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防总预测

今年长江流域
旱涝并存可能性较大
据新华社武汉 5月 6日电（记者 李思远）

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6日召开 2022年指挥
长视频会议，研判和部署长江流域水旱灾害防
御工作。 据预测，今年长江流域降水时空分布
极不均匀，发生旱涝并存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预测，2022 年长江流域汛期 （5 至
10 月）降水正常偏少，其中长江上游正常偏
多、中下游正常偏少；主汛期（6 至 8 月）降水
正常偏少，其中长江上游正常偏多、中下游偏
少。降水时空分布极不均匀，上游发生区域性
洪涝的风险高， 中下游出现干旱缺水的概率
大，发生旱涝并存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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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总统办公室 5 日证实，总
统尼尼斯托将在 12 日前后公布他
个人在芬兰是否加入北约问题上的

立场。 而瑞典执政党社民党秘书长
鲍丁表示，该党可能于 15日就瑞典
是否申请加入北约作出最终决定。

分析人士认为， 北约在冷战后
一再东扩， 把俄罗斯一步步逼向墙
角，不仅没有让欧洲更安全，反而埋
下冲突的种子。北约若北扩，将芬兰
与瑞典这两个原本中立、 长期奉行
军事不结盟政策的北欧国家纳入其

军事同盟体系， 无疑将加剧与俄罗
斯的对立， 导致波罗的海地区乃至
整个欧洲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北约或再扩容

芬兰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线有

1300 多公里。 按照程序，芬兰若要
申请加入北约，须由内阁首先提案，
国会讨论通过后送交总统签署。 因
此，在芬兰是否加入北约的问题上，
尼尼斯托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芬
兰媒体普遍推测， 尼尼斯托会赞成
加入北约。

瑞典政界眼下也在讨论加入北

约问题，议会多数议员已表态支持，
仅有左翼党和环境党坚持反对。 此
前持反对意见的第三大党瑞典民主

党日前表示，若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该党将同意瑞典申请加入。

鲍丁 4 日说，社民党内正在进
行的安全政策对话将于 12 日完
成， 议会各党派正在联合起草的安
全政策分析报告将于 13 日完成 ，
社民党对该报告做出答复的日期将从原计划的 24 日提前至
15日， 届时社民党可能会就瑞典是否申请加入北约作出最终
决定。 鲍丁还透露，尼尼斯托将于 17 日访问瑞典。

瑞典电视台评论员克努特松认为， 社民党设定的日程与芬
兰的决策日程比较接近， 这表明瑞典和芬兰在是否加入北约的
问题上有协调。 瑞典多家媒体预测，瑞典将同芬兰一起在定于 6
月底举行的北约马德里峰会上递交入约申请。

目前，北约和美国、德国等国均已表态，极力拉拢瑞典和芬
兰加入北约。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5 日接受瑞典电视台
专访时说，若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将在瑞典入约等待期内向波
罗的海地区派遣更多军队。 德国总理朔尔茨日前表示，如果瑞
典和芬兰决定加入北约，那么两国“可以依赖我们的支持”。 瑞
典外交大臣林德 4 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后
说，美方表示已经做好准备，为瑞典提供入约等待期内的“安全
保险”。

不过， 也有个别北约成员国表示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
约。 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 3 日说，北约在吸纳这两国前，
应首先解决巴尔干地区存在的一些问题。

加剧与俄对立

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曾多次试图拉瑞典和芬
兰入伙。 两国于 1994 年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但同
时也与俄罗斯在气候、安全等多个领域保持合作与对话。

分析人士认为，北约在冷战结束后不断东扩，挤压俄战略
空间，并通过煽动“颜色革命”等手段离间俄乌关系，引发乌克
兰危机，还在俄乌冲突升级前后不断浇油拱火，企图利用乌克
兰来削弱乃至拖垮俄罗斯。 若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势必进一
步加大俄方不安全感并引发其相应反制措施，欧洲安全局势将
进一步恶化。

俄罗斯政治研究所所长马尔科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美国正在积极推进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这无疑会给
全球安全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 如果北约进一步扩大，在靠近
俄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军力部署，将导致政治安全形势剧烈变
化，俄方将不得不采取措施保障自身安全。

