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记者刘
诗平）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 17日表示，
长江流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
专项行动自8月16日12时起实施，调度
上中游水库群，加大出库流量为下游补
水，计划补水14.8亿立方米。

刘伟平在水利部长江流域抗旱保
供水保秋粮丰收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说，当前，长江流域水稻等秋粮作物
正处于灌溉需水关键期，为遏制长江
中下游干流水位快速下降趋势，确保
沿线灌区和城镇取水，水利部决定实
施专项行动，调度以三峡水库为核心
的长江上游梯级水库群，洞庭湖湘、
资、沅、澧“四水”水库群，鄱阳湖赣、抚、
信、饶、修“五河”水库群，加大出库流量

为下游补水。
在保障农村供水安全方面，刘伟平

表示，全面摸排旱区农村供水情况，对
以山泉、溪沟、塘坝、浅井等为供水水源
的小型供水工程，编制应急供水预案，
分区分类明确应对措施，千方百计确保
群众饮水安全。

据预测，长江流域未来一周仍将维

持高温少雨，8月份降雨、来水也总体偏
少，旱情可能持续发展。水利部门需要
密切关注长江流域旱情发展，继续做好
抗旱保供水保秋粮丰收工作。

三峡水库加大下泄向长江中下游
补水。这是 8 月 17 日拍摄的三峡大坝
（无人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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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 17日电（记者申
铖）财政部 17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
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4981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3.2%，
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9.2%。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7441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2.1%，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1.2%；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67540亿元，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4.1%，按自
然口径计算下降 7.6%。全国税收收入
102667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
长 0.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3.8%；
非税收入 2231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9%。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来看，今年
前 7 个月，国内增值税 23656 亿元，扣
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 0.2%，按自然

口径计算下降 42.3% ；国内消费税
1060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1%；企
业所得税 350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6%；个人所得税 9084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8.9%；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
1182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3%；关
税 168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4%。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 7 个月，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6751 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6.4%。其中，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8473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6.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12827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4%。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 7个月，全
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3384亿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 28.9%；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 640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9.8%。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

前7个月财政收入增长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激励广大医
疗卫生工作者为守护人民健康不懈奋
斗，在第五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
际，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
开发布2022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丁仁彧、马文义、许润三、孙宁、张
静、周行涛、胡敏华、高琪、管向东、潘凤
等 10名个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
家流调专家队光荣入选。他们有的
悬壶济世，为中医药事业奉献一生；
有的数次出征，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一线；有的潜心钻研，为消除疟
疾作出重要贡献；有的躬身前行，呵护

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有的润物无声，
坚守数十年为患者点燃心灯；有的扎
根边疆、守护高原村寨群众健康；还有
的激扬青春，在追梦奋斗中展现青年
医者担当……他们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积极投身健康中国建设，矢志
不渝维护人民健康，生动展现了党领导
卫生健康事业的奋斗历程和光辉成就，
深刻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
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许多医疗卫生工作者表示，要以
“最美医生”为榜样，恪守医德医风医
道，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切实担当作为，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
健康服务，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中宣部国家卫健委

联合发布2022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记者 17
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财政部近日
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财政支持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提出从
2022年到 2025年，中央财政计划分三
批支持地方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试点，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能力，打造一批小型化、快速化、
轻量化、精准化的数字化系统解决方案
和产品，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
化转型典型模式，围绕 100 个细分行
业，支持 300个左右公共服务平台，打
造4000至6000家“小灯塔”企业作为数
字化转型样本。

通知明确，将制造业关键领域和产
业链关键环节的中小企业作为数字化

转型试点的重点方向，重点向医药和化
学制造、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汽车零
部件及配件制造、运输设备制造、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计算机等行业中小企
业倾斜。同时，培育一批扎根细分行
业、熟悉中小企业需求的服务平台，为
中小企业提供转型咨询、诊断评估、设
备改造、软件应用等数字化服务。

通知提出，要提升政策效能，发挥
中央财政资金引导带动作用，鼓励地方
政府在政策扶持、优化环境等方面对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予以倾斜支
持。同时明确，中央财政安排奖补资金
支持服务平台，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
提供数字化改造服务。其中，2022年
拟支持100个左右服务平台。

工信部财政部
部署开展财政支持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记者赵
文君）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开展为期 2
个月的商品过度包装集中整治，重点整
治高价月饼以及酒楼、饭店定制或以文
创等名义开发的高端礼品。

