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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

25日召开的民政部一季度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十三五”时期，全国志

愿服务信息系统汇集的注

册志愿者已超过1.9亿人，

实现了预期目标，我国志

愿服务呈现蓬勃发展态

势。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

和社会工作司一级巡视员

李波介绍，“十三五”时期，

民政部联合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印发

《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

务组织的意见》，推动各地

培育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1.4万多家，通过全国志愿

服务信息系统发布的志愿

服务项目近450万个，记录

志愿服务时间超 25 亿小

时。

为推进志愿服务制度

化，民政部于 2020 年底研

究制定了《志愿服务记录

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

将于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

行。

李波介绍，办法共 27

条，重点围绕志愿服务记

录谁来记、记什么、如何

记，志愿服务记录证明谁

来出、出什么、如何出，以

及如何管理作出规定。

谁可以为志愿者开具

志愿服务证明？李波介绍，

根据办法，可以开具志愿

服务记录证明的主体有两

大类：第一类是志愿服务

组织，也就是依法成立的、

以开展志愿服务为宗旨的

非营利性组织；第二类是

慈善组织、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公益活动举办单

位和公共服务机构。

“坚持谁组织谁记录，

谁记录谁证明。”李波介

绍，如果要请当地志愿者

协会开具志愿服务记录证

明，那就要看该志愿者此

前是否参加了该协会组织

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是，

就可以开具，反之则不能

开具。 （孙少龙）

“十三五”我国注册志愿者已超过1.9亿人

五朵金花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疾病预防控制所“五朵金花”杨焕英、张欢、宋丽、杨淑

童和刘春燕（从左至右）的合影。春运临近，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疾病预防控制

所的“五朵金花”全天候轮班上岗，坚守在防疫一线。 摄影/新华社记者 曹 阳

今年我国将加快
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新华社消息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25日在2021年全国

水利工作会议上说，今年将高标准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加快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等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争取早开工、多开工。

鄂竟平说，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将

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重点推进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北延

应急供水工程及东、中线一期工程配套建设任务，加快实

施大藤峡、引江济淮、滇中引水、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

黄河下游“十四五”防洪工程、贵州夹岩等工程建设，协调

做好雄安新区供水保障工作。

鄂竟平同时表示，今年将高标准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多渠道争取水利建设投资。在争取加大中央及地方水

利投入力度的同时，用好用足金融政策，协调加大水利信

贷支持力度，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银行贷款作为水利建

设的重要筹资渠道，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

水利部统计显示，2020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速，

共提出重点推进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清单，加快推进前

期工作，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5项。2020年全国共落实水利

建设投资7695亿元，同比增长6%，创历史新高。

鄂竟平说，“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水利工程效益发挥最

大的五年，累计落实水利建设投资3.58万亿元，比“十二五”

时期增长57%，大江大河治理和西江大藤峡、淮河出山店等

一批控制性枢纽建设步伐加快，三峡工程持续发挥巨大综

合效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367.42亿立方

米，重点流域区域水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刘诗平）

新华社消息 记者20

日从西藏自治区十一届人

大第四次会议上了解到，

截至 2020 年，西藏人均预

期寿命已达 71.1 岁，比和

平解放初期（即1951年）翻

了一番。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腹

地，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

自然环境恶劣，高寒缺氧，

现代医疗事业发展起步相

对较晚。1951年，西藏人均

预期寿命仅35.5岁。

最新数据显示，西藏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

率分别下降至 50/10 万和

8‰，较“十二五”末分别下

降50%，均为历史最低值；

卫生技术人员数量比“十

二五”末增长 48.2%；三级

甲等医院增加到 11 家，每

千人床位数从 4.5 张增至

4.9 张；400 多种较大疾病

在西藏就能得到治疗。

西藏的医疗卫生事业

进步离不开中央和全国各

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中央

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

开后，医疗人才“组团式”援

藏工作启动。截至目前，共

有841名医疗人才进藏。

除包虫病外，大骨节

病、先天性心脏病、白内障

等曾经困扰西藏群众的地

方病也得到有效控制。

（王沁鸥 陈尚才）

守城！
香港警队
发布最新宣传片

新华社消息 1 月 23

日 晚 ，香 港 警 方 在 香 港

TVB 翡翠台和社交网络

平台上发布最新宣传片

《守城》，展现警队专业正

面的形象，以期加深市民

对警队的了解。

这部宣传片中讲述的

故事为：香港警队成功拘

捕一恐怖组织头目，然而

其党羽在全港多处策划恐

怖袭击和挟持人质，威逼

警队放人。警队通过精心

谋划和高效行动，一举瓦

解恐怖分子的阴谋，从而

守护了香港。

香港警方介绍，《守

城》拍摄周期约一个月，片

中警察角色全部由警务人

员饰演。制作团队动员了

来自超过 15 个警队单位

的 600 多名人员，并邀请

了其他特区政府部门及机

构合作。警方还将通过其

他途径播放该片，希望影

片能触及更多市民。

香港警方表示，2019

年 ，有 暴 徒 到 处 捣 乱 破

坏，袭击市民。2020 年，香

港治安逐步恢复稳定，然

而社会上依然有对警方

的失实指控。警方希望通

过这部宣传片向市民展

现警队专业的一面——

即使面对社会动荡和被

恶 语 中 伤 ，警 方 从 未 退

缩，并一直肩负“守护我

城”的使命，保护市民生

命财产安全。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表示，希望这一短片

能展示出警队一直以来

保障市民生命财产的工

作。

日前，香港警方在社

交网络平台上发布的该

片宣传视频已获得数千

网 友 点 赞 ，网 友 纷 纷 留

言 称“ 感 谢 香 港 警 察 守

护 我 城 ”“ 香 港 警 察 加

油”等。 （周文其）

新华社消息 记者25

日从山东栖霞笏山金矿事

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事故

22 名被困矿工中，11 人已

经获救升井，10 人确认遇

难，另有1人仍在搜寻。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

副总指挥、烟台市市长陈

飞介绍，经过救援人员的

不懈努力，24日11时13分

至15时18分，先后有11名

被困矿工安全升井。24 日

下午至 25 日下午，救援人

员不停搜寻，又找到9名被

困矿工，均已不幸遇难。连

同 21 日已遇难的 1 名矿

工，10 名遇难矿工遗体已

全部升井。

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剩

余的 1 名失联人员。陈飞

说，井下“六中段”以上空

间搜寻工作基本完成，“六

中段”以下积水较深，搜寻

难度很大。“但只要这名失

联矿工还没有找到，搜寻

工作就不会停止。”

据陈飞介绍，11 名升

井矿工都已得到很好的医

疗救治。救援指挥部为每

名矿工配备了一个医疗小

组并实行特护，并着力心

理疏导工作，让他们尽快

恢复身心健康；对遇难者，

正在组织警方进行 DNA

检测，确认人员身份。

陈飞还表示，将加快

推进事故原因追查，做好

善后处置工作，尽快给遇

难者家属和社会一个满意

的交代。

（陈 灏 张昕怡 张武岳）

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
李金早被双开

新华社消息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对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李金早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

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出尔反尔、欺骗组织，搞迷信活

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频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

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家风败坏，生活腐化，伙同

家人收钱敛财；把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

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李金早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

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

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

给予李金早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

分；终止其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

并移送。

笏山金矿救援：已确认10人遇难

西藏人均预期寿命71.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