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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赴宁

夏考察，擘画“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

国梦”的蓝图，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使命。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720多

万塞上各族儿女朝着全面建设经济繁荣、民

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

奋力前行，开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新征程。

“更好生活还在后头”

“直播间的亲们好，这是我们红寺堡的

特产黄花菜……”在西海固弘德村的扶贫车

间内，58岁的赵淑梅用夹着乡音的普通话向

网友介绍农产品。

弘德村所在的吴忠市红寺堡区是全国

最大易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23万西海固

移民在此安家创业谋生存，脱贫致富奔小

康。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第

一站就来到弘德村，走进扶贫车间，同正在

加工制作纸箱的村民们亲切交流；来到村民

刘克瑞家，详细了解家庭就业、收入、看病、

社保等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乡

亲们搬迁后，更好生活还在后头。”

对宁夏的移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有着

特殊的惦念。25年前，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

的习近平牵头负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推动

实施了“吊庄移民”工程，并为移民村庄命名

“闽宁村”。

如今，昔日“干沙滩”闽宁村已变为“金

沙滩”闽宁镇。在闽宁模式示范下，宁夏始

终坚持将移民搬迁与西海固扶贫开发相伴，

一以贯之地在移民安置区探索“造血式”扶

贫。

“不是搬过来盖几间漂亮房子就行了。

乡亲们搬出来后，要稳得住、能致富，才能扎

下根。”为宁夏123万移民后续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完善移民搬迁扶持政

策”“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

接”。

“宁夏移民群众占全区农村人口近半

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

识到，没有移民地区的乡村振兴，就没有宁

夏全面的乡村振兴。”自治区乡村振兴局相

关负责人说。

2021年4月，在最后一个贫困县“摘帽”

5个月后，宁夏全面启动“百万移民致富提

升行动”，重点在800人以上的移民区，实施

产业就业帮扶、基础设施配套、改善公共服

务等专项提升。

2021年，宁夏在移民安置区投入产业发

展资金19.3亿元，发展特色种植78.7万亩，

实现移民就业 21.2 万人，当年宁夏“十二

五”生态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517元，增

速达18.1％。

在“提升行动”助力下，弘德村扶贫车

间里，包括赵淑梅在内的十几名移民群

众，组成了平均年龄超过 60岁的“银发直

播团”，在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第一年销售

额就超过百万元。“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

头呢！”赵淑梅难掩笑意，道出了移民的心

声。

“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夏日的贺兰山东麓，翠绿的葡萄园沿山势绵

延南北，一眼望不到头。

2020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

市西夏区志辉源石酒庄葡萄种植基地，远眺

巍巍贺兰山，听取贺兰山生态保护和环境综

合整治情况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贺

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坚决保护好贺兰山生

态”。

“总书记的要求坚定了我们继续守护

好贺兰山，让矿坑变景区的决心。”酒庄负

责人袁园的父辈曾在贺兰山开采砂石，接

力棒交到她手里，挖砂的铲变成种树的锹，

目前已修复废弃矿区 6000 亩，种植葡萄

2000亩。

牢记总书记嘱托，宁夏打响了“贺兰山

生态保卫战”，投入近150亿元资金，对自然

保护区内169处人类活动点开展专项治理，

退出煤炭产能1600万吨。如今矿坑覆土，

荒山披绿，贺兰山渐展新颜。

山水林田湖草沙，宁夏一应俱全。从贺

兰山生态保护，到腾格里沙漠污染整治，再

到黄河综合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

2020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

赋予宁夏“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使命任务，强调“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抓

好生态环境保护”“宁夏要有大局观念和责

任担当”。

肩负重任，宁夏进一步将自身定位和发

展放在全国大局中审视，在全国率先就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行地方立法，

坚持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

领生态文明建设、统揽全境全域治理，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一体化生态

保护和修复。

宁夏生态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全区水土

流失实现总体逆转，黄河宁夏段水质连续5

年“Ⅱ类进Ⅱ类出”，2021年全区地级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06天，西北地区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全面加强。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近年

来，宁夏在高质量发展上出新招求变，出实

招求效：全面推行用水权改革、土地权改革、

排污权改革、山林权改革，打破资源要素瓶

颈制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深入实施节能

降碳增效行动，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

展，清理淘汰落后产能1448万吨；大力发展

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加速推动

能源产业绿色转型……

截至2021年底，宁夏风能、光伏等新能

源占电力装机比重达46％，居全国第三位；

全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

扭转了“十三五”以来能耗强度不降反升的

不利局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

业比重达到14.8％。

放眼宁夏，一幅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的

塞上新画卷正渐次铺展。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夜幕降临，毛乌素沙漠边缘一片耀眼光

亮，鳞次栉比的大型设备、纵横交错的管道

电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流光溢彩的灯光

装扮成一座不夜城。

2016年7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考察，详细了解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

