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电影放映队队员在搭幕布。

�村民在观看公益露天电影。

乡村电影院

近年来，湖南省常宁市持续推进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活动，把优秀电影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

群众的文化生活，深受群众欢迎。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徐鹏航 邱
冰清）为进一步加强对入境客运航空器的消
毒力度，降低新冠肺炎通过航空渠道传播和
扩散风险，结合新冠病毒特点和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
日印发《入境客运航空器消毒工作方案》。

方案对入境客运航空器消毒工作涉
及的部门和单位进行了明确的工作分工，
按照入境前、入境、入境后3个环节梳理了
入境客运航空器消毒工作的流程。

方案明确，入境航空器消毒人员、废
弃物清运处置人员，应严格按照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中“环境清洁消毒人员”安全防护的要

求，从严就高做好个人防护，严格污染控制
和规范穿脱防护装备，严防职业暴露风险。
同时对这些人员登记造册、集中封闭管理，
实施健康管理“一人一档”，核酸检测“一天
一检”，疫苗接种“全覆盖”。

入境前，航空公司负责做好健康码国际
版查验、体温检测、症状观察等工作，发现不
符合远端防控要求的，不予登机。在飞行途
中严格做好机组人员安全防护、旅客健康巡
查、广播提示筛查和随时消毒工作。

入境环节，海关部门负责入境客运航空
器及人员的卫生检疫，对高风险航班和入境
检疫发现有“有症状者、疑似病例、确诊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等情形的入境客运航空

器，向航空公司签发《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
航空公司可委托取得出入境检疫单位核准的
消毒服务机构，由其对航空器及上述四类人
员产生的污染物实施终末消毒，海关对上述
终末消毒实施监督。

入境后，海关对入境客运航空器出具入
境检疫证，准予入境，完成检疫工作，并将入
境检疫情况通报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后续海
关从入境人员中检出核酸阳性或卫生健康和
疾控部门判定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的，应及时通报地方联防联控机制，由
地方联防联控机制组织采取后续处置措施。
航空公司在后续境内运行期间，按规定于航
后开展预防性消毒。

3 要闻
2021年9月20日 星期一 责编：皮历

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选举投票结束
完善选举制度后举行的首场选举

我国新冠疫苗接种人数超11亿
接种总剂次和覆盖人数均居全球首位 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

聚焦疫情防控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记者 董瑞
丰 邱冰清）记者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获悉，截至2021年9月18日，31个省（区、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217404.3万剂次，疫苗接种总人
数达110084.2万，其中已完成全程接种
102220.7万人，接种总人数占全国总人口
的78%。接种总剂次和覆盖人数均居全球
首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疫苗接种工作取得的进展，充分体现了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
优势，体现了全国人民勠力同心、锐意进
取的精神。

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接种启动以来，
各部门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安排，创新多
样化的服务形式，合理安排接种时间和接
种场地，积极做好沟通告知、摸底统计、宣
传教育，稳妥推进接种工作。

2020年12月15日，我国正式启动重点
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2021年3月下
旬开始，加快推进国民全人群免费接种；
此后，“一老一小”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工
作也稳步推进……一系列重要举措，旨在
让疫苗最大程度惠及群众，尽最大努力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
华庆说，接种的人越多，疫苗起到的保护
作用越大，将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奠
定基础。

据悉，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立足疫情
防控需要和群众需求，周密组织实施后续
接种工作，进一步提高疫苗接种人群覆盖
面，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据新华社福州9月19日电（记者 张华
迎）记者19日从福建省莆田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9月10日至9
月18日24时，莆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4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例，本土病例183例
（危重型和重型各1例，均为80岁以上女性；普
通型95例；轻型86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
莆田市已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者4390人，次
密切接触者4879人，已集中隔离9145人。

大量楼房邻水而建

水源涵养功能已经基本丧失

走进黑龙滩水库库区，映入眼帘的是大
片高楼和洋房，旁边是被圈围起来的项目工
地。无人机俯拍的镜头里，黑龙滩水库西北
部和北部区域地产建设已连成片；大量楼房
邻水而建，最近的低层建筑距离库岸线只有
几百米。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不少商家打
着“世外桃源湖景洋房”“黑龙滩4A级湖景
房”的招牌吸引买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部
分楼盘已交房，业主多选择度假居住。

