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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持续上涨
监利至江阴江段将全面超警

新华社武汉7月5日电（记
者李思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两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区
间来水明显增加。在上述来水
叠加影响下，长江中下游干流各
站水位持续上涨，莲花塘站5日5
时达到警戒水位32.5米。水文
部门预计，长江中下游干流监利
至江阴江段未来几天将全面超
过警戒水位，最大超警幅度在0.5
米至1.0米左右。

实时水情显示，截至5日 8
时，莲花塘站水位 32.55 米（超

警 0.05 米），城陵矶（七里山）
站水位32.65米（超警0.15米），
汉口站水位26.35米（警戒水位
27.3 米），湖口站水位 19.18 米
（警戒水位 19.5 米），大通站水
位 13.61 米（警 戒 水 位 14.4
米）。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5日
10时继续发布长江干流监利至
江阴江段洪水黄色预警，提请长
江中下游干流沿线和洞庭湖、鄱
阳湖湖区有关单位和公众注意
防范。

习近平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
就中加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7月5日同加纳总统
阿库福-阿多互致贺电，庆祝两
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
加建交60年来，两国传统友谊
历久弥坚，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近年来，中加合作呈现全面发展
良好势头，为双方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利益。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中方同包括加纳在内的
非洲国家守望相助，共同抗击疫
情，展现了中非患难与共的兄弟
情谊。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
展，愿同阿库福－阿多总统一
道努力，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
契机，弘扬传统友好，在共建

“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
架内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为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
贡献。

阿库福-阿多在贺电中表
示，恩克鲁玛总统、毛泽东主
席、周恩来总理等两国老一辈领
导人共同开创和培育了加中友
好关系。60年来，两国高层交
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效显著，
共同致力于建设和平、公正、平
等的国际秩序。习近平主席在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现出非
凡领导力，中国为包括加纳在内
的世界各国抗疫提供帮助和支
持，赢得国际赞誉。加纳坚定
支持国际团结合作抗疫。我期
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巩固传
统友好，加强战略协作，深化两
国合作。

江苏清理整治长江流域
非法捕捞渔获物违法广告
新华社南京7月5日电（记

者郑生竹）记者从江苏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今年 7 月至 12
月，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清理涉及
捕捞、出售、购买、运输、加工长
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的违法
广告。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局近期梳理建立含
有“江鲜”“江刀”“野生长江鱼”

“长江水产”等关键词的广告专
项监测词库，将加强线上线下涉
及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广

告发布的日常监测，重点监测排
查沿江周边市场经营主体发布
相关广告的行为。

江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
对监测排查发现的违法广告线
索依法严肃查处，涉及渔业违
法、犯罪的，及时移送渔业行政
管理、公安等部门。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提醒，
违法发布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渔获物的广告将被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呼吁消费者不要
购买、食用长江水产品及加
工制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
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
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
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
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
康社会。

经济总量接近 100万亿元大
关，人均GDP跨上1万美元台阶，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紧紧扭住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经济巨轮
在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劈波斩
浪，行稳致远。

实力大幅跃升

6月21日上午，东方电气集团
东方电机有限公司研制的金沙江
白鹤滩水电站左岸1号机转轮——
全球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的“心
脏”吊装成功，将世界水电带入“百
万单机时代”。

“1994年修建三峡工程前，我
国还不具备制造35万千瓦以上水
电机组的能力。短短20多年，我们
在水电装备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
领跑的飞跃。”东方电机总经理助
理赵永智说。

这家创建于“二五”时期、成长
于三线建设的中央企业，在60多年
发展中，将自主创新融入基因，不
断啃下重大装备国产化的“硬骨
头”，路越走越宽。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
北风。千千万万这样的中国企业，
汇聚成无惧风雨的中国经济大海，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正处在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力攻关期的中国经济，结
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
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适应把握引领大势，作出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指引中国经

济闯关夺隘、跨越关口。
农田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气象

数据，插秧、收割、打捆全程机械化
作业；监控室内，电子屏幕显示地块
情况、生产数据；半空中，无人机喷
洒植保药物；高空中，借助“吉林一
号”卫星遥感数据，田地病害情况一
览无余……

以水稻种植闻名的吉林省吉林
市大荒地村，“村企共建”成为村民
步入小康生活的“金钥匙”。土地集
中流转、集约经营，现代化农业生产
设施入驻田间地头，农民成了“产业
工人”，既挣工资，又拿分红。“村民
每人平均年收入2.4万元，每户年
均收入接近10万元。”大荒地村党
委组织委员王晶说。

2016年至2019年，我国经济
实现每年6％以上的中高速增长；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一
半，农业现代化进展明显，工业化和
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
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成长；
2019年末，高铁营业总里程超过
3.5 万公里，民用汽车保有量达
26150万辆……

