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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损1个百分点 7000万人吃一年
《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南倡议》：“节粮减损等同于粮食增产”需公众共同参与 《村路“户户通”变成“户户痛”》后续

开展整改退还捐款

■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
据，粮食损失率降低1个百分
点，就相当于增产2700多万
吨粮食，够7000万人吃1年。

■通过开源与节流并重，
增产与减损并举，将“节粮减
损等同于粮食增产”的理念贯
穿到生产、收获、储存等多个
环节，可以增加粮食有效供给
的“无形良田”。

大连海关破获走私案

初估案值4.5亿元

首座高放废液玻璃固化设施投运

实现零的突破

今年首批越冬候鸟飞抵鄱阳湖

比去年提前1天

新华社济南9月12日电（记者 邵琨）
粮食丰收后，如何再增产？记者从日前在
山东济南举行的国际粮食减损大会上了
解到，与会各方认为通过开源与节流并
重，增产与减损并举，将“节粮减损等同于
粮食增产”的理念贯穿到生产、收获、储存
等多个环节，可以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的
“无形良田”。

当前，全球粮食需求刚性增长，淡水
等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粮食增面积、
提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与会各方代表
认识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
视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粮食生产背后是大量耕地、水、农资
等要素的投入。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
司长隋鹏飞介绍，生产减损依然是大范围
的、需要任重而道远的行动环节。特别是
要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提升机械
化、标准化作业水平，做到生产过程减损。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调查统计，山东
省建成的高标准农田粮食亩产量可提高
10%-20%，平均每亩可增产 100 公斤以

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亩均节水节电
率分别可达24.3%和30.8%，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从之前的0.5提高到了0.64以上，水
土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在此次会议发布的《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
南倡议》中，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
企业、非政府组织共150名代表，倡议提升农业
基础设施水平，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需要全方位全链
条发力。小麦机收是确保夏粮丰产丰收的
关键一环。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国际
粮食减损大会上表示，我国小麦、水稻、玉米
三大主粮机收率分别达到97.49%、93.73%和
78.67%。今年夏粮机收损失率若降低一个百
分点，就意味着增加粮食产量125万吨。

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挑战，使得
全球粮食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2020
年全球共有7.2亿到8.11亿人口面临饥饿威
胁，全球近1/3人口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与
营养，同时全球近1/3的食物被损失或浪费，
为世界敲响了警钟。

在济南举行的国际粮食减损大会上，联

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视频致辞中
呼吁，各国群策群力、协调行动，减少粮食损
失和浪费。

与会各方倡议，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
工艺，加强集约、可持续、低碳的现代化粮食
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产后全过程、系统化
节粮减损，建设“无形良田”，实现“无地增产”。

在中储粮济南直属库，矗立着一个个体
积庞大的粮仓。人们即便不进入粮仓，通过
高清摄像头，也能清晰看到粮仓中的颗颗麦
粒。中储粮济南直属库仓储管理处副处长
安西友说：“粮仓自带中央空调，还有智能通
风等绿色储粮技术。粮仓平均温度常年保
持在15摄氏度及以下，最高粮温不超过25摄
氏度，有效延缓粮食品质变化。”

目前，山东中储粮系统共安装4500个高
清摄像头，28万个温度传感器，实时对粮情
进行预警预测。中央储备粮综合损耗率从
2%降至1%以下。以济南库为例，一个储存
周期，粮食损耗减少1600多吨，相当于3000
亩良田一季的粮食产量。

除了“大粮仓”，适合千家万户使用的

“小粮囤”对节粮减损也很重要。会后发布的
《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南倡议》中专门提出，
为农户提供科学储粮的技术培训和服务，重
点加强小农户储粮新装具的推广和使用，提
升粮食品质。

在实践中，“小粮囤”的作用已经发挥出
来。自2007年以来，山东省累计投资3.71亿
元，为农户发放科学储粮仓98.8万个。据测
算，这些储粮仓全部投入使用后，比传统方式
储粮损失率降低5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粮
食产后损失4.9万吨。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粮食损失率降低
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增产2700多万吨粮食，够
7000万人吃1年。面对粮食损失和浪费这一全
球共同的挑战，各个国家为此都采取了一些积
极措施，有的国家出台了专门的法律打击食品
浪费，有的国家加大了资金投入。