煤制油工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站在热火朝天的厂区里，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充满力量：“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就是靠着我们工人阶级的拼搏精神，埋

头苦干、真抓实干，我们才能够实现一个又

一个的伟大目标，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丰硕

成果。”

具体到宁夏，应该怎么干？习近平总书

记给出了答案：“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总书记赞赏实干作为，极大激发了我

们的创新劲头。”在宁东基地，工程师杨建荣

牵头组成创新工作室，聚焦进口气化设备存

在的问题，埋头攻关，最终形成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神宁炉”，打破国外对煤制油化工

核心技术的垄断。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宁夏不

断为培育创新与实干之花提供沃土：组织调

动大量创新资源、社会力量统筹推进创新驱

动战略，全区市县级科技局全部恢复设立；

在“科技支宁”东西部合作上下功夫，形成东

西部科技合作、成果转化、财税金融等一系

列专项政策。

5年来，宁夏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

费投入强度增长到1.52％，年均增幅居全国

前列，组织实施1000余项东西部科技合作

项目，攻克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

术瓶颈。

未来5年，宁夏将实施创新力量厚植、

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协同联动、创新生态

涵养四大工程，打造全国重要新材料生产

基地、世界葡萄酒之都、国家“东数西算”

示范基地等一批科技创新高地和现代产

业基地……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宁夏各族人民

信念不渝，步履不停。塞上大地苦干实干、

创新创造的热潮奔涌。

（新华社银川6月25日电）

情 润 塞 上 满 目 新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宁夏篇

新华社记者 王永前 李钧德 张亮

据新华社北京6月 25日电（记者姬烨

卢羽晨 许仕豪）当地时间24日，国际奥委会

执委会于瑞士洛桑审议通过2026年米兰－

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项目设置和运动员配额

方案，该届冬奥会或将产生116枚金牌（其中

2个小项待定），新增大项滑雪登山。按目前

项目设置，运动员参赛配额共2900人，其中

女运动员占比达到创历史新高的47％，而新

增的8个小项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性别平

衡。

本次设项和配额的调整是基于奥运

项目委员会的建议，同时各国际冬季单项

体育组织也对方案进行了评估。方案调

整总的原则是更好地实现性别平衡、更充

分地使用现有场馆、更有效地降低办赛成

本。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我们在缩

小冬奥会性别差距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女

运动员占比从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40％，提

高到米兰－科尔蒂纳的47％。”

2022年北京冬奥会共设7个大项、109

个小项；运动员配额为2892人，女性运动员

占比约45％。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新增

大项滑雪登山，共设8个大项、116个小项（其

中2个小项待定）；运动员配额提升8人至

2900 人，其中男运动员 1538 人，女运动员

1362人；女运动员占比升至47％。

较北京冬奥会，2026年冬奥会增加8个

小项、取消1个小项、替换1个小项。其中，

滑雪登山作为本届冬奥会的新增大项，将包

含男子、女子各1个小项及混合接力。2021

年7月，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在东京表

决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26年冬奥会正式比

赛项目。

2026年冬奥会的另外7个大项有3个涉

及小项增减：雪车大项增设钢架雪车混合团

体小项；雪橇大项增设女子双人雪橇小项，

将原设双人雪橇（混合性别）改为男子双人

雪橇；滑雪大项新增3个小项，包括自由式滑

雪雪上技巧男子、女子双人各1个小项及跳

台滑雪女子大跳台，取消高山滑雪混合团

体。冬季两项、冰壶、冰球和滑冰四个大项

没有变化。

在2026年冬奥会现有的116个小项中，

高山滑雪男子、女子全能处于待定状态。国

际滑雪和单板滑雪联合会将对这两个小项

的竞赛形式做进一步评估，同时听取该组织

运动员委员会等利益相关方建议，并在不晚

于 2023 年 4 月决定这两个小项是否纳入

2026年冬奥会。

据介绍，共有5个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

织提议在北京冬奥会基础上修改2026年冬

奥会设项和配额，其中包括23个新小项建

议和359人（113男、246女）的新增参赛配额

建议。

2026年冬奥会或产生116枚金牌
女运动员占比创新高

新华社伦敦6月24日电（记者郭爽）英国国家统计局24

日发布报告说，在最新一周的统计数据中，英国新冠确诊病例

数比此前一周增加20％以上。英国卫生安全局指出，新冠变

异病毒奥密克戎BA.5亚型很可能将成为英国主要流行毒株。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估测，在截至6月18日的一周内，约

