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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三农”工作》一书，近日由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文稿61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打赢脱贫
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大台阶，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民

生显著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
创新局面提供了重要支撑。习近平同志坚持用大历史观
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
回答了“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
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
习近平同志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全
党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报道：
6月6日上午，市委书记吕玉印、市长黄志
豪会见我市受到全国表彰的公安系统英雄
模范获奖集体和个人代表。

会见前，吕玉印、黄志豪等市领导与受
表彰的3个集体和5名个人代表等亲切交
流并合影留念。会见中，全国优秀公安局、
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代表谭胜，全国特
级优秀人民警察、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
三大队大队长梁宇东，全国优秀公安基层
单位、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唐家派出所代表

马勇作了发言，表示将牢记嘱托，珍惜荣
誉，忠诚履职，担当作为，为全市社会大
局平安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吕玉印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获表彰的英
雄模范和立功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
意，并向全市广大公安民警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一直以来，珠海广大公安民警忠诚履
职、顽强拼搏、无私奉献，为建设平安珠海、
法治珠海付出了辛勤努力，为全市社会稳
定、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迈上新征
程，全市公安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忠实践行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
总要求，锻造“三个绝对”“四个铁一般”过硬
公安铁军。要聚焦落实总书记赋予广东、珠
海的使命任务，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的部
署，围绕“产业第一、交通提升、城市跨越、民
生为要”的工作总抓手，全力做好防风险、保
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平安珠海、

法治珠海建设，努力打造最安全稳定、最
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城市，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希望各位英
模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把总书记的关怀激
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努力在新征
程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各级党委政府要
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公安工作，广泛宣传公
安英模事迹，加大综合保障力度，为广大公
安民警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

市领导吴青川、谈静、吴轼、谢仁思参
加会见。

吕玉印黄志豪会见
我市公安机关英雄模范代表

本报讯 记者罗汉章报道：6月6日下
午，珠海市2022年普通高考工作视频调度
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听取我市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
报，对高考准备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
再落实。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志豪出席会
议并讲话。

黄志豪强调，高考既是关系千家万户
的民生大事，也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的大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
最优服务，把可能影响考试工作的风险
和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各种
风险和困难的准备工作考虑得更周密一
些，全力筑牢防疫、防汛和考试安全“三
道防线”，确保考生“应考尽考”，实现高
考圆满顺利。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24
小时紧盯雨情、水情、风情等变化，加强

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扎实做好高考考
点、周边低洼地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风
险排查管控，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联动，
确保实现平安高考。要认真落实最严格
疫情防控措施，扎实做好考生和考务人
员的健康监测、核酸检测，备足备齐防疫
人员和物资，做好考场清洁消杀，针对可
能出现的情况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实现
健康高考。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考生服

务保障工作，坚持以考生为本，把极端天
气防范应对、交通出行、考场服务、食宿
卫生、防暑降温等各项保障工作落细落
实落到位，加强对考生的心理疏导和人
文关怀，确保实现暖心高考。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区、
各普通高考考点学校（考务室）。市领导谈
静、李翀参加会议。

▶▶相关报道见03版

珠海市2022年普通高考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

全力筑牢防疫防汛考试安全“三道防线”
确保实现平安高考健康高考暖心高考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时值芒种，正
是鱼类生长繁殖的好时节。6月6日是“全
国放鱼日”，珠海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相关单
位组织开展今年首次增殖放流活动，共放
流黑鲷鱼苗60万尾、黄鳍鲷鱼苗50万尾、
虾苗1850万尾。

上午10时许，渔政船开至磨刀门水道，
记者在船头看到，随着市农业农村局、市海
洋综合执法支队工作人员端盆倾倒，一条
条活蹦乱跳的鱼苗和虾苗游入大海，在此
安家落户。

本次放流活动有效补充了磨刀门水道
鱼类资源，进一步加强了水生生物资源养
护，对改善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倡导社会各
界关爱水生生物、保护水域生态环境、促进
渔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我市高度重视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工
作，把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作为改善水域生
态环境、建设绿色生态文明城市的重要措
施，积极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开展人工增殖
放流，加强资源环境监测，严格落实渔政执
法。

多年来，我市累计投入资金 2.1 亿
元，在万山海域建成万山-东澳、外伶
仃、竹洲-横洲、庙湾、小万山、大蜘洲等
海域的 6 座人工鱼礁，完成建造投放礁
体 15006 个、133.1913 万空方，在建礁体
1156个、3.8049万空方；并成功创建广东
省万山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和外
伶仃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累计
投入增殖放流资金 2228.736 万元，放流
鱼苗 3158.6 万尾、虾苗 50358.1 万尾，有
效促进渔业资源恢复，取得良好的生态
经济效益。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我市将通过采取建设人工鱼礁、
建立本地原种繁育场、开展人工增殖放
流、构建渔业资源和环境污染监测体系

