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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农业保险巴彦淖尔中心支公司
全力做好设施农业保险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政府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设施农业，设施农业也逐渐成为巴彦淖尔市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法宝”。但是，每年因各种气象灾害给温
室、大棚的生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户利益受损。
为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让更多农户享受到这
一惠农政策，安华农业保险巴彦淖尔中心支公司积极响
应政策，在开办常规中央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同时，积极
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设施农业温室大棚保险业务，每个旗
县公司配备专岗人员，24小时开展温室大棚承保理赔
业务。

今年，安华农业保险巴彦淖尔中心支公司提早印制了
温室大棚保险宣传板、宣传贴和宣传单，利用设施农业种

植户移植定栽的有利时期，在各旗县组织人员深入乡村开
展客户宣传和条款讲解，为所有投保的温室大棚逐个检验
拍照，并悬挂具有唯一标识号的标识锁，同时严格进行信
息登记、客户签字、承保公示等工作，确保承保工作的合规
性和准确性。

今年4月，巴彦淖尔市发生“倒春寒”现象，导致各旗
县温室大棚中的棚内作物不同程度受损，安华农业保险巴
彦淖尔中心支公司立即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组成多个
工作小组第一时间展开查勘定损工作，详实掌握第一手资
料，做到“不漏查、不惜赔、不错赔”，同时加快系统结案速
度，保证设施农业种植户最快时间拿到理赔款进行再生
产，在温室大棚保险开办地区赢得了良好口碑。

当今社会，P2P网络借贷、私募基金、网络理财蓬勃
发展，为经济繁荣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也有人假借P2P
网络借贷、私募基金、网络理财的名义，进行非法集资。
这些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严重危害群众财
产安全，扰乱正常金融秩序，社会公众要擦亮眼睛，识破
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的常见高发类型
◆以私募基金为名进行非法集资
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非法集资者把自己伪装成

私募基金，或者私募基金募资运作不规范，演变成以私募
基金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

行为人谎称自己经营的是私募基金，有高回报的投
资项目、优秀的运作团队，以较高的年化收益率吸引投资
者，并通过报刊、电台、电视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座、报
告会、分析会和布告、传单、手机短信、微信、博客、电子邮
件等公开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甚至以明示或暗
示的方式向投资者承诺保本保息，大肆向社会公众吸收
资金，对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以及投资者的风险识
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均不予考虑，也未进行风险提示。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私
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
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
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3年个人年

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以P2P网络借贷为名进行非法集资
根据银监会、公安部、工信部、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

合发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专门从
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活动的金融信息中介公司。该
类机构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为借款人与出借人（即贷款
人）实现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
息交互、借贷撮合等服务。

实践中，一些机构打着P2P的旗号，采用虚假宣传手
段，一方面强调借款人项目规模大、前景好、收益高、风险
低、回报快等；另一方面则弱化项目的审批瑕疵、保障不
稳、模式非法，甚至掩饰标的虚假，具有极强的欺骗性。
实际上，很多号称做P2P网贷的平台客观上突破了“金融
信息中介”这一属性，由最初的独立信息中介平台向融资
担保平台转变，直接参与资金募集，甚至成立空壳公司，
以这些公司的名义为个人资金使用募集资金。有些P2P
平台以虚假的项目募集资金，并随意支配、使用和挥霍资
金，无法保证投资人的资金安全，无法保证有充足的资本
应对消费者的赎回。

◆以消费各种商品为幌子进行非法集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消费形式多种多样，网络商

城、定期回购、积分兑换等经营模式络绎不绝，并出现了
向混合模式发展的势头，尤其是假借销售网络商品之名
变相进行非法集资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涉案公司销售商品的种类多为投资人无法鉴别市场
价格的商品、未流入公开市场的“自有产品”或以次充好
标价虚高的廉价商品。集资者利用此类商品与投资者的
投资款进行“对价”，或将商品作为附加收益赠与投资
人。他们多与投资人约定定期对商品进行溢价回购，或
约定对购买商品款项于一定期限后返还并返利，进而实
现保本付息的承诺，吸引投资人。

