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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笔疾书写命运，莘莘学子出考场；高考保电卫光
明，惟愿学生腾龙跃。随着7月7日最后一场高考科目
结束铃声的响起，莘莘学子陆续走出考场，宣布着全国
高考第一天的结束，同时也宣布着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
司高考保电第一天的工作圆满地落下了帷幕。高考期
间，扎鲁特旗电网运行安全稳定，未发生任何停电故障，
扎鲁特旗地区考点供电一切正常，该公司圆满完成了高
考保电第一天的任务，为今年高考保电工作奠定了扎实
的基础。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高考时间较往年推迟了
一个月，这给广大参考学子提供了充分的复习时间，也
给该公司提供了充足的高考保供电准备时间。为确保
今年高考可靠供电，把高考保电工作落到实处，该公司
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早在6月份就制订了详细的保供
电方案，重点采取了 10 项措施保障高考期间可靠供
电。一是该公司成立了以总经理、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高
考保电领导小组，加强对保电工作的组织、指挥和协调
工作；二是加强领导值班制度，电力抢修人员实行24小
时轮流值班，时刻保持通讯畅通，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电
力故障；三是积极与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进行充分的沟
通交流，针对考点场所分布情况，制订事故应急预案，提
前进行方案预演；四是对考点涉及的箱式变、输配电线
路进行特巡与消缺，对考点供电的线路、台区、配电室进

行“拉网式”的排查，从而全面消除各类缺陷，确保线路、
设备良好的运行状态；五是加强电网负荷预测分析，合
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停止可能对考点供电造成影响的
检修工作，确保考点区域正常供电；六是成立应急抢修
小分队，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并做好抢修备品备
件储备和车辆管理，确保抢修高效、快捷；七是加强考点
单位的线路设备监督检查，确保高考期间线路设备可靠
供电，尤其确保英语听力考试期间不间断供电；八是加
强电力防火、防盗和防破坏等安全保卫工作，保障高考
期间电网安全可靠运行；九是做好高考期间重点保供电
区域所在线路及备用运行方式，提前与被保电单位接
洽，要求发电机等备用设备在7月5日前到达指定位置
进行连接、调试，确保油料充足，遇突发情况迅速提供可
靠电源供电，确保考区供电需要；十是协助高考考点工
作人员做好疫情监测与防中暑措施，确保参考学生安全
稳定地参加高考。

经过该公司全体保电工作人员全力奋战和保电实
战工作的共同努力，高考期间扎鲁特旗地区各考点电网
稳定运行，未发生任何停电故障，为广大考生提供了优
质、可靠的供电环境。下一阶段，该公司员工又将奔赴
新的保电现场，积极准备高考填报志愿保电及中考保电
等工作。

（王春鹏）

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司：高考保电卫光明
“看到国家电网的人在学校，我们就放心了。”面对高

考，开鲁县一中教导处的王主任信心满满。
十年磨一剑，今朝始出鞘！对于每一位参加高考的学

生来说，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也牵动着无数家长的
心。而对于国网开鲁县供电公司而言，高考保电已远非一
项任务，更似一种责任与使命。

未雨绸缪 吹响高考保电“集结号”
据悉，早在5月中旬，国网开鲁县供电公司及早地拉

开了高考保电序幕。公司把高考保电工作当做重大政治
任务来抓，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的高考保电领导小组，
全面安排部署保电相关事宜。从责任落实、电力调度、值
班安排、应急抢修、供电服务及保电措施等方面入手，制
订严密细致的保电方案，对各部门工作进行具体分工。
合理安排高考期间电网运行方式，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
理准备工作，保证人员、材料、车辆充足，确保在突发事件
发生时，快速、有序、安全地恢复供电。

为确保高考期间电力设施安全运行，国网开鲁县供电
公司运检部抢修运行人员提前进入保电状态。电缆、线路、
变电运行人员手持各类专业设备，对辖区内各个考点的电力
设施进行检查，确保高考期间各考点周围供电无隐患。目前，
调度中心按照早已编制完成的调度运行方案，合理安排电网
运行方式，做好事故预想及现场应急处置预案，保障电网安全
可靠运行。

