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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坚决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新华社北京 8月 4日电（记者 任沁
沁 熊丰）公安部日前召开全国交警系
统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推进
会，要求扎实做好全国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坚决遏制较大道路交通事
故频发势头，坚决防范重特大道路交
通事故发生，创造安全稳定的道路交
通环境。
针对入夏以来道路交通安全面临
的严峻形势，公安交管部门将深入分
析交通流量、交通违法和事故规律特
点，研判事故暴露出的问题风险，集中

治理一批事故多发的急弯陡坡和施工
路段，大力推动农村道路安全隐患突
出路口路段治理、恶劣天气交通安全
高影响路段优化提升，切实加强“两客
一危一货”重点企业风险通报和监督
检查。
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酒
驾醉驾专项整治和公路易肇事肇祸违
法专项整治力度，严查酒驾醉驾、
“三超
一 疲 劳 ”、农 村“ 两 违 ”等 突 出 违 法 行
为。加大警示曝光力度，定期公布突出
违法车辆、高危风险企业、终生禁驾人

员、事故多发路段。强化“一盔一带”，
提升电动自行车头盔、汽车后排乘车人
安全带、营运客车安全带使用率。对交
通事故警情快速反应、及时处置，配合
做好救援救治工作。严肃追究相关企
业单位和责任人责任，倒逼安全管理责
任落实和隐患整改。
会议还提出，要进一步强化政治
建警，规范执勤执法，关心关爱民警辅
警，落实好防暑降温、执勤执法安全防
护等措施，始终保持队伍旺盛的战斗
力。

海洋牧场里的
鲜甜“夏收”
新华社记者 郭翔

仲夏时节的辽宁省大连市长海
县，蓝天与大海连成一线，阵阵海风带
来清凉。
“ 从 7月下旬开始就进入‘夏
收’最忙的时候，我得去看看今天养殖
区捕捞出水的海胆质量怎么样。”长海
县大长山岛镇小泡子村养殖户王锦驾
驶着工作船，劈波斩浪驶向他的
“海洋
牧场”。
从 6月下旬起，长海县迎来海胆
的收获季，一枚枚鲜甜的海胆被从这
片湛蓝的大海运往全国各地的餐桌。
“今年海胆质量不错，
‘夏收’估计能卖
上 1.
2万 斤 左 右 ，利 润 能 有 10多 万
元。”王锦从网箱中捞上几个海胆，打
开后塞给记者品尝，
“这种看着小小的
马粪海胆是我养殖的新品种，口感甜
润，而且营养价值高。”
45岁的王锦承包着约 800亩海
域，耕海牧渔十几年的他皮肤黝黑、身
体健壮，
“ 我过去主要养殖海参和生
蚝，前两年转型试验养殖马粪海胆，去
年第一次收获，效益不错。”
“大伙儿都在转型养殖高附加值
的新品种。”王锦说，他的“邻居”从养
殖二倍体生蚝转型养殖三倍体生蚝，
效益翻倍增长。近年来，长海县转变
渔业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引
进新品种，渔业生产正在从数量型向
质量型转变。
“前两天刚卖了 1500斤马粪海
胆，价格是每斤 50元左右，我觉得随
着大城市餐饮消费市场转暖，后续价
格还能回升一些。”王锦边和工人们清
理网箱上的附着物边说。虽然今年马
粪海胆的价格不如去年，但处于转型
阶段的王锦依然信心十足，
“经过了两
年试验性养殖，我们技术越来越成熟，
马粪海胆质量越来越好，好货就不愁
卖不上好价。”
“马粪海胆在国内大规模养殖不
久，在大城市的高端餐饮店深受欢迎，
市场非常广阔。”一直紧盯市场走势的
王锦在今年春天决定进一步扩大养殖
规模，
“ 总共投入了 240万元，主要用
于购买苗种、添置网箱。”为了解决资
金难题，他从中国农业银行大连长海
支行办理信用贷款，
“30万元的‘惠农
E贷’，银行上门办理，年息才 4%左
右。”
“这是今年春天投的苗，现在看长
势不错。”王锦又用小刀打开了几个马
粪海胆，笑着说：
“ 明年这个时候估计
能收获 10万斤马粪海胆。”

