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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利部提供的数据，我国今年

将投入500多亿元建设农村供水工程。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全国已开工建设的

农村供水工程达5000余处。

这项在各地积极推进的工程，对农

村地区有怎样重要的意义？资金从何

而来？“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相关部

门。

预计今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可达到85%

5月17日，在宁夏同心县和中卫市

海兴开发区，200 多名施工人员正紧张

地作业——总投资超过 23 亿元的清水

河流域城乡供水工程，是全国150项重

大水利项目之一，今年计划完成10亿元

投资，完成全部管线建设，达到通水条

件。

“工程建成后将惠及近136万人，其

中覆盖农村人口超过100万人。在解决

了吃水难问题后，未来农村居民更多的

用水需求将得到保障。”宁夏水利厅节

水供水处副处长苏建华说。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全国已开工建

设的农村供水工程达5000余处。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农村供水

处处长胡孟说，今年一季度，全国完成

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投资154亿元，429万

农村居民供水保障水平得到提升。预

计今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可达

到 85%，规模化供水工程将覆盖 54%的

农村人口。

“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村供水不仅要满

足农村居民的饮水需求，还需要统筹考

虑改厕、洗浴、环境卫生、乡村旅游和农

村二三产业发展等用水需求。”胡孟说，

今年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投资预计将超

过500亿元。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副司长许

德志表示，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向农村供

水保障转变，关键在于农村规模化供水

工程建设和小型工程标准化改造，有条

件的地区鼓励实行城乡一体化供水工

程建设，实现城乡供水统筹发展。

家住高山之上的江西省德安县邹

桥乡付山村村民，祖祖辈辈靠存储山泉

水生活，一旦下暴雨，泉水浑浊无法饮

用；大旱年份，则需启动应急供水。记

者了解到，自来水输送工程启动后，从

山脚下的自来水管网引管，穿越隧道铺

设了7500米长上山供水主管网，附近村

落近2800名村民首次喝上了自来水。

德安县水利局副局长陈则兵说，目

前，全县城乡供水一体化主管网实现全

覆盖，城乡集中供水覆盖率达到98%，村

民喝上放心水，用上安全水。

据江西省水利厅农村水利处副处

长钟爱民介绍，两年来，江西全省城乡

供水一体化进程提速，今年前4月落实

建设资金近39亿元，开工工程达100余

处。

在河南，2020 年以来，50 个县市区

已启动“规模化、市场化、水源地表化、

城乡一体化”的农村供水“四化”工程建

设，以解决农村供水水量不足、水质不

稳定问题。

在安徽，2021 年启动“皖北地区群

众喝上引调水工程”，推进蚌埠等皖北6

市地下水水源替换，让3000万群众喝上

更安全的饮用水；在云南，投资208亿元

从去年起实施农村供水保障3年专项行

动，全力提升当地农村规模化供水水

平。

“通过利用大水源、组建大管网、建

设大水厂，推进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

许德志说，充分利用现有水库、引调水

工程等骨干水源作为农村供水工程水

源，因地制宜建设一批中小型水库等水

源工程，提升水源保证率；通过供水管

网延伸、联网并网等方式，扩大供水范

围；建设设施良好、管理规范、服务到位

的规模水厂。

统计显示，2021 年底，我国规模化

供水工程服务农村人口的比例为52%。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地已基本实现

城乡供水统筹发展，浙江、安徽、山东、

宁夏、新疆等省区规模化供水人口比例

超过80%。

钱从哪儿来？专项债券、财政
资金、银行信贷、社会资本广采博纳

记者了解到，今年逾 500 亿元农村

供水工程投资，主要以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地方财政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社会

资本等为主。

去年 11 月，水利部、国家开发银行

曾联合印发通知，鼓励加强政银合作，

创新农村供水项目市场化投融资机制，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今年4月，水利部召开会议，部署用

