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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 1 月 6 日在
北京召开，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为 2022 年全
国水利工作划了重点。

增强洪水调蓄能力： 推进
3500 多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李国英说，2022 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是
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准备， 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加快
构建抵御水旱灾害防线。

以提高流域洪水整体调控能力为目
标，加快珠江流域大藤峡 、松辽流域阁山 、
长江流域牛岭、 黄河流域东庄等控制性水
利枢纽建设；推进黄河古贤、柳江洋溪等水
利枢纽前期工作； 开展黄河黑山峡水利工
程、桃花峪水库等前期论证。

“大力推进 100 余座大中型、3400 余座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确保高质量完成年
度建设任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李国英说。

85%：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
升一个百分点

2022 年水利另一项重点工作， 是提升
农村供水保障水平，确保农村供水安全。 加
快农村供水工程改造提升， 健全运行管理
长效机制。

李国英说，锚定 2022 年底全国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达到 85%的目标， 推进城乡供水一
体化、 农村供水规模化发展及小型供水工程
标准化改造，减少小型分散供水人口数量。

李国英在回顾 2021 年工作时说，一年
来， 各级水利部门巩固拓展水利扶贫成果

同乡村振兴水利保障有效衔接 ， 提升了
4263 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 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达到 84%。

他强调，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2021
年水利部 12314 监督举报平台转办核查的
问题线索中，79.6%是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一河一
策”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维护河湖健康生
命，是 2022 年水利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全
面排查确定断流河流、 萎缩干涸湖泊修复
名录，制定“一河一策”“一湖一策”，从各地
的母亲河做起，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

李国英说，保障河湖生态流量。 全面确
定全国重点河湖名录明确的 477 条河湖基
本生态流量保障目标， 有序开展已建水利
水电工程生态流量复核， 研究新建水利水
电工程生态流量标准。 将河湖生态流量目
标纳入江河流域水资源调度方案及年度调
度计划，作为流域水量分配、水资源统一调
度、取用水总量控制的重要依据。

同时，加强河湖保护治理，推进水土流
失综合防治，全面完成年度 6.2 万平方公里

水土流失治理任务。

节水优先： 新批复 10 条以
上跨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

李国英说，坚持节水优先，守住生态保
护红线，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全面提
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用能力和水平。

———健全初始水权分配和交易制度。 强
化用水总量、强度双控，建立健全省级行政区
双控指标体系， 各地要进一步分解明确到地
市。新批复10条以上跨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

———严格水资源保护监管措施。 严格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 ，推
进水资源超载地区暂停新增取水许可。 加
快实现非农业取水口和大中型灌区渠首取
水口计量全覆盖，5 万亩以上的大中型灌区
渠首取水口全部实现在线计量。

———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 推动北
方 50%以上、 南方 30%以上县区级行政区
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 强化计划用水管理，
黄河流域和京津冀地区实现年用水量 1 万
立方米及以上的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单位计
划用水管理全覆盖。

———打好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攻坚

战。 严把黄河流域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关。 大
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 督促不符合节水
标准的已建项目加快节水改造。 严控高耗
水项目建设。

在七大流域建省级河湖长
联席会议机制，全面建立南水北
调工程河长制体系

李国英强调， 强化流域统一治理管理，
推动河湖长制有能有效。出台强化河湖长制
指导意见，明确各部门河湖治理任务；在七
大流域全面建立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机制，
完善流域管理机构与省级河长办协作机制，
变“分段治”为“全域治”；全面建立南水北调
工程河长制体系；完善基层河湖巡查管护体
系，解决河湖管护“最后一公里”问题。

据介绍，南水北调东、中线上一年度调
水 97.28 亿立方米， 累计调水 498.7 亿立方
米，东线各监测断面水
质稳定在Ⅲ类及以上、
中线水质稳定在Ⅱ类
及以上。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新华社北京电）

““数数””说说 22002222年年我我国国水水利利工工作作重重点点
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确保农村供水安全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坚持节水优先，新批复 10 条以上跨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

强化流域统一治理管理，推动河湖长制有能有效

题图：2021 年 12 月 20 日， 工程建设
者在庐江县柯坦镇境内引江济淮工程建
设现场进行跨渠桥梁施工和边坡筑建作
业。 目前，引江济淮工程进展顺利，桥梁渡
槽架设、船闸筑建 、枢纽配套等重要节点
工程正在抓紧施工，有序推进。

本报通讯员 王闽 摄

黑颈鹤在拉萨市林周县黑颈鹤自然
保护区飞翔（1 月 9 日摄）。日前，记者从西
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西藏黑颈鹤数
量至今已有近万只。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多措并举实
施生态建设工程，黑颈鹤数量逐年递增。

