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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加强建设
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属地生态环境部门监管责任落
实，压实建设单位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帮扶企业依
法落实法律法规要求，内蒙古创新方式方法，全面规范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和竣工环境保护
自主验收工作。

针对建设项目“重事前、轻事中事后”的现象，建设
单位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不到位，自主验收程序不规
范、内容不完整、结论可信度低等问题，内蒙古自治区积
极探索新举措、新办法，扭住《建设项目管理条例》这个
根本，聚焦压实“两个责任”这个主体，坚持问题导向，严
格依法依规，大力加强执法帮扶，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全
面加强规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和竣
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工作。

今年 4 月份，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印发实施了
《内蒙古自治区建设项目竣工自主环境保护验收监督检
查指南（试行）》和《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单位开展自主环
境保护验收指引（试行）》。《内蒙古自治区建设项目竣工
自主环境保护验收监督检查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了
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督检查具体内容、方法和程序，列
出了监督检查流程图，梳理了相关法律法规文件，为依
法监督检查建设项目验收程序的合规性、内容的完整
性、验收报告质量的科学性、验收结论的可行性提供有
力遵循。《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单位开展自主环境保护验
收指引（试行）》规范了验收范围及期限，细化了验收主
体及责任，梳理了验收法规标准等依据，明确了验收一
般性、通用性程序步骤和内容以及相关要求，列出了一
般性流程图。为建设单位依照建设项目污染类型、行业
规范和相关法律法规开展自主验收提供了工作指引，保
障了验收工作合法合规性，有效规范了验收工作。

为深入推进制度落地落实，在加强底数摸排基础
上，内蒙古还坚持把普法宣传与党建融合起来，把解决
问题与“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结合起来，进一步理顺事

前审批与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强化信息共享，发挥平台
执法辅助功能，全面规范“两个秩序”。

进一步摸清工作底数，聚焦生态环境部通报的建设
项目典型问题，举一反三，全面梳理、认真核实本行政区
域内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开工建设及验收投产情况，摸
清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和自主环境保护验
收工作底数，建立监督检查台账，确保建设项目监督管
理到位。

强化信息共享，加强各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前审
批与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有效衔接，建立沟通协调机
制，强化信息平台共享，充分发挥平台信息查询、企业验
收信息公示、辅助监督执法等作用，并指定专人负责平
台日常使用管理工作。加强对旗县区平台管理员培训，
指导规范建设单位信息公开工作，确保平台使用管理工
作规范、有序。

注重融合促进，将监督帮扶工作列入内蒙古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融入
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围绕建设单位“急难愁盼”问题，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采取宣传教育、座谈辅导、指导帮扶
等方式，广泛开展“送法、普法、帮扶”活动。先后深入企
业开展帮扶活动 40 余次，发放法律书目 1000 多本，帮助
企业解决建设项目环境领域疑难问题 20 多个，有效促进
了生态环境部门依法监督检查和建设单位依法治污主
体能力的提升。 （李俊伟）

压实“两个责任” 规范“两个秩序”

内蒙古规范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和自主验收工作

福彩快讯

鄂尔多斯市彩民揽获 3注双色球一等奖
7 月 18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21080 期开奖。当期全国开出 12 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612 万多元。其中，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杭锦北路百
胜小区 4 号楼 4 号 15276159 号销售站一位幸运彩民一举
揽获一等奖 3 注、五等奖 2 注，奖金共计 1836 万余元。至
此，全区本年度共中出“双色球”一等奖 32 注。

真诚提醒广大彩民朋友，购彩时需量力而行，理性投
注。在您购买彩票后，请妥善保管，并及时查询中奖信
息。如果中奖，请您在当期游戏开奖之日起 60 个自然日
内兑奖。

此外，第十四季“福彩大家乐”活动正在全区火热进
行，欢迎您的加入。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
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
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
中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
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物质基础。

矢志践行初心使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面对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千疮百孔的国民
经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执
政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

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稳定物价、统
一全国财经工作、土地制度改革、封建婚
姻制度改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用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信心照
亮前行的路，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在我国延续几
千年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耕者有其
田”成为现实。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
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开展土改。
到 1952 年底，全国约 3 亿无地少地的农
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

1954 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确定了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
治制度，指明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继
续奋斗的正确道路。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
确立。至此，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
度，在党的带领下，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
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建
立起来，是一件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激发起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的空前激情和冲天干劲。