俄罗斯已多次警告瑞典和芬兰不要加入北约。俄罗斯外交
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 加入北约无助于两国加强自身安全，它
们将自动处于北约的 “前线”。 加入北约意味着两国将放弃防
务、外交等领域部分主权，同时此举将对北欧的和平与稳定造
成负面影响。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若瑞典
和芬兰加入北约，俄将加强其西部边界防御，届时波罗的海区
域无核化地位将无从谈起。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也表示，如果瑞
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俄将被迫升级北方舰队，为其配备更多先
进武器系统。

美国资深国际问题专栏作家鲍尔日前撰文指出，瑞典计划
加入北约是在玩火，会导致瑞典比现在更不安全。 芬兰赫尔辛
基市议会议员瓦尔根认为，芬兰加入北约将是一个轻率和危险
的错误，会大幅增加芬兰面临的安全风险。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5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
问题举行的会议上强调，各国安全不可分割，把一国安全建立在
他国不安全基础之上，道理上说不过去，现实中也行不通。 冷战
早已结束，北约理应审时度势作出必要调整。固守过时的安全理
念，热衷在欧洲、甚至亚太以及世界范围内挑起阵营对抗、制造
紧张局势，这样的做法既损人也不利己。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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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畅通疏堵点，稳链举措将如何发力？
■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受多重因素影响， 工业经济面临新的下
行压力。 稳住工业增长，首要就是全力以赴保
通保畅，稳定产业链大循环。 一段时间以来，
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打出一系列稳链 “组合
拳”，各地也推出相应举措。 当下，稳链举措进
展如何？ 下一步还将从哪方面发力？

盯重点企业 “一企一策”
解决困难

重点企业生产有序， 对产业链平稳运行
很重要。 当务之急要紧盯重点企业，“一企一
策”纾困解难。

“我们聚焦防疫医疗物资、居民生活必需
物资、农业生产重要物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关
键物资等 4 个领域 ， 建立重点企业 ‘白名
单’。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说，工信部先后分
4 批确定 1624 家重点企业，并指导 17 个省份
建立了地方层面的重点企业“白名单”。 在此
基础上， 组织各地认真梳理汇总重点企业反
映的具体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以重点企业为抓手，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

上，各地各部门加强跨区域协调，着力打通堵
点卡点。比如，在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产业集
聚区，采取点对点、一对一、短平快的方式，逐
一推动解决产业链企业反映的员工返岗、物流
运输等问题；针对跨区域物流堵点，南京建立
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平台“宁对接”，目前平台已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2700多个……

当前，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复工复产步伐
加快。 截至 4 月 28 日，上海市首批 666 家“白
名单”企业复工率 86.8%，其中集成电路设计、
制造、封测等相关企业复工率 91%。 吉林省重
点监测的 50 家骨干企业，复工率达 98%。

抓重点产业 上下游协同

保通保畅

部分地区生产一度放缓， 为工业特别是
汽车、 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的稳定运行带来
挑战。 抓重点产业保通保畅，对稳定产业链、
稳住工业增长至关重要。

重点医疗物资供应保障是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工信部每日调度核酸检
测和抗原检测试剂、疫苗、重点药物、医疗装
备等生产供应情况， 聚焦重点地区强化医疗

物资供给。
汽车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记者从工

信部了解到， 工信部每日监测调度 15 家重点
汽车企业集团生产情况，建立省、市、县工信部
门协同工作机制和保障上海汽车产业复工复
产专项协调机制，加大汽车产业生产保障。

“目前，要继续加强原材料、关键零部件
等供给保障。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罗
俊杰说， 要进一步发挥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协
调平台作用，加强上下游衔接，集中资源优先
保障重点行业复工复产。 同时，指导地方工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细化工业企业疫情防控指
引，努力确保重点行业稳定运行。

助中小企业 切实降低运行负担

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增多，大量政
策的出发点要聚焦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
纾困发展上。5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
进一步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举
措。 工信部表示，将推动落实已出台的助企惠
企政策， 同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进一步帮扶
中小微企业的政策举措。

各地各界也结合实际，采取措施切实降

低中小微企业负担 。 安徽提出实施省域产
业共同体打造工程 ， 全面提升省内产业协
作配套能力 ； 重庆提出搭建大中小企业融
通发展平台 ； 一些地方将相关企业员工纳
入免费核酸检测人群 、 降低企业用水用电
用气成本等。

