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为庆祝建党 100 周
年，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展示广大离退休老年
群体坚守初心跟党走的精神面貌，6 月 23 日，兴业银
行宁波北仑支行与北仑区老年大学共同举办“兴业
杯”庆祝建党 100 周年优秀作品展。

本次展览共展出百余件主题鲜明、风格多样的书
画摄影、剪纸等作品，紧紧围绕“奋斗百年路，启航
新征程”主旋律，从不同角度反映建党百年来的光辉
历程。“延安宝塔山”“嘉兴南湖”“遵义会议旧址”，一
个个红色教育基地通过剪纸的方式被镌刻在作品中，
其中摄影作品 《新地标》 生动展示了当今社会的繁荣
祥和。中共兴业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党支部与北仑银辉

党支部的党员作为本次展览活动志愿者，积极筹备展
览相关工作，并担当讲解员分享作品背后的历史故
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
心。本次展览创新党史宣传方式，吸引市民走进展厅
接受红色文化洗礼，为参观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也为广大艺术爱好者提供了学
习交流的平台，受到市民的一致好评。

接下来，兴业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将持续深入开展
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活动，以更新颖的方式重温红
色记忆、弘扬红色文化，并激励党员同志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通过百年党史学习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林袁晓 袁晶晶）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兴业银行宁波北仑支行与北仑区老年大学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优秀作品展

为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指数，切实履行社会
责任，近日，兴业银行宁波分行联合慈溪市老龄健康
服务中心居委会，在服务中心对老龄会员进行存款保
险以及防范电信诈骗的安全知识宣讲。

本次讲座采用发放传单、PPT 宣讲、互动提问等
宣传方式。

首先，工作人员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存款保
险的定义，存款保险保障的范围有哪些，保险偿付限
额如何定义，什么情况下能够偿付以及与存款保险相
关的基础知识，引导客户正确认识存款保险制度，增
加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可和对金融机构的信任。接

着，工作人员通过播放宣传片、案例解析等形式，结
合近期宁波地区高发的电信诈骗案例，生动形象地为
老人们讲解了电信网络诈骗的特点、常见骗术及应对
措施，并现场教会老龄会员牢记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顺
口溜“六个一律”“八个凡是”，守住他们的钱袋子。

本次宣传活动增加了老年人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
知度，提高了风险防范意识，更是教会老年人如何防
范电信诈骗。兴业银行宁波分行下一步将继续对接
各街道及学校，积极开展“甬助老”金融课堂，营
造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护航老年人幸福晚年生
活。 （华媛 袁晶晶）

守住钱袋子 安享幸福晚年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走进慈溪市老龄健康服务中心开展宣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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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28日电 （记
者侯雪静 丁怡全 卢宥伊） 全球
在建规模最大、单机容量最大、技
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金沙江
白鹤滩水电站首批 2 台机组 28 日投
产发电。

白 鹤 滩 水 电 站 总 装 机 容 量
1600 万千瓦，是我国实施“西电
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水电站大
坝 为 300 米 级 特 高 混 凝 土 双 曲 拱
坝，共安装 16 台我国自主研制的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
轮发电机组。发电机组实现了我国
高端装备制造的重大突破。

“白鹤滩水电站核心技术均为
自主研制，全部机组投产发电后，

将成为仅次于三峡水电站的世界第
二大水电站。”三峡集团白鹤滩工
程建设部党委书记何炜说。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
县和云南省巧家县交界处金沙江干
流河段，是三峡集团在金沙江下游
建设的四座巨型梯级水电站——乌
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中
的第二级，开发任务以发电为主，
兼具防洪、改善航运、促进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建成投产后，相
当 于 每 年 可 节 约 标 煤 约 1968 万
吨 ， 减 少 排 放 二 氧 化 碳 5160 万
吨、二氧化硫 17 万吨、氮氧化物
约 15 万吨⋯⋯

白鹤滩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四
座梯级电站中库容最大、梯级效益
最为显著的水电站，是长江防洪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电站预留
防洪库容 75 亿立方米，相当于 525
个杭州西湖，长江中下游再添一道
来自金沙江下游的防洪屏障。”三
峡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部技术管理
部主任王玮说。

白鹤滩水电站地处金沙江干热
河谷地带，工程规模巨大，地质条
件复杂，工程建设攻下了多个技术
难关，例如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
建造不对称特高拱坝；1650 万吨
拱坝水推力下，确保拱坝坝肩稳
定；高烈度地震区，确保 300 米级

高拱坝抗震安全；窄河谷、大泄量
条件下解决泄洪消能等问题。

在 1994 年 修 建 三 峡 工 程 之
前，中国还不具备制造 35 万千瓦
以 上 水 电 机 组 的 能 力 。 20 多 年
来，建设者们砥砺奋斗，克服重重
困难直抵世界水电“无人区”。

白鹤滩水电站主体工程 2017
年 7 月全面开工建设，全部机组将
于 2022 年 7 月投产发电，多年平均
发电量 624.43 亿千瓦时，相当于每
年可节约标煤约 1968 万吨，减少
排放二氧化碳 5160 万吨，将与三
峡、葛洲坝以及金沙江乌东德、溪
洛渡、向家坝水电站一起，构成世
界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

