时也
面临着土地肥力透支的问题。一定要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
地中的大熊猫’，留给子孙后代。”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吉林全
力以赴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实施
黑土地保护工程，出台黑土地保护地
方性法规，还与中科院实施“黑土粮
仓”科技会战，以全程机械化保护性耕
作技术为核心的梨树模式不断铺开规
模，2019年以来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
每年新增1000万亩以上。

每次到吉林考察，总书记都牵挂
着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2015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考察，来到和龙市东城镇光东
村，沿着田埂步入稻田，察看水稻长
势，强调“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基础”“要靠我们自己稳住粮食生产”。

地处松辽平原腹地的吉林，始终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争当现代农业排
头兵”的嘱托，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
出位置，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坚定
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农业现代化，
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的要求，吉林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主要农作
物基本实现测土施肥、绿色防控、飞防
作业全覆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
破6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
平超过91%。

去年吉林粮食产量首次突破800
亿斤大关。今年三四月份，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吉林一手抓抗疫，一手抓备
耕，目前，玉米、大豆播种已基本结束，
水稻插秧接近尾声，粮食作物播种已
超九成。

“让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查

干湖，乘船察看生态保护情况，同正在
拉网捕鱼的渔场职工交流，又沿栈道步
行察看水体状况和动植物生存环境。

回想同总书记的对话，年近60岁
的“鱼把头”张文依然很兴奋：“总书记
问的都是‘行话’，一下子就让我打开
了话匣子。他嘱咐我们守护好查干湖
这块‘金字招牌’。”

近年来，当地坚持从系统工程和全
局角度治理查干湖，东岸引来水库水，西
岸修建农田退水自然沉降区，北岸进行
湿地恢复。张文说：“这几年，查干湖水
更清了、鱼更肥了、人更富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
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
也是振兴东北的一个优势。要把保护生
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关切
询问东北虎等野生动物保护情况，并
同代表交流长白山生态保护问题，记
下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

2015年7月在吉林考察时，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强化综合治理措施，落实目标责
任，推进清洁生产，扩大绿色植被，让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
美好。”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吉林加

快建设生态强省，开展空气、水、土壤
3个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实施秸
秆全域禁烧，全面启动长白山区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试点项
目，实施“十年绿美吉林”行动、万里绿
水长廊建设、林草湿生态连通等重大
生态工程，还设立了“吉林生态日”。

吉林积极打造美丽中国的“吉林
名片”：林海茫茫的东部，是东北亚地
区重要生态屏障；平坦辽阔的中部，成
片的绿色森林宛如黑土地上的明珠；
西部河湖连通、渔兴牧旺。

2021年10月12日，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正式成立，成为吉林生态新地标，

“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等科技手段
为野生动物保驾护航，野生东北虎和东
北豹数量已由2017年的27只、42只分
别增至目前的50只、60只。

乘北京冬奥会东风，吉林积极践
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厚植冰雪优势，释放冰雪红利，变

“冷资源”为“热产业”，不断向打造世
界级的冰雪旅游目的地目标迈进。

“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
造业做实做优做强”

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察

看高速动车组装配生产线，并登上装
配完成的高速动车组，了解性能、设
施、操作运行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勉
励大家，希望高铁建设再接再厉、创新
驱动，继续领跑、勇攀高峰，带动整个
装备制造业形成比学赶帮超的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装备制
造业作为重要产业，加大投入和研发
力度，奋力抢占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
话语权”“要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
做实做优做强”。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吉林不断交出
亮眼成绩单——北京冬奥会期间，中车
长客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圆满完
成联通三大赛区的任务，赢得广泛好
评；一汽旗下民族品牌红旗销量去年突
破30万辆，4年间增长60多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制造业搞
上去，创新驱动发展是核心。”吉林聚
焦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卡脖子”技术难题，大力开展科技攻
关，启动多个重大科技专项。去年吉
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获批，是全国第
11个、东北地区首个获批省份。

如今，吉林生物医药、光电子、卫星
及应用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今年5
月5日，随着“点火”指令响起，“吉林一
号”卫星又一次升空。如今，“吉林一
号”星座在轨卫星已达54颗，建成了我
国目前最大的商业遥感卫星星座。

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吉林正
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大力推进新能
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农业、新旅游、
新电商等产业发展，不断在发展新路
上实现新突破、展现新作为。

（新华社长春5月30日电 记者
陈俊 宗巍 孟含琪）

白山松水启新程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吉林篇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5月30日上午在中南海
紫光阁会见李家超，颁发任命他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
行政长官的国务院第754号令。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并主持颁
发国务院令仪式。

李克强首先祝贺李家超当选并获
任命，表示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全面
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
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坚定落实

“爱国者治港”，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

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结合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
长，全力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李克强强调，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

始终是香港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

的坚强后盾。相信并期待新一届特别
行政区政府广泛团结香港各界人士，积
极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提升治理效能。