国网建德市供电公司指导企业实施老旧
设备节能改造， 并通过进行负荷智能压减等
方式降低中小企业用能成本； 百度智能云在
多地建设不同规模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产业
基地， 降低区域中小企业数字化成本……从
降低用能成本到降低数字化门槛， 大型企业
发挥作用，推出举措。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工信部将坚持政
策和服务两手抓 ，确保已出台各项 “减 、免 、
缓 ”助企惠企政策 ，做到 “应减的减到位 、该
免的免到位、能缓的缓到位”，同时部署各地
中小企业主管部
门组织服务进企
业 、进园区 、进集
群 ，送政策 、送管
理、送技术。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

这是中央援港应急医院（无人机照片，5 月 4日摄）。 经过 51个日夜的艰苦奋战，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和落马洲方舱设施于近日全面竣工，
并于 5 月 6日下午举行竣工交付仪式，内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专班、特区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和中建集团有关负责人出席。 中央援港应急
医院于 2022年 3月 6日动工，4月 20日竣工验收。 落马洲方舱设施于 3月 22日开工，4月 25日竣工验收。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和落马洲方舱设施全面竣工交付

露营火爆，潮流背后有哪些隐忧？
■ 新华社记者 吴文诩 鲁畅 薛晨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露营火了。 在全
国很多地方，露营地、河湖边、公园里，各式帐
篷密密匝匝，有的露营地甚至一席难求，市场
规模猛增至百亿元级别。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部分露营者
选择不具备基础条件的地点露营， 由于缺乏
专业的规范引导， 产生了植被损伤、 环境污
染、用火隐患等问题。

几乎有草地的地方都“长满”
露营人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新兴镇的海窝子古镇
紧邻湔江，是成都周边比较热门的网红露营地。
“五一”假期，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河堤上、河滩
边停满了车辆，帐篷、天幕一个挨着一个，绵延
数公里，有的帐篷甚至直接扎在了河道里。

记者走访北京、成都等多个绿地公园、露
营营地时看到， 一些平整的草地、 河滩上，
“长”满了各式各样的帐篷，便携式桌椅是标
配，桌上摆满各种食物和酒水饮料，有些还有
烧烤架、炊具。

据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小长假，露营旅
行订单较清明假期增长了 5 倍。 去哪儿网数
据显示，4 月以来， 平台上露营相关词汇搜索
量同比去年增长 2.5 倍， 是 2020 年同期的 4
倍，今年露营相关产品（住宿、出游）预订量是
去年的 3 倍左右。

记者调查发现， 近两年疫情防控常态化，
不少城市号召“非必要不离市”，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露营。 不少露营者表示，露营过程中更能
体验到亲近自然、亲朋好友其乐融融的感觉。

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4 年至
2020 年中国露营营地市场规模从 77.1 亿元增
至 168亿元，复合增长率 13.9%。2021年露营营
地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增长率达 78%，市场规模

达 299亿元， 预计 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 354.6
亿元。 有三成消费者在露营装备上会花费 3000
元至 5000元，有 18.4%的消费者会花费过万元。

潮流背后有隐忧：破坏环境、
存安全风险

记者调查发现，朋友圈精致美好、高端大
气的露营照片背后，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不少专业露营爱好者表示， 突然遍地开
花的露营带来的最大影响是环境破坏、 污染
问题突出。

在成都市彭州市海窝子古镇网红露营地，
记者看到，湔江流经此处时河道变窄，河滩平
缓裸露，周围植被茂密。 据当地老乡说，每到周
末或节假日， 河滩上都会挤满一顶顶帐篷，假
期结束游客散去，总会留下一地垃圾，甚至还
有露营者将各种废水、残渣直接倒入河道。

除了专业的露营地，多数人都是选择近
水、草地平整、植被较为茂盛的区域露营。 记
者调查发现 ，在一些城市公园 ，部分植被损
毁严重 ，露营产生大量垃圾 ，有些还直接污
染水域。

一位露营爱好者告诉记者， 专业露营地
各种配套设施包括公共厕所、 垃圾收集处理
比较完善， 但现在很多人都是在郊外随处找
一块平整的草地就扎上帐篷了， 没有任何配
套设施，随手扔垃圾的现象比较多。

此外，露营带来的安全风险值得警惕。 不
少露营者喜欢动用明火，烧烤甚至做饭，安全
隐患较大。

在北京市区、郊区一些公园、河滩边，不
少露营者支起烧烤架烤串，现场烟熏火燎，不
时有火星冒出。 在南四环的槐新公园，记者看
到有游客在树林里烧烤， 林下地面上堆积了
不少杨柳絮，一旦用火不当，极易发生火情。

