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国家
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25
日表示，面对当前全国汛情、旱情形
势，坚持关口前移，有针对性地细化洪
涝旱灾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

李国英在当天举行的水利部专题
会商会议上说，预报25日至29日，我
国将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主要覆盖
珠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
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大，可能引发区域
性洪水，必须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同
时，淮河、黄河、海河流域部分地区旱
情比较严重，必须加大抗旱工作力度。

李国英要求，水利部门及时将雨
情、汛情、旱情预报结果直达相关流域
和区域防御一线；突出加强山洪灾害
防御，根据前期降雨情况滚动调整预
警阈值，及时发布预警，果断组织转移
避险；病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
因特殊原因难以放空的要逐一落实防

垮坝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水利

部发布的旱情通报显示，针对内蒙古、
河南、陕西、甘肃四省区旱情，水利部25
日16时启动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通报指出，今年4月份以来，江淮
大部、黄淮、华北大部、西北东部中部
等地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少三成至七
成。受其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旱情露
头并快速发展。

据预测，未来一段时间，西北东部
及华北局部降雨仍然偏少，内蒙古、河
南、陕西、甘肃等省区旱情可能持续或
发展。

水利部针对四省区旱情启动干旱
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同时发出通知，相
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旱情，
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强化各项抗旱措
施，全力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努力保障
农业灌溉用水需求，尽可能减轻干旱
影响和损失。

这是6月24日在河南济源拍摄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调水调沙现场。
近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通过联合调度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水

库，实施2022年汛前黄河调水调沙。 新华社记者 郝源 摄

汛前黄河
调水调沙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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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两赴宁夏考察，擘画“建设美丽新宁
夏，共圆伟大中国梦”的蓝图，赋予建
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的重大使命。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720多万塞上各
族儿女朝着全面建设经济繁荣、民族
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
夏奋力前行，开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更好生活还在后头”

“直播间的亲们好，这是我们红寺
堡的特产黄花菜……”在西海固弘德
村的扶贫车间内，58岁的赵淑梅用夹
着乡音的普通话向网友介绍农产品。

弘德村所在的吴忠市红寺堡区是
全国最大易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
23万西海固移民在此安家创业谋生
存，脱贫致富奔小康。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宁夏第一站就来到弘德村，走进扶贫
车间，同正在加工制作纸箱的村民们
亲切交流；来到村民刘克瑞家，详细了
解家庭就业、收入、看病、社保等情
况。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乡亲们
搬迁后，更好生活还在后头。”

对宁夏的移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
有着特殊的惦念。25年前，时任福建省
委副书记的习近平牵头负责闽宁对口
扶贫协作，推动实施了“吊庄移民”工
程，并为移民村庄命名“闽宁村”。

如今，昔日“干沙滩”闽宁村已变
为“金沙滩”闽宁镇。在闽宁模式示范
下，宁夏始终坚持将移民搬迁与西海
固扶贫开发相伴，一以贯之地在移民
安置区探索“造血式”扶贫。

“不是搬过来盖几间漂亮房子就
行了。乡亲们搬出来后，要稳得住、能
致富，才能扎下根。”为宁夏123万移
民后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

“要完善移民搬迁扶持政策”“推进全
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宁夏移民群众占全区农村人口近
半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们更加清
醒地认识到，没有移民地区的乡村振
兴，就没有宁夏全面的乡村振兴。”自治
区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说。

2021年4月，在最后一个贫困县
“摘帽”5个月后，宁夏全面启动“百万
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在800人以
上的移民区，实施产业就业帮扶、基础
设施配套、改善公共服务等专项提升。

2021年，宁夏在移民安置区投
入产业发展资金19.3亿元，发展特色
种植78.7万亩，实现移民就业21.2万
人，当年宁夏“十二五”生态移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0517 元 ，增 速 达
18.1%。

在“提升行动”助力下，弘德村扶
贫车间里，包括赵淑梅在内的十几名
移民群众，组成了平均年龄超过60岁
的“银发直播团”，在网络平台直播带
货，第一年销售额就超过百万元。“我
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赵淑梅难掩
笑意，道出了移民的心声。

“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
名。”夏日的贺兰山东麓，翠绿的葡萄
园沿山势绵延南北，一眼望不到头。

2020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银川市西夏区志辉源石酒庄葡萄种
植基地，远眺巍巍贺兰山，听取贺兰山
生态保护和环境综合整治情况汇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贺兰山是我国重
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坚决保护好贺兰山生态”。

“总书记的要求坚定了我们继续
守护好贺兰山，让矿坑变景区的决
心。”酒庄负责人袁园的父辈曾在贺兰
山开采砂石，接力棒交到她手里，挖砂
的铲变成种树的锹，目前已修复废弃
矿区6000亩，种植葡萄2000亩。

牢记总书记嘱托，宁夏打响了“贺
兰山生态保卫战”，投入近150亿元资
金，对自然保护区内169处人类活动
点开展专项治理，退出煤炭产能1600
万吨。如今矿坑覆土，荒山披绿，贺兰
山渐展新颜。

