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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宁 8 月 22 日电
（记者周盛盛 王金金） 受气候暖
湿化等因素影响，被誉为“亚洲水
塔”的三江源地区近年来输送水量
逐年增多。过去五年来，青海省出
境输送水量年均增加近百亿立方
米，2020 年总输送水量已超过 950
亿立方米。

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

地，三江源地区是我国乃至东南亚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亚洲孕
育大江大河最多、最集中的地区。

青 海 省 水 利 厅 最 新 发 布 的
《2020 年 青 海 省 水 资 源 公 报》 显
示，2020 年青海省内流域出境水
量为 954.98 亿立方米，与 2016 年
相比增加 463.58 亿立方米，近五年
年均增加水量超 92 亿立方米。

三江源地区输送水量
年均增加近百亿立方米

新华社银川 8月 22日电 （记
者许晋豫） 记者从 22 日召开的第
五届中阿博览会成果发布会获悉，
为期 4 天的中阿博览会成果丰硕，
总计签约成果 277 个。博览会继承
创新办会模式，开辟经贸合作新领
域，开创中阿合作新境界。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全球
的背景下，第五届中阿博览会创新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以线上为
主”的方式，综合运用前沿技术和
各类场景应用，实现线上线下同步
参展参会、观展采购。博览会通过
云端参会、线上洽谈、云端签约等
方式，有 1000 多万名线上观众和
专业采购商访问洽谈、协商采购，
并实现了“5G 看展览”，观众通过
现场 VR 眼镜，可 360 度、全景实
时观看展览现场。

线下线上展览重点围绕数字
经济、医疗康养、新型材料、清
洁能源等领域展开，239 家企业设

计 布 置 了 1.2 万 平 方 米 的 线 下 展
区；线上综合商品展的 1000 余家
企业中，华为、京东等 38 家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
业特装参展，总访问量突破 1000
万人次，其中海外线上观展 12 万
人次。

本届博览会经贸合作新领域成
果丰硕，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
司、天津中沙泰达工业园区管理有
限公司分别与沙特阿拉伯、埃及、
阿联酋、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签署
了 5G、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合
作项目，有效拓展了中阿经贸合作
领域。

中阿博览会有设置主宾国的传
统，本届中阿博览会顺应摩洛哥、
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加强与
我国经贸合作的需求，首次设置了
摩洛哥、阿联酋双主宾国，加快构
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
动共建共享“一带一路”。

第五届中阿博览会
开创中阿合作新境界
线上综合商品展总访问量突破1000万人次

新华社南昌 8月 22日电 （记
者闵尊涛） 日前，江西赣州市石城
县一对夫妻在线上办理了生育登
记、领取《生育服务卡》，成为江西省
首对登记成功的三孩育龄夫妻。

记者从江西省卫健委获悉，为
促进三孩生育政策落地实施，江西
已在全省范围内开放三孩生育登
记，同时明确，参保女职工生育三
孩相关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
范围。

根据江西省卫健委下发的 《关
于实行三孩生育登记的通知》，自
2021 年 5 月 31 日之后生育第三个

子女的夫妻，分娩前后凭结婚证、
户口簿、身份证 （含电子证照），
到夫妻一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
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登记，或者进行生育登记线上办
理，领取 《生育服务卡》。

江西省医保局也下发通知，自
2021 年 5 月 31 日起，全省范围内
的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费用纳入生
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按规定及
时、足额给付生育医疗费用和落实
生育津贴待遇，并同步做好城乡居
民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保障和新生儿
参保工作。

江西生育三孩相关费用
纳入医保报销

新华社上海 8月 22日电 （记
者许东远） 22 日，中国足协在上
海召开媒体座谈会。会上，中国足
协常务副秘书长陈永亮确认，中国
足协已与现任中国男足主帅李铁就
其进一步执教中国队至 2026 年签
订了工作合同，从而确保中国男足
国家队长期稳定发展。

“全力拼搏，力争出线。”对于
国足冲击世界杯的目标，足协用这
八个字概括。“疫情防控、失去主
场 、 队 员 长 期 在 海 外 比 赛 训 练 ，

（世预赛） 十二强赛，国足面临诸
多困难，无论如何大家都会去拼
搏。”陈永亮补充道。

李铁这份合同背后，是中国足
协对李铁团队的信任与肯定。“经历
四十强赛，不管球队的技战术打法，
球员在场上的表现，教练团队的能
力，大家有目共睹。”陈永亮说。

在合同期间出现问题如何解
决？陈永亮表示：“不管男足国家
队，还是其他年龄段梯队，都有年
度评估，成绩不是唯一的标准。队

员的精神状态，队伍是否能够形成
稳定的技战术打法都在考虑范围
内，与此同时还包括团队建设、热
身赛、友谊赛等具体表现。”