充分发挥香港传统优势，提高综合竞争
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
中心地位，加快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
心。继续防控好疫情，改善民生，着力
解决与市民大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
问题，努力破解民生难点痛点，让香港
市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李家超感谢中央政府的任命，表示
将不负中央政府的信任和香港市民的期
望，按照基本法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
制”方针，全力以赴为香港谋发展、为市
民谋幸福，建设长期繁荣稳定的香港。

肖捷、夏宝龙参加会见。

李克强会见李家超
颁发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六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令

广告·热线：66810888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以上宗地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后，项目须在3个月内开工，2年内竣工，3年内达产，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380万元/亩。（二）以上宗地项目达产之日
起,年土地税收贡献不低于 10万元/亩，亩均年产值不低于300万元/
亩。（三）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
的意见》有关规定，严禁旅馆用地建设项目分割销售和不动产登
记。（四）以上宗地建设严格按照省装配式相关要求执行，竞得人竞
得土地后，如造成地块闲置的，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限制土地处置
若干规定》处置。

三、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根据儋州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发
展要求，以上宗地用于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竞买人需具备以下条
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报名参加竞买。2.不接受联合体竞买；申请
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
关文件。3.同一竞买人只能提交一次竞买报名（同一法定代表人视为
同一名竞买人，报名名称与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必须一致）。具
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活
动：（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
在儋州市范围内有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土地、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
动工开发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3）被人
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和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联
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和个人；（4）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
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二）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2022年6月2日8:30（北京时间）至2022年6月
28日16:00（北京时间）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40号环球龙华大厦第

四层主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
竞买。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16:00（北
京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
我局将2022年6月28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
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

六、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

七、挂牌时间：2022年6月20日8:30至2022年6月30日9:00
（北京时间）。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
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本次
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
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三）以上宗地属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四至界线清
楚、面积准确、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
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以上宗地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
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
条件；以上宗地已列入我市今年度非农建设用地供地计划。（四）挂牌
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
更公告为准。（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杨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0898-66288920
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31日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22〕7、8、9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位于南丰镇油文村A02-03地块2653.5平方米（折合3.98亩）、A03-01地块
17266.2平方米（折合25.899亩）、A04-01地块3595平方米（折合5.393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名称

南丰镇油文村
A02-03地块
南丰镇油文村
A03-01地块
南丰镇油文村
A04-01地块

宗地面积

2653.5平方米
（折合3.98亩）
17266.2平方米

（折合25.899亩）
3595平方米

（折合5.393亩）

土地
用途

旅馆用地
（不能建设产权式酒店）

旅馆用地
（不能建设产权式酒店）

旅馆用地
（不得建设产权式酒店）

出让
年限

40年

40年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8，建筑密度≤70%，
建筑高度≤12米。

容积率≤1.8，建筑密度≤70%，
建筑高度≤12米。

容积率≤1.8，建筑密度≤70%，
建筑高度≤12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54

1007

20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54

1007

208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以上宗地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后，项目须在3个月内开工，2年内竣工，3年内达产，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380万元/亩。（二）以上宗地项目达产之日
起,年土地税收贡献不低于 10万元/亩，亩均年产值不低于300万元/
亩。（三）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
的意见》有关规定，严禁旅馆用地建设项目分割销售和不动产登
记。（四）以上宗地建设严格按照省装配式相关要求执行，竞得人竞
得土地后，如造成地块闲置的，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限制土地处置
若干规定》处置。

三、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根据儋州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发
展要求，以上地块用于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竞买人需具备以下条
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报名参加竞买。2.不接受联合体竞买;申请
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
关文件。3.同一竞买人只能提交一次竞买报名（同一法定代表人视为
同一名竞买人，报名名称与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必须一致）。具
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活
动：（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
在儋州市范围内有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土地、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
动工开发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3）被人
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和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联
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和个人；（4）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
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二）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2022年6月2日8:30（北京时间）至2022年6 月
28日16:00（北京时间）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23号万国中央

区逸景阁2001房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
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
加竞买。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16:00（北
京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
我局将在2022年6月28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
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

六、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

七、挂牌时间：2022年6月20日8:30至2022年6月30日11:00
（北京时间）。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
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本次
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
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三）以上宗地属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四至界线清
楚、面积准确、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
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以上宗地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
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
条件；以上宗地已列入我市今年度非农建设用地供地计划。（四）挂牌
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
更公告为准。（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杨先生 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0898-66724809
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

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31日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22〕4、5、6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位于南丰镇油文村A01-03地块5738.9平方米（折合8.608亩）、A02-01地块
7928.4平方米（折合11.893亩）、A02-02地块2384.1平方米（折合3.576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名称