山水林田湖草沙，宁夏一应俱
全。从贺兰山生态保护，到腾格里沙
漠污染整治，再到黄河综合治理，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宁夏，赋予宁夏“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
使命任务，强调“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抓好生态环境保
护”“宁夏要有大局观念和责任担当”。

肩负重任，宁夏进一步将自身定
位和发展放在全国大局中审视，在全
国率先就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进行地方立法，坚持以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领生态文明
建设、统揽全境全域治理，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一体化生态
保护和修复。

宁夏生态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全

区水土流失实现总体逆转，黄河宁夏
段水质连续 5年“Ⅱ类进Ⅱ类出”，
2021年全区地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达306天，西北地区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建设全面加强。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近年来，宁夏在高质量发展上出新招
求变，出实招求效：全面推行用水权改
革、土地权改革、排污权改革、山林权
改革，打破资源要素瓶颈制约，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深入实施节能降碳增效
行动，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清理淘汰落后产能1448万吨；大力发
展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
加速推动能源产业绿色转型……

截至2021年底，宁夏风能、光伏
等新能源占电力装机比重达46%，居
全国第三位；全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耗同比下降5%，扭转了“十三五”
以来能耗强度不降反升的不利局面；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
重达到14.8%。

放眼宁夏，一幅生态良好、生产发
展的塞上新画卷正渐次铺展。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夜幕降临，毛乌素沙漠边缘一片耀
眼光亮，鳞次栉比的大型设备、纵横交
错的管道电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流
光溢彩的灯光装扮成一座不夜城。

2016年 7月 19日下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详细了解全球
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工程项目建
设进展情况。

站在热火朝天的厂区里，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充满力量：“社会主义是
干出来的，就是靠着我们工人阶级的

拼搏精神，埋头苦干、真抓实干，我们
才能够实现一个又一个的伟大目标，
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成果。”

具体到宁夏，应该怎么干？习近平
总书记给出了答案：“越是欠发达地
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总书记赞赏实干作为，极大激发
了我们的创新劲头。”在宁东基地，工
程师杨建荣牵头组成创新工作室，聚
焦进口气化设备存在的问题，埋头攻
关，最终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神
宁炉”，打破国外对煤制油化工核心技
术的垄断。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
宁夏不断为培育创新与实干之花提供
沃土：组织调动大量创新资源、社会力
量统筹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全区市县
级科技局全部恢复设立；在“科技支
宁”东西部合作上下功夫，形成东西部
科技合作、成果转化、财税金融等一系
列专项政策。

5年来，宁夏全社会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增长到1.52%，年
均增幅居全国前列，组织实施1000余
项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攻克一批制
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瓶颈。

未来5年，宁夏将实施创新力量
厚植、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协同联动、
创新生态涵养四大工程，打造全国重
要新材料生产基地、世界葡萄酒之都、
国家“东数西算”示范基地等一批科技
创新高地和现代产业基地……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宁夏各
族人民信念不渝，步履不停。塞上大
地苦干实干、创新创造的热潮奔涌。

（新华社银川6月25日电 记者
王永前 李钧德 张亮）

广告·热线：66810888

敬告
尊敬的客户：

为配合广电公司互联互通工作，我公司将于2022

年6月28日00:00～04:00对短信互通网关进行配置

修改。届时，海南地区的电信异网短信收发业务使用

将受到影响，影响时长约为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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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敬告
尊敬的客户：

为提升短信系统的容灾能力，我公司将于2022年

6月29日00:00～04:00对短信中心金盘局点V4进

行版本升级。届时，海南地区的电信用户关开机和开

关飞行模式将会使短信功能受到影响，影响时长约为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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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遗失声明
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财务章、法人
章、合同章、发票章，声明作废。
●杨建遗失与海口市龙华区面前
坡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指挥部签订的商品住房及安置协
议，现场编号：B15-B102，现声明
作废。
●周丹梅遗失融创金成博鳌金湾
半 海 洋 房 45#1- 301 总 房 款
2056831 元，收据编号：P0295-
00005938，P0295- 00006080，
P0295- 00006132， P0295-
00006179，P0295-00006189，声
明作废。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2022〕琼01执299号

本院已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梁源
富与被执行人岳丽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案仲裁保全阶段，海口
市美兰区人民法院查封了被执行
人岳丽芳位于海口市蓝天路57号
汇 鹏 大 厦 1101 房 [ 证 号:
HK099638]，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
上述财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
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应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书面异议并附相应证据材料。逾
期，本院将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联系人:袁法官36689669