我国已经以法律形式规范消费者和餐饮
行业行为，节约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未来，节粮减损还需要社会公众共同参
与，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倡导
文明健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

新华社福州9月12日电（记者 董建
国）福建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12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秋季学
期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全
省各级各类学校原则上在9月19日前组
织全体师生员工完成新一轮核酸检测
工作。

近日，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发现多
例确诊和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截至9月

11日20时，仙游县已有2地划定为高风险地
区、5地为中风险地区。

通知要求切实做好重点人员的摸排
监测和健康管理。各级各类学校要对本
校今年放暑假以来有境外和国内高中风
险地区所在城市旅居史、接触史的师生员
工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单独登记造册，作
为重点人群，加强健康管理，务必做到底
数清、情况明。

据新华社福州9月12日电（记者 陈
弘毅 张华迎）记者从福建省莆田市仙
游县了解到，12日仙游县枫亭镇（全镇）
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高风险地区。福
建省莆田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同日发布通告，要求
在莆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离开本市。

通告要求，在莆人员原则上非必要
不离开本市，如因就医、特定公务等确
需出入的，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

通告还要求，严格限制人员聚集，严格
落实进入室内公共场所预约错峰、测温、扫
（亮）码、戴口罩以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
测温、扫（亮）码、戴口罩等措施。商场、超
市、农贸市场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场所合
理控制购物人员数量。企事业单位提倡线
上办公。从严控制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
动规模。

同时，暂停棋牌室、影剧院、网吧、台球
厅、歌厅、酒吧、博物馆、图书馆、健身场所、培
训机构等有关室内公共场所的运营活动。

据新华社上海9月12日电（记者 李
荣）记者12日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和上海市
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上海防汛指挥部已发
出紧急通知，要求台风“灿都”严重影响上海
期间减少出行、确保人身安全。全市中小
学、幼儿园13日下午和14日全天停课。

据了解，根据气象预测，今年第14号台
风“灿都”将以每小时15公里至20公里左右
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13日至14日将给
上海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上海中心气
象台12日18时已更新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为

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根据上海市防汛部门通知，13日下午

和14日全天上海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教育教
学活动，托育机构停止托育活动。13日和
14日面向未成年人的各类培训机构停止线
下培训。此外，上海市防汛部门要求，按照
“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原则，立即启动人
员转移安置工作，13日中午12时前完成应
撤离转移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全市各公
园、室外旅游景点和游乐场所13日、14日一
律闭园。

据新华社杭州9月12日电（记者 唐
弢 许舜达）浙江省气象局12日发布台风紧
急警报，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超强台风
级），当日15时其中心位于浙江舟山偏南方
向约62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最大风力
16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
案》，浙江省防指决定于12日18时30分将防
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

根据浙江省气象局预计，台风“灿都”

将于13日早晨到上午在浙江舟山到宁波一
带沿海登陆或穿过舟山群岛（台风级或强
台风级）。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已发布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受台风“灿都”影
响，浙江宁波、舟山、台州等地教育部门宣
布中小学校、幼儿园和培训机构停课。杭
州机场已启动Ⅲ级响应，13日11时后出港
航班全部取消。铁路部门也对13日途经杭
深等线路的部分列车运行方案进行调整。

据新华社青岛9月12日电（记者 马晓成）9月9日，新
华社报道了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十督查组发现山东省
平度市、莱西市等地在“户户通”工程中存在的问题（见本
报9月10日7版）。对此，青岛市组织平度、莱西两地全面
排查，建立台账，压实责任，明确整改时限。

据青岛市通报，青岛市交通运输局组织人员赶赴现场
调度督导，平度、莱西两市政府负责人现场研究解决措施。

对平度市旧店镇杏庙村存在的“钢琴路”问题，组织施
工单位9月9日进场进行硬化作业，并开展退还低保户、贫
困户捐款工作。同时，对“户户通”工程进行梳理、排查，广
泛听取村民意见，进一步加强监管。对盲目提高建设标
准、增加群众负担及摊派等问题，发现一起整改一起，坚决
杜绝此类问题再发生。对莱西市店埠镇存在的“倒灌路”
问题，加快推进农户污水改造工程，力争10月底前完成。