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推进农村供水等

水利项目建设。同月，水利部、财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中

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

持脱贫地区加快补齐农村供水设施短

板。

“钱从哪里来？我们发挥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以市县为单元打

捆城乡供水项目，创新实行投资项目资

本金制度，形成‘政府投入项目资本金

30%、专项债券和银行贷款70%’的融资

机制。”福建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

一级调研员黄敬光说。

黄敬光说，福建省把提高规模化供

水作为主要目标，积极探索城乡供水一

体化建设。2019年以来，福建省级统筹

财政预算和一般债已安排21.5亿元，到

位地方政府债券 26.34 亿元，使用银行

贷款29.7亿元。2020年至2022年4月，

福建省共完成投资145亿元，铺设管网

1.5 万多公里，供水覆盖人口 760 多万

人。

缺人管、漏损大、水费收缴难，
如何破解供水管网维护难题？

“村民居住分散，宁夏农村供水管

网总长将近13万公里，存在缺人管、漏

损大、水费收缴难等问题。”苏建华说，

“我们以信息化建设和智慧化应用助力

供水管理体系变革，破解管护难题。”

据苏建华介绍，宁夏一些市县对城

乡供水实行从“源头”到“龙头”全过程

数字化“监管+服务”，实现城乡供水业

务在线监测、自动控制、智能分析和数

据集成，同时将管理服务平台与自治区

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对接，方便村民百

姓。

许德志表示，水利部正在推动以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健全完善

农村供水信息化管理平台，构建农村供

水管理一张图，推进规模化供水工程水

量、水质等关键参数的在线监测和水泵

机组等设备的自动控制，改变人工现地

管理的传统手段，提升预报、预警、预

演、预案能力。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在一些农村地

区，有的供水工程超期服役，有的净化

消毒设施设备缺失，有的小型供水工程

分布在山区、牧区和高寒地区，建设标

准低，工程管护薄弱，出现问题难以得

到及时处理。

对此，许德志表示，水利部会同财

政部安排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补助

资金，推动各地对早期工程建设标准

低、管网漏损率高、冬季管网易冻损的

农村供水工程和管网加强维修养护，力

争“十四五”期间完成一次轮修。同时，

组织开展农村饮水状况全面排查和动

态监测，每年暗访150个县，紧盯问题整

改。

投入500多亿元，
这项工程对农村地区为何如此重要？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刘诗平

⇑5月17日，空中俯瞰濮院镇佳源夜市（无人机照片）。

近日，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佳源夜市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景象。该夜市有200多个摊位，有夜宴、夜娱、夜

购、夜游、夜拍为特色的活动，是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中心。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新华社联合国5月17日电
（记者 王建刚）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儿基会）17 日警告说，多

重危机使全球患有严重消瘦症

的儿童数量急剧增加，正将儿

童严重营养不良问题推向灾难

性阶段。

儿基会当天发布报告说，

研究证明，严重消瘦导致免疫

系统减弱，是最直接、最明显、

最威胁生命的营养不良形式。

目前全球至少有1000万严重消

瘦儿童无法获得最有效的治

疗，即食用治疗性即时食品。

报告指出，南亚仍然是严

重消瘦的“震中”，大约每22名

儿童中就有1名严重消瘦，是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三倍。在阿富

汗，预计今年将有110万儿童罹

患严重消瘦症，比 2018 年增加

近一倍。非洲之角的干旱也意

味着严重消瘦儿童人数迅速增

加，萨赫勒地区这一数据也预

计将比2018年增加26%。

报告指出，自2016年以来，

即使在相对稳定的国家，如乌

干达，儿童消瘦率也增加了

40%以上，原因是贫困和家庭粮

食不安全加剧，导致儿童和孕

妇饮食质量和频率不足。与气

候相关的冲击，包括严重的周

期性干旱和无法获得足够的清

洁水和卫生服务，也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此外，俄乌冲

突、疫情影响下艰难的经济复

苏等，正在使全球性儿童严重

消瘦问题变得日趋严峻。

报告警告说，解决消瘦问

题的援助仍然少得可怜，并预

计在未来几年急剧下降。一项

分析显示，全球用于解决消瘦

问题的援助仅占官方发展援助

卫生部门支出总额的 2.8%，占

官 方 发 展 援 助 支 出 总 额 的

0.2%。

为使每一个患有严重消瘦

症的儿童都能获得挽救生命的

治疗，儿基会呼吁各国政府在

2019年官方发展援助水平的基

础上增加至少 59%，以帮助 23

个高负担国家所有需要治疗的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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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5月 18日电（记者

