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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三河发生
液化气罐爆炸事故
两部门派出联合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处置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记者24日从应急
管理部获悉，当日9时20分，河北廊坊三河市燕
郊镇福成尚街底商发生液化气罐爆炸。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派出联合工作组赶赴现
场，指导事故调查处置，督促整改落实。

事故发生后，当地127名消防救援人员全力
搜救，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事故共造成
22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善后
处置、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珠江流域今年为何洪水来势汹汹？

6月22日，村民在江西婺源县思口镇思溪
延村清理淤泥。 新华社发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将对违反“九不准”
的典型案例进行曝光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彭韵佳 顾
天成）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6月24日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和相关部门将对违反“九不准”的典型
案例进行曝光。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
雷正龙对已核实的典型案例进行通报，包括河北
省保定市、邯郸市、石家庄市、张家口市等4个地
市存在过度防疫、“一刀切”等情况；青海省对低风
险地区返青人员要求提前24小时填报信息，抵青
后进行落地核酸检测，返回居住社区后，工作人员
上门贴封条，完成三天两检且核酸检测阴性后，方
允许出门；辽宁省朝阳市、锦州市高铁站对持有
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的乘客，仍要求再
做核酸检测，并收取乘客19元费用。

“以上地区和单位的做法不符合国家疫情防
控政策要求，目前已按要求开展整改。”雷正龙介
绍，其他地区要引以为戒，认真做好自查核查工作。

雷正龙介绍，各地要按照之前发布的“九不
准”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有序出行，科
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包括：一是疫情发生
后要精准划定中、高风险地区范围，不准随意将
限制出行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地
区；二是落实国家规定政策要求，对入境人员、
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解除闭环管理的高风
险岗位人员等风险人员采取隔离、管控等措施，
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
等限制措施；三是严格落实风险人员隔离和健康
监测期限要求，不准随意延长风险人员隔离和健
康监测时间。

新华社南昌6月 24日
电 国务委员、国家防总总
指挥王勇近日在江西检查
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当前防汛救灾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
大灾，精准研判雨情汛情，
提早做好应急准备，快速处
置各类险情，毫不松懈抓好
防汛抢险救灾，坚决把确保
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落到实处。

近期南方多条江河发生
洪水，防汛形势严峻。23日
至24日，王勇在江西鹰潭、
景德镇等地上堤察看信江、
昌江、乐安河汛情，来到水利
枢纽、山洪地质灾害点、受损
圩堤抢修现场和城区内涝综
合整治点，检查指导防汛抢
险救灾工作，看望一线抢险
队伍。他指出，多轮降雨导
致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加大，
务必要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
态，靠前指挥协调，严密防范
应对，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
灾各项工作。

王勇强调，要坚持流域
统筹、蓄泄并用，科学精细
调度防洪工程，提前做好蓄
滞洪区运用准备。持续加
强中小河流水库、临坡临崖
临水村寨、公路铁路沿线等
巡查排险，严防堤坝长时间
浸泡发生决口垮坝。突出
抓好极端暴雨、山洪、滑坡
和城乡内涝防范，强化汛期
暑期交通、旅游、建筑等行
业安全管控，坚决防范次生
灾害事故。加强临灾预报
预警，及时果断采取关停避
险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伤亡。及时下拨救灾资金
物资，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
助，加快开展农田排涝清
淤，尽快恢复灾区生产生活
秩序。随着主要降雨区逐
步北移，相关流域和地方要
抓实抓细防汛备汛责任措
施，严防旱涝急转、旱涝并
发，全力确保江河安澜、人
民安康、社会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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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防汛抗洪的每一环

去年全国6611万人提取
住房公积金逾2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王优玲）2021
年，全国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运行平稳，住房公积
金缴存额29156.87亿元，6611.21万人提取住房
公积金20316.13亿元。

这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
行24日联合发布的《全国住房公积金2021年年
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

根据报告，截至2021年底，个人住房贷款率
84.18%。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缴
存职工结构更加优化。全年新开户单位79.46万
个，新开户职工2220.51万人。

新开户职工中，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
业、外商投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其他类型单
位缴存职工占比达76.85%。全年住房公积金实
缴单位416.09万个，实缴职工16436.09万人，分
别比上年增长13.88%和7.23%。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其他类型单位缴存职工占
比持续增长，上述单位缴存职工占当年全部缴存
职工的52.14%。