“我国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产
业发展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综合
国力继续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扩
大。”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说。

活力持续迸发

从初创企业成长为年营业额
58亿元、产品进入7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智能可穿戴领域领军企业，
华米科技用了6年。

华米科技副总裁章晓军说，公
司在合肥设立全球创新中心和人工
智能研究院，并在北京、深圳、上海、
南京、美国硅谷等地设立研发机构
及分公司，广纳全球顶尖人才资源
攻关核心技术。

“2019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
至第14位，发明专利申请量位居世
界首位，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连续6
年超过2％……转型升级的中国经

济，犹如滚石上山、爬坡过坎。创
新，是翻越关口的强大动力。

产业链低端、产品附加值低……
大连长之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曾
是一家利润微薄的加工配套企业，
总经理夏健钧最头疼的就是大客
户年年要求降价。

产品降价与成本上升的双重
挤压倒逼企业转型。经过多年探
索，这家民企凭借研发的航空卡箍
拿下专利，如今已在国内航空零部
件领域站稳脚跟。

“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从代工厂转型为科技型企业，夏健
钧深有感触。

创新之泉持续奔涌，靠的是以
改革“清障”，让上亿市场主体活力
充分释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
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发展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

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
配置体制机制、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再缩减……
近期，一系列重磅改革开放举措密
集出台，频率之高、分量之重，彰显
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的坚
定决心。

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

走进河北辛集电商直播基地，
企业主播在直播间与粉丝互动，展
示产品。

“入驻以来，订单量每天增
长。基地提供硬件、服务、场地，还
有专业培训团队，只要好好做，一
定行！”宏四海皮革有限公司销售
总监、设计总监梁厦说。

疫情下，订货减少、出口困难、
展会取消，辛集的皮革制衣企业不
少盼头落了空。电商直播打开老
皮匠们的新思路，不少企业转向开
发高端春夏服装，养“粉丝”、去库
存、上新品，开启销售新模式。

“企业由原来的单打独斗转变

为抱团发力，将分散的设计人才、
产品生产、销售渠道资源进行整
合，有助于加快形成产业集群。”辛
集经济开发区招商合作局局长刘
恒波说。

2020年，已经过半。当前，全
国上下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坚决落实“六稳”

“六保”任务，凝心聚力，跑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程。

7月1日，三一集团与重庆两江
新区签署合作协议，打造百亿元级
智能制造基地；吉利集团签约落户
两江新区，建设高端新能源整车项
目、吉利工业互联网总部和数字化
工厂。此前，京东方宣布将分别斥
资60亿元和48亿元，在成都高新
区和两江新区分别建设智慧系统
创新中心……

传统招商活动难以开展，成渝
两地创新工作方式，“线上＋线下”
相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释放
强大吸引力加快地区复苏步伐。

全面小康，是全面发展的小
康。经过多年积累，我国发展协调
性不断增强——

形成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60％，区域
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对外开
放深度广度不断提高，三大攻坚战
取得关键进展……

发展空间不断拓展、潜力加快
释放，为培育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奠定良好基础。

5月底，大众汽车集团接连与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江淮
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协
议，加码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CEO冯
思翰说，除了对两家企业超过20亿
欧元的投资外，大众今年在中国还
有40亿欧元投资计划。“中国新能
源汽车市场将经历一个繁荣发展
期，我们充满信心。”冯思翰说。（新
华社记者 安 蓓 何宗渝 徐 扬）

应对变局 开拓新局
——从“经济更加发展”品味我们的小康生活

黑龙江省望奎县海丰镇恭头一村地处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8年，在恭头一村
驻村第一书记朱文武的推动下，村里建成恭头一村中药材科研和种苗繁育基地，村民种植中草药的
收入是以前种植其他作物的数倍，全村80余户贫困户从中受益。2019年底，恭头一村贫困户全部
实现脱贫。

图为在黑龙江省望奎县海丰镇恭头一村脱贫户曹洪奇家的园子里，恭头一村驻村第一书记朱
文武（左）向曹洪奇夫妻了解情况（7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 程子龙 摄）

种植中草药种植中草药脱贫奔小康脱贫奔小康

不甘昂贵战舰沦为“白象”

美为“朱姆沃尔特”配弹道导弹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参考

消息》5日援引俄罗斯战略文化基
金会网站刊登弗拉基米尔·普罗
赫瓦季洛夫的文章《五角大楼给

“白象”配备弹道导弹》。文章摘
要如下：

美国海军领导层宣布，他们打
算在常规快速打击计划框架内，让

“朱姆沃尔特”级重型驱逐舰搭载
洲际弹道导弹。

五角大楼的构想如下：计划使
用常规即非核武器，在一小时内完
成对全球范围内任意目标的打
击。常规快速打击武器不会取代
核武器，但能极大提升华盛顿在常
规武器方面的实力。