筚路蓝缕奠基立业
武汉东部的长江之滨，坐落着我国

首座钢铁博物馆——武钢博物馆。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块约 40公斤的铁
锭。1958年9月，武钢一号高炉投产，第
一炉铁水铸成的这块铁锭，凝结着一段
在废墟上起步的奋进史，见证了共和国
钢铁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辉煌历
程。

1953 年，中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
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工业化的道路
上迈开大步前进，这是中国人民百年来
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
而走向富强的关键所在。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这是一个激
情燃烧的年代，社会主义制度一经确立，
就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提高了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了生产
力的发展，有力推进了国家工业化，让新
中国的每一天都在发生改变。

1952 年，新中国制造的第一台“八
一”号蒸汽机车下线投用；1953 年，第一
代汽油机研制成功填补国内空白；1954
年，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在南昌首
飞成功；1956 年，第一批国产“解放”牌
载重汽车下线，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
造汽车的历史⋯⋯过去没有的基础工业
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工矿企业兴办
起来。

跨越时空、历久弥新。这是一个英
雄辈出的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英雄人物
和时代楷模接连涌现，体现了伟大的民
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战胜一个又一个
困难而不断走向富强的中坚力量。

铁人王进喜喊出了“宁可少活二十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
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为了
早日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以“有条件
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决
心，建起了我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
庆油田。

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
学家，把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新中国国防
事业。“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
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

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被
消灭，新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
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
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
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
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
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创造辉煌开辟未来
在河南林州市博物馆，收藏着一件

国家二级文物——红旗渠劳模任羊成用
的除险铁钩。钩面撞击险石时留下的痕
迹，镌刻着一段不朽传奇。

20 世纪 60 年代，林县人民一炮炮
炸、一钎钎凿，硬生生在太行绝壁上“抠”
出一条千里长渠——红旗渠。用近 10
年时间，削平 1250 座山头，开凿 211 个
隧洞，让长达 1500 多公里的人工天河，
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林县人民将“顽强
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之旗插在了太行
山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
造的，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用自
己的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顽强拼搏、接力奋斗创造的。”

以初心聚民心，以使命汇众力。百
年党史，印证着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
共同奋斗的光荣历史。

在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中，我
们党把解放妇女、发展教育、改善国民健
康、生活保障等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集
中优势力量积极应对社会建设面临的主
要挑战，从最薄弱的民生环节入手，以务
实的民生政策赢得了民心。

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
作主的新中国，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改
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从矢志改革开
放，实现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
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
决绝对贫困问题⋯⋯在团结带领人民拼
搏奋斗的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发展
阶段，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
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自力更生 发愤图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刘怀丕

7 月 17 日以来，河南持续遭遇强降
雨，多地降水量打破历史记录，郑州等
城市发生严重内涝，部分水库水位超
汛限，部分道路交通中断，部分铁路停
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当前已进入防
汛关键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

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防
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汛情当前，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 全 。 险 情 就 是 命 令 ，救 灾 就 是 责
任。按照要求，国家防总等相关部门
已派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开展抗洪抢
险；已调派解放军指战员 730 人，武警
官兵 1159 人、车辆 60 余辆，消防救援队
伍指战员 6760 人次、1383 车次，民兵
690 人，冲锋舟 35 艘，其他各类抢险装
备 25784 套参与抢险救援；各地救援队
也已纷纷奔赴河南支援。

风雨同舟，勠力同心。紧要关头
更要坚定必胜信心，要做好抗洪救灾
的统筹兼顾、科学施策，密切监视雨情、
水情、汛情、灾情变化。在当前防汛关
键期，救援不仅关注城市，也应关注乡
村等。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
河道险工险段、水库堤坝、铁路干线等
重点部位的安全排查，提高预警预报水
平 ，抓 细 抓 实 各 项 防 汛 救 灾 措 施 。

（新华社郑州 7 月 21 日电）

风雨同舟，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百年奋斗 光辉历程

新华时评

7 月 21 日，滞留旅客在郑州东站进站口处排队登乘大巴车。7 月 20 日，受强降雨影响，大量旅客滞留郑州东站。铁路部门
连夜联系大巴车将旅客运往市区安全地带，并采取措施对滞留站内的旅客做好应急保障工作。7 月 21 日上午，郑州东站候车
大厅内滞留旅客已明显减少，工作人员在进站口处组织旅客登乘大巴车，并提供食品。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郑州东站旅客滞留情况缓解

□新华社记者 张兴军 李亚楠
孙清清 韩朝阳

7 月 16 日以来，河南多地遭遇历史
罕见持续性强降雨，暴雨中心郑州几成
泽国，全省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络受灾严
重，数十座水库超出汛限水位，成千上万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被困地铁的乘客如何脱身，断水断
电的医院怎样保障运行，偏远村庄水情、
灾情如何——面对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
问题，新华社记者兵分多路，连夜冒雨展
开采访。