严阵以待 全方面保证临时供电
为确保高考考点出现突发停电事故能够快速处理，

国网开鲁县供电公司提前做好高考临时供电应急预案，
认真检查各个发电车车况，确保发电机和发电车正常工
作。临时发电车由专职人员24小时待命守候，以便发生
事故时确保第一时间赶赴考点应急供电。为了确保车辆
行驶通畅，保电驾驶人员提前布点，优化行驶路线，避开
拥堵路段，确保发电车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专门成立
的两个配电抢修班组在高考前准备补充了相关抢修材
料，同时，保电人员提前在PMS系统内熟悉学校供电的
电系联络图，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快速出动。

精中求细 驻守岗位护航
高考前的三天，国网开鲁县供电公司就组织人员对

为考点学校提供电源的变电站、线路逐一进行排查，并用
望远镜认真检查线路设备的运行状况，还特别加强了对
避雷装置的巡视，确保将恶劣天气对电力设备运行带来
的影响遏制在萌芽状态。

高考保电，守土有责！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无
论是在供电调度大厅、变电站主控室，还是在输电线路杆
塔旁，到处都能看到电力工作人员的身影，他们用实际行
动为高考保驾护航，用真诚与汗水交上了让社会各界和
莘莘学子都满意的完美答卷。

（刘庶群）

国网开鲁县供电公司：高考保供电进行时

国开行内蒙古分行将贯彻国家战略作为开发性金
融的应有之义、应尽之责，积极支持自治区黄河流域保
护及沿黄盟市高质量发展。

一是优化组织和机制设置。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和自治区政府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上讲话精神，分行第一时间成立推动黄河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行长任组长；制定《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业务实施方案》，明确分工、细化到
人。二是深化规划和政策研究。紧密对接自治区规划编

制进展，组织编制《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融资规划》《内蒙古“一湖两海”生态治理融资规划》等，从
规划前期跟踪、策划黄河保护相关项目。三是服务沿黄盟
市地区发展。分行自成立以来，以支持沿黄7盟市发展为
己任，截至目前，分行在7盟市储备项目金额2465亿元，贷
款余额2252亿元。2019年至今，分行继续以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重点工作，加快推进包头水生态、
大青山前坡生态治理、乌海水务一体化等项目落地，切实
为黄河流域地区发展提供开发性金融资金保障。（解志元）

国开行内蒙古分行积极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7月 6日下午，在赤峰市元宝山区高考考点，笔者发

现，熟悉考场的考生在进入考场之前都要从一个密闭的、
充满雾化的食品级次氯酸消毒液的棚子中穿过。这就是
元宝山区卫健委、教育局和疾控中心共同为高考考生预防
新冠肺炎而设的第一道防护墙，被喻为“人从雾里走，病毒
瞬间消”的——消毒通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元宝山区卫健委及有关部
门下大力攻关，着力解决商超、车站、办公楼、饭店等公
共场所无法从根本上控制接触性病源传播的难题，千
方百计寻找合适的消毒品和消毒办法。经反复论证，

不断试验，并在辽宁九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科技企
业的积极协助下，研究出“消毒通道”的方法，充分利用
高纯度食品级次氯酸的强效灭菌性、高稳定性、无刺激
性、经口无毒、瞬间消毒等优点，变大空间消毒为小空
间消毒，变定期消毒为全天候无遗漏消毒，攻克了公共
场所因人员、物体流动大而导致的“消杀、污染、再消
杀、再污染”的难题，堵塞了防控漏洞，从源头上控制病
毒接触性传播。尤其是大大降低了资金成本、人力以
及不可预测的后期流调投入，为全区防控新冠肺炎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刘晓冉）

元宝山区开启公共场所防新冠肺炎消毒通道

●不慎将邢乐由呼和浩特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缴存(异地)证明
（个人账号：113090511255，单位账号：111000329241)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2017届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市场营销与策划专业
172班武琪乐的《学生证》（证号:175072025）丢失，特此声明。

●不慎将杨帆2015版记者证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今年7月
7 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 83 周年纪念
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地、在沈阳“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在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各界群众追思先烈，铭记历史。
不少奋战在防疫和脱贫攻坚一线的奋
斗者更以自己不平凡的业绩向永垂史
册的抗战英雄致敬。

7日上午10时，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胜利广场上响起雄壮的国歌声，部队
指战员、社区居民、中小学生等各界人
士近200人向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遇
难同胞默哀，并敬献花束。