重庆等6个城市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工作，多措并举帮助灵活就
业人员在城市稳业安居，助力解决大城市新市民
的住房问题。截至2021年底，试点城市共有7.29
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其中多数是
新市民、青年人。

在广东清远英德市在广东清远英德市
浛洸镇浛洸镇，，群众划船运送群众划船运送
人员和救援物资人员和救援物资。。

近日近日，，受持续强降受持续强降
雨影响雨影响，，广东省北江出广东省北江出
现特大洪水现特大洪水，，韶关市韶关市、、清清
远市等多地出现洪水内远市等多地出现洪水内
涝涝、、农田被淹等情况农田被淹等情况。。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广告·热线：66810888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22年6月25日至
2022年7月24日止。

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本次出让不接
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申请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对本公示
所列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
如下申请文件：（一）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二）意向用地者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三）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
证件（复印件）。

四、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协议出让：（一）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
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二）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
法行为的；（三）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四）开发建设企

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五）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五、申请递交：（一）联系地址：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

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
三层；（二）联系人：林先生 金女士；（三）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8976947136。

六、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
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协
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有关规
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
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七、协议出让现场会举行时间及地点：2022年 7月 25日上午
10:00在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会议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5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文土告字〔2022〕11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协
议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1〕-26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航天城起步区
航天北四路南侧地段

面积

19827.56平方米
（折合29.741亩）

土地
用途

科研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容积率

≤1.8

建筑
密度

≤30%
绿地率

≥35%

建筑
限高

≤36米
竞买保证金

1106.3779万元

受托于2022年 7月7日15: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海口市长怡路27号紫园A区第7幢B单元1102号房；房
屋建筑面积227.19m2；产权证号为：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237451号；共一套，房型为：空中别墅，跃式两层，五房三
厅四卫，超大观景阳台，中空厅，南北通透，海景房。参考价：
450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
南和兴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光大银行海口美兰支行，账
号：39270188000091461。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
自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7月3日17:00止。产权过户税费
全部由买受人承担。咨询电话：19989753333；报名地址：海
口市龙华区国贸路49号中衡大厦15A。

海南和兴拍卖有限公司公告
(220707期)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国际综合服务
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ZH-04-D06规划方案进行调整。结合权
属用地界线，保持支路三道路红线宽度不变的条件下的前提下适当
调整支路三线型，结合道路线型调整及用地权属情况将JDZH-04-
D06地块分割为JDZH-04-D06-1和 JDZH-04-D06-2两个地
块，由此相应调整JDZH-04-D01、JDZH-04-D02、JDZH-04-
D03、JDZH-04-D04、JDZH-04-D07地块用地界线和面积。为广
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

30天（2022年6月25日至2022年7月24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
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
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
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
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7,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6月25日

《海口江东新区国际综合服务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ZH-04-D06地块及周边区域规划方案调整的公示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6月

28日09:00～18：00对兆能机顶盒（型号为Z86）进行版

本升级，不影响观看电信电视，仅在用户重启机顶盒时

会提示升级，升级过程大约3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6月25日

当前，珠江、长江流域一些
地区正在全力防汛抗洪。水利
部预测，从目前到8月底，黄河中
下游、海河、辽河、淮河、汉江可
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松花江、
太湖流域可能出现区域性暴雨
洪水。

防汛抗洪是一个涉及多方
面的系统性工程。面对全国陆
续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部
门加强协同联动，坚持“一盘
棋”、拧成“一股绳”，抓好每一个

环节，才能凝聚起防汛抗洪的强
大合力。

防汛抗洪，以“防”为先。气
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做好
气象、水文和地质灾害气象监测
预报预警，及时发布江河洪水、
山洪灾害等预警信息，将为各项
防御措施打出更多提前量，赢得
防汛抗洪主动权。

防汛抗洪，重在“统筹”。目
前我国大江大河已基本形成以
河道及堤防、水库、蓄滞洪区为

主要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充
分发挥其防洪减灾效益，有赖于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流域统
一指挥、联合调度，统筹运用。

防汛抗洪，以“实”托底。
相对于大江大河，中小河流防
洪标准低，小型水库安全度汛
难度大，山洪灾害突发性、致灾
性强。在做好大江大河洪水防
御、确保江河安澜的同时，还需
从细从实抓好薄弱环节，筑牢
安全底线。

