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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小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

防汛抓防汛抓““大大””亦要防亦要防““小小””

湖北府澴河水位超警戒、
安徽横江百年古桥被冲毁、江
西昌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发生超
历史洪水……受持续强降雨影
响，入汛以来，南方不少河流尤
其是中小河流水位超警戒，部
分甚至出现险情。

水利部在近期的新闻通气
会上介绍，一些中小河流洪水
多发重发，区域性暴雨洪水重
于常年。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与大江大河相比，中小河流
防洪标准偏低，缺乏应对超标
洪水的准备。防汛工作在抓

“大”的同时如何防“小”，如何
尽快补强当前薄弱环节，成为
一道摆在大家面前的考题。

中小河流成薄弱环节
部分发生超历史洪水

7月8日20时35分，江西上
饶市鄱阳县鄱阳镇问桂道圩堤
出现漫决险情，决口长度约50
米。鄱阳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问桂道圩堤为万亩圩堤，
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昌江流域
水位迅速上涨，导致圩堤出现漫
决，目前存在安全隐患的9000
余名村民已全部安全撤离。

7月9日凌晨1时，记者在
位于决口附近的村庄看到，村
庄内农田被淹没，部分村民正
在堤坝上集中避险。

7月7日，位于安徽省黄山
市屯溪区横江上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镇海桥被洪水冲
毁。当地干部说，7日9时，横江
水位上涨，桥体突然垮塌，“像被
推倒的麻将牌一样没入江中”。

据统计，截至 7月 1日 12
时，已有30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
上洪水，较常年同期偏多。中
小河流堤防、小型水库等工程
险情及堰塞湖险情均有发生。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
旱处相关人士介绍，湖北山区
小水库、小塘堰众多，6500多座
水库中九成以上是小水库，尚未
完全整险加固。截至8日8时，
全省已有1496座水库水位超汛
限，其中大型水库11座、中型水
库51座，其余均为小型水库。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
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
灾研究所原所长程晓陶说，今年
存在发生流域性大洪水的可能
性，但防洪压力目前更多体现
在中小河流上，其分布广泛且
防洪标准相对较低，是洪灾多
发重发的高风险区域。

缺乏应对超标洪水准备
陡涨陡落加大破坏力

记者调查发现，与大江大
河相比，中小河流点多面广、堤
防建设及治理投入相对不足，
防洪标准偏低；同时，地处山区
的中小河流河道坡降大，水流
湍急，进一步加大了灾害发生
的可能性。

鄱阳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近年来国家对大江
大河的堤防项目投入较大，堤
防较为牢固，相比之下，小型堤
防因投入不足易成防汛短板。
鄱阳县有36座万亩以下堤防，
全长170多公里，约占全县堤防
总长度的一半，不少尚未得到
除险加固，防洪标准偏低。

湖北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
江炎生介绍，“中小河流的防洪
标准本就不高，一般只能防御
10年到20年一遇洪水，在当前
极端天气频发背景下，风险就
加大了。”

一些基层水利工作人员表
示，地处山区的中小河流河道
坡降大，甚至陡涨陡落，加大了
洪水的冲击力和破坏力。

安徽省歙县水利部门有关
负责人介绍，歙县地处皖南山
区，上游降雨很快形成洪水汇
聚而下，具有“四大、两快、一
短”的特点，即洪水流速大、冲
刷力大、含沙量大、破坏力大，
涨得快、落得快，历时短，上游
降雨在6小时至8小时就汇至
县城，加大了防汛压力。

此外，今年的疫情也给防
汛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程晓陶
说，今年很多地方水利冬修春
修受到疫情影响，一些应在汛
前完工的涉水工程未能如期完
工，一些应开展的防汛检查、防
汛培训未能如期开展，对防汛
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强化非工程性措施
提升防御超标洪水能力

针对当前暴雨洪水集中频
繁发生及中小河流度汛存在的
短板，基层干部及专家建议，从
加强防守巡查、水文监测和洪
水预报以及加大对中小河流治
理力度等方面着手，防止“小堤
大灾”。

首先，强化防守巡查，及时
排查风险隐患。基层干部表
示，在不少中小河流防汛工程

存在短板的情况下，落实好非
工程性措施尤为重要，各地防
办要根据汛情变化对防汛抢险
工作进行指导，强化风险意识，
加强防守巡查，尤其是超警戒
堤段和前期发生重大险情的地
方，要严格按照防汛应急预案
增加巡查频次。

其次，加强中小河流的水
文监测和洪水预报。江炎生表
示，中小河流的水文监测和洪
水预报也存在短板，水文监测
站点少、洪水预见期短、预报精
度低，难以满足及时有效应对
洪水的防御要求，应引起足够
重视，尽快补齐短板。