投资理财常见误区
◆有证照的就可靠吗？
答：不一定。司法实践中，有些非法集资者具有工商

税务登记，但无从事金融业务的牌照，或具有某类金融业
务经营牌照，但却超范围经营，具有投资风险。

◆是不是选择有实体经营场所、经常在媒体上看到
广告的公司就可以确保投资安全？

答：也不一定。司法实践中，有些非法集资者办公地
点选择设在商业闹市区的高档写字楼，门面豪华，但办公
地点的选择并不能确保投资安全。有些非法集资者在媒
体上大打广告，但有些广告内容为品牌广告，且广告经营
者进行了风险提示，而投资人对风险提示并未予以高度
关注。说到底，广告也不是投资安全的“护身符”。

◆有些公司承诺的年化收益率不是特别高，是不是
低一点的就安全呢？

答：还是不一定。年化收益率高低并不是判断投资
项目安全与否的标准，年化收益率低也不一定合法。

理性投资需做到3个“警惕”
◆承诺“还本付息”应警惕。实际上，股权投资、基金

投资、合伙经营均须风险共担，投资有风险，承诺还本付
息的要警惕。

◆面向公众、不设门槛的投资项目应警惕。在街道
社区发放小广告等利用公开方式面向不特定多数人进行
宣传，不关心投资人是否为合格投资者，不关心投资人是
否具有风险识别能力，不进行风险提示，这样的投资项目
要警惕。

◆超范围经营应警惕。准备投资时，投资者应核对
相关机构的工商经营范围，对范围内无发售理财产品的
要警惕。

擦亮眼睛 识破非法集资
——自治区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醒社会公众（二）

●不慎将鄂托克旗建筑工程质量检测试验室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正、副本【资质
证书编号：蒙建检字第10010（A）号】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新华社记者 李斌

一夜之间，北京又新增本地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27 例，使自 6 月 11 日起
连续增加的确诊病例超过百人，累计
达106例，而升级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的街道乡镇达 23 个。形势仍然严峻，
警钟再次敲响！

6 月 14 日 核 酸 检 测 机 构 检 测
76499 人；排查 5 月 30 日以来曾去过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人员近 20
万……刚刚调低应急响应级别一周，
北京再次进入“战时状态”。权威专家
预测，未来三天北京报告的病例数将
决定疫情走向。尽管面临许多不确定
性，但真正决定疫情走向的，是面对重
大突发疫情时所采取的态度、策略，是
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行动力、战之必

胜的钢铁般的意志。
北京是国际性大城市，更是共和国

首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关系全国疫情防控全局。面
对严峻疫情，各方都要紧急行动起来，
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
任务，立足防大疫、打大仗，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坚决打赢这场硬仗。

抓住新发地批发市场这个重中之
重；严格重点部位和重点人员管控；统
筹调度医疗资源，全力做好患者救治；
加强疫情信息发布，坚持公开透明；全
面细致开展农贸市场防疫大检查，全
力以赴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北京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做出
明确部署，决心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坚决打赢这场硬仗，更
需要各级党政干部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做好首都疫情防控工作的极端

重要性，采取最坚决、最果断、最严格
的措施，做到“应查尽查、应检尽检、应
隔尽隔、应收尽收”，坚决阻断传播渠
道，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首都
安全。

背水一战，坚决打赢这场硬仗，还
需要全体北京市民克服恐慌情绪，克
服麻痹意识，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防
护能力。我们有今年以来近半年抗击
疫情的成功经验，有行之有效的“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的总要求，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就不
信春风唤不回。风雨过后必将是彩
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
力下，我们必将取得这场硬仗的胜
利。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背水一战，坚决打赢这场硬仗
□新华社记者 关俏俏 赵戈

张钟凯 张啸诚

6月麦熟，随着一股股清甜的自来
水流入千家万户，中国最大的干旱区新
疆彻底告别“苦水”。

“过去，伽师县的水氟砷超标，味道
苦咸，各类水致疾病很多。”伽师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贾仲虎说，多年来，各族
居民一直盼望能喝上安全水。