今年入汛以来总体偏重的汛
情，既考验防汛救灾体系和应急
管理能力，也检验责任担当和为
民情怀。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防汛抗洪
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要有“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既各司其职，
又通力合作，全面提高灾害防御
能力，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北京 6月 24日电
记者刘诗平）

近期，珠江流域遭遇洪涝灾
害，其中北江出现特大洪水。珠江
流域今年汛情有何特点？为何洪
水来势汹汹？水利部珠江水利委
员会有关专家进行了分析解读。

当前北江干流洪水正缓慢回
落，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
部于23日11时将防汛Ⅰ级应急
响应调整为防汛Ⅱ级应急响应。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23日通
报，目前全省降雨明显减弱，前汛
期降水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天气
晴热。防汛工作已从暴雨加洪水
阶段，转入防御洪峰过境阶段。

北江方面，干流洪峰已于21
日晚度过韶关站；22日14时度
过英德站，过境时洪峰水位
35.97米，超警戒9.97米。水利
部21日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
西江今年第4号洪水正在演进，
广东省三防部门预测，肇庆市封
开江口站预计23日上午出峰，
洪峰水位超警戒2.7米。

珠江委介绍，自5月底以来，
受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的西江

连续发生4次编号洪水，沿江两
岸堤防长时间处于高水位运
行。北江连续发生2次编号洪
水，其中第2号洪水为特大洪水。

暴雨洪涝导致广东、广西等
地受灾严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通报，截至20日11时，韶关、河
源、梅州、肇庆、清远等地共47.96
万人受灾，倒塌房屋1729间。

提及珠江防汛，首先需提“龙
舟水”。“龙舟水”一般指每年端午
节前后（5月下旬至6月中旬），广
东、广西、福建一带出现的持续性
大范围强降水。今年“龙舟水”期
间，位于珠江流域的广东和广西
两地平均累计降雨量已达482毫
米，较多年同期偏多近六成，为近
15年以来最强“龙舟水”。

珠江委统计，5月以来，珠江
流域连续出现 11 次强降雨过
程，且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基本
集中在红水河、柳江、桂江、北
江、东江、韩江等珠江北部和东
部地区，流域大范围地区土壤含
水量完全处于饱和状态，中小水

库基本蓄满。
为何珠江流域今年“龙舟

水”凶于常年？珠江委水文局副
局长钱燕说，今年南海夏季风于
5月第3侯爆发，较常年同期偏
早1侯（5天）。南海夏季风爆发
后，西南暖湿气流显著增强，同
时副热带高压位置偏西且较为
稳定，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向
珠江流域输送，有利于降雨发
生。同时，今年北方冷涡活动较
为活跃，促使冷空气不断南下。
冷暖空气在珠江流域上空交汇，
形成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

作为珠江水系的两大干流，
西江和北江防洪重要性不言而
喻，两条河流在广东佛山交汇后，
汇入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

洪水防御既要利用科技手段
做好预报预警，又要通过科学调
度削减洪峰。为避免西江、北江
洪峰遭遇，珠江委启用西江干支
流24座大中型水库拦洪削峰错
峰，目前西江上游水库群已拦蓄
洪水14亿立方米。充分发挥广

西大藤峡水利枢纽的关键作用，
通过提前预泄腾库7亿立方米库
容，拦洪削减西江洪水洪峰，有效
减轻西江中下游防洪压力。

针对这场北江特大洪水的
水情、工情、灾情，珠江委研究提
出飞来峡水库拦洪、潖江蓄滞洪
区滞洪、芦苞涌和西南涌分洪的
北江洪水调度建议方案，指导广
东开展洪水防御工作，全力确保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防洪安全。

据预测，6月27日至29日，
西江流域将发生新一轮强降
雨。后期，珠江流域即将进入台
风活跃期，且预计影响和登陆珠
江流域的台风可能偏多、偏强，
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珠江委表示，后续将持续强
化监测预报预警，做好骨干工程
防洪调度，加强堤防、水库高水
位巡查防守，做好中小河流及山
洪灾害防御，开展防汛隐患排查
整改工作。

（新华社广州 6月 23日电
记者田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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