喻珮 施雨岑）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

我国博物馆接待观众7.79亿人次，策

划推出3000余个线上展览、1万余场

线上教育活动，网络总浏览量超过41

亿人次。

18 日，2022 年“5·18 国际博物馆

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在武汉东

湖之畔的湖北省博物馆举行。今年

的主题是“博物馆的力量”，阐释为

“博物馆有能力改变我们周围的世

界”。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

局局长李群在视频连线致辞中说，

2021年，我国新增备案博物馆395家，

备案博物馆总数达 6183 家。全国

5605家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占比达

90%以上。全国博物馆举办展览 3.6

万个，教育活动32.3万场。

在开幕式上，第十九届（2021 年

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

揭晓，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革命历史

纪念馆）、安徽博物院、盘龙城遗址博

物院荣获2022年度“最具创新力博物

馆”。

当天，活动主题展览“龢：音乐的

力量——中国早期乐器文化”正式开

幕，来自全国7个省（市）、15家文博机

构的百余件（套）音乐文物集中亮相，

展期3个月。

新华社上海5月18日电（记者 吴

宇 袁全）在 18 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海关副

关长柳波宣布，上海海关将为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汽车制造等重点产业开通全

产业链“绿色通道”，将相关便利化措施

的惠及范围从重点企业扩大至产业链供

应链上下游，商品覆盖面从制成品扩大

至原材料、中间品及相关制造设备。

柳波表示，集成电路、汽车制造、生

物医药等一直是上海的重点产业，也是

今后外贸保稳提质的战略支撑。上海海

关将通过做大“绿色通道”、优化监管模

式、采取临时性监管措施，支持产业链稳

链补链强链，推动重点产业尽快达产。

柳波说，对于集成电路产业，上海海

关下一步将全面推广实施真空包装等高

新技术货物口岸和属地查验协同，进一

步降低口岸开拆带来的质损风险；对上

海市复工复产“白名单”内的集成电路企

业开展评估，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光刻胶

临时免予抽样送检，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柳波宣布，对于因近期疫情产生的

通关单证和货物积压，上海海关将打造

“线上报关大厅”，增设“在线业务受理窗

口”，加快各项业务办理；全面推行通关

全程可视化，提供理货、申报、查验、放行

等信息查询，帮助企业合理安排通关计

划；扩大电子证书的适用范围，企业可凭

电子证书进入港区外的中转消杀库，加

快冷藏集装箱疏港速度，进一步保障口

岸集疏运功能畅通。

对于因疫情防控封闭管理产生的部

分通关业务超期办理，上海海关将分类

受理企业申请，对相应滞报金和滞纳金

按规定予以免除或减征；上海海关将加

大“容错”机制应用，对因不可抗力产生

的差错，引导企业通过“主动披露”方式

免除相应法律责任，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和成本。

对进口肉类、水产品、乳制品等，上

海海关在通关过程中不再逐批审核卫生

证书原件，对进出口鲜活易腐农食产品

实施优先查检及“5+2”预约查检，进一

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对冰鲜水产

品、水果、肉类、巴氏杀菌乳、婴幼儿配方

乳粉等民生物资动态调整抽检比率，保

障重点物资尽快投入生产和保供。

上海海关数据显示，4月下旬以来，

上海口岸货运量和外贸进出口总值逐渐

企稳、逐步回升。

上海海关将为重点产业开通全产业链“绿色通道”