与伽师县一样，因夹于大漠和大山
之间、终年干旱少雨，千百年来生活在
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居民，难寻一口干净
水。涝坝水、苦咸水，曾让这里的人们
贫病交加，却又无力舍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让群众喝上
安全水，国家和自治区投入巨大财力物
力，但要在茫茫大漠和昆仑山腹地找到
一捧清泉，绝非易事。近年来，特别是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国家不惜代价保障
新疆贫困地区饮水安全，这一惠民工程
建设迅疾提速。

今年夏季，以伽师县为主的最后
1.53万人喝上“放心水”，一场历史性巨
变正在发生：中国最大的干旱区新疆家
家接通自来水。

曾经 人畜共饮涝坝水
“要馕给馕，要水给命。”一句古老

谚语，道出了塔里木盆地水的珍贵。
为了在沙漠边缘生存下来，千百年

来，人们在绿洲各处挖出星罗棋布的蓄
水坑，当地人称之为“涝坝”。涝坝大小
不一，春夏汛期，将河渠水或冰雪融水
引入其中，这一坑死水就是人和牲畜的

“命根子”。
涝坝水是什么味道？“苦，苦得就像

嚼了青树叶子。”
家住和田地区墨玉县喀瓦克乡乃

再尔巴格村的古丽妮娅罕·图荪尼亚孜
说，年轻时她用扁担挑过水，也用毛驴
驮过水。苦的不仅是水，还有运水的过
程。沙土路上，人和驴不时被尖尖的沙
枣刺挂出血痕。

涝坝水还有多种颜色。
“有时像红茶一样，有时又是绿色

的。”和田县布扎克乡布扎克村村民艾
比布拉·托合提说，“涝坝里只剩‘锅底
子’时，小蝌蚪、飞虫和垃圾，什么都有，
坑里的水就变成绿沫子。”

“喝水时，得用纱布或者头巾过滤，
常常是人在这边喝，牲畜在对面喝。”68
岁的艾比布拉说，有时渴急了牛羊还和
人抢水喝。

喝口涝坝水有时还有危险。
艾比布拉家紧挨着涝坝。他曾看

见邻居为取水不慎掉进涝坝被淹死。
“几乎每年夏天，都有失足掉进涝坝淹

死的孩子。”
常年饮用不卫生的涝坝水，导致疾

病肆虐，加上部分区域水高氟低碘等，
和田等地成为介水传染病和水致地方
病的高发区。

有数据显示，改水工程实施前，新
疆1100多万农村人口中，有1054万人
需要人工解决饮水水源问题，其中248
万人生活在水质很差的高氟病区。当
地群众病在“水”上，穷在“水”上，也盼
在“水”上。

改变 弃坝打井清水流
绿树掩映的布扎克村村头，15米见

方、三四米深的涝坝早已干涸。这是当
地人主动废弃的第一座涝坝。

涝坝千年使命的终结，源于国家对
南疆地区“苦水”的宣战。

布扎克村位于新疆和田县。1994
年10月，在中央支持下，新疆大规模农
牧区改水工程从这里拉开序幕。这是
国家“防病改水”工程在新疆启动10年
后，又一次大规模改水。

随着布扎克村第一眼深水井开钻，
新疆用3年时间结束了人畜共饮涝坝
水的历史。

正是新疆各族群众对干净水源的
迫切需求，让学钻探的董仕富从找矿转
为找水。

1997年，董仕富遇到职业生涯中
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伽师县玉代
克力克乡找水打井。

地处克孜勒苏河下游的玉代克力
克乡，地质结构复杂。“优质水层都在
200米以下，有些甚至超过260米，必须
使用千米钻来完成。”董仕富说，黏土层
遇水膨胀，稍有不慎卡住钻机机头，一
口井就报废了。

奋战20多天后，董仕富和打井队
员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任务。这口获得
当时的地矿部“找矿奖”的深水井，为喀
什地区找水打井奠定了基础。