等多项举措，进一步改造海洋牧场的海
洋生物结构，促进实现水产种苗繁育、

自然放养、捕捞加工、研发检测、销售
服务、休闲垂钓旅游等海洋牧场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建设珠海特色海洋牧场示
范区。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6月 6日上午，珠海康
定电子分布式光伏能源项目在高新区康定科技产业
园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80.749
万千瓦，每年可减少标煤使用量近280吨，减少大量
灰渣及烟尘排放，节能减排效益显著，有力推动高新
区清洁能源建设。

该项目由珠海市康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建
设场地，珠海朗日高新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珠海灵
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接设计、施工与运维屋顶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
80.749万千瓦，该项目通过钢结构技术实现装机容量
翻倍，提高发电量超过50%以上，消纳比例超过90%，
有望通过组件升级，在2030年前通过持续技术升级
改造实现园区碳中和目标。

“公司主要业务是生产销售变压器和电源，核心
产品在功耗和使用寿命方面有专利和核心技术，但与
此同时，公司的经营和生产也需要耗费非常多的电
能，旺季月耗电量经常超过20万千瓦。”据康定电子
董事张震海介绍，近几年受各种限电条例影响，公司
的生产经营受到制约，“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运营用
电，也为了支持国家清洁能源建设，我们决定合作运
营这个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在实现既定经济效益的
同时节省电费。”

据估算，该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与燃煤电厂相
比，平均每年可节省标煤消耗约278.996吨，平均每年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695.397吨、二氧化硫排放量约
20.925吨、氮氧化物排放量约10.462吨，每年还可减少
大量的灰渣及烟尘排放，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不产生大
气、水、固体废弃物等方面的污染物和噪声污染。值得
一提的是，该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模式，可为
国家倡导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目标”作出贡献。

据灵境新能源总经理黄子文介绍，该项目是以双
博士科研团队为核心打造的高品质光伏电站，“珠海光
资源充足，高科技企业较多，2022年下半年，我们公司
将考虑继续投资上亿元，在珠海金湾三灶、斗门富山、
高新区等区域的工业园区以及周边城市持续开发智慧
能源项目，争取打造更多‘零碳园区’，助推我国加快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本报讯 记者何进 实习生甘园园 通
讯员陈瑰琦报道：6月6日上午，珠海市公
安局在翠香派出所举行全国第二批“枫桥
式公安派出所”授牌仪式，这是珠海首个获
此殊荣的基层派出所。市委副书记、市长
黄志豪出席仪式并授牌。

仪式上，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谢仁思
宣读了《公安部关于命名第二批“枫桥式公
安派出所”的决定》。“枫桥经验”始于基层，
源自公安，是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
作为珠海市首个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
所”，翠香派出所以民警为纽带，凝结各方

力量，倾力社区综合治理，在持续深化共建
共治共享格局中，走出了一条以打造“熟人
社会、幸福社区”为目标、具有鲜明特色的

“枫桥”之路。连续6年来，翠香派出所辖区
违法犯罪警情持续递减，89个小区实现“零
发案”，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

队伍先后4次荣立集体三等功，3次获集体
嘉奖，被评为全省公安机关先进基层党支
部示范点、全省优秀公安基层单位，20余名
民警获国家、省、市荣誉。

市领导吴轼、李伟辉参加授牌仪式。
▶▶相关报道见06版

黄志豪为我市首个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授牌

我市开展今年首次增殖放流活动

1960万尾鱼虾苗回归大海

工作人员将鱼虾苗倒入放苗盘。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消息，已进驻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乘组，6月6日11时9分成功开启天舟四号货物舱舱门，
在完成环境检测等准备工作后，于12时19分顺利进入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接下来，航天员乘组还将进入天舟
三号货运飞船。

后续，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
作。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顺利进入天舟四号

康定电子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开工
有力推动高新区清洁能源建设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6日，2022年第二次金砖国
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视频形式举行。会议就今年
金砖国家财金合作成果达成共识，并核准通过了《金砖
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联合声明》。

此次会议由财政部部长刘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共同主持。会议就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协调、新开
发银行、基础设施投资、金砖财金智库网络等议题进行
了讨论。

据介绍，会议核准通过的联合声明就金砖国家加强
财金合作发出共同声音。联合声明对全球经济出现扰
乱状况和金融“碎片化”等风险表示关切，强调全球金融
体系应服务所有国家的利益；欢迎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举措，以实现更加强劲、绿
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此外，会议推动新开发银行进一步发挥平台作
用，维护金砖国家团结、促进金砖国家财金合作。会
议还通过了《金砖国家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推动可持续发展技术报告》，深化金砖国家在基础设
施投资和 PPP领域的经验交流和知识分享；宣布成
立金砖财金智库网络，推动加强金砖国家财金智库
研究合作。

刘昆表示，当前疫情持续延宕，世界经济复苏疲
软，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全球发展面临阻碍。金砖国
家应加强团结合作，深化沟通协调，共同守护人类生
命健康，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共同维护国际经济
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
规则。

金砖国家进一步
深化财金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