青岛市将进行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并及时开展整
改结果“回头看”。相关整改落实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接受群众监督。

新华社大连9月12日电（记者 郭翔 张博群）记者从
大连海关了解到，大连海关日前破获一起走私进口镍钴混
合物和粗氧化锌案，案值达4.5亿元。

大连海关出动警力40余人，分成10个行动组，在大连、
杭州、烟台等多地同步开展抓捕和查缉行动，抓获主要犯
罪嫌疑人10人，查缉涉案地点9个，扣押涉案物品及电子证
据一批。

经查，2017年至2021年，以朴某为首的走私团伙采取
低报价格方式从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走私进口镍钴混合物
和粗氧化锌进境，共计3.8万吨，初估案值4.5亿元。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新华社成都9月12日电（记者 谢佼 胡喆）记者从国
家原子能机构获悉，2021年9月11日，我国首座高水平放
射性废液玻璃固化设施在四川广元正式投运。这标志着
我国已实现高放废液处理能力零的突破，跻身世界上少数
几个具备高放废液玻璃固化技术的国家，对我国核工业安
全绿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广元的项目联合指挥部经验证评估认为，自8月27日
工程启动热试车、生产出第一罐放射性废液固化而成的玻璃
体以来，产品质量可控，设施运行稳定，相关技术指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设施已具备运行条件，可转入正式投运。

放射性废物处理是核能安全利用的最后一环，放射性废
液玻璃固化是在1100摄氏度以上将放射性废液和玻璃原料
混合熔解，冷却后形成玻璃体。玻璃体浸出率低、强度高，能
够有效包容放射性物质并形成稳定形态，是目前国际上先进
的废液处理方式。因需要强大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做支撑，
此前世界上仅美、法、德等国家掌握了相关技术。

该项目2004年由国家原子能机构批准立项，采用国际
合作模式，由中国、德国联合设计，中国核工业集团所属中
核四川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多家单位协同攻
关，在玻璃固化关键特种材料、关键设备等方面积累了丰
富经验。

设施投运后,预计每年可安全处理数百立方米高放废
液，产生的玻璃体将被埋于地下数百米深的处置库，达到
放射性物质与生物圈隔离的目标。

新华社南昌9月12日电（记者 陈毓珊 张璇）9月11
日上午，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都昌保护监
测站工作人员在当地马影湖开展日常巡护监测时，监测到
4只越冬白琵鹭正在水中嬉戏。最新监测记录显示，这是
保护区工作人员今秋以来在鄱阳湖范围内监测到的首批
越冬候鸟，比去年提前了1天。

工作人员通过比对都昌保护监测站多年监测记录发
现，自2013年以来，都昌县马影湖已连续9年成为首批越冬
候鸟抵达鄱阳湖的第一站。这几只白琵鹭的到来，标志着
鄱阳湖开始进入候鸟越冬季节。

鄱阳湖是亚洲重要的水鸟越冬地。目前，鄱阳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正紧锣密鼓地加强湖区日常巡护排查和监
测工作，确保越冬候鸟在鄱阳湖安全栖息、越冬。

聚焦疫情防控

福建要求9月19日前

全省师生完成新一轮核酸检测

福建仙游县枫亭镇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杭州机场13日11时后出港航班全部取消

浙江：Ⅰ级应急响应 多地停课

上海：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9月12日，停靠在浙江省舟山市沈家门中心渔港避台风的渔船。随着台风“灿

都”逼近，浙江舟山众多渔船靠港避风。 新华社发

9月12日，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与郊尾镇交界的道路上，公安部门设

立疫情防控检查站。 新华社发

喜看青稞千重浪，高原尽带黄

金甲。九月的雪域高原，一片丰收

的喜人景象。图为拉萨市林周县

松盘乡农民收割青稞。 新华社发

9月12日，郑州地铁首批3条线路——郑州地铁1号

线、2号线一期（刘庄站至南四环站）、城郊线恢复载客运

营。按照要求，市民乘坐地铁须全程佩戴口罩、核验健康

码、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图为郑州地铁1号线工

作人员为乘客测量体温。 新华社发

郑州地铁首批3条线路恢复载客运营

台风“灿都”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