广育小学学生史静妮俯身献花后
向无名英雄纪念碑行少先队礼。“我们
一定要学好抗战历史，激励自己，长大
后要像抗日前辈一样报效国家。”她说。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唐磊表
示，牢记历史，就是要用伟大的抗战精
神，激励社会各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上海集
中收治新冠肺炎成人病例的定点医院，
至今收治病例超过600例。中心所在的
上海市金山区，曾见证了1937年侵华日
军在沿海登陆后当地军民的奋勇抵抗。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科
主任李锋在疫情暴发前曾带儿子参观
了金山卫抗战遗址纪念园。“我和孩子
在历史遗迹前触摸了历史。我工作的
地方离当年的战场不远，烈士们的事迹
经常激励着我。”

疫情暴发后，李锋是第一批进驻应
急病房的医务人员，也是应急病房临时
党支部书记。从1月23日到7月5日，
李锋只有1天回家与家人团聚，其余时
间都吃住在应急病房内。

李锋说：“在国家出现危难时，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一线战士，必须坚持到获
得胜利的那一刻。”

在南京，7日上午8时 30分，南京
外国语学校30余名高中生来到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展“行
前一课”。同学们将通过两天的学习交
流活动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从接受教
育者转变为主动的历史传播者。

相比第一次参观纪念馆时的懵懂，
这一次参观让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三学生
李滟鸿对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一个
纪念装置令她印象深刻，“古城沦陷，在炼
狱般的六周时间里每12秒就有一个生命
消逝，让我强烈地体会到侵略者的残忍。”

李滟鸿告诉记者，即将踏出国门，
在拥有世界胸怀的同时自己不会忘记
中国根。

“‘七七’深宵巨炮吼，永定河畔贪狼奔
……挥刀横扫犬羊群，左砍右杀血染襟。
以一当十十当百，有我无敌志凌云。”沈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7日举行的“铭记历
史 共祈和平”活动中，博物馆小志愿者慷
慨激昂、气势磅礴地诵读抗战诗歌《卢沟桥
战歌》，83年前那段尘封的历史重现。

参加活动的小志愿者吴思雨说，我
们要铭记为抵抗日寇抛头颅洒热血的
铮铮英魂，铭记抗战历史，感恩抗战英
雄，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

北京市丰台区宛平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就在“七七事变”发生地所在的行政区
域内。接到承接一个集中医学观察点的
紧急任务后，护理部主任李英琳就带着
3名医务人员在1小时内迅速集结到位。

李英琳和她的队员们穿着厚厚的
防护服，从深夜一直忙碌到凌晨，顺利
完成了集中医学观察点202人的信息
统计工作。脱下防护服后，每个队员的
衣衫都已湿透，脸上都是深深的压痕。

李英琳说：“我们是宛平城、卢沟桥
的儿女，当下战‘疫’冲锋的精神，正是

83年前抗战精神的传承，它激励着我们
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坚守抗疫一线。”

7日，一些群众自发来到延安革命
纪念馆纪念“七七事变”83周年。35岁
的讲解员王园园站在展厅第二单元，戴
着口罩的她为参观者讲述延安与“七七
事变”有关的革命历史。

这是王园园来延安革命纪念馆工
作的第12个年头。

“我们每天都在讲述革命先辈为了
理想信念牺牲和奋斗的故事，耳濡目
染，我们更应当成为他们的传承人。”王
园园说。

在延安，还有一群年轻人投入脱贫
攻坚一线，带领村民把一个个地处偏僻
的“贫困村”，变成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王刚今年34岁，在大学学习的是电
子商务。2016年，他回到家乡延安市延
长县，组建了延长县星火燎原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帮助当地销售农特产品。

“革命战争年代虽早已离我们而
去，但是我们青年一代要在这片热土
上，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让老乡们
早日过上小康生活。”王刚说。

（记者 潘旭 张斌 邱冰清 侠
克 赵洪南）

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民族崛起的长城
——各地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3周年

新华社北京 7月 7日电 （记者
侯雪静）记者7日从国务院扶贫办了解
到，截至6月30日，贫困人口“三保障”
和饮水安全问题基本解决，易地扶贫
搬迁基本完成，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数量整体超过去年。

数据显示，截至 6月 30日，52个
挂牌督战贫困县2020年已外出务工
281.47万人，是去年外出务工人数的
110.61%。25 个省份已外出务工贫
困劳动力 2830.91 万人，是去年外出
务工总数的 103.73%。除西藏外，其
他 24 个省份 2020 年已外出务工贫
困劳动力人数全部超过去年。东西
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
作进度加快。东中部11省市组织动
员 1213家民营企业和 580家社会组
织结对帮扶 1113 个挂牌督战贫困
村。