174万英国人确诊新冠病毒，比此前一周的约142万病例激增

约23％。

英国国家统计局估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7日的一周，苏

格兰每20人中约有1人感染新冠病毒；在截至6月18日的一

周，英格兰每40人中约有1人感染新冠病毒，北爱尔兰每30

人约有1人感染，威尔士每45人中约有1人感染。

英国国家统计局指出，导致英国各地区新冠感染数量增

加的原因很可能是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BA.4和BA.5亚型

混合传播的结果。

英国卫生安全局24日晚发布的新冠病毒技术简报显示，

目前，奥密克戎BA.4和BA.5亚型在英格兰导致的感染为新增

病例的一半以上。与BA.2亚型相比，奥密克戎BA.5的传播速

度快35.1％，BA.4的传播速度大约快19.1％，这意味着BA.5

亚型很可能将成为英国新冠主要流行毒株。

英国卫生安全局首席医疗顾问苏珊·霍普金斯说：“很

明显，奥密克戎BA.4和BA.5亚型的日益流行显著增加已导

致最近几周病例数量增加。我们看到，随着社区感染人数

的增加，入院人数有所上升，但疫苗接种继续将重症人数

和死亡人数保持在较低水平。随着患病率增加，我们所有

人保持警惕和采取预防措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利兹大学医学院病毒学专家斯蒂芬·格里芬当天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奥密克戎BA.4和BA.5亚型正在引发

另一波感染，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波。这些变异毒株导致的再

感染率也显著增加，所有年龄段的患病率都在增加。这种情

况凸显了这些（变异）病毒的逃疫能力，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掀

起感染浪潮的速度之快令人担忧”。

英新冠病例数单周激增超20％
奥密克戎BA.5或将成英主要毒株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 24日电（记者孙丁）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24日推翻近半个世纪前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

判例“罗诉韦德案”，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

法保护。

美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曾就“罗诉韦德案”做出裁决，确

认美国宪法保护女性堕胎的自由。但反堕胎人士和团体一

直寻求推翻这一判例。

美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在裁决书

中认为，“罗诉韦德案”论证薄弱，没有解决堕胎问题，反而激

起争论、加深分歧。3名自由派大法官在反对意见中说，随着

“罗诉韦德案”被推翻，数百万美国女性失去一项基本的宪法

保护。

联邦最高法院是在审议针对密西西比州一项堕胎限制

法的上诉案后做出推翻“罗诉韦德案”裁决的。据报道，美国

20多个州预计禁止或严格限制堕胎行为，其中13个州的堕胎

禁令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将立即生效。

24日，堕胎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华盛顿国会山上的

联邦最高法院外分别举行示威活动，大批警察在现场维持

秩序。

美最高法院推翻确立堕胎权的判例

新华社哥本哈根6月25日电（记者林晶）挪威警察安全

局局长罗格·贝格25日说，情报部门将首都奥斯陆市中心当

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定性为“极端恐怖主义”行为，并将国家面

临安全威胁等级从正常的3级调至“最高”级别5级。

贝格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枪击事件嫌疑人是一名伊

朗裔挪威人，有情报显示他曾受到极端组织影响。

挪威警方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奥斯陆市中心一个酒吧

餐饮街区当天凌晨发生系列枪击案，造成至少2人死亡、21人

受伤，其中10人伤势严重。一名42岁男子作为唯一嫌疑人

在枪击事件发生不久后被捕。

挪威《世界之路报》援引奥斯陆警察局行动处负责人托

尔·巴斯塔的话说，当地时间25日1时14分许，警方接到报案

称一男子在市中心一酒吧门口突然开枪扫射。5分钟后，警

方将上述男子作为嫌疑人逮捕。这名男子在附近至少3个地

点实施了枪击。巴斯塔说，该嫌疑人在挪威警方和情报部门

均留有“案底”。

挪威情报部门将首都枪击事件
定性为“极端恐怖主义”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

部长李国英25日表示，面对当前全国汛情、旱情形势，坚持关

口前移，有针对性地细化洪涝旱灾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

李国英在当天举行的水利部专题会商会议上说，预报25

日至29日，我国将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主要覆盖珠江、淮

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大，可能引发

区域性洪水，必须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同时，淮河、黄河、海

河流域部分地区旱情比较严重，必须加大抗旱工作力度。

李国英要求，水利部门及时将雨情、汛情、旱情预报结果

直达相关流域和区域防御一线；突出加强山洪灾害防御，根

据前期降雨情况滚动调整预警阈值，及时发布预警，果断组

织转移避险；病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因特殊原因难

以放空的要逐一落实防垮坝措施。

同时，针对旱情要完善预警信息、响应行动、责任落实全

链条防控，及时发布旱情预警，依规启动响应机制，落实防御

责任和具体措施，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水利部：

关口前移应对洪涝旱灾

6 月 25日，石浩玙

（左）／张依瑶在颁奖仪

式后合影。当日，在匈

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

2022年世界游泳锦标赛

花样游泳混双自由自选

决赛中，中国选手石浩

玙／张依瑶获得铜牌。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