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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村民用水更安全
———水利部门大力推动解决农村供水设施维护问题

新华社记者 胡璐

“现在我们村的人畜饮水工程已经
焕然一新，水质也甘甜、可口，用水更安
全、更稳定了。”青海省湟源县巴燕乡下
胡丹村村民付顺泰高兴地说，干部们处
处替群众着想，“揪心事”没有了，发展
生产的底气也更足了。

2016年脱贫的下胡丹村，这几年在
种好地的同时， 发展起了牛羊育肥业。
眼看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正在这时
候，一些村民的饮水出了问题。 村党支
部书记李生玉告诉记者，村里人饮工程
建成于上世纪 90 年代，由于投资有限，
只对引水口、输供水管道、蓄水池等建
筑物进行了维修改造，部分进户管道老
化、堵塞、破损严重，供水保障率低。 虽
然 2014 年村里修建了新的蓄水池，但
2016年在乡村公路改建中，路基抬高导
致下雨时路面雨水倒灌至蓄水池，影响
到了水质。 加上原有的人饮工程老化，
饮水安全新老问题凸显。

今年 5 月，水利部明察暗访发现了
这里的饮水安全问题，迅速给湟源县水

利局下发了整改通知。 湟源县水利局
及时对下胡丹村人畜饮水工程进行了

入户排查，针对每户存在的问题列出问
题清单，并克服财力、人力等各方面困
难，实施人饮工程改造项目，仅用 40 余
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下胡丹村饮水改造

工程从筹备到通水的全过程。 共改造
村内供水管道 2 公里、拆除硬化道路 2
公里、公路排水渠 400 米，新建蓄水池
1 座， 彻底解决了村里 80 多户村民的
饮水安全问题。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水利部调研了甘肃、宁夏等
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和管理情况，
推动解决了一批农村饮水问题。 严格
落实主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的要求，
还制定了《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专项整治方案》《解决农村供水设施正
常使用和日常维修养护存在的问题专

项整治方案》，印发《关于开展农村饮水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在全行业
上下联动，狠抓落实。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说，水利部要求
各地以县为单元，逐村、逐工程开展农
村饮水安全问题大排查，逐项建立问题
清单，做好自查自纠。据不完全统计，全
国已排查 2618 个县、60 万处农村供水
工程， 其中发现维修养护不到位工程
1571 处。 同时，通过领导批示、媒体曝
光、举报电话、暗访调研等各个渠道，收
集查找农村供水设施正常使用和日常

维修养护中存在的问题， 建立问题清
单。

同时也畅通了群众监督举报渠道，
以推进各类农村供水问题的解决，并着
力推动问题整改。 8 月 15 日，水利部农
村饮水监督举报电话接到投诉人贾先

生来电，反映甘肃省灵台县什字镇饮马
咀村饮水困难，经常停水，他希望尽快
恢复正常供水。

接到投诉后，灵台县水务局水管总
站迅速到现场勘察，决定重新铺设 300
米的 DN75 供水管道 ， 新建检查井 2
座，将丁家沟供水工程与什字镇罗家庄

水厂供水管道进行联通并网，解决水源
来水量不足问题。同时暂停供应该工程
供水区域内的企业和个人生产经营用

水，优先保障群众生活用水。 截至 8 月
20 日，这些措施全部落实到位，村里也
恢复了正常供水。

除了积极整改之外，水利部还指导
各地做好日常维修养护，建立长效管护
机制。 今年，水利部会同财政部首次将
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纳入中央财政

支持范围。 6 月以来，指导督促各地制
定和完善中央财政补助农村饮水工程

维修养护经费年度实施方案，做好农村
供水维修养护管材和管件器材储备，及
时解决供水设施正常使用和日常维修

养护存在的问题， 防止工程 “带病运
行”。

从 6 月至 10 月中旬， 各地通过主
题教育专项整治，推动维修养护恢复正
常供水的工程 1065 处 ， 受益人口达
83.85 万人。

（新华社北京 11月 14 日电）

才山：驰骋冀东的辽西赤子
才山，原名治安，又名维诚。1911年

出生于辽宁省黑山县。1935年到绥远西
部垦区参加平西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抗战爆发
后， 和白乙化等一起参加了垦区暴动，
在党的领导下参与组建“中华民族抗日
先锋总队”，并任中队长。 1938年，被派
到八路军第 120 师第 359 旅学习参谋
业务，后担任抗日先锋总队大队长。