泰山山区采夏茶
8月 3日，在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结合泰山独特的小气候环境解决了
道朗镇，
茶农采摘夏茶（无人机照片）。 “南茶北引”技术难点，因地制宜发展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部分
有机生态茶种植业，目前种植面积达
土地位于泰山山脉山区。近年来，当
到 3000余亩。
地与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合作，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聂庆：白衣执甲 不负韶华
新华社记者 熊家林
帮睡觉“不老实”的患者戴上掉落
的鼻导管，查看连接心电监护仪病人的
生命体征……凌晨三点，江西省丰城市
人民医院传染科护士聂庆依然像只勤
劳的小蜜蜂，忙碌地在病房间穿梭。
今年 25岁的聂庆，曾赴武汉抗疫
前线，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荣誉称号。
“我没结婚，没有牵挂，我去！”说起
2020年报名前往武汉的情景，聂庆依
然印象深刻。她说，她既在感染科工作
过，又去过呼吸科，有双重工作经验，能
更好地完成医疗援助工作。
经过培训，
聂庆被分派到武汉市第五
医院I
CU病房，
危重患者多、
工作强度大。
后来，
有人问她当时是否担心被感染，
聂庆
说，
从早忙到晚，
压根来不及也没时间害
怕，
只想着多做些，
帮队友多分担些。
I
CU里的氛围是压抑的，一些重症
患者情绪不高。性格开朗活泼的聂庆
成为病房里的“小太阳”，在冬日传递着
暖意。
聂庆回忆说，有位患者爷爷原本每
次见到她都亲切地打招呼，有一天可能
是想孙女了，躺在床上不说话。于是，
聂庆打趣说：
“爷爷，你怎么看到我都不
开心呢，我是不是没有你孙女漂亮啊。”
老人一下就被逗笑了。
聂庆在治愈患者的同时，患者也在

温暖着她。当时，I
CU病房有位患者躺
在床上不能自理，却又担心把病毒传染
给医护人员，说什么也不肯让护士喂
饭、喂水。在聂庆等人的耐心解释和关
怀下，才愿意接受帮助。后来恢复良
好，转去了普通病房。
“ …… 非 常 感 谢 你 们 ！ 等 荷 花 满
池，摘下口罩之时，当面致谢！你们都
是天使！辛苦了……”聂庆手机里仍存
着这位患者家属发来的感谢短信。她
说，人类个体在病魔面前显得弱小，但
相互间的情谊却支持彼此走得更远，直
到夺取抗疫胜利。
在进驻武汉市第五医院重症病房
的 54个日日夜夜，聂庆参与抢救 121
人次，气管插管 49人次，完成重症监护
护理 300多小时，ECMO护理 40小时
……完成任务归来时，入职不到 3年的
年轻护士成长了。
“聂庆是科室里的‘小年轻’，一直
是阳光开朗的性格，现在对待工作更有
耐心，也更稳重了。”与聂庆共事 5年的
同院护士黄新说。
令人敬佩的是，早在 2018年，聂庆
就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书。她说，她本
身是学护理的，器官捐献有非常大的现
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家人也非常支持。
这是她一贯的风格，
能燃一颗火苗，
就亮
一片微光。

水利部：2025年末
国家水利风景区
将超过 1000家

新华社北京 8月 4日电（记者
刘诗平）记者 4日从水利部了解
到，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新建 100
家以上国家水利风景区，到 2025
年末我国的国家水利风景区将超
过 1000家。
水利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
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推动水利风景区发展质
量整体提升，建设一批特色鲜明
的国家水利风景区，完善水利风
景区绿色安全服务设施、提升智
慧服务水平。同时，落实景区管
理责任，强化监督管理。
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年，
水利风景区总体布局进一步完
善，水利风景区管理制度体系建
立健全，监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十四五”期间新建 100家以上国
家水利风景区，推广 50家高质量
水利风景区典型案例，水利风景
区发展质量整体提升。到 2035
年，水利风景区总体布局进一步
优化，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
综合效益显著增强。
水利风景区建设有助于维护
河湖健康生命，满足百姓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今年 4月，我
国新修订的《水利风景区管理办
法》正 式 施 行 ，在 水 利 风 景 区 申
报、管理和撤销等方面都有新的
规定。截至今年 1月公布第 19批
国家水利风景区名单，全国已建
成国家水利风景区 902家，涵盖
31个省份。

四川为高校残疾人
毕业生送岗到家

新华社成都 8月 3日电（记者
杨 华 刘 海）8月 3日 ，西 华 大 学
2022届毕业生范兴兰与一家物流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成为公司人
事部门的一员。肢体残疾的范兴
兰顺利完成了学业并找到工作，
得益于四川省开展的高校残疾人
毕业生送岗上门活动。
据介绍，该物流公司通过终
端门店以及云客服进行残疾人用
工的推进，刚好有一个人事岗位
的空缺，在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下，经过视频面试等相关流程，范
兴兰个人简历契合岗位要求，被
企业录用。
据了解，四川 2022届高校残
疾人毕业生有 2000多人，为帮扶
困难毕业生群体就业，四川省残
联深入高校、用人单位等开展调
研座谈和就业服务，加强部门协
调合作。针对已经离校的残疾人
毕业生，四川还通过举办残疾人
毕业生网络招聘会、邀请用人单
位送岗上门等措施促进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