记者在北京怀柔区一处专业露营地看到，
营地专门开辟了自助烧烤的区域，有专门的工

作人员生炭火、准备食材，确保用火安全。
“‘无痕露营’ 的户外环保理念还没有普

及， 这种理念要求参与露营的人提前计划准
备，在可耐受地面进行露营，妥善处理垃圾，尽
可能保持自然原貌，减少野外用火对环境的影
响，食物残渣包装起来带走，减少使用肥皂清
洁剂。 ”成都资深户外探险爱好者申威说。

相关产业发展迅速 规范管

理让露营健康发展

逐步大众化的露营带火了相关产业。 天
眼查数据显示，近 5 年来，我国露营相关企业
注册数量快速增长， 其中 2020 年新增 9100
余家，2021 年新增 2 万余家。 2022 年以来，已
有超过 7000 家露营相关企业成立。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新兴业态，露营行业
问题也不少。 网红营地同质化严重、宣传图片
和实际严重不符等吐槽屡见不鲜。 记者随机
采访不少露营者， 不少人反映环境和宣传相
差太大，有的配套差，体验不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宋煜说，露营满足了民众的休闲需求，但下
一步应该进行规范，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对缺乏资质的经营性露营场所予以处理和整
改，加强对营地在设计、经营上的规范，对破
坏、污染环境等行为加强监管。

厦门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系助理教授余及
斌说，露营经营场所应提升综合服务水平，同时
在保护公共资源的前提下， 划定可供露营的区
域范围，适当收费用于露营地维护和清洁。

宋煜表示 ， 可以适度开放公园绿地等
露营空间 ，加强空间管理和维护工作 ，建设
相关基础设施和消防等应急处置设施 。 同
时要加大户外环保意识的宣传 ， 明确露营
活动的各类规则 ， 培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的责任意识。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

·新华视点·

5月 5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卡里娜·
让-皮埃尔（左）和现任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共同出席新闻发
布会。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5日宣布，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卡里
娜·让-皮埃尔将升正职， 接任下周离职的现任新闻秘书珍·普萨
基。美国总统专职发言人将首次由非洲裔人士出任。 新华社发

白宫将迎首任非裔新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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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成立“4·29”事故调查组
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记者 刘夏村 刘

良恒）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 按照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
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
决定成立调查组，对湖南长沙“4·29”特别重
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进行调查。

5月 6日， 调查组在湖南长沙召开第一次
全体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
指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以对党和人
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严格履行法律赋予的职
责，深入细致做好调查工作。 要认真查明原因、
总结教训、警示全国、推动工作。 要原原本本还
原事故发生经过， 通过深入剖析这起事故，剖
析自建房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围绕更好统筹
发展和安全，提出管用有效的措施建议。

会议要求，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事故原因不查清不
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
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的原
则开展调查工作，切实把事实弄清楚、把问题
弄清楚、把职责弄清楚，全面客观认定责任，
实事求是提出处理建议， 依纪依法依规严肃
追责问责，给遇难者家属、给全社会一个负责
任的交代，不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
的期望和重托。

国务院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 相关
方面参加，同时邀请建筑、安全、法律等方面
的权威专家组成专家组， 为调查工作提供专
业支撑。

会议由国务院调查组组长、 应急管理部
部长黄明主持。国务院调查组全体成员、专家
组成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湖南省、长沙市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杭州亚运会将延期举办
汕头亚青会取消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6日电（记者 夏亮 许

舜达）亚奥理事会 6日宣布，经与中国奥委会和
杭州亚组委协商，并经亚奥理事会执委会会议
讨论决定，原定于 2022年 9月 10日至 25日在
中国杭州举行的第 19 届亚洲运动会延期举
办，新的举办日期将由有关各方协商一致后对
外公布。 本届亚运会的名称和标识保持不变。
这一决定是考虑到疫情影响、亚运会参赛规模
和技术准备等原因，经过慎重研究作出的。

此外，亚奥理事会执委会还决定取消原定
于2022年12月20日至28日在中国汕头举行的
第三届亚洲青年运动会，并对汕头方面为筹备
本届亚青会所做的卓有成效工作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