谢助理36662083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海南源安隆药品超市连锁有限
公司万宁红专路超市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刘丹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为:500230199712106742，特
此声明。
● 李 书 荣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9195804102610)遗失琼儋
渔08170号国内海洋渔船安全证
书，编号：4690030200411号，声
明作废。
●海口优嘉会展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 符 光 丰（ 身 份 证 号 码:
460004197512035235）不慎遗失
与海口市龙华区房屋征收局签订
的房屋征收协议和海口市龙华区
坡博、坡巷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集中购买商品住房协议，现
场编号:I168-1，现声明作废。
●澄迈县加乐供销社遗失（颜汉
东）印鉴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誉信建筑玻璃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MA5RGB3J2R）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出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资讯
广场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烈
士褒扬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引
导广大青少年自觉缅怀、纪
念、尊崇、学习英雄烈士，厚植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
感，让红色血脉、革命薪火代
代相传，近日，退役军人事务
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
少工委等4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用好烈士褒扬红色资
源 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要积极发挥
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教育阵地
作用，把烈士纪念设施建设成
大学生思政课教学基地、少先
队实践教育营地（基地），提倡
入队、入团、成人仪式在烈士
纪念设施举行。推动共青团、
少先队活动与祭扫纪念活动
深度融合，建立烈士纪念设施
与周边大中小学共建机制。
支持高校与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单位联合开展实践育人，将
大学生参加英烈讲解等志愿
服务计入实践总学分（学时）。

《意见》指出，要充分调动
广大青少年积极性，助力英烈
精神研究和宣传。推动“红领
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在国
家级、省级烈士纪念设施“全
覆盖”，依托高等院校、研究机
构，发动党史、军史等专业学
者和青少年研究者从事英烈
精神志愿研究，支持共青团
员、少先队员和青年志愿者在
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志愿英烈
讲解活动。

《意见》强调，要深化英烈
精神教育实践进学校、进社
区。结合各地乡土教育、地方
史教育，引导青少年关注、研
究、学习“身边的英烈”。推动
致敬英烈实践进社区，鼓励青
少年开展诵读烈士家书、讲述
红色经典故事、致敬身边烈属
等活动，经常性到烈属家庭提
供志愿服务，支持烈属任所在
社区少先队辅导员。积极推动
在“少年军校”“全国青少年教
育基地”等品牌实践活动中，将
纪念英烈仪式列为“少年军校”
检阅式、大比武等较大规模活动的必须环节。校内
外少先队组织可结合实际，以英雄烈士命名少先队
大、中、小队。

《意见》要求，要加强对在校烈士子女的关心
关爱，建立常态化组织烈士子女参加夏（冬）令营、
参访军营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教育、培养机制，
保证每位烈士子女每年参加一次夏（冬）令营。大
中小学校要将关心关爱在校烈士子女作为一项重
要任务来抓，准确掌握在校烈士子女学业发展、职
业规划和家庭经济等情况，落实好烈士子女教育优
待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在校烈士子女学习、生活上
遇到的困难。学校要主动对接在校烈士子女，为其
发放助学金或生活补助。鼓励社会资金捐助设立
面向在校烈士子女的专项奖学金。高等院校就业
指导机构要加大对在校烈士子女就业指导和帮扶，
坚持一人一策、专项推动，帮助在校烈士子女制定
职业发展规划，推荐其就业。

情润塞上满目新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宁夏篇

我国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同日开工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刘诗平）黄

河下游引黄涵闸改建工程、湖南大兴寨水库工程、
安徽包浍河治理工程25日开工建设，它们均为国
务院部署实施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都
是今年重点推进的55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黄河下游引黄涵闸承担着引黄灌区农业引水
和一些跨流域调水的任务。总投资达20亿元的改
建工程涉及鲁豫21个县区37座涵闸，总工期预计
36个月。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引黄灌区的
供水保障率，改善沿线地区城镇生活、工业及生态
供水条件。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全国要完成水
利建设投资超过8000亿元，同时将确保新开工建
设重大水利工程30项以上。在加大政府投入的
同时，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多渠道筹集建设
资金，满足大规模水利建设的资金需求。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王
立彬）我国将加快制定耕地保护法，以
更好应对耕地红线面临的挑战，为耕
地保护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

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记者
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为更好地把耕
地保护“长牙齿”硬措施法治化，我
国将加快推动耕地保护法立法进
程。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耕地年度

“进出平衡”以及耕地“非农化”“非
粮化”等禁止性规定和政策措施将
上升为法律。

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土地
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土地复垦条
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为核心的
耕地保护法治体系；民法典、刑法
对耕地保护进行了明确规定；加快
制定中的粮食法也强调 耕地保
护。这都使制定科学、简明、可操

作的耕地保护法成为迫切需要。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2 年度立法工
作计划把耕地保护法列为预备审
议项目。自然资源部把做好耕地
保护法送审工作列入 2022 年重点
立法计划。

自然资源部法规司司长魏莉华表

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法治建设
从无到有、不断完善，而切实保护耕
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主旋
律。回顾耕地保护法律制度发展历
程，准确把握耕地保护面临的新要求，
完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制定耕地保
护法具有重要意义。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据国土“三调”结果，2019年底我国
耕地面积19.18亿亩，人均1.36亩，
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四成。同时我
国耕地资源空间分布不均，总体质
量不高，超过一半靠天收。从国土

“二调”至国土“三调”十年间，全国
建设用地总量增加26.5%，城镇、村
庄用地总规模分别达 1.55 亿亩和
3.29亿亩，一些城镇、园区低效闲置
用地问题突出，村庄用地总量过大、
布局不尽合理。

我国将加快制定耕地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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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迎来强降雨过程

水利部：关口前移应对洪涝旱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