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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我国将

系统开展污水资源化利用，

到 2025 年，全国污水收集

效能显著提升，县城及城市

污水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水环

境敏感地区污水处理基本

实现提标升级；全国地级及

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

率达到25%以上，京津冀地

区达到35%以上。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 10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

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

指导意见》，到 2025 年，工

业用水重复利用、畜禽粪污

和渔业养殖尾水资源化利

用水平显著提升；污水资源

化利用政策体系和市场机

制基本建立。到2035年，形

成系统、安全、环保、经济的

污水资源化利用格局。

污水资源化利用是指

污水经无害化处理达到特

定水质标准，作为再生水

替代常规水资源，用于工

业生产、市政杂用、居民生

活、生态补水、农业灌溉、

回灌地下水等以及从污水

中提取其他资源和能源，

对优化供水结构、增加水

资源供给、缓解供需矛盾

和减少水污染、保障水生

态 安 全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2019 年，我国城镇污水排

放量约750亿立方米，但再

生水利用量不足 100 亿立

方米，利用潜力巨大。

意见指出，要着力推进

重点领域污水资源化利用。

加快推动城镇生活污水资

源化利用，因地制宜实施差

别化分区提标改造和精准

治污，推进区域污水资源化

循环利用，推广再生水用于

工业生产、市政杂用和生态

补水。积极推动工业废水资

源化利用，推进企业内部工

业用水循环利用和园区内

企业间用水系统集成优化，

完善工业企业、园区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稳妥推进农业

农村污水资源化利用，积极

探索符合农村实际、低成本

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

和模式，推广种养结合、以

用促治方式，促进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鼓励渔业养殖

尾水循环利用。

意见部署实施污水收

集及资源化利用设施建

设、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

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农业

农村污水以用促治、污水

近零排放科技创新试点、

污水资源化利用试点示范

等重点工程，提出从健全

法规标准、构建政策体系、

健全价格机制、完善财金

政策、强化科技支撑等五

方面健全污水资源化利用

体制机制。 （安 蓓）

2025年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5%以上

外交部：美方倒行逆施
必将受到历史严厉惩罚！

新华社消息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将解除美台

交往限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日表示，中方对此坚决

反对，予以强烈谴责，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任何提升美台关系、加强与台军

事联系的言行。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赵立坚回答有关提问时说，世界

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

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赵立坚说，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是向中方作出过严

肃承诺的。中美建交公报明确指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

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方应该

言而有信，不得以任何借口曲解和背离。

“美方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方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赵立

坚说，“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而不是美方单方面搞的什么‘与

台湾关系法’。”

“中国人民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我

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阻挡中国统一进程，利用台湾

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径都将遭

到中方坚决回击，也不可能得逞。”赵立坚说。

赵立坚说，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

感的核心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

是双方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前提。“我们奉劝蓬佩奥之

流认清历史潮流，停止操弄涉台议题，停止倒行逆施，不要

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将受到历史严厉

惩罚。” （马卓言）

新华社消息 司法部

今年将着力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在今年年底前，要推动中

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县级以上

地方党政机关普遍开展公职

律师工作，推动国有企业深

入开展公司律师工作。

中共中央日前印发的

《 法 治 中 国 建 设 规 划

（2020－2025年）》明确，要

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

系，深入推进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司法部

要求，各地要全面准确贯

彻法治建设规划纲要，结

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实施方

案，切实落地落实落细。

根据司法部部署，在第

一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地区和项目的做法经验

基础上，今年将启动第二批

示范创建活动，推动法治政

府建设率先取得突破。

此外，要加强对“放管

服”改革措施的法制审核及

有关法律问题的协调，持续

推进“减证便民”，督促指导

各地区、各部门全面推行证

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在推进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方面，今年要加大

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力度，推

动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改革，全力做好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推进省

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行政

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

设，切实提高行政执法的规

范化水平。 （白 阳）

今年党政机关普遍开展公职律师工作

全员检测全员检测
1月12日，工作人员在桥西区恒大城社区内为居民录入身份信息。当日，石家庄市启动全

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本次全员检测争取用两天时间完成。 摄影/新华社记者 牟 宇

山东笏山金矿
发生爆炸
22人被困井下

新华社消息 记者在

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

栖霞市笏山金矿爆炸事故

现场救援指挥部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截至 12 日 10

时，9支救援队伍300余人

已到场进行救援，各类机

械、设备40 余台套，钻机、

钻杆等大型救援设备已安

装运行。

烟台市政府安委会副

主任、应急管理局局长孙

树福介绍，目前井筒钻杆

已下探到360多米，正在采

取强制通风方法往井下输

送空气，并排除有害气体

和烟尘；吊笼已焊制完成

并安装完毕，专业人员正

在乘吊笼下井，对井筒进

行清障作业，对井下被困

人员实施救援。消防队员

已将声音检测系统输送到

井下370米处。

目前，由于井筒内爆

炸中段附近有毒气体无法

在短时间内彻底排除，且

井筒装备多处受损，吊笼

和救援人员尚未到达被困

人员所在作业面。

1 月 10 日 14 时，笏山

金矿井下“一中段”（离井

口 240 米）发生爆炸事故。

事故发生时，“一中段”无

作业人员，“六中段”（离井

口698米）作业人员13人、

“五中段”（离井口 648 米）

作业人员 9 人。爆炸导致

井筒梯子间损坏、罐笼无

法正常运行，井下 22 人被

困。

事故发生后，企业迅

速组织力量施救，但由于

对救援困难估计不足，直

到 1 月 11 日 20 时 5 分，才

向烟台栖霞市应急管理局

报告有关情况，存在迟报

问题。 （张武岳）

新华社消息 内蒙古

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

副主席马明涉嫌受贿一

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

查终结后，移送最高人民

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最高

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

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近日，淄博市人

民检察院已向淄博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

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马明享有的诉讼权利，并

讯问了被告人马明，听取

了辩护人的意见。淄博市

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

告人马明利用担任吉林

省 松 原 市 委 常 委 、副 市

长，吉林省商务厅党组书

记、厅长，吉林省辽源市

委书记，吉林省政府党组

成员、副省长、公安厅党

委书记、厅长，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副主席、公安厅

党委书记、厅长，内蒙古

自治区政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

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

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

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

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河南原副省长徐光受贿一审获刑11年

新华社消息 1月11日上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河南省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徐光受

贿一案，对被告人徐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对徐光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徐光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8年，被告人徐光利用担任

中共周口市委副书记、周口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周口市

委书记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企

业经营、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单位或个

人给予的现金，共计折合人民币1265.2794万元。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光的行为依法

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其到案后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

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赃款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

从轻处罚。

涉嫌受贿 马明被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