历史性降水突袭河南 10 余名地
铁乘客遇难

雨一直下。大雨、暴雨、大暴雨接踵
而至。

河南省气象部门最新监测数据显
示，17日8时至21日9时，该省出现历史
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全省各地市均出
现暴雨，北中部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全
省平均降水量150.5毫米。

20日零时至21日零时，河南省北中
部大部出现暴雨大暴雨，郑州、开封、洛
阳、新乡、焦作、许昌和周口、漯河局地出
现特大暴雨，全省平均降水量 77.7 毫
米。有 2607 个雨量站降水量超过 50 毫
米，其中大于 100 毫米的有 1691 个，大
于250毫米的有361个。

省会郑州成为强降雨中心。17日 8
时至 21 日 14 时，郑州地区出现特大暴
雨，平均降水量 461.7 毫米，最大降水站
点为新密市白寨，高达 931.5 毫米；20 日
零时至 21 日零时，郑州平均降水量 302
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郑州市二七区尖
岗，达696.9毫米。

河南省气象专家介绍，此轮强降水
过程具有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短时
降雨强、降雨极端性突出等特点。其中
郑州、嵩山、新密等 10 个国家级气象站
日降水量超过有气象记录以来极值，郑
州二七区多个站点日降水量超过郑州全
年 641 毫米的平均降水量。20 日 16 至
17 时郑州本站降雨量达 201.9 毫米，超
过我国陆地小时降雨量极值。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市民拍摄的现场
图片和视频：随着降雨持续，多个市区河
道水位几乎与路面持平；被迫熄火或停
放路边的车辆陆续漂了起来；高架桥上，
下了班的人们在雨夜里徒步⋯⋯

地势低洼的社区受影响严重。记者
连线采访一位气象局老专家，电话接起
来很快又断了。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
微信：“我这儿停水停电停网络，连电话
都打不出去。”

郑州地铁 5 号线成了关注的焦点，
因为 20 日夜里积水冲垮出入场线挡水
墙进入正线区间，一度造成隧道列车在

海滩寺街站和沙口路站停运，多名乘客
被困。记者冒雨赶往现场，半个多小时
后终于抵达海滩寺街站，其时地铁口已
经下闸封闭，周围停有消防车辆。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徐忠介绍，据不完全统计，16 日以来，此
轮强降雨造成全省 89 个县（市、区）560
个乡镇受灾，25人死亡，7人失联。

交通网络大面积受阻 医院灾情牵
动人心

除了城区内涝外，持续强降雨袭击
之下，受影响最大的是公路、铁路、民航
等交通网络。

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
发布消息称，截至 21 日上午，全省高速
公路禁止货车上站，郑栾高速、焦桐、郑
少、日兰、南林、台辉等高速全线禁止车
辆通行。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大广高
速等众多高速部分路段禁行。

铁路方面，郑州至洛阳区间的郑西
高铁、陇海铁路发生水漫线路、路基坍
塌、设备淹水等情况，列车无法通行。途
经郑州地区的京广高铁、徐兰高铁、京广
铁路、陇海铁路、焦柳铁路、宁西铁路等
线路的运输秩序均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随着雨情加重，郑州机场将大面积
航班延误预警一路从蓝色升至橙色和红
色。消息显示，19日，郑州机场取消和延
误航班达 160 余架次，20 日这一数据超
过 200 架次。截至 20 日夜里，进出机场
的地铁、城际列车已经被迫停运，机场高
速通行受限，旅客无法进出机场。有关
方面综合研判后决定，从 20 日 20 时至
21日 12时，机场暂停接收进港航班。目
前机场滞留旅客仍超千人。

在强降水中心郑州，通信网络也成
为重灾区之一。最新数据显示，河南郑
州 基 站 停 电 3563 个 ，基 站 退 服 3152
个。河南省通信管理部门已协调累计派
出应急人员 5847 人次，应急车辆 2691
台次。

由于降雨造成断水断电，一些医院
的运转情况令人关注。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个河
医院区从 20 日傍晚开始断电，大约 600
名重症患者生命安全受到威胁。21日凌
晨 1 点左右，记者步行至医院门诊部，水
深过腰，院内很多车辆泡在水中；门诊楼
前、高架桥上都有不少人在避雨。截至
当天上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重症病区
患者大多数已完成转院，但由于大部分
病区仍未恢复供电，门诊部已停止接诊。