新华社记者 黄豁 摄

西西藏藏黑黑颈颈鹤鹤已已近近万万只只

初判“疑似燃气泄漏燃爆”，现场救援难度较大
———重庆武隆食堂坍塌事故调查

1 月 7 日 12 时 10 分， 重庆市武隆区凤
山街道发生食堂坍塌事故，截至发稿时已致
16 人不幸遇难、10 人受伤。 现场救援进展如
何？ 事故为何突然发生？ 燃气安全“最后一
米”如何切实保障？ 新华社记者在事故现场
多方走访，展开调查。

事发时正值午餐，现场救
援难度较大

事故发生时， 周边许多群众听到了爆炸
声，随后现场升起大团的白色烟尘。 事故发生
后，来自消防、公安、武警等方面的 600 余名专
业人员迅速前往救援。 重庆市委、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迅速赶赴事故现场指挥搜救救治工作。

参与救援的消防指战员告诉记者，他们
赶到现场时看到食堂所在的一栋二层高小
楼已被夷为平地，砖块、预制板、房梁等散落
一地。 记者了解到，坍塌房屋为二层砖混结
构建筑，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为凤山街
道办事处机关内部食堂。 街道办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燃爆发生时正值午饭时间，20 多名
职工正在食堂就餐，燃爆发生时就餐职工没
能来得及撤离。

记者发现此次救援难度不小。 由于食堂

位于街道办事处办公楼背后的山坡上，车辆
无法通行，大型救援设备难以入场 ，救援人
员只好用铁镐、铁锹和钢钎等工具将建筑材
料挖出移开。 为避免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
害， 消防救援人员用木板顶起坍塌的楼板，
出动多只搜救犬在缝隙间搜寻被困人员。

此外 ， 由于人员被困现场集中在不到
100 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人员承载能力有限，
救援人员只能轮番上场施救，对搜救进度造
成很大影响。 入夜后，夜间救援难度进一步
增大。 经过 10 多个小时紧张救援，目前，现
场共搜救出 26 名被困人员，其中 16 人经抢
救无效死亡，10 名伤者中有 1 人伤情危重。

初判 “疑似燃气泄漏燃
爆” 国务院安委会挂牌督办
事故查处

据现场应急指挥部调查，初步判断事故
原因为疑似燃气泄漏燃爆。 燃气泄漏使得食
堂厨房充满天然气，遇明火后爆炸。

城市居民使用的燃气天然气主要成分
为无色无味的甲烷 CH4， 天然气在入户前添
加了臭味剂， 以便用户及时发现燃气泄漏。
此次燃气泄漏后，为何相关人员没能及时发

现险情呢？ 燃气安全专家分析，由于厨房气
味相对复杂， 仅靠臭味可能无法准确判断。
且厨房位于食堂的一角，距离餐厅座位有一
定距离，就餐者可能也没闻到明显气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36 条
规定，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
的， 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目前酒
店、餐馆等经营性商家的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安装率相对较高，机关、企业等单位内部食
堂还没有强制要求。 ”现场参与事故处置的
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发食堂
是否已安装相关装置、装置是否正常使用仍
待进一步查明。7 日午夜，现场救援工作结束
后，相关部门已进场勘查，对事故起火点、明
火来源、房屋结构等进行详细调查。

目前，重庆市委 、市政府已成立了分管
副市长任组长的事故调查组，依法依规调查
事故原因和责任。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重
庆市武隆区凤山街道办事处食堂坍塌事故
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事故警示：燃气安全“最
后一米”需紧盯

2021 年 6 月 13 日， 湖北十堰一社区集

贸市场发生燃气爆炸， 造成 26 人死亡、138
人受伤；9 月 10 日， 辽宁大连一居民楼发生
液化石油气泄漏爆炸；10 月 21 日，辽宁沈阳
一饭店发生天然气泄漏事故……近半年来
已有多地发生燃气安全事故造成多人伤亡。

记者了解到，2021 年下半年重庆市政府
开展了全市燃气油气行业安全专项整治，并
对燃气安全隐患发现较多的区县进行约谈督
促整改，要求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武隆食堂坍
塌事故的发生，又一次为燃气安全敲响警钟。

“燃气安全涉及建设、经营 、输送 、使用
等各个环节，各项安全措施必须切实到位。 ”
长期从事燃气安全研究的重庆大学土木工
程学院教授彭世尼建议加快实施燃气管道
老化更新改造，建设燃气管网数字地图和风
险监测预警平台 ， 深查彻改全链条风险隐
患，提升燃气安全水平。

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是提高燃气安
全风险防控的方法之一。 专家呼吁，应全面
推进泄漏报警器、安全自闭阀等安全装置规
范安装使用，筑牢安全防线。 对各类企事业
单位食堂等集中用气场所， 应制定规范，要
求强制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建立定期
安全检查制度。

重庆市政协委员程德安建议， 对家庭、
单位燃气用户加强燃气安全使用知识普及
和技能培训，提高燃气安全意识 ，从用气主
体这一源头上确保燃气安全，从而最大程度
减少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

