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健康
委 员 会 19 日 通 报 ，7 月 18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
市 ）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
增确诊病例 16 例，其中境外输入
病例 3 例（广东 2 例，山东 1 例），
本土病例 13 例（均在新疆）；无新
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1 例，
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主任芮
宝玲介绍， 综合流行病学调查和
实验室检测结果， 本轮疫情主要
与一起聚集性活动关联。 疫情发
展较快， 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主
要集中在天山区， 均为接受集中
医学观察人员。目前，病例均为普
通型和轻型， 还没有一例向重症
转化。乌鲁木齐已将确诊病例、无

症状感染者集中收治到自治区传
染病医院，由区、市两级医疗力量
全力救治。

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救治患
者的同时， 乌鲁木齐市已报请国
家卫健委协调对确诊病例新冠病
毒基因进行测序分析， 以进一步
查清病毒来源和传播机理。

按照“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原
则，乌鲁木齐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分
批开展免费核酸检测， 分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自 7 月 17 日起，对有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
者、密切接触者、发热病人等重点
人群所在社区进行核酸检测，完成
重点人群所在社区 100%检测目
标。第二阶段安排其他社区和机关
企事业单位进行核酸检测。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组织
部印发《关于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的通知》。 全文如下：

近期，长江、淮河等流域，洞庭湖、
鄱阳湖、 太湖等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
重庆、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
江、贵州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造成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
峻。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现就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受灾地区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
一线、靠前指挥。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恪尽职守、勇于
担当，采取得力措施，有效应对灾情，尽
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坚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到灾情最严
重、抢险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加
强现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组织、带领

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全力以赴做
好抢险救灾工作，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保障基本生活； 积极进行灾后重建、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
场硬仗。 受灾的贫困地区要把防汛救灾
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结合起来，与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结合起来， 全面排查受灾情况，抓
紧修复因灾受损基础设施和房屋，认真
做好受灾困难群众帮扶救助，防止因灾
致贫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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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要求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组织机关党员干部下沉救灾一线

昨日下午 ，@ 微博管理员发
布一则公告 ：将在 “重点整治诱导
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 、 饭圈互撕
等价值导向不良的信息和行为 ”
的方面进行重点治理。

此前，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开
展为期2个月的2020“清朗”未成年暑
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 微博
此举，大抵可以看成是对专项整治活
动的积极响应，是其应尽之义。

追星文化，自古有之 ，说起来
不是什么稀奇事 。 远的如西晋潘
安，从街上驾车而过 ，连老阿婆都
为之着迷，一个劲地往其车上丢水
果，此所谓掷果盈车也 ；近的如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在其日
记《小留香馆日记》中写道 ：“九时
阖家到中国戏院，演《扬州梦》。 有
一胖妇追余 ，其意求欢……”荀老

师当然是把她赶走了事，并在日记
中斥其“丑态百出，毫不顾廉耻。 ”
可见偶像崇拜，由来已久。

但追星发展到今天，伴随着娱乐
产业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加持，滋生
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乱象，已不仅仅是
几个个体“丑态百出”这么简单。 越来
越低龄化的“饭圈”，泥沙俱下，良莠
不一。 其中固有热心公益、体现正能
量者，但必须正视，不少饭圈群体，散
发着扭曲的价值观、与其年龄层严重
不相符的暴力感、无底线攀比的拜金
主义，令“饭圈”成为负面的代名词。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呼吁粉丝群体健
全心智、理性追星，更重要的，是要斩
断未成人背后那些诱导流量、诱导金
援、诱导互撕的相关平台、大 V、群体
乃至艺人本身之黑手，如此，方能营
造“饭圈”清朗之气。

@街谈巷议
□林如敏

营造“饭圈”清朗之气

共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携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四届海峡两岸
中山论坛发布共同倡议———

两岸同胞合作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新华社电 为深入了解慈善
法实施情况， 解决法律实施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进一步推动依法
改进慈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
启动慈善法执法检查。 这是慈善
法实施 4 年多来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一次对该法实施情况进行
检查。

记者从 17 日在京召开的全
国人大常委会慈善法执法检查组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 检查
组将于 7 月中旬至 8 月底， 分赴
山西、辽宁、江苏、浙江、陕西、宁
夏 6 省区进行检查， 同时委托北
京、黑龙江、安徽、湖南、广东、四

川、 云南 7 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分
别对本行政区域内慈善法实施情
况进行检查。

据悉， 执法检查组将在全面
了解慈善法实施情况的基础上，
重点检查配套法规规章制订、慈
善组织设立和发展、 慈善募捐和
捐赠、慈善服务、慈善信息公开、
慈善促进措施制定及落实、 慈善
监管工作开展等情况。

9 月中旬， 执法检查组将召
开第二次全体会议， 研究讨论执
法检查报告稿。 10 月下旬，执法
检查组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执法检查情况。