21 日上午，连续遭遇四天四夜强降
雨袭击后，郑州市区降水出现暂停。在
地势相对较高的市中心，部分路段积水
开始消退，地面上留下厚厚的一层黄色
淤泥。街道上不时有消防、通信、公安等
部门的车辆驶过，陆续有市民出门采买
生活物资。路边药店也开门营业。

救援一刻不停 10余万人转移避险
由于交通、通信等条件相对落后，面

对持续强降雨，中小河流、水库的运行现
状，各地市郊县、偏远乡村的雨情、水情
与灾情备受各方关注。

来自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
息，目前全省已有 9 座大型水库及 40 座
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卫河、沙颍河等
出现涨水过程，其中贾鲁河中牟站流量
从 21 日 7 时起达 600 立方米每秒，已超
过历史最大流量。除了城市内涝外，河
南中西部和豫北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范
围农田积涝。经综合研判，河南省决定
于21日凌晨3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
Ⅱ级提升为Ⅰ级。黄河水利委员会启动
黄河中下游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
应。

因为电力、通信出现中断，巩义市米
河镇一度与外界失联。20 日下午，记者
驱车进入当地后看到，镇政府大院水位
约达 1.5米深，主要街道一层店铺普遍灌
满了水，两旁行道树、绿植多被连根拔
起；21日早上，记者跟随救援人员前往当
地失联行政村探查灾情。沿途所见多处
河堤受损严重，路面坍塌，许多桥梁及临
河房屋被洪水冲毁。在米南村，部分山
体发生滑坡，十余处房屋被倒灌泥浆。
在魏寨村，当地正协调解救多位被洪水
围困的村民。

面对灾情如火，河南省各级各部门迅
速投入战斗。截至目前，河南省军区已经
调派解放军 730 人、民兵 690 人，武警出
动1159人、车辆60余辆，消防救援6760
人次、1383车次，冲锋舟35艘，其他各类
抢险装备25784套参与抢险救援。

21 日下午，记者从河南省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16日以来，此轮强降雨已造成
全 省 89 个 县（市 、区）560 个 乡 镇
1240737 人受灾，郑州市因极值暴雨致
19 人死亡、5 人受伤、7 人失联。全省已
紧急避险转移 16325 人，紧急转移安置
164710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75 千公顷，
成灾面积25.2千公顷，绝收面积4.7千公
顷 ；倒 塌 房 屋 63 间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54228.72万元。

河南省气象台 2021 年 7 月 21 日 18
时 40 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鹤壁、
焦作、漯河三地区和安阳、驻马店、信阳
三地区西部与平顶山地区东部部分地区
降水量已达 50 毫米以上，预计未来 3 小
时内，上述地区和许昌地区与新乡地区
西部及郑州地区西部北部降水持续，累
积降水量将达100毫米以上。

气象专家表示，目前大范围降水回波
仍然维持在北部、中东部，近期降水仍将
持续，防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切不可松懈。

（参与记者 赵鹏 李文哲 刘怀
丕 冯大鹏 李丽静 刘金辉 李安）

（新华社郑州7月21日电）

风 雨 揪 心 救 援 同 心
——新华社记者多路直击河南强降水

新华社南京 7 月 21 日电 （记者
朱国亮 吴新生）21 日，南京市人民政
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非
必要不离开南京，如确需离开，应携带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备查。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郑春发
说，依据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 1 号通告，倡导广
大市民非必要不离开南京。目前，通
过南京辖区机场、铁路、公路客运站出
行的旅客，不包括在南京中转的旅客，

都需要测温凭绿色健康码进站，同时
应携带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郑春发还特别提醒说，携带 48 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是对全体市民
而言的，即使乘坐小型汽车离开南京
也应携带证明备查，以免给出行带来
不必要的麻烦。

目前，南京已划定 4 个社区（村居）
为中风险地区，对其实施封闭管理；同
时将禄口街道确定为封控区域，进行
封闭管控，人员只进不出。

针对中风险和封控地区公共交通，
郑春发说，南京江宁区客运站21日起暂
停运营，中风险地区的公共交通也将全
部停止运营，经过中风险和封控地区的
3 条城际轨道线——S1、S7、S9 将对 4
个站点——翔宇路南站、禄口机场站、
空港江宁站和铜山站实行跳站运行。

另据东部机场集团总经理徐勇介
绍，7 月 21 日，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各家航空公司原计划执行航班 663 架
次，已取消 521 架次。

离开南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