专家表示，应进一步加大
对中小河流治理力度，提升防
御超标洪水的能力。程晓陶
说，目前，我国大江大河干流编
制超标洪水防御预案由七大流
域管理机构负责，能全面掌握
雨情、水情、工情、险情信息，也
可依托重大工程调控，而点多
面广、情况复杂的中小河流亟
待加强超标洪水防御预案编制
研究与指导。

歙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建
议，加大对中小河流治理力度，
加大对基层管理人员的业务培
训，提高防范洪水灾害应对能
力，加大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
宣传力度，提升社会公众自我
避灾能力。（新华社“新华视点”
记者 郭 强 范 帆 等）

图为7月8日在浙江省桐
庐县城东门码头拍摄的分水
江。涨起的江水已将游步道淹
没，只露出路灯。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车险综合改革应该怎么改？
银保监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
者谭谟晓）为更好维护消费者权
益，推动车险高质量发展，银保监
会9日发布《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
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升交强
险保障水平，将交强险总责任限
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其
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
提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
额从1万元提高到1.8万元，财产
损失赔偿限额维持0.2万元不变。

征求意见稿要求，优化商车
险保障服务，在基本不增加消费

者保费支出的原则下，支持行业
拓展商车险保障责任范围，合理
删除实践中容易引发理赔争议
的免责条款。提升商车险责任
限额，支持行业将示范产品商业
三责险责任限额从5万元至500
万元档次提升到10万元至1000
万元档次。

根据征求意见稿，财险公司
要加强投保人身份验证，做好保
单签名、条款解释、免责说明等工
作，推进实名缴费，促进信息透
明，防止销售误导、垫付保费、代签
名等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公安部要求进一步加强
公交车安全防范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
者熊 丰）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公
安部8日召开全国公安机关视频
会议，通报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湖
事件有关情况，对加强公交车安
全防范工作进行强调部署。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
关要进一步强化风险预警防
控，协调有关部门建立常态机
制，及时搜集研判信息，有效预
警预防预控。要注重点线面相
结合、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结合，
强化客流监测，加强警情分析，
严密防控措施。要进一步强化
公交企业安全管理，配合有关部
门指导督促公交车运营企业健
全完善安防制度，加强对司乘人
员的日常教育培训和安全运营
管理，常态化组织开展抽查演
练，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进一
步强化安全防范措施，结合实
际持续推进公交车乘务管理人

员配备和公交车安全防范新技
术建设应用。要持续加强群防
群治，全面加强群众安防知识宣
传，做强平安志愿者等队伍，切
实提升公众规避风险和紧急情
况下自救互救能力。

公安部要求，进一步强化应
急处突准备，制订细化预案，加
强防范处置专业力量和装备建
设，确保快速反应。要进一步强
化安全责任落实，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落实好公交车安全防范工
作的监督指导责任，推动落实行
业部门主管责任和运营企业主
体责任。要严格日常监管，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拒不
改正的严格依法予以处罚，确保
整改到位。要推动组织阶段性
督导检查和联合检查，梳理问题
隐患，通过约谈、挂牌督办等方
式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

国家统计局7月9日发布数据，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5%，涨幅比上月扩
大0.1个百分点。图为7月9日，一名小朋友在河北省邯郸市一家超市购买饮料。（新华社发）

66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2..55%%

中共海南省委原常委、
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受贿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广州 7 月 9 日电
2020年7月9日，广东省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
理了中共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
市委原书记张琦受贿一案。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指控，2005年至2019年，被
告人张琦利用担任海南省三亚
市副市长、中共三亚市委副书
记、海南省旅游局局长、中共儋
州市委副书记、儋州市市长、中
共儋州市委书记、中共海南省委
常委、中共三亚市委书记、中共
海口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土地开发、
项目承揽、工程推进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单独或通过其近亲属收
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1.07亿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
关证据，被告人张琦及其辩护人
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
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张琦还
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
罪、悔罪。

部分全国、广州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
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美国执政当局近来以种种荒
谬借口持续加码对华技术封锁。
时间将会证明，这种扭曲的“操作”
最终会伤到美国自己。

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正在变本
加厉，不断升级。去年5月，美国将
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今年 5 月，
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以“外国直
接产品规则”的名义要求只要使用
了美国的设备和技术，芯片企业就
必须先得到美国许可才能向华为
出售产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近日则将华为和中兴通讯认定为

“国家安全威胁”，禁止美国国内电
信运营商将政府补贴资金用于采
购这两家中国企业的设备。

随后美国又进一步扩大对华
科技限制领域，对到美国留学和交
流的学生学者的签证采取限制措
施，并加大了对在美高科技领域工
作的华人科学家的调查力度。更

过分的是，美国还四处游说甚至威
胁其他国家和地区，阻吓他们与华
为在5G上的合作，限制对华为等中
国企业的高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
件供应，试图在全球构筑对华科技
封锁网，阻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步伐。