这是记者17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
悉的。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集
中整治商品过度包装、“天价”月饼和蟹
卡蟹券等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一是
加强过度包装抽查检验，重点对月饼生
产销售企业执行限制包装新国标情况、
在售月饼食品安全情况进行抽查。二
是畅通举报渠道，充分挖掘线上线下各

类线索，从严查处过度包装违法行为。
三是加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从食品
安全、价格、包装、广告宣传等方面规范
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组织开展网络交易
监测，实施过度包装商品网络禁限售目
录，督促电商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四是
持续曝光典型案件，将过度包装行为的
行政处罚文书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依法依规公开。

通知还提出，全面倡导绿色消费。组
织开展消费者评议，发动消费者监督，推
动企业开发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包装设
计，积极实施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

市场监管总局

集中整治月饼等商品过度包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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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国际军事比赛-2022”“海洋之杯”比赛在山东青岛附近海域开
幕，中方官兵向俄方敬礼致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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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新时
代党的治藏方略，并就援藏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
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
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

2021年 7月，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藏，祝
贺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看望慰问西藏
各族干部群众，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
中央的关怀。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西藏庆祝
西藏和平解放，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
一次，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
支持、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国家确定了支持西藏的一大批重点
建设项目，制定了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
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西藏各族干部群
众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
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
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去年 7月，在西藏考察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亲切会见了援藏干部代表。习近
平总书记说：“援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
一个崇高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一个显著优势。缺氧不缺精神，这个精
神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你们在高原
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个事情必须
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干下去。”

一批批来自五湖四海的援藏干部人
才，接续奋斗在雪域高原，建设美丽幸福
西藏，写下动人的奋斗诗篇。

十年来，援藏干部在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上勇于担当，在推动高原经济高质
量发展上积极作为，在改善民生凝聚人
心上苦干实干，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上
用心用情，助力西藏历史性告别绝对贫
困，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阔步
奔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时代的西藏，全区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全面提高、生态安全屏障切实筑牢、民族
团结日益巩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日
趋适应、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呈现出一派
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携手同心、团结奋进
玉麦，一度是一家三口撑起的“三人

乡”，桑杰曲巴老人和女儿卓嘎、央宗坚
守在这里，几十年如一日放牧戍边。

如今，西藏隆子县玉麦乡已经变成

住有67户240人的美丽家园。
“我们这里的很多基础设施都是湖

南援建的。”玉麦乡副乡长巴桑次仁介
绍，3年来，湖南投入资金 1200万元，新
建了玉麦乡史馆、文化广场、消防车库、
玉麦小学图书馆等设施，还修缮了桑杰
曲巴老人故居，重修了约3公里的道路。

2019年7月以来的3年中，第九批援
藏干部人才交出一份亮丽的工作成绩
单：

累计落实援藏资金206.31亿元，实施
援藏项目2712个，引进全国各地企业1141
家，累计实施627个乡村振兴项目……

与第九批选派情况相比，第十批援
藏干部人才的结构功能不断优化，进藏
接力工作。其中，精准选派“组团式”医
疗人才 292名，选派“组团式”教育人才
400名。

“组团式”援藏，正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西
藏所需医疗、教育等方面专业技术人才
的实际情况，创新实施的援藏举措。

2015年，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启
动。对口援藏省市多家医院及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直属医院选派骨干医生援藏
工作，改变了过去医疗援藏短期分散的
格局。

今年年初，西藏山南市妇幼保健院
接诊孕期仅29周的临产孕妇曲珍。当时
曲珍情况十分危急。在援藏妇产科专家
和当地医护人员共同努力下，曲珍最终
成功诞下一名男婴。经过47个日夜的专
业诊疗和精心护理，新生儿逐渐度过危
险期。“多亏援藏医生，现在宝宝身体好
多了。”曲珍激动地说。

这个早产儿的救治案例，刷新了山
南市妇幼保健院低体重儿成功救治的纪
录。

通过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和西藏
医务人员的接续努力，西藏的医疗服务
能力大幅提升：截至2021年底，西藏已实
现400多种“大病”诊疗不出自治区、2400
多种“中病”不出地市就能治疗，全自治
区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68.2岁提高
至72.19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016年，教育
人才“组团式”援藏启动。

天津市“组团式”援藏教师帮助昌都
市实验小学开设了无人机编程、机器人
操作等科创课程；陕西省等地“组团式”
援藏教师推动受援学校和支援学校开展

云端课堂等活动……教育人才“组团式”
援藏开展以来，西藏中小学教育理念、课
堂教学、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学生
的综合素质有了显著提高。