李希张纪南马兴瑞调研广东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开展情况

加大力度培养技能人才
不断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
首次启动慈善法执法检查

广东胸痛中心建设数量达368家，居全国第一

跑好急救第一公里
全省着力“强基层”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开始接受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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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昨天新增确诊病例13例
乌鲁木齐在全市范围内分批开展免费核酸检测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通讯员
番宣报道：3 位院士携手出席，6 大
项目集中动工签约……18 日， 广州
市番禺区在海鸥岛举行“现代农业
重点项目开工暨麦康森院士工作基
地揭牌仪式”。 在活动上，番禺区集
中开工、签约一批农业重点项目，总
投资近百亿元。 同时，“麦康森院士
工作基地”和“华南师范大学番禺现
代水产养殖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正
式揭牌。

据介绍， 本次集中开工的农业重
点项目共有 6 个， 总投资 49.6 亿元；
现场签约项目 1 个， 总投资约 50 亿
元。 此次集中动工、签约的项目涵盖育
苗育种、规模养殖、仓储加工、冷链物
流、休闲旅游等多个领域，是番禺区历
年来投资力度最大、项目范围最广、推
进力度最强的一批农业重点项目。

在活动上 ，“麦康森院士工作
基地”和“华南师范大学番禺现代
水产养殖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正式
揭牌，两者将着力打造国家级科技
创新平台。

其中，“麦康森院士工作基地”
位于海鸥岛名优现代渔业产业园核
心区内，总面积 256 亩。 基地重点打
造现代水产养殖创新成果研发转化
和辐射平台，建成创业型、技术型、
学术型创新人才培养和实训基地，
形成高端种苗、功能饲料、智慧养殖
的功能聚集区。

在活动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麦
康森还牵头会同林浩然、 刘少军等
渔业领域权威院士， 以及 8 个联盟
实施主体单位共同启动成立广州市
番禺区国家级渔业科技创新联盟。

为何会选择番禺、 选择海鸥岛
打造工作基地？ 作为中国渔业领军
专家， 麦康森院士表示，“广东渔业
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番禺
海鸥岛是‘渔业王国’的核心区。 建
立渔业产业园、打造工作基地、启动
创新联盟， 就是为了给中国传统渔
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 ”

麦康森院士表示， 希望能够汇
聚各方资源力量，全力将番禺区打
造成为华南地区集现代水产高级
人才培养 、 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旅游美食乡村振兴于一体的示
范高地。

深圳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鼓励反映隐患“吹哨”将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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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打造现代水产养殖

创新成果研发转化和辐射平台

我国海洋科考再添重器
新型综合科考船“实验 6”号在广州下水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
焕坤，通讯员黄林丛、徐晓
璐摄影报道：7 月 18 日，
“实验 6”号新型地球物理
综合科学考察船下水暨命
名仪式在中船黄埔文冲船
舶有限公司举行， 预计明
年投入使用。

长艏楼、小球鼻、液压
折 臂 吊 、2 台 D 型 吊 舱
……在地面上仰视“实验
6”号，其气场能让人情不
自禁地“哇”一声。据了解，
“实验 6” 号总投资超过 5
亿元 ，总长 90.6 米 ，最大
速度 16.5 节 ， 续航力为
12000 海里， 是目前国内
3000 吨级综合科考船的
旗舰船型，应用了不少创
新技术 ， 抗风浪性能优
异，能实现 11000 米水深
海底地形地貌、地质构造
探测和综合海洋环境立

体探测。
“‘实验 6’号无论在船

舶的结构与功能设计 、船
载操控系统、 船载设备等
方面都可与世界上先进的
地球物理综合考察船 、同
吨级的综合科学考察船相
媲美， 总体性能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将成为我国海
洋科学考察的主力船舶之
一。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
研究所副所长 、“实验 6”
号项目责任人龙丽娟表
示， 作为重要的海上开放
共享平台，“实验 6” 号建
成投入使用后， 对提高中
国海洋探测能力和数据样
品获取能力， 开发利用海
洋空间资源、 油气矿产和
生物基因资源， 维护国家
主权与海洋权益， 加快建
设海洋强国将起到推动和
促进作用。

“实验 6”号科考船下水暨命名仪式在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举行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栩豪、
通讯员交宣摄影报道：7 月 18
日晚， 广州交警开展全市夜查
统一行动， 严查酒驾醉驾等严
重违法行为， 遏制酒驾醉驾多
发势头。昨夜今晨，全市共查处
涉酒违法 59 宗， 其中酒驾 30
宗、醉驾 29 宗。

广州交警介绍， 随着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交通运输、
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群众休
闲消费活动增加，酒驾醉驾违法
有所抬头， 肇事肇祸呈多发态
势，尤其是郊区和城乡接合部摩
托车酒驾事故显著增加。

此次夜查， 广州交警联合
属地公安分局，采取异地用警，
派出警力支援辖区大队。 行动
期间 ， 广州交警共出动警力
217 人， 设立执勤点 41 个，全
市各交警大队综合运用固定与
快闪快查相结合的勤务模式，
将警力向白云区等延伸， 以晚
上 10 时至次日凌晨 6 时为重
点时段， 加大路面警力和装备
投入，加强居民区、餐饮娱乐场
所、 城乡接合部周边道路以及
事故易发点段的执法检查，加
强对摩托车的管理， 严查酒驾
和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涉牌涉
证等严重交通违法。

夜夜查查““醉醉猫猫””
广广州州交交警警昨昨夜夜今今晨晨查查处处

酒酒驾驾 3300 宗宗醉醉驾驾 2299 宗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