新华社北京5月 18日电（记者

胡喆 宋晨）2021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

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 4690

亿元人民币，从业人员数量超过 50

万……5 月 18 日，中国卫星导航定

位协会在京发布《2022 中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

数据表明，2021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

位置服务产业继续保持稳定高速增

长态势。

白皮书显示，2021年我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

4690 亿 元 人 民 币 ，较 2020 年 增 长

16.29％。当前，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

服务领域企事业单位总数量保持在

14000 家左右，从业人员数量超过 50

万。截至2021年底，业内相关上市公

司总数为90家，上市公司涉及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的相关产值约占全国

总体产值的8.7％左右。同时，我国卫

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自主创新能

力持续提升，2021 年，中国卫星导航

专利申请累计总量突破 9.8 万件，继

续保持全球领先。

白皮书指出，2021年我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继续保持稳定高

速增长态势，产业生态范围进一步扩

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行业应用

发展不断深化的同时，区域应用也得

到显著拓展，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

“随着北斗产业化的不断推进，

目前北斗应用已经深入到各个行业

领域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消

费类应用正逐渐成为北斗应用规模

最大的领域之一。”中国卫星导航定

位协会副会长孙中亮介绍，搭载国产

北斗高精度定位芯片的北斗高精度

共享单车投放已突破 500 万辆，全面

覆盖全国450余座城市。

通过对产业链重点监测企业数

据和重点市场数据的综合研究分析

表明，重点监测企业的核心产值相关

业务营收同比去年有较高增长，重点

市场的景气度和应用规模进一步提

升，这主要得益于“北斗+”和“+北斗”

的深化发展，推动了应用市场的进一

步扩大，尤其在新基建和数字经济政

策的有力拉动下，行业和区域的各种

新应用、新业务、新模式呈现出蓬勃

发展的良好局面。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乌克兰国防部17

日证实，亚速钢铁厂乌军伤员已完成

撤离。同一天，瑞典首相安德松和芬

兰总统尼尼斯托宣布，两国将联合提

交加入北约的申请。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17日发布通报说，被围困在乌克兰马

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军和乌方

军事力量“亚速营”人员已于 16 日开

始投降。过去一昼夜，共有 265 名武

装人员投降，其中包括 50 多名重伤

员。伤员均已被送往顿涅茨克地区新

亚速斯克的医院接受治疗。

——乌克兰国防部 17 日发表声

明证实，亚速钢铁厂乌军伤员已完成

撤离。乌国防部副部长安娜·马利亚

尔在声明中说，50多名乌军重伤员已

被送往新亚速斯克接受治疗。另有

211人通过人道主义走廊被送到俄军

控制的奥列尼夫卡镇，将通过扣押人

员交换程序返回乌克兰控制的领土。

——瑞典首相安德松 17 日与到

访的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联合新闻

发布会，宣布两国将于18日联合提交

加入北约的申请。瑞典政府当天还发

表新闻公报说，安德松和尼尼斯托将

于 19 日前往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拜

登，此行将讨论两国申请加入北约以

及跨大西洋关系等问题。

——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

17日在接受俄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芬

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决定是“一个严

重的历史性错误”。两国的决定不是

在加强自身安全，而是将失去很大一

部分主权。

——俄外交部网站 17 日发布声

明说，俄方当天约见芬兰驻俄大使，对

芬方驱逐两名俄驻芬大使馆工作人

员、实行反俄政策并向乌克兰提供武

器表示强烈抗议，俄方决定不再允许

芬兰驻俄大使馆两名工作人员继续留

在俄境内。

——俄新社 17 日援引俄外长拉

夫罗夫的话报道，乌克兰实际上已经

退出俄乌谈判进程。同一天，乌总统

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乌俄谈

判进程已暂停。

——据德国政府 17 日发布的公

告，德国总理朔尔茨当天同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双方一致认为，

要想通过谈判实现俄乌冲突的外交解

决方案，需要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并从乌撤军。

——俄外交部17日发表声明说，

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中的北约和欧盟

成员国放弃了平等对话等原则，将该

组织变成其实施反俄政策的工具。为

应对敌对行动，俄方决定退出该组织。

——俄总统普京17日表示，欧洲

国家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对俄实施越

来越多的制裁，这造成了能源通胀，不

能将此归咎于俄方。从长远看，拒绝

俄能源意味着欧洲将成为世界上能源

成本最高的地区。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17日发布通报说，自开展特别军事行

动以来，俄军共摧毁乌军168架飞机、

125架直升机、912架无人机、309套防

空导弹系统、3134辆坦克和其他装甲

车、385台多管火箭炮、1542门野战火

炮及迫击炮和2983辆特种军用车辆。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消息，乌

总统泽连斯基 16 日与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举行视频会

晤。泽连斯基在会晤时呼吁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加快对乌金融援助并积极参

与乌战后重建工作。

（参与记者：刘恺、李超、李东旭、

李铭、陈畅、赵冰、和苗、付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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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方证实亚速钢铁厂乌军伤员完成撤离
瑞典和芬兰拟联合提交加入北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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