南丰镇油文村
A01-03地块
南丰镇油文村
A02-01地块
南丰镇油文村
A02-02地块

宗地面积

5738.9平方米
（折合8.608亩）
7928.4平方米

（折合11.893亩）
2384.1平方米

（折合3.576亩）

土地
用途

旅馆用地
（不能建设产权式酒店）

旅馆用地
（不能建设产权式酒店）

旅馆用地
（不得建设产权式酒店）

出让
年限

40年

40年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8，建筑密度≤70%，
建筑高度≤12米。

容积率≤1.8，建筑密度≤70%，
建筑高度≤12米。

容积率≤1.8，建筑密度≤70%，
建筑高度≤12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334

461

13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34

461

138

朱建国（身份证号：362428XXXXXXXX0014）：
你因未取得合法占用林地审批手续，擅自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

号镇什巴村委会第四队开垦林地种植香蕉，于2022年4月29日被
本机关查处，根据《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的
规定，本机关于2022年5月23日拟做出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你收
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恢复占用林地种植香蕉地块原
状；2.非法开垦林地面积58415.76平方米，处以每平方米7元的罚
款，共计408910.32元。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行政处罚事
先（听证）告知书》［陵综执（生态）罚告字〔2022〕29号］，现依法公告
送达，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听证。

你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
未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锦锋、卓进荣 联系电话：0898-83325195
联系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新丰路37号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5月30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债权资产推介招商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简称中国华融河

北分公司）拟对下列债权资产进行推介招商。具体债权情况见下表：

海南秀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金月湾
旅游开发区面积为10043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为该笔债权抵押物之
一（分为两个土地证），该土地为海南秀兰金月湾·阳光海国际养生文
化城项目用地，土地性质为住宿餐饮用地，两地块容积率为0.5、
0.6。该抵押物目前为净地，属于板桥镇金月湾旅游规划区内，宗地
自然环境优美，景观环境质量优，适宜作为旅馆用地，宗地所在区域
地形起伏不大，地势较平坦。该项目债权债务清晰，投资方式灵活，
周边区域环境优美、交通便捷。欢迎意向投资者与中国华融河北分
公司进行洽谈！联系人：孙经理、李经理。联系电话：0311-
89291762、0311-8929174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2年5月31日

序
号

1

债务人
名称

海南秀兰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桂林临桂县佳
登宝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债权金额
（万元）

44905.70

债权
基准日

2020年
12月25日

本次拟推介的
主要担保物

海南秀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海南省东方市板桥
金月湾旅游开发区面积为
10043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提
供抵押；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6月10日10:00在海口市海南

迎宾馆二号楼一层国宾五厅会议室公开按现状净价拍卖：三亚
凤凰岛二期项目拆除工程拆除剥离钢筋一批(约3000吨)。参考
价：2284元/吨，竞买保证金：450万元。履约保证金200万元。

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的钢筋数量以拍卖成交后过磅的实际
数量为准，成交价款多退少补。2.本次拍卖的钢筋不是净钢筋，部
分带砼。竞买人在拍卖前应充分了解标的情况并踏勘现场，成交
后不得以不了解标的现状为由，提出任何异议。3.拍卖成交后，买
受人应遵守《竞买须知》中的要求完成钢筋的运输并承担过磅、运
输等费用,如未按要求完成，履约保证金不予返还。4.剥离钢筋在
拍卖成交后10日内完成运输清场。5.买受人不得将本次剥离钢
筋流入房建市政工程建筑工地。6.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拍
卖活动。7.其他注意事项详见《竞买须知》。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6月9日13:00前
标的展示地址：三亚市天涯区红塘村委会莲花岛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6月9日15:00（以竞买保证金到

账为准）之前来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898-68551218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Ｂ802室

中央文明办发布2022年
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30日，中央文明
办以“云”发布方式，在北京市密云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推出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
经过各地推荐、网友点赞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
共有152人（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上榜好人中，有23年来奔忙在做慈善、献爱
心路上，给500多个孤儿当“爹”的山西耿开文；有
冲锋在前不畏难、守护青山16年的江西王翠红；
有辛苦付出30余载、一口炕锅撑起老弱病残之家
的湖北邹爱华……他们的事迹引起网友的共鸣，
网友深情留言：“每一个中国好人都是一盏指航的

‘道德灯塔’，他们在平凡中守望道义的自觉、守望
善良的温暖、守望人生的高度，向他们致敬！”

中央文明办连续14年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生动讲述新时代身边好人
故事，集中展示平凡英雄风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目前共有16077人（组）入选“中国好
人榜”。本次“云”发布活动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
国文明网、光明网、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
明办共同承办，中共北京市密云区委宣传部协办。

5月30日，白鹤滩水电站左岸地下厂房5号
机组顺利通过72小时试运行，正式投产发电。据
了解，这是白鹤滩水电站投产的第8台机组，标志
着这座水电站一半机组已投产。图为白鹤滩水电
站一景。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白鹤滩水电站一半机组已投产

6月1日起铁路客票预售期
将调整为15天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记者樊曦）记者
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全面
贯彻中央稳住经济大盘部署要求，进一步适应旅
客出行需要，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新情况，铁
路部门决定自2022年6月1日起，将铁路客票预
售期调整为15天（含当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