记者将持续关注事故调查进展。
新华社记者 柯高阳 周文冲
（据新华社重庆 1 月 9 日电）

美俄新一轮对话前景不容乐观
据新华社日内瓦 1 月 9 日电（记者 聂晓阳 玛蒂娜·福斯）美国

和俄罗斯将于 10 日在瑞士日内瓦就核军备控制和因乌克兰引发的
紧张局势进行磋商，这也是双方领导人去年 6 月确立战略稳定对话
机制后的第三轮会晤。 此间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认为，美
俄为管控安全风险举行的新一轮对话值得欢迎，但双方分歧“没有
快速解决方案”，对此轮对话成果不能期待过高。

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
织）秘书长托马斯·格雷明格表示，美俄这种会面和交流传递出一种积
极信号，但双方的分歧“没有快速解决方案”，具体成果不会一蹴而就。
“新一轮对话将是双方阐明共同关切、交流共同期望的机会。 同时，让
所有欧洲国家尤其是直接相关国家尽快参与对话也非常重要。 ”

去年 6 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内瓦会晤后发
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就军控和降低冲突风险等开展双边战略稳
定对话。 去年 7 月和 9 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与俄罗斯副外长
里亚布科夫率团在日内瓦举行了两轮对话。

综合国际媒体报道，除核军备控制和乌克兰局势外，美俄还将
在新一轮对话中重点关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北约等问题。 此外，
俄方将于 12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北约举行对话，13 日在奥
地利首都维也纳与欧安组织举行对话。

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基思·克劳斯表示，美俄目前分歧
巨大，但与此同时，双方的共同利益也很明确。 尽管双方达成某种协
议的前景并不明朗，但双方通过对话管控风险的势头将有望保持。

1 月 8 日，谷爱
凌在颁奖仪式后手
捧水晶球奖杯和猛
犸山站冠军奖杯留
影。 当日，中国选手
谷爱凌在国际雪联
自由式滑雪世界杯
美国猛犸山站夺得
U 型场地项目冠军，
同时以本赛季世界
杯 U 型场地项目四
站全胜的成绩，获得
了象征该项目赛季
总冠军的水晶球。这
也是谷爱凌在运动
生涯中首次捧起国
际雪联水晶球奖项。
新华社发（李扬 摄）

U型场地四站全胜

谷爱凌首捧国际雪联水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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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门源6.9级地震致9人受伤
据新华社西宁 1 月 9 日电 （记者 周盛盛 赵玉和） 记者 1 月 9

日下午从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
州门源回族自治县 6.9 级地震发生后，因灾受伤人数升至 9 人，均为
避险不当所致。 截至目前，8 人已出院，1 人留院观察，无人员死亡。

据不完全统计，青海省各部门和相关地区共出动 5000 余人、车
辆 1100 余台，参与震后抢险救援。 本次地震共导致海北州 5831 人
受灾，紧急转移分散安置 16 户 65 人（其中皇城乡 12 户 45 人，阴田
乡 4 户 20 人）；严重损坏房屋 217 间，一般损坏房屋 3835 间；畜棚
倒塌 6 座、一般损坏 145 座；供排水管网损坏 15 千米，供热管网损
坏 3.96 千米，省道损坏 3.3 千米，乡村道路损坏 8 千米，桥梁损坏 3
座，涵洞损坏 17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成灾 1 处，祁连山国家公园管
护站均不同程度受损。

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应急救援保障工作有序实
施，灾区群众妥善安置，生活保障物品供应充足。

哈总统网站通报

哈萨克斯坦局势已得到控制
据新华社努尔苏丹 1 月 9 日电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站 9 日发

布的通报，目前哈全境安全形势已趋稳定，局势得到控制，此前遭占
领的行政设施已被执法部门夺回，公共设施和医疗系统已恢复运行。

通报说，执法部门和武装部队正继续采取措施恢复哈国内秩序，
确保各地遵守紧急状态相关规定， 并将战略设施移交给集体安全条
约组织（集安组织）维和部队。目前，强力部门仍在继续搜捕恐怖分子
并进行相关检查，收集犯罪证据。 哈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强调，强力部
门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全面恢复国家公共秩序和安全。托卡耶夫还
指示成立一个政府委员会，负责处理发生骚乱地区的善后事宜。

截至目前， 哈国内骚乱期间已有 125 起事件被刑事立案 ，约
5800 人被捕，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国人。

2022 年伊始，哈西南部曼吉斯套州液化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
引发多地民众集会抗议。 托卡耶夫 5 日接受政府辞职，并主持召开
社会经济形势会议，通过多项稳定物价措施。然而，部分地区骚乱持
续，多地出现骚乱者冲击政府机构、攻击警察等情况，托卡耶夫随后
宣布在全国范围实施紧急状态直至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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