1939年，抗日先锋总队与冀东人民
抗日联军合并。 才山任八路军冀热察挺
进军第 10团参谋长，与团长白乙化并肩
抗敌。他利用来往护送干部的机会，观察
地形，了解敌情，并在适合建立落脚点的
山区储存了大量军需物资。1940年，根据
上级指示，才山和第 10团的广大官兵共
同开辟了丰（宁）滦（平）密（云）根据地。

才山善智谋 ，且有远虑 ，为第 10
团解决了不少重大困难。 他从敌人那
里弄来布匹、棉花，让千余名指战员穿
上了棉衣， 解决了全团过冬御寒的困
难。 1941 年秋，日军对丰滦密根据地
进行疯狂大扫荡时， 他储藏在山区的

粮食，极大地缓解了部队缺粮的困境。
第 10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把来自

延安、晋察冀军区、冀东等地的一批批军
政人员安全送往抗日前线。1943年夏，才
山率部护送百余名干部去冀东敌后根据

地，途中 3次与日军遭遇。 才山与敌人斗
智斗勇，经过 3个昼夜激战，几经艰险，
终于冲出日军的包围圈， 胜利完成护送
任务。 同年冬，才山由平北调冀东工作，
任晋察冀军区第 13军分区副参谋长。

1944 年， 第 13 军分区成立军工
处，才山兼管军工处工作，后任冀热辽
军区副参谋长。 由于冀东地区斗争环
境残酷，所需弹药日增。为了解决部队
武器弹药供应不足的问题， 才山负责
在兴隆山区建立兵工厂， 制造机械弹
药，增强了抗日军事实力。

1945 年 7 月 3 日，才山和尖兵剧
社、长城剧社的 60 多名文艺战士在遵
化县杨家峪被日伪军包围。 才山和尖
兵剧社社长黄天等十几名同志为掩护

战友突围，与敌人展开激战，才山壮烈
牺牲，时年 35 岁。 （据新华社沈阳电）

全国统一疫苗追溯协同服务平台
有望明年 3月上线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赵文君）我国首个全国统一的疫苗追溯
协同服务平台， 有望于明年 3 月上线。
国内全部疫苗生产企业产品的流向信

息和疾控部门的接种信息，都将登录这
一平台。这是记者 14 日从 2019智慧监
管创新大会获悉的。

2019 智慧监管创新大会由国家药
监局指导、中国健康传媒集团主办。 国
家药监局副局长颜江瑛在会上表示，建
立全国疫苗追溯协同服务平台，将整合
疫苗生产、流通和预防接种全过程追溯
信息，实现疫苗可追溯。 中国健康传媒

集团董事长吴少祯介绍，中国健康传媒
集团承担了疫苗追溯协同服务平台的

建设实施任务，全力保障平台按照规定
的时间节点上线运行。国家药监局信息
中心主任黄果说， 要坚持统筹整合、开
放共享，用“大系统、大数据、大平台”推
动监管方式的转变和监管效能的提升。

据介绍， 平台将实现疫苗的流向全
程可追溯，不仅掌握了疫苗的流通痕迹，
更有利于监管部门的监管， 如监管部门
可以准确定位疫苗所处位置， 包括疫苗
生产、进口情况、疫苗使用情况、各省份
疫苗库存预警、疫苗生产增长率等。

我国完成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器悬停避障试验

11月 14 日拍摄的试验现场。
当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器悬停避障试验在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的地

外天体着陆综合试验场圆满完成， 此次试验是我国火星探测任务首次公开亮相，
试验模拟了着陆器在火星环境下悬停、避障、缓速下降的过程，对其设计正确性进
行了综合验证。 新华社发

淮河干流接近断流江苏全力补水保生产
据新华社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

者 赵久龙）记者 14 日从江苏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获悉，在降雨偏少、来水偏枯
双重影响下， 江苏湖库蓄水明显不足，
淮河干流接近断流，苏北向阳湖水库等
小型水库接近干涸，部分地区作物出现
死苗现象。当前，江苏多部门联动，全力
实施江水北调东引，保生产稳民生。