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公益岗位、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等

在带动贫困人口脱贫方面持续发力，
消费扶贫行动稳步推进。截至6月30
日，中西部22个省份扶贫公益岗位安
置433.2万贫困人口；中西部22个省
份已开工扶贫项目40.86万个，开工率
95.24%；中西部22个省份已复工扶贫
龙头企业28057个，复工率98%，吸纳
贫困人口就业82.4万人；中西部22个
省份已复工扶贫车间30119个，复工
率 99.6%，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39.4 万
人；中西部22个省份共认定63278个
扶贫产品，东部9省市消费扶贫金额
220.63亿元。

同时，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
制运行良好。监测显示，因洪涝地
质灾害返贫致贫方面，由于受灾省
份及时采取措施，努力克服灾情对
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影响，目前大部
分省份没有出现因灾返贫致贫情
况，个别省份出现返贫致贫的已及
时纳入帮扶。

国务院扶贫办：
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数量整体超去年

新华社香港7月7日电 香港特
区政府7月6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四十
三条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刊宪公
布，《实施细则》于7月7日生效。

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特
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办理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可以采取的
各种措施，并授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
员会为采取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措施
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特区政府发布消息称，在 6日首
次召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委员会（国安委）会议上，行政长
官会同国安委行使香港国安法第四
十三条所授予的权力，为警务处维护
国家安全部门等执法机构，制定使用
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措施的相关实
施细则。《实施细则》包括为相关人员
采取该特定措施以防范、制止及惩治
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时的细则，及为确
保有效执行措施所需的相关罪行和
罚则，以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执
行机制。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上述为相
关人员行使各项规定措施所订定的
《实施细则》，清晰并详细地列明执行
各项措施的程序要求、所需符合的情
况和审批的条件等，其目的是确保相
关人员在执行香港国安法时，所行使
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的权力和采取
的措施，既能达到防范、制止和惩治危
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目的，也能
同时符合香港国安法总则下对尊重和
保障人权以及依法保护各项权利和自
由的要求。

《实施细则》包括执法人员及有关
机构为搜证而搜查有关地方，限制受
调查的人离开香港，冻结、限制、没收
及充公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相关财
产，移除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及要求
协助，向外国及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
代理人要求就涉港活动提供资料，进
行截取通讯及秘密监察的授权申请，
提供资料和提交物料等方面所涉及的
内容。

特区政府代表将向立法会议员
讲解香港国安法及《实施细则》的内
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

在港刊宪公布 7月7日生效

7 月 7 日下午开启 7 孔泄
洪的新安江水库。受持续降水
影响，浙江新安江水库水位持
续快速上升。继当日 10 时开
启 3 孔、12 时开启 5 孔泄洪后，
新安江水库于16时增加到7孔
泄洪。新安江水库是华东地区
最大的水库，在钱塘江流域的
防洪度汛中起到关键作用。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新安江水库
开启7孔泄洪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者
王宾）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王镝7日
在介绍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
九届部长级会议成果时说，中阿双方就
团结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深化中阿
战略伙伴关系和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
等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在20大领域
共达成107项合作举措。

6日举行的会议发表了《中国和阿
拉伯国家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联合

声明》《安曼宣言》和《论坛 2020 年至
2022年行动执行计划》三份成果文件。

王镝介绍说，在团结抗疫“联合声
明”中，中阿双方一致强调团结合作是
国际社会战胜疫情的最有力武器。双
方都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支持世卫
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等。中方愿继
续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抗疫物资、分享抗
疫经验。

在谈到《安曼宣言》时，王镝表示，

双方同意召开中阿峰会，并将打造中阿
命运共同体议题列入峰会议题，这将成
为中阿关系提质升级的强大动力。

据王镝介绍，阿拉伯国家在《安曼
宣言》中强调支持中方在香港问题上的
立场，支持中方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维
护国家安全的努力，反对干涉内政，支
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中国采
取预防性反恐措施和去极端化努力等。

王镝还表示，双方在未来两年“行

动执行计划”中规划了务实合作、共同
发展的前进路径，在政治、经济、能源等
20大领域总共达成 107项合作举措。
双方决定近期推动中阿合作重点向复
工复产、稳就业保民生方向倾斜，开辟
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深化产业链供
应链合作等。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于2004年，部
长级会议是论坛最高级别机制性活动，
每两年由中阿双方轮流举办。

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在20大领域共达成107项合作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