为此，国会决定通过3艘“朱姆
沃尔特”级驱逐舰来实施常规快速
打击。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豪掷重金打造的这3
艘军舰，至今仍未找到用武之地。

打造“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的想法萌生于2001年“9·11”恐袭
之后，意在摧毁武装分子基地及训
练营，并向海军陆战队登陆提供火
力增援，其主打武器为80枚“战
斧”巡航导弹。

美国最初打算造32艘“朱姆
沃尔特”级驱逐舰，后压缩至 24
艘，再降至7艘，最终定在3艘。其
155毫米口径先进火炮系统所使
用的“远程对地攻击炮弹”，每发价
格高达100万美元，比肩“战斧”巡
航导弹。再算上火炮系统的高昂
维护成本，费用又得翻番。

“朱姆沃尔特”配备了两台
MT30燃气轮机和两台辅助涡轮
发电机。这原本是为使用电磁炮

量身打造的。然而，倘若使用
它，必须完全关掉军舰的其他所
有系统。从一艘又瞎又聋又不能
行进的军舰上发射炮弹，这不啻
为自杀。

令“朱姆沃尔特”待业至今的
不只是高昂的造价、失误的武器系
统设计理念，还有在它的首舰下水
时，其支援地面行动的使命便失去
了昔日的意义。中俄两国海军皆
处于上升态势，美国海军只能专注
于海战，后者是反舰导弹和航母的
天下。

当3艘“朱姆沃尔特”沦为贵
而无用的“白象”后，心有不甘的
美国海军决定让它多少派上些用
场，用洲际弹道导弹取代“战斧”，
殊不知打造此类驱逐舰如今已毫
无价值。

美国独立日报告
新增新冠病例数
超5.7万例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4日电

（记者谭晶晶）4日是美国独立
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网站当天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
显示，过去24小时全美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57718例，再创疫情暴
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

美疾控中心的官方数据与
其他一些研究机构和媒体的数
据相比常有滞后。据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
至美国东部时间4日晚，美国累
计确诊病例超过283.9万例，累
计死亡病例超过12.9万例。

当天，佛罗里达州单日新增
病例超过1.1万例，得克萨斯州
单日新增病例超过8700例，均刷
新了此前纪录。

由于近期病例数激增，美政
府官员和公共卫生专家呼吁民
众在独立日假期尽量减少外出
活动，不要举行聚会，在公共场
所佩戴口罩，以降低病毒传播风
险。据《纽约时报》报道，由于担
心人群聚集加重疫情，美国独立
日八成焰火燃放活动被取消。

上半年全国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258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
者樊 曦）记者5日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
来，国铁集团加大铁路建设组织
力度，超额完成铁路投资目标任
务。上半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3258亿元，超去年同期
38亿元，同比增长1.2％。

其中，国家铁路基建投资
完 成 245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7％；截至7月 1日，铁路新线
开通 1178 公里，包括高铁 605
公里。

国铁集团建设部负责人介
绍，受疫情影响，一季度铁路投
资仅完成 799 亿元，同比下降
21％。二季度，落实中央复工复
产及“六稳”“六保”决策部署，国
铁集团调增了铁路投资计划，加
大了在建工程组织实施力度，完
成投资 2459 亿元，同比增长
11.4％，其中基建投资完成1797
亿元，同比增长16.4％，在超额完
成投资计划的同时，补上了一季
度投资的亏欠，实现了铁路投资
的逆势增长。

印度北部46人
因雷击死亡
据新华社新德里7月5日电

（记者姜 磊）据新德里电视台网
站5日报道，印度北部近日遭遇
雷电暴雨天气。北方邦4日有
23人因雷击死亡、29人受伤，大
部分遇难者是在稻田里劳动或
在树下躲雨的农民。

这家网站4日晚间曾报道，
同样位于北部的比哈尔邦4日也
有23人死于雷击。

另据《印度斯坦时报》5日报
道，自5月15日以来，比哈尔邦
和北方邦已有315人遭受雷击死
亡。6月25日和7月2日，仅比
哈尔邦就分别有92人和26人死
于雷击。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库
马尔和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
迪蒂亚纳特分别下令，给每位死
者家庭发放40万卢比（约合3.78
万元人民币）补偿金并让伤者免
费接受治疗。

近年来，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立足乡村群众需求，在美丽庭院建
设、村街文体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力度，改善农民居住和生活条件，助
力乡村振兴。

图为7月5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前王各庄村，村民在公园里
休闲。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加大村街加大村街
人居环境改造提升力度人居环境改造提升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