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对新疆农村饮
水工程建设的投入，尤其是集中力量解
决塔里木盆地重旱区、重病区人畜的饮
水问题，到2004年，新疆水厂、水站与
水井交织成网，全区铺设供水管道超过
7万公里，解决了 954万人饮水难题。
至此，新疆农牧区介水传染病和水致地
方病发病率大幅下降，农牧民健康状况
明显改善，治病负担开始减轻。

吃水不忘挖井人。布扎克村的涝
坝干涸弃用，但村民并未将它填平，而
在周围抹上水泥、砌好栏杆，将它作为
历史见证永续保存。

不远处，一座白色“饮水思源纪念
碑”上，刻着数百名改水工程捐款者的
名字。捐款者中有国家领导人，有普通
农民和企业家，还有港澳同胞和海外侨

胞。这里已成为一处景点，有外地客人
到来，村民总会带他们在此转转。

如今 “苦尽甘来”自来水
南疆大地上，改水还在持续。
大部分农牧区饮水问题得到解决

后，新疆改水重点由“解困型”转向“安
全型”。特别是对口援疆和脱贫攻坚系
列举措向深度贫困的南疆四地州倾斜，
加快了南疆改水步伐。

2016年夏天，北京援疆和田指挥
部从北京邀请供水专家“问诊”和田水
质。

“不仅要喝卫生水，还要喝上健康
水！”援疆干部说。随后，北京援疆资金
投入水厂改造，先进的纳滤膜处理工艺
彻底解决了当地水质高矿化度问题。

从涝坝水到地下水，从地下水再到
“北京标准”的自来水，和田各族居民饮
用水实现“三级跳”。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安全饮水巩固
提升工程的实施，越来越多配备了水处
理设备的现代化、规模化水厂分布在沙
漠绿洲大小乡村。

阿克苏、克孜勒苏、和田、喀什……
清水潺潺，流向塔克拉玛干沙漠村庄，
流向昆仑山牧区，流向帕米尔高原乡
村，并以日进寸功的顽强，向着最终胜
利持续迈进。

直至最后的伽师县。
“我们从未放弃找水，但伽师一带

不断发生地震，导致地下水质恶化，打
出的井很快报废。”贾仲虎说，特殊的地
质条件使伽师县成为南疆改水的难中
之难。

如今，伽师县在国家支持下完成跨
城引水。总投资17.49亿元的改水工程
跨越3个县，总管线长度达1827公里。

随着伽师县改水工程建成并投入
使用，新疆全面实现饮水安全。这也意
味着，南疆千万人口在水与沙、甜与苦
的战斗中，取得历史性胜利。

在墨玉县最后一个自来水入户的
村庄，古稀老人伊敏·吐尔逊回忆说，自
己喝过三种水：40年涝坝水，20年地下
水，现在则是通到家里的自来水。

老人说水有“三味”：苦味、咸味和
甜味。实际上，这是南疆群众对新疆防
病改水、氟砷改水、饮水解困、饮水安全
多个阶段改水历史的特殊记忆。

在喀什市老城，“百年茶馆”老板
买买提·吾斯满满心欢喜。“从涝坝水
到自来水，水质越来越好，茶馆现在用
的是甜水沏茶，老顾客和游客越来越
喜欢。”

说话间，一壶热水倾入桌上的茶
碗，热气氤氲而起，茶馆里的滋味瞬间
变得绵厚悠长。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16日电）

别了，“苦水”！

□新华社记者 安蓓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5月份经济社会秩序有序恢
复，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善。”国家发
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16日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物价走
势如何？新型城镇化“补短板”怎样推
进？

复苏明显 挑战仍存
5月经济数据显示，主要经济指标

持续改善，实物量指标有所好转。
“生产供给持续回升，内需复苏较

为明显，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市场预
期保持稳定。”孟玮说。

用电量、货运量等实物量指标，是
观察经济景气的窗口。5月部分工业
实物量指标明显回升，透露出经济复
苏的积极信号。

从发电看，5月份发电量同比增长
4.3%，增速比4月提高4个百分点。1
至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
下降3.1%，降幅较前4个月收窄1.9个
百分点。