今年 5月至 7月， 江苏发生春夏连
旱。 8月下旬以来，全省再次持续干旱少
雨，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气象干旱。水
情监测显示，9月中旬以来，江淮之间大
部和苏南中西部约 60 天累计雨量均不
足 10毫米，创历史同期新低。同时，上游
来水减少 ，7 月以来淮河干流来水仅
7.26亿立方米， 较常年同期减少 95%，9
月中旬起淮河干流再次接近断流， 沂沭

泗等河 9月中旬起基本无来水。
监测数据显示， 苏北地区主要水

源地洪泽湖 、骆马湖 、微山湖 、石梁河
水库水位均比正常蓄水位低 1 米以
上 ， 其中洪泽湖比正常蓄水位低约
1.75 米，处于枯水蓝色预警状态。 “三
湖一库”总蓄水量 23.9 亿立方米，比常
年同期减少 46%。 部分地区出现旱象，
土壤墒情普遍较差， 苏北部分地区作
物出现死苗现象。

针对严重的气象干旱，江苏省防指
统筹配置水源，调度水利工程，加强湖
库蓄水保水，加大江水北调规模，已向
苏北地区补水逾 70 亿立方米。此外，全
力实施江水东引，截至 11 月 9 日，今年
以来江都东闸、高港枢纽累计引江水量
达 109.9亿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江西赣州：脐橙采摘忙
11月 14 日，赣州市赣县区王母渡镇潭埠村的果农在采摘脐橙。
近日，江西赣州脐橙进入采收季。 新华社发

2019海交会将凸显科技元素融合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董瑞丰 荆淮侨）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局
长王桂林 14 日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 ，2019 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
会暨第 21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
流会将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 进一步融合科技项目、科
技人才、科技金融等元素，吸引更多的
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发展。

据王桂林介绍， 本届海交会将于
12 月 18 日至 19 日在广州举行， 重点
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海洋
经济等七大领域， 通过 2019 大湾区高
峰论坛———SELF 格致论道论坛、 国际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前沿论坛 、2019 中
国科技金融高峰论坛以及展览推介、创
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夯实项目交流对接
和落地服务。

海交会由教育部、 科学技术部、中
国科学院、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
联谊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北
京 、上海 、天津 、重庆等 28 个城市 （机
构）协办。

历届大会共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

才近 5 万人，覆盖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向全国各地输送近 5 万个项目。
其中，2018 海交会吸引了近 4000 多名
海外人才参会，有意向来华创业发展者
近 80%，带来科技发展项目 2000 余项。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正式印发 《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制定了
振兴战略的各项方针政策， 吹响了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角。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

业的摇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老
工业基地的体制性、 结构性矛盾日益显
现，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的改革和发展。 中共十六
大报告强调要 “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中
共中央、 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振兴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若干意见，标
志这一战略正式实施。１２月，国务院振兴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成立。

此后， 中央先后在东北地区实行
了一系列促进振兴的优惠政策， 振兴

战略得到进一步展开。
经过努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振兴战略取得初步成效。一批重大项目
顺利实施，一批重点老企业的技术水平
有了显著提高。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
退产业援助机制日益形成。国有经济战
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制改组步伐逐

步加快。东北地区开始呈现出差异化发
展、协作分工的良性态势。

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经国
务院批复的 《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发
布，提出经过 １０ 年到 １５ 年的努力，实
现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是着眼

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全局的一

项重大举措， 是中央继建设沿海经济特
区、 开发浦东新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之后， 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
项重大战略决策。 （据新华社北京电）

面临的惩罚
记者 11 月 14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

获悉， 为有效预防和依法惩治高空抛
物、坠物行为，最高法近日印发关于依
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
见。根据这份意见，对于故意高空抛物
的， 根据具体情形按照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 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
人罪论处，特定情形要从重处罚。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对公账户是用于企业之间资金往

来的。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有人在网上公开兜售对公账户，一套包
含营业执照、公司印章、银行预留手机
卡、银行卡等完整企业对公账户材料的
“八件套”，售价 6000 元至上万元不等。

花钱买对公账户的是一些什么人？
其目的何在？

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曝对公账户

被用于转移赃款

今年 3月，福建漳州市民蔡某接到
自称“网络贷款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
对方以为其办理贷款为由， 骗取蔡某
3.6万元。公安机关调查发现，诈骗分子
得手后， 迅速将资金转入多个对公账
户，这些账户分别属于广州、青岛的多
家公司。