美国把中国公司产品对国家
安全构成威胁当成采取限制措施
的借口，不但站不住脚，而且是贼
喊捉贼。其对中国公司的指责一
直停留在莫须有的层面，未曾拿出
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反倒是已
有无数证据表明美国利用其科技
优势窃取全球信息，就连盟友国家
的领导人也不放过。

美国对华技术限制的目的很
明显，即打压任何可能挑战美国技
术领先优势的外国企业，必要时可
以不择手段。2013年，美国以商业
贿赂的罪名直接“拆”了世界500强

企业阿尔斯通公司，就因为它威胁
到通用等同行业美国公司的技术
优势。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科技发
展史，类似被美国打压的例子不胜
枚举。

无疑，美国的一系列举动将对
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正常运转和业
务开展产生重大影响，破坏运转多
年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分工，猝不
及防的断供、切割等行为会给中国
高科技企业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

但同时也要看到，美方的举措
会伤及供应链上所有企业，包括美
国企业。波士顿咨询最新发布的
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完全禁止半导
体公司向中国出口从而造成技术
脱钩，美国半导体企业将在未来三
到五年内丢掉全球 18％的市场份
额和 37％的营收。即使维持现有
已经生效的对华限制措施，美国企
业也将丢掉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

16％的营收。国际贸易律师道格·
雅各布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采访时说，美国的限制措施“对美
国公司的负面影响将远远大于华
为，因为华为会开发自己的供应
链。最终华为会找到替代选项。”

中国坚决反对美方对中国企
业的无理打压，本着全球化下分工
合作的精神寻求妥善解决方案。
经济学家安德鲁·波克接受《石英》
新闻网站采访时说：“我认为，把华
为列入实体清单加速了中国的技
术崛起。最终会证明我们激发了
中国，这不会杀死华为，结果恰好
相反。”

拥有 14 亿人口的中国无论对
哪个行业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巨
大市场，对高技术行业尤其如此。
美方不惜冒着失去中国市场的风
险，一味偏执行事，最终的结果只
能是害人伤己。 （据新华社）

美对华技术封锁害人伤己

世贸组织
新总干事提名结束

据新华社日内瓦7月8日电
（记者凌 馨）世界贸易组织新任
总干事提名工作8日结束。继墨
西哥、尼日利亚、埃及、摩尔多瓦
和韩国之后，肯尼亚、沙特阿拉
伯和英国当天分别提交本国候
选人名单，世贸组织总干事候选
人升至8人。

当天，肯尼亚提名体育文化
部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参选世贸组
织总干事。英国当天提名前国际
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参选。
沙特阿拉伯提名人选是前经济和
计划大臣穆罕默德·图韦杰里。

此前得到提名的候选人有墨
西哥贸易官员赫苏斯·塞亚德、尼
日利亚经济学家恩戈齐·奥孔乔－
伊韦阿拉、埃及法律专家哈米德·
马姆杜、摩尔多瓦前外交部长图多
尔·乌里扬诺夫斯基及韩国产业通
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俞明希。

世贸组织现任总干事阿泽维
多5月宣布将于8月31日正式离
任，提前一年结束任期。新任总
干事遴选程序6月8日正式启动。

中国西博嗨购节
将于7月18日线上线下同时启幕

据新华社成都 7月 9日电
（记者陈 地）记者从四川省政府
新闻办8日举行的发布会上获
悉，以“西部新经济，开放享未
来”为主题的中国西博嗨购节将
于7月18日正式开幕。

据了解，来自法国、意大利、
德国、摩洛哥、比利时等20个国
家和地区，以及四川、重庆、西藏、
广东等20个省（区、市）的近300
家企业将参与本次嗨购节。参展
商品涉及食品、茶叶、酒、家电、日
用品等8个大类。

四川国际博览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活动将应用“线上＋

线下”直播模式打造嗨购节。线
上活动将于7月18日至24日在
淘宝、抖音、快手等视频营销平台
进行线上7天直播。线下西博嗨
购快闪店将于7月18日至20日
在成都市中心商圈——春熙路，
以沉浸式体验方式亮相，内置精
品展区和人气直播间。

在整个活动期间，主办方还
将围绕地方名特优产、扶贫、时
尚生活、餐饮、文创等方面，举办

“携手扶贫·你我同行”“清凉益
夏西部美食嗨不停”“西部IP未
来可期”“国企专场”等20余个特
色专场直播活动。

7月9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同练瑶族乡“巧手助脱贫”民族刺绣
技能培训班举行作品展示活动。本次培训班于6月30日开班，来自
瑶、苗、侗、水、壮等少数民族村寨的100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妇女参加了
为期10天的培训学习。近年来，同练瑶族乡加大农村手工刺绣培训力
度，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提升刺绣技能，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图为侗族妇女在培训班上学习刺绣。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巧手巧手““绣绣””脱贫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