对于十二强赛的备战工作，陈
永亮表示：“在总结四十强赛工作
的基础上，足协成立了若干工作小
组，包括后勤保障、赛事组织、媒
体、商务、疫情防控等，这些团队
将全力完成客场的保障职责，确保
整个团队作战力和执行力的完整
性。”

对于主场安排问题，陈永亮表
示，因为疫情原因，9 月 7 日国足
对阵日本队的主场安排在卡塔尔多
哈举行，后续的比赛中国足协会努
力争取在国内比赛的机会。

2020 年 1 月成为国足主帅时，
李铁就表示他与中国足协的合同签
到最后一场四十强赛比赛结束，如
果球队能晋级十二强赛，则合同延
续。在李铁率队的 4 场四十强赛
中，国足取得全胜，晋级十二强
赛。

李铁将执教中国男足
至2026年
世预赛十二强赛力争出线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综述 《广
大干部新征程上奋力担当作为——
各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工作综述》。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
水，必有其源。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首次阐述“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
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标识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的根脉和
源头，揭示了我们党历经百年而风
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成
功密码。

在伟大建党精神之中，“践行
初心、担当使命”集中体现了我们
党初衷不改、本色依旧的鲜明特
质，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政治品
格。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
人勇担使命、奋发有为，为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像焦
裕禄、孔繁森、杨善洲、黄大发、
周永开等，就是不同历史时期共产
党人的杰出楷模，他们身上都有一
个共同的优秀品格，那就是敢于担
当作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深刻论述“党的干部是党
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没有广
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执行力，
再好的政策措施也会落空”，突出
强调“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
励和约束并重”，明确要求“建立
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
正向激励体系”，鲜明指出“要建
立健全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和保护
机制”，阐明了党的干部为什么担
当、怎样担当，干部工作如何推动
干部担当等重大问题，对我们做好
新时代的干部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2018 年，中央办公
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中
央组织部召开座谈会部署推动，并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担当作为先进典
型选树宣传工作；2019 年，中央
组织部制定进一步激励干部担当作
为 9 条具体措施，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不担
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整治；2020 年
以来，中央组织部围绕抗击疫情、
复工复产工作和打赢脱贫攻坚战
等，加强言论引导，推荐典型做法
和经验，抓好面上工作指导和督促
落实。按照党中央要求，各地及时
出台有关配套制度，逐级强化责
任，综合施策、持续用劲，推动干
部激励的正向效应不断显现，干部
队伍的精气神有效提振。

文章最后说，胸怀千秋伟业，
恰是百年风华。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
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
努力”。各级党委 （党组） 必须把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作为长期任务、系统工程，紧
紧扭住不放，整合各方力量，持续
推进有关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引导
广大干部坚定必胜之志、奋起决战
之勇，在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
量发展、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
的新征程中奋
力担当使命、
争 取 更 大 光
荣。

广大干部新征程上奋力担当作为
——各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工作综述

■围绕中心任务，增强广大干部践行担当的行动自觉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中心任务、大战大考从来都是广

大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试金石和磨刀石

■抓实教育培训，激发广大干部自觉担当的内生动力
理想信念是担当作为的动力源泉，专业素养是担当作为的

底气所在。各地坚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主线，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
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固本培元，筑牢理想信念的压舱石，增
强在新时代担当作为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紧扣党和国
家事业需要，针对干部知识空白、经验盲区、能力弱项，精准开展
专业化培训，夯实担当作为的基本功。

■改进选拔任用，形成广大干部主动担当的鲜明导向
选好人、用对人，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激励。把担当者用起

来，主动担当就会蔚然成风。

■注重激励保护，解除广大干部敢于担当的后顾之忧
各级组织对干部负责、为干部担当，是干部甩开膀子大胆

干事的信心支撑。各地旗帜鲜明为担当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
以组织担当带动干部担当、以组织作为促进干部作为。