从用电看，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
比增长4.6%，增速比上月提高3.9个百
分点。1至5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
降2.8%。其中，一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量同比分别增长7.1%和 5.2%，二产、
三 产 用 电 量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4% 和
6.3%。分地区看，全国 10 个省（区、
市）用电正增长，其中云南、新疆增速
均超过5%。

此外，交通物流运营基本恢复，铁
路装车数同比基本持平。

“同时也要看到，全球疫情和世界
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对我国经济
发展的冲击和影响还在不断显现；国
内散发病例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可
能会影响居民消费信心和服务业恢
复。”孟玮说。

孟玮强调，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
出问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

第一，大力挖掘释放内需潜力。
重点以高质量的供给来适应、引领和
创造新需求，积极推进家电、汽车等更
新置换和回收处理，顺势而为促进消
费新业态加快发展、完善提升，充分发
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和抗疫特别国债的撬动牵引作用，
加快推进短板领域建设。

第二，抓好援企稳企政策落实。
重点落实好减税降费各项政策，降低
政府性融资担保费率，扩大担保覆盖
面，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引导银行
向实体经济让利。

第三，千方百计保就业、保民生。
重点瞄准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
群体，强化援企稳岗和就业帮扶，促进
创业带动就业。落实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举措，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今年后期CPI涨幅有望继续收窄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上涨2.4%，涨幅比上月回落0.9个百分
点，是近14个月以来最小涨幅。

孟玮说，主要原因是随着鲜活农
副产品生产运输恢复正常，新鲜蔬菜
大量上市，生猪复产扩产态势良好，农
副食品有效供应明显增加。

“特别是CPI和核心CPI同比涨幅
的差距在缩小，由今年2月份的4.2个百
分点收窄为今年 5月份的 1.3 个百分
点。”孟玮说，4、5月份核心CPI涨幅都是
1.1%，进一步表明随着猪肉和蔬菜等农
副产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回落，推动
CPI上涨的结构性因素正在较快减弱。

“总体判断，今年下半年猪肉价格
有望保持稳步回落态势，并可能随着
季节性和节日性需求变化而有所波
动。此外，我国粮食和食用油供应充
足，粮油价格有望平稳运行；蔬菜、水
果等价格可能会有正常季节性波动，
但食品价格总体将保持基本平稳的态

势。”孟玮说。
她指出，我国有充足的宏观政策

空间，有强大的国内市场支撑，经济发
展有足够的韧性和潜力，主要行业复
产达产形势良好，各类消费品供应充
足，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具备坚实基
础。随着翘尾影响逐步回落，预计今
年后期CPI涨幅有望继续收窄，全年可
能呈现前高后低态势，物价总体水平
将处于合理区间。

加快补齐城镇化短板弱项
近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有

力有序推进，逐步成为扩大内需的主
要动力。孟玮说，新型城镇化过程中，
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将围绕提升城
镇化质量和水平，加快补齐城镇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更加注重城市
的更新和城市治理，提高对产业和人
口集聚的支撑能力。

第一，以常住人口规模为依据，健
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各类城市
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集中流入的城市
放开放宽落户限制，继续完善以居住
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
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加快发展
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形成新的增
长极和增长空间。

第二，以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
项为切入点，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第三，以老旧小区改造为抓手，加
快推进城市更新。重点支持完善水电
气路信等配套基础设施，以及养老托
育、停车、便民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
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和
城中村改造。

第四，以社区为基础，提升城市治
理水平。推动城市政府向服务型转
变、治理方式向精细化转型、配套资源
向街道社区下沉，建设集基本和非基
本公共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美好生活
服务站。补齐公共卫生短板，推进智
慧城市建设。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经济社会秩序有序恢复 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善
——国家发展改革委谈经济走势

帕米尔高原上喀拉
库勒湖畔连绵的雪山（6
月 16 日摄）。夏日，新
疆帕米尔高原上，连绵
的雪山、湛蓝的湖泊和
如茵的草地交相辉映，
呈现出壮美的生态画
卷。
新华社记者 高晗 摄

壮美帕米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