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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区

滨海新区

河北区

和平区

红桥区

河东区

河西区

南开区

北辰区

津南区

东丽区

西青区

武清区

宁河区

蓟州区

静海区

宝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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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旅游集团

市民政局

市城市管理委

城投集团

市水务局

市路灯管理处

市交通运输委

市公安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市通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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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5

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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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7

9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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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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王永前 李钧德 张亮

新华社银川6月25日电

情润塞上满目新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宁夏篇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弘德村。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昨天下午，
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闭幕。闭幕式由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
执行院长龚克主持，副市长朱鹏总结
了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举办情况，并
发出了下一届世界智能大会的邀请。

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高朋满座，
众人瞩目。周济、托马斯·萨金特、罗
杰·瑞迪、王坚、刘烈宏、曾毅、周鸿祎
等20位图灵奖、诺贝尔奖获得者，两
院院士和世界 500强知名企业家发
表精彩演讲，围绕人工智能伦理、科
技赋能“双碳”战略等前沿课题展开全
球对话。央视《新闻联播》进行报道，
中央新闻网站、网络新媒体等100个

网站平台账号参与网络直播，在线同屏
峰值人数超2万人，遍布全球40余个国
家，累计总浏览量达到17.8亿次，实现
“百网同播、万人同屏、亿人同观”。大会
举办了28场平行论坛与5项高水平赛
事。大会通过XR、AI、3D、动作捕捉、元
宇宙等前沿新技术，打破时空限制，让观
众身临其境。
闭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

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名誉院长张钹以视频
连线方式参与，《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
技产业发展报告》《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科技产业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数报告》在
会上发布，10个“WIC智能科技创新应
用优秀案例”受到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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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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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国栋）昨天，
东丽区共出动76个检查组178人
次，重点对河道堤防、排水设施、桥
梁涵洞、低洼片区、地下空间、老旧
房屋、危化企业、学校医院等防汛
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进行隐
患排查，确保排水设施完好。“完成
检修维修各类泵站24座，涵闸30

处，再次疏浚河道、清掏管道32.2公
里，确保排水设施正常运行。”东丽区
应急管理事务中心工程师刘国安介
绍，针对24处下沉地道、17处低洼易
积水片，实施“一处一预案”，对老村
台、国企老宿舍等薄弱点位安排专人
盯防，目前，防汛物资设备已经备足
备齐，应急人员部署到位。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为做好
26日至27日我市强降雨防范应对
工作，红桥区组织力量清点防汛物
资、检查防汛设施设备、巡查易积水
点位和下沉地道，加强对特殊行业、
高空作业、建筑工地等行业的监管，
强化对户外广告牌、沿街树木的隐
患排查和实时监控，做好前置备勤
和应急排水准备。

据介绍，在主汛期来临前，全区
已经对清源道、凤城路等12处积水
片区进行改造，共计改造排水设施
955米，新建、维修检查井151座，在
津河河堤红桥段修建了50厘米高的
挡水围墙300余米，对洪湖北路、玉
门四里等8处不具备改造条件的点
位制定了“一处一预案”，安排24小
时专人值守。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连日来，
蓟州区对244个地质灾害点逐一采
取应对措施，做到严格防范、科学防
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昨天，蓟州区罗庄子镇、下营镇

党员干部深入多个旅游村，提前通
知农家院和民宿经营户及时关闭、

劝返游客。该区各大景区已对地质灾
害隐患点进行了逐一排查，并在危险
处挂牌提示，安排专人值守。同时，根
据天气情况，及时关闭景区并劝返游
客。该区对地质灾害点位附近村民的
临时转移方案已严格落实到具体单位
和负责人。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天，市
农业农村委相关部门深入蓟州区指
导并帮助该区抢收小麦。截至昨日
18时，蓟州区小麦抢收完毕，这标
志着我市今年178万亩小麦机收作
业圆满结束，实现颗粒归仓。

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委积极调
集小麦联合收割机支援蓟州区作
业，昨天，蓟州区小麦联合收割机
数量超过了 1000台，机收作业面积
达到18万亩，创该区单日收割面积
之最。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根
据我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即日起对从天津市乘坐列车去往北
京方向（目的地非北京）的旅客，取消查验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到达北京的旅客仍需查验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
康宝”绿码。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公安交管
部门提前进行部署安排，采取多项措
施做好应对恶劣天气准备工作。
组织全市各交警支队再次对辖

区内主干道、快速路、桥梁涵洞，特
别是隧道、下沉立交桥等易积水点
位进行了认真排查，并就相关点位
的应急排水、隔离设施设置等应急
处置事项与属地负责部门再次进行

了对接，确保各项应急措施能够落实
到位。
随时做好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准备。进一步强化动态巡控，加大路面
巡查和视频巡查力度，实时监测雨情，
降雨后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
安排警力到达预定岗位，在加强路面指
挥疏导的同时，密切关注易积水点段，
根据积水情况，采取交通管控措施。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张鹏）日前，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
公司积极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扬水站
等重点点位，围绕用电安全、电力设
施保护等相关内容，给相关负责人
提供电力安全技术指导。

据介绍，为做好防汛抗涝工

作，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积
极深入辖区各排涝站点，全面开展
防汛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同时，
积极模拟抢险演练，不断完善防范
措施和处理办法，切实提升供电公
司应对极端强降雨天气的防汛应
急能力。

公安交管部门：准备启动应急预案

我市178万亩小麦抢收完毕

蓟州区：对244个地质灾害点严格防范

东丽区：应急力量部署到位

红桥区：筑牢汛期“防御网”

6月24日0时至24时我市无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2022年6月24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无新
增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

铁路进京方向取消市域内查验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本报讯（记者 梁斌 摄影 崔跃

勇 孙震）昨天上午，天津市第十五届
运动会龙舟比赛暨首届外商投资企业
运动会开幕式在海河保定桥至大光明
桥段水域举行。

比赛设外企组和社会组男子、女
子以及混合200米直道竞速。共有21
个单位的44支龙舟队踊跃参加，参赛
人数300余人。其中外企队27支，参
赛队员国籍涵盖了法国、西班牙、俄罗
斯、英国等30多个国家，企业包括空
客、大众等驻津企业；社会组织参赛队
17支。

经过激烈角逐，天津公安队夺得
社会组男子200米直道竞速、女子200
米直道竞速冠军，天津特警队夺得社
会组混合200米直道竞速冠军。惠灵
顿1队夺得外企组男子200米直道竞
速、女子200米直道竞速、混合200米
直道竞速冠军。

市第十五届运动会

龙舟比赛举行

紧盯汛期安全 提高电力抢险能力

突破我市今年最高气温极值

昨天最高气温40.5℃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连日来，我

市持续开启“烧烤”模式，昨天的津城
更是火热，市区最高气温高达40.5℃，
突破今年最高气温极值。高温过后，
暴雨接力，26日傍晚到27日白天，我

市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其中强降
雨时段将主要集中在27日。
昨天，高温橙色预警持续，我市武

清区、宝坻区、津南区、北辰区、西青
区、宁河区、东丽区、静海区、滨海新区

更是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截至昨
天16时，市区最高气温达40.5℃，与中
心城区6月气温历史极值持平，全市最
高气温出现在静海区和市区，均为
40.5℃。高温难耐，但随着26日北方强
降雨的到来，我市的高温也将迅速收
敛。受高空槽和低涡影响，预计26日傍
晚到27日白天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
强降雨主要集中在27日5时至20时，并
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和8级大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