■落实关爱措施，强化广大干部乐于担当的制度保障
组织温情激发干部热情。关心爱护干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

统。各地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结合实际细化
关心关爱干部的政策措施，不断增强干部的荣誉感、归属感、获
得感。

■大力宣传褒奖，营造广大干部争相担当的浓厚氛围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其力量是无穷的。各地充分发

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大力挖掘宣传新时代担当作为
的优秀干部，及时予以表彰奖励，激励更多干部见贤思齐、
实干进取。

这是8月22日拍摄的河北省尚义县七甲乡境内的张尚高速公路施工现场 （无人机照片）。
初秋时节，河北张尚 （张北—尚义） 高速公路项目施工正酣，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张尚高速公路全长约73公里，东起张北县，与张石高速公路连

接，西至冀蒙界，与内蒙古准兴高速公路相接。这条高速公路通车后将结束尚义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对进一步完善河北省高速公路网和区域公路网布
局，加强内蒙古与河北的经济联动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发）

河北张尚高速建设施工忙河北张尚高速建设施工忙

据新华社郑州8月22日电（记
者孙清清 刘怀丕） 随着新一轮强
降雨来袭，河南省气象台 22 日 13
时 20 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此后 22
日 16 时 55 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
警。由于本轮强降雨具有量级大、落
区与前期河南洪涝灾害较重地区重
叠度较高的特点，防汛形势严峻。

为积极应对新一轮强降雨，8
月 21 日，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
布 3 号指挥长令，要求切实做好防
汛应急抢险救援工作。同日 12 时，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Ⅱ
级应急响应。河南各地闻令而动，严
阵以待，积极备战新一轮强降雨。

截至 22 日 16 时，位于强降雨
中心区域的郑州市中牟县平均降雨
量 45.7 毫米，最大降水量 64.8 毫
米。中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
长任莉介绍，为应对强降雨，8 月
20 日 开 始, 除 青 壮 劳 力 、 村 组 干

部、党员等抢险人员外，当地将黄
河滩区内居住及生产、生活等各类
人员 2.4 万多人全部转移避险。

此外，中牟县组建了 7000 余
人的抢险救援力量，随调随用，并
提前准备了大型抢险救援设备近千
台、各类物资 40 余万件。

据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苏
爱芳介绍，此次河南强降雨有范围
广、雨量大、伴有强对流和大风等
特点。此次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遭受
洪涝地区有重叠，需高度警惕强降
水叠加影响。

新华社西安 8月 22日电 （记
者张晨俊） 受高空槽和副高外围暖
湿气流共同影响，陕西省自 21 日
起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延安南
部、关中东部、陕南大部地区出现
暴雨，气象部门提示，需加强应急
工作防范灾害发生。

据气象部门统计，21 日 6 时至

22 日 6 时，陕西省 94 个县区 1658 个
监测站出现降雨，其中 42 站大暴
雨，最大汉中勉县站 220.7 毫米，382
站暴雨，478 站大雨，全省共 10 个监
测站小时雨量超过 50 毫米。

陕西省气象台 22 日凌晨发布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西安局
部、渭南北部和安康北部、汉中中
部县区、商洛南部县区降水量已超
过 50 毫米，且强降雨可能持续，
相关地区需做好防御暴雨应急工
作，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
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做好城
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
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新华社武汉 8月 22日电 （记
者王贤） 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
员会获悉，受强降雨影响，汉江上
游干流及部分支流水位快速上涨，
汉江上游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洪
水，丹江口水库将有一次大的涨水

过程。按照 《长江流域水旱灾害防
御预案(试行)》 有关规定，长江委
决定自 22 日 8 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
Ⅳ级应急响应。

21 日 8 时至 22 日 6 时，汉江上
游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
雨量达到 32 毫米。单站雨量武侯
镇 172.4 毫米、茶店 166.2 毫米、崇
家沟 164.6 毫米、勉县 144.1 毫米。
预计 22 日至 23 日汉江上游降雨量
仍有 30 毫米至 50 毫米；26 日起还
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长江委向陕西、河南、湖北省水
利厅及有关单位发布通知，要求坚
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进一步
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工程科
学调度，加强堤防水库巡查防守，强
化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城
市排水防涝，着力抓好风险隐患排
查整改，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
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

河南连发暴雨预警 陕西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水利部长江委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这是7月25日拍摄的长江干流通天河起点囊极巴陇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