“要查明开户企业及法人信息、资
金流向，需要到开户行查询，而诈骗分
子使用的企业对公账户分布于多个省

份，查明相关信息及资金流向，需要花
费大量成本。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消息， 今年以
来，针对大量企业对公账户被犯罪分子
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情况，公安部
组织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工作，
严厉打击买卖企业对公账户违法犯罪

活动。
今年 4 月，在公安部统一部署指挥

下， 全国 27 个省区市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侦破特大贩卖银行卡和企业对公账
户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600 多名，查获
企业对公账户 1886个。

“今年以来， 半数以上的电信网络
诈骗案出现利用企业对公账户转移赃

款问题。 ”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相关
负责人说。

在福建泉州，今年以来，公安机关
侦办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
利用企业对公账户转移赃款的有 300
多起，同比增长 70%以上。

犯罪团伙招募在校学生、城市务工
人员滥开对公账户售卖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企业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企业银行结
算账户是为企业法人、 非企业法人、个
体工商户办理结算业务的账户，包括基
本存款账户、一般存款账户、专用存款
账户、临时存款账户。

原本用于企业资金往来的对公账

户却大量在网上出售。 记者在网上搜
索“对公账户购买”字样，跳出大量售卖
信息，售价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

“对公账户 ‘八件套 ’ 售价 8000
元。”一名卖家告诉记者，“八件套”包含
公司和法人代表等完整信息、 营业执
照、开户许可证（开户资料）、公司章（公
章、财务章、法人代表私章）、银行预留

手机卡、2 个网银 U 盾、 法人代表身份
证正反面照片、 对公账户银行卡及密
码。

这名卖家称：“银行账户是对公账
户基本户，有了这个账户，你还可以开
设用来转账收款的一般账户，数量没有
限制。 ”

记者询问这些银行卡是谁开设的？
会不会被开卡人挂失后将钱取走？多名
卖家表示，他们做的是长线生意，不少
是老客户，开卡人身份和住址他们都清
楚，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会负责找
开卡人把钱拿回来。

记者采访了解到，涉案对公账户所
对应的公司不少是空壳公司，有的登记
住址不存在，有的除了作为资金转移通
道外没有任何其他交易往来。

泉州公安机关破获的一起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中，涉案对公账户的开户人
为符某，注册登记公司为浙江余姚的一
家塑料厂。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该公司
注册登记地址并不存在。据犯罪嫌疑人
交代， 符某用自己的身份注册公司，开
设对公账户后贩卖牟利。 “符某名下还
注册了多家公司，多为空壳公司，注册
地址并不存在。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多地公安民警介绍， 办案中发现，
这些企业对公账户开户地在全国多个

省份，或是有人持自己身份证，或是雇
人在工商部门注册公司，领取营业执照
后再到各大银行柜台开设对公账户，再

转卖牟利。
公安部今年 4 月破获的特大贩卖

银行卡和企业对公账户案件中，犯罪团
伙通过互联网发布广告，大肆招募在校
学生、城市务工人员等到各银行开办银
行卡和企业对公账户。

加强对对公账户的监管，加强信用
惩戒防范个人转卖账户牟利

开办对公账户的前提是拥有企业

营业执照。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采
访了解到，公司和个体工商户注册成立
后， 均可领取营业执照并办理对公账
户。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 涂改、 出租、出
借、转让营业执照。 中国人民银行银行
卡业务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银行卡及
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

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 记者从法
院采访了解到，情节严重的构成买卖国
家机关证件、 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将
被追究刑事责任。

据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注册申
户后转卖牟利行为打击、 联合惩戒力
度。 除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外，还
应加强信用惩戒，让贪图小便宜用个人
身份去申领营业执照、办理对公账户后
转卖牟利的人员寸步难行。

（新华社福州 11月 14 日电）

网上公开售卖对公账户 诈骗团伙“升级”手段务必警惕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郑良

题标 新 闻

������●前 10 个月我国对外
投资超 900亿美元

●公安部通报 “净网
2019”专项行动典型案例

●未来 20 年我国将补
充 7000余架客机

●北京推进地震安全
韧性城市建设

●科学家成功从 190
万年前巨猿化石中提取到
遗传物质

(均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