全球在建规模最大、单机容量最大

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俯瞰白鹤滩水电站 （无人机照片，6月28日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青岛 6月 28日电 （记
者王凯） 记者 28 日从中科院海洋
所了解到，我国“科学”号科考船
完成首个高端用户共享航次，在目
标海域获得大量科学发现，并进行
了多台套国产自主研发设备的海试
工作，圆满完成了“在海底做实
验”的任务。

据参与本次科考的中科院海洋
所副研究员王敏晓介绍，以往的研
究中，深海样品被带到实验室开展
后续研究，但由于压力、温度和其
他化学环境骤变，深海样品的生理
活动同样发生改变，真实的深海生
命过程无法被准确认知。依托该航
次，中科院海洋所在深海海底搭建
了水下实验平台，科学家得以在深
海开展水下原位实验，为揭示深海
生物极端环境的适应机制提供了可
靠依据。

为保障深海水下原位实验顺利
进行，本航次同步搭载完成了多通
道拉曼平台等多台套国产设备海试

工作，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海底群
落生物的标志识别等多项关键技术
突破，相关数据和样品将解答深海
黑暗食物链组成、深海碳源碳汇通
量、生命起源等重大科学问题。

其中，“海洋之眼”深海着陆
器搭配自主研发的系列拉曼光谱探
针，实现了对冷泉喷口流体及喷口
附近天然气水合物、自生碳酸盐岩
等多类目标物的原位长期连续探
测，再现了甲烷、硫化氢等关键生
物化学反应标识物的时空变化规
律，初步结果表明微生物串联了地
球深部岩石圈、近底层水圈及黑暗
生物圈间的元素转换。

科考期间，科考船上搭载的无
人缆控潜器下潜作业 21 次，获得
大量珍贵样品及数据。

据了解，本航次搭载了来自中
国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
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海
洋大学等 9 家单位的 16 个高水平研
究团队的科学家。

““科学科学””号科考船圆满完成号科考船圆满完成““在海底做实验在海底做实验””任务任务

“科学”号科考船的科研人员开展深海原位环境探测实验。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6月 28日电 （记
者梅常伟） 退役军人事务部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
署开展全国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
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

通知指出，烈士纪念设施承载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卓绝的
百年奋斗历史，铭刻了无数革命先
烈为党的事业付出的伟大牺牲，是
中国共产党非凡奋斗历程和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见证，是重
要的红色教材。

通知强调，各级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检察机关要对照四个“全覆
盖”工作标准，从信息校核、规范
整修、有效管理、宣传教育四个方
面对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特
别是零散烈士墓管理保护情况进行

全面摸底排查，全面提升县级及以
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水平，充
分发挥烈士纪念设施在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方面作用，服务在全社会
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

通知要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检察机关依托专项行动，建
立英烈保护常态化协作机制，对有
关情况进行研判处置，检察机关可
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等设立公
益诉讼英烈保护联系点。各地对专
项行动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挂
账督办，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要将英
雄烈士保护法普法宣传和烈士纪念
设施管理保护政策制度宣传贯穿专
项行动，形成自觉保护烈士纪念设
施、捍卫尊崇英烈的浓厚社会氛围。

退役军人事务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联合印发通知

开展全国县级及以下
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8 日电
（记者白瀛）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
在开展优秀影视作品展播活动，以
不同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影视作品，
反映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
跃。

据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展播作品包括《理想照耀中国》《大

浪淘沙》《精神的力量》《绝密使命》
《中流击水》《光荣与梦想》《我们的
新时代》《啊摇篮》《温暖的味道》《美
好的日子》等电视剧、《山河岁月》

《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
《敢教日月换新天》《曙光》《理想照
耀中国》《风华正茂百年青》等纪录
片，以及《致敬百年风华》《闪亮的坐
标》《28 岁的你》《寻声记》等综艺节
目。

国家广电总局开展建党百年
优秀影视作品展播活动

新华社北京 6月 28日电 （记
者安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 28 日发
布消息，6 月 21 日至 25 日，全国
平均猪粮比价为 4.901。按照 《完
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 做好猪
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 规定，
已进入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 （低
于 5∶1），中央和地方将启动猪肉
储备收储工作。

为了有效缓解生猪和猪肉市场

价格周期性波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
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
印发 《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
制 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
案》。预案将充分发挥政府猪肉储
备调节作为关键抓手的重要作用，
对生猪及猪肉价格坚持“调高”与

“调低”并重，以供应稳保障价格
稳，以价格稳促进供应稳。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央和地方将启动
猪肉储备收储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8 日电
水利部 28 日召开会商会指出，28
日、29 日，江南中部北部、华南西部、
西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
雨，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
有中到大雨。黑龙江、嫩江洪水正向
下游演进，南方暴雨区内的部分中
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当天增派 2 个工作组分
赴浙江、江西指导协助防汛，加上
此前派往黑龙江和内蒙古的 4 个工
作组，目前水利部共派出 6 个工作
组协助指导地方开展防汛工作。

据气象水文预测，28 日、29

日，江南中部北部、华南西部、西
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
雨，长江流域乌江，洞庭湖水系沅
江、资水，鄱阳湖水系修水、信
江、饶河，太湖流域钱塘江，西江
流域红水河、柳江等河流将出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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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
雨，黑龙江干流三道卡以下江段将
维持缓涨态势，中游萝北江段将超
警。目前，黑龙江干流洪峰正在通
过卡伦山江段，嫩江干流洪峰正在
通过江桥江段。

南北部分地区大雨持续
水利部派出6个工作组协助地方防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