黑龙滩水库兴建于上世纪70年代，水域面
积23.6平方公里，总库容3.6亿立方米，改变了
仁寿县曾经“十年九旱”的面貌，被当地群众视
作“生命水源”，如今更是眉山市区、仁寿县、乐
山市井研县近300万群众的饮用水水源地。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HJ338-2018）,准保护区是在饮用水水源二
级保护区外，为涵养水源、控制污染源对饮用
水水源水质的影响，保证饮用水水源二级保
护区水质而划定，需实施水污染物总量控制
和生态保护的区域。2017年12月四川省人大
常委会批准的《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禁止在准保护区内
新增居民集中居住点”。

然而2018年4月以来，黑龙滩饮用水水源
准保护区内审批通过20个房地产项目，总用
地面积约3222亩。截至督察时，已有322栋、
占地约546亩的低层楼房建成，还有大片项目
工地不断挤占黑龙滩水库生态空间。记者现
场看到，水库北部及西北部区域大量植被遭
到毁坏，原有林木已被成片高楼和洋房取代。

督察组调查显示，房地产开发区域水源
涵养功能已基本丧失，影响了黑龙滩水库生
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生态建设被动缓慢

地方违规决策让路地产开发

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虽然属于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外围，但却是生态敏感区，具有水
源涵养功能。督察组调查显示，眉山市及仁
寿县为达经济发展目的，“千方百计”为房地
产立项扫除障碍。

一是违背立法本意强行解释。
督察组调查显示，眉山市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在无法律解释权的情况下，分
别于2018年3月、2020年4月向黑龙滩风景区
管委会、仁寿县政府出具书面说明，将条例中
“禁止在准保护区内新增居民集中居住点”的
规定，解释为“本款规定的立法原意是禁止在
准保护区内场镇规划区外的农村地区新增居
民集中居住点”，为该区域房地产开发“亮绿
灯”，直接导致准保护区内20个房地产项目相
继违法开工建设。

二是违规办理林地使用手续。
《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规

定，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非更
新性、非抚育性采伐和破坏饮用水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和其他植被。但督察发现，2018年
以来，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违规为有关房地
产项目办理林地使用手续，导致准保护区林
地遭受破坏和侵占。

而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上，当地却表现
出被动姿态。据四川省政府批准的《四川省
黑龙滩生态环境保护试点总体实施方案》，眉
山市应于2017年底前建成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项目53项。而截至督察时，仍有8个项目未完
成甚至未实施，其中应建设的4000亩生态涵
养林只完成了192亩，仅占4.8%。

不仅如此，记者还了解到，在督察组进驻
前，当地虽已拆除部分邻近水面的楼房，但进
展缓慢，等督察组快来时却“突然加速”。

违规开发屡错屡犯

专家建议编制清单科学决策

督察组指出，地方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本意是为了保
护水源地，但眉山市及仁寿县在实际操作时
却搞变通，违反规定为开发让路。

一名当地干部向记者表示，对于黑龙滩
水库，这些年也采取了许多保护性措施，比

如，为了保护水质，当地政府于2018年出台了
“史上最严禁钓令”。“黑龙滩水库风景优美，我
们希望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环境，引来人才、吸
引投资，促进地方发展，初衷也是为了周边群
众。”这位干部也承认，如此大体量的开发必
然会扩大水库附近排污总量，增加生态隐患。

据了解，眉山市这起案例并非孤例。记
者梳理发现，早在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中，就多次点到保护区或其他生态敏感
区内违规开发建设的问题，比如2017年安徽
巢湖流域沿湖开发项目。而本轮第四批督察
中，又出现类似的典型案例，环保风暴之下部
分地区仍抱有侥幸心理，触犯法律红线。

针对此类情况，专家建议，地方应明确规
定在准保护区范围内哪些项目可以建，哪些
不能建，避免在执行中发生偏差，造成争议。
同时编制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
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
保护周边生态系统安全。

仁寿县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黑龙滩饮
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所有建设项目均已暂停
施工，这几天，他们正抢抓秋季植树良好时
节，组织大规模植树，加快恢复生态涵养林。

据新华社成都9月19日电

新华社香港9月19日电（记者 查文晔）2021年香港
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于19日下
午6时结束。这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举行的首场
选举。

根据选举安排，投票于当天上午9时开始，全港共设有
5个一般投票站及1个专用投票站。各投票站秩序井然，选
民和工作人员均遵守防疫规定，投票活动有序进行。

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当天下午在
巡视各投票站后对记者表示，此次选举整体情况比较顺
畅，选民投票踊跃。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主要是体现和落
实好“爱国者治港”，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牢牢掌握政权，
这样才有机会让香港重新回到“一国两制”的初心、正轨，
这对助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实现香港良政善治
和长治久安，将起到关键作用。