不仅是医疗、教育，党的十八大以
来，随着西藏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的
成果，民族团结工作扎实开展——

第九批山东省援藏干部实施“对标
寿光·高原果蔬产业提升行动”，新建农
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

福建省援藏工作队推动福建漆画和
昌都唐卡相融合，探索发展唐卡漆画文
化产业；

广东省深圳市投资建设易地搬迁项
目，同步配套“水电路讯网、科教文卫保”
等基础设施；

……
源源不断的支持，正汇聚为建设美

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合力。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对口支援西藏不仅为西藏发展注入

了强大活力，更奏响了民族团结的强音。
3年前，来自西藏那曲市安多县帕那

镇的洛桑，通过考试进入辽宁省盘锦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应急科工作。“在这
里，我学到了许多医疗卫生规范，结识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感受到了中华民
族大家庭的温暖。”洛桑说。

通过就业援藏工作，越来越多的西
藏大学生选择到自治区外就业，促进了
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如今，援藏工作正成为促进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的重要载体，进一
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赓续精神、续写新篇
2019年，来自中国宝武集团的徐坡

放弃上海优渥的生活条件，申请援藏，来
到高寒苦远的日喀则市仲巴县担任县委
常务副书记。

经过徐坡深入的调研，仲巴县启动
了教育基础振兴项目，第二年就为当地6
所乡镇小学建成了标准运动场，完成了3
所小学的示范直饮水工程。

去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
时，作为援藏干部代表，徐坡现场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感到
无比温暖，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雪域、奉
献高原的决心，激励着我在工作中不断
砥砺奋进。”徐坡说。

今年，顺利完成援藏任务的徐坡，主

动选择调到西藏工作。徐坡说，他想为
西藏发展再出一些绵薄之力。

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20余年
间，援藏干部人才发扬“老西藏精神”，操
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带着高原特有的古
铜色，同西藏各族儿女一道奋斗、一道跋
涉，巩固了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

援藏3年，来自安徽的援藏干部裴含
龙每天和家人通电话的习惯雷打不动。

“对家人的思念依托于一部手机，我
在这头，他们在那头。”裴含龙说，在外工
作，最想接听的是来自亲人的电话，最害
怕的也是亲人的电话。2020年 12月，当
得知外婆去世的消息，裴含龙悲痛万分，
但他选择了坚守在西藏山南市错那县的
工作岗位。

援藏期间，裴含龙主抓错那县农业
农村工作，田间地头搞调研、四处奔走联
络资源、不厌其烦做群众思想工作，是大
家眼中的“拼命三郎”。

登山的手杖、遮雨的斗笠、御寒的棉
大衣、救死扶伤的锦旗、一本本随感诗
篇、一页页家书日记……在位于西藏林
芝市鲁朗小镇的全国援藏展览馆，一件
件实物，见证的正是援藏干部人才吃苦、
战斗、忍耐、团结、奉献的光辉岁月。

在援藏过程中，广大干部人才也得
到了锻炼和成长。

杨灏，曾任天津市援藏工作队领
队。在藏期间，他倡导通过经济、民生、
文化等多种方式推进援藏工作，得到当
地干部群众认可。

杨灏说：“在雪域高原上工作生活的
经历，‘老西藏精神’的滋养，让我在面对
困难时意志更坚定，面对复杂问题时头
脑更清晰。这是对党性和能力难得的历
练，这是高原独有的精神馈赠。”

滚滚江水，见证着雪域高原的沧桑
巨变；巍巍群山，镌刻着援藏干部人才的
无悔誓言。

前赴后继扎根雪域高原，舍小家为
大家，援藏干部人才用实绩书写着中华
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新时代
新篇章。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援藏干部人
才矢志艰苦奋斗、勇担初心使命，一定能
和西藏各族儿女共同谱写雪域高原长治
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记者沈虹
冰 罗布次仁 王琦 翟永冠 范思翔 白
少波） 新华社拉萨8月17日电

携手共建美丽幸福西藏

新华社杭州8月17日电（记者夏
亮 许舜达）杭州2022年亚残运会官网
17日发布公告称，经有关方面协商一
致，并经亚残奥委员会批准，杭州 2022
年第4届亚残运会将于2023年10月22
日至10月28日举行。

公告表示，杭州亚残组委将在亚残
奥委员会和中国残奥委员会的指导下，
与有关各方共同努力，按照确定的举办
日期全面做好筹办工作，深入贯彻“阳
光、和谐、自强、共享”的办赛理念，举办
一届出色的体育盛会。

杭州亚残运会将于明年10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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