今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根据决定，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扩大到五个界别共
1500人，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
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

根据新选举制度安排，在选委会的1500个席位中，共
有325人已获裁定有效登记为选委会当然委员，并有156
人获裁定有效提名为选委会委员。另外，有603名候选人
自动当选，412名候选人于19日竞逐364个席位（由于立法
会议员尚未举行换届选举以及部分当然委员身份重叠等
原因不足1500人）。

《入境客运航空器消毒工作方案》发布

降低从航空渠道传播和扩散疫情风险

福建莆田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4例

厦门 疫情起源是外市输入病例

水源地旁开建3000多亩地产项目
中央环保督察组走访发现 四川省仁寿县生态环保让路地产开发

黄河中下游汛情蓝色预警发布
黄委会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据新华社郑州9月19日电（记者 张兴军）记者19日
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获悉，受近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
影响，黄河中下游防汛形势严峻。当天黄委会发布黄河中
下游汛情蓝色预警，启动黄河中下游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
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全面督导部署洪水防御工作。

根据预测，9月18日至21日，西北东部、华北等地将有
一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渭河、汾河、
沁河、伊洛河、大汶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
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监测显示，
19日7时12分，洛河卢氏水文站洪峰流量达2430立方米每
秒；8时，伊河东湾水文站流量达1760立方米每秒、渭河华
县水文站流量达1360立方米每秒，目前流量仍在上涨。洛
河故县、伊河陆浑水库均以1000立方米每秒下泄。

黄委会同时向河南省防指下发《关于伊洛河洪水防
御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要全面落实防汛责任，强化监
测预报预警，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确保涉河人员安全，及
时关闭景区，撤出涉河作业人员、机械设备等，引导群众
远离河道、低洼等受洪水威胁区域；及时报送水情、工情、
险情、灾情及相关工作信息，如遇突发事件，果断处置并
立即上报。

据新华社厦门9月19日电（记者 付
敏 吴剑锋）记者19日从厦门市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指挥部获悉，截至9月18日24
时，厦门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1例，分布

在思明区8例、湖里区2例、海沧区5例、同安区
116例。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庭亮表示，厦
门市已于18日启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采
样工作已基本完成。同时，从19日17时起，同

安区已开始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预计20日
14时完成。

王庭亮介绍，通过流调溯源，经专家组研
判分析，本次疫情起源是外市输入病例。通
过对阳性样本进行基因测序，检出28份样本，
均为德尔塔变异株，且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
播链条。

贵州客船侧翻已致10人死亡
涉事客船存在超载问题

9月19日凌晨，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搜救。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贵阳9月19日电（记者 欧甸丘 潘德鑫）记
者从贵州省六盘水市委宣传部获悉，截至记者发稿时，六
枝特区牂牁镇客船侧翻事故已致10人死亡，经排查，仍有
5人失联，实载人数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事故发生时，该
客船存在超载问题。

1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牂牁镇发生一起客
船侧翻事故。截至记者发稿时，共搜救出41人，其中31人
无生命危险，10人救治无效死亡。经核实，该客船系西陵
航运公司8015型客运船，核载40人，客船驾驶员杨某某已
在事故中死亡，船上乘客主要为牂牁镇学生。由于牂牁
江水域宽阔，客船是牂牁镇沿江学生往返上下学的主要
交通工具。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记者 任沁沁）记者19日
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中秋假期首日，群众近郊出游、中
短途旅游增多，部分地方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城郊地区及
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明显增加。截至18时，全国
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长
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接报一次死亡5人以上道路交
通事故。

从公安部交管局监测的71条高速公路500个重要节
点流量看，18日12时至19日12时，流量环比前日上升
11.72%，同比去年下降37.5%。全国各级公安交管部门结
合假期群众出行特点和交通流量变化情况，提前谋划部
署，启动高等级勤务，集中警力严管“两客一危”、重型货
车、面包车等重点车辆，严查超速、超员、超载、违法载人、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占用应急车道等严重交通违法，并加
强重点节点疏导管控，全力化解交通安全风险，确保节日
期间道路畅通和群众安全出行。

预计20日部分城市出城道路和通往景区道路仍会持
续高位运行。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20日北京、天津、河
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中秋假期首日

近郊出游、中短途旅游增多

一处涉及近300万群众的饮用水水源地，其准保护区内竟审批通过占地数千亩的大型房地产项目。
记者近日随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四川眉山市仁寿县发现，当地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黑龙

滩水库周边，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约3222亩的地产项目，破坏了水源地生态环境，威胁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