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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琳

“现在的自来水很清亮，好喝多了。”
日前，在广饶县大王镇杨庄村，村民王培英
看着水龙头中哗哗流出的自来水高兴地说。

水质持续变好，源于东营市对于农村供
水安全的高度重视。东营市大力实施饮用水
质提标工程，投资1 . 67亿元实施垦利区胜利
水厂、永镇水厂及市城投集团河口水厂等3
座水厂提升改造，以及广饶县大王镇37个村
供水设施改造、全市21公里供水管线建设工
程，从硬件上保障农村供水安全。同时，修
订印发《东营市农村公共供水管理办法》，
搭建“一个县区一张水网、一个公司管到

户”的管理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达100%，农村居民生活饮用水
106项水质指标稳定达标。

农村饮水安全关系民生，连着民心，关
系群众生活质量。但农村供水也存在供水
工程点多、面广、量大的现实困难。我省水
利系统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以自然村为单位，充分发挥镇（街）、供水企
业、水管员作用，逐村进行，在全省部署开
展农村供水工程问题大排查大整改。

“集中排查各村无集中供水设施、工
程无法正常运行、供水频次和时长不达标
等重点问题。”省水利厅农水处有关负责
人介绍，为确保排查质量，还安排了16个
省级暗访组，由厅级干部带队实地复核，
督促相关市尽快整改到位。截至目前，县
级自查实现全省93811个自然村全覆盖，
累计排查问题隐患4501项，完成整改4452
项、整改率99%；聚焦供水条件薄弱地

区，市级复核26781个自然村，发现并解
决问题隐患2074项。

今年盛夏，正值用水高峰，济南市莱芜
区供水运维管理平台智能化监控系统突然
接到报警。原来，通过实时流量比对，方下
街道李家义村村内管网供水数据异常升
高。区级平台工作人员立即联系方下街道
供水服务中心，同时，李家义村协管员也电
话告知部分村民家里会停水。工作人员迅
速赶往现场，锁定漏水点后，关闭阀门、开
挖抢修，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恢复供水。

24小时随时待命，真正做到“小维修
不过晌、大维修不过夜”、特殊问题有应
急预案。目前，我省省市县三级水利部门
全部设立了“116”水利服务热线，通过
电视、网络、短信、入村张贴倡议书、发
放明白卡等方式，将服务电话、监督电话
和服务平台等告知用水户，群众饮水问题
可以“掌上办”“码上提”。对于群众反

映的问题，明确规定受理1个工作日内核
查情况，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办理时
限，快速处置、限时解决。

为持续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
省水利厅加快实施农村供水提质工程，着
力推动实现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
质、同服务、同监管”。2021年重点实施
1600个村供水提质工程，已完成投资2 . 73
亿元、完成率49 . 5%；实施20个县农村饮
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已完成投资0 . 3亿
元、完成率43 . 6%。大力推进县级农村供
水工程一体化管理，目前已成立农村供水
公司223家，服务人口6220万，占服务总
人口的85 . 8%。

农水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年底前，全
省各类农村供水工程将全部纳入县级公司
管理，统一运行维护和技术服务，及时销
号群众饮水风险隐患，从根本上破解农村
供水工程管护“最后一公里”难题。

尊敬的各位同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同大家以视频方式相聚昆明，共同出席《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
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
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昆明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
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未来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要
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
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
的。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

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我们要加快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
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发展蒙上阴影，推进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更大挑战。面对恢复经济和保护环境的
双重任务，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帮助和支持。我们要加强团
结、共克时艰，让发展成果、良好生态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
人民，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行而不
辍，未来可期。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要携手同行，开
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第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我
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
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

第二，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我们
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效益。我们要加强绿色国际合作，

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我们要

心系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
造就业、消除贫困等多面共赢，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
系。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
则，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设立新的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
顾雄心和务实平衡，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

各位同事！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前段时间，云南大

象的北上及返回之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
果。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在此，我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
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
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
入国家公园体系。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
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种类。同时，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
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
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
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
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第一期装机
容量约1亿千瓦的项目已于近期有序开工。

各位同事！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
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
清洁美丽的世界！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2021年10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自来水很清亮，好喝多了”
——— 我省水利系统建管并重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安全

□记者 戴玉亮 报道
本报潍坊10月12日讯 由国务院台办经济局、农业农村部台办，

省台港澳办、省农业农村厅、潍坊市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的2021海峡两
岸农业论坛，今天在潍坊市成功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张江汀，
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出席并致辞。

张江汀表示，山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新
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农业总产值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
位，是首个农业总产值过万亿的省份，深化鲁台农业合作拥有广阔空
间、具备坚实基础、面临重大机遇和重大政策利好。山东将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和《告台湾同胞
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31条”“26
条”“11条”“农林22条措施”等惠台政策，深化鲁台合作，促进互
利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60多家台资企业、80多名台商以及众多专家学者，就深化两岸农
业交流合作进行了深入研讨，达成诸多共识。

2021海峡两岸

农业论坛成功举办

山东上调工伤保险

三项定期待遇标准
调整后的工伤保险定期待遇月底前发放到位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青岛10月12日讯 今天，由山东高

速集团统筹运营的中欧班列（齐鲁号）在青
岛上合多式联运中心（中铁联集青岛中心
站）同时开行去、回两趟班列。记者了解
到，本次发出的去程班列，是我省新增的中
欧“蓝村西-阿拉山口境”图定线路，共100
个标准箱，搭载了机械设备、生活用品等货
物，价值约350万美元，预计12天左右抵达
莫斯科。

据介绍，今年四季度，我省同时新增中
欧“满洲里（境）-济西”、中欧“蓝村西
-阿拉山口境”2条图定线路，将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运力紧张，进一步畅通我省国际物流
大通道。

同日，一列满载1100余吨乳清粉、脱脂
奶粉等乳制品的中欧班列（齐鲁号）抵达上
合示范区（右图）。该趟班列由白俄罗斯中
白工业园发出，经满洲里口岸入境，全程历
经20天。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依托中欧
班列（齐鲁号）的“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

中国上合示范区”双区联动运行模式正式
启动，这是中欧班列（齐鲁号）拓展回程

货源、优化运营模式的又一成果。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际海运、空运

通道受阻，大量货物转向中欧班列，导致
运力需求激增，但受客观条件影响，中欧
班列运力持续紧张。在中国铁路济南局集
团、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支持下，积
极协调增加我省中欧班列图定线路数量及
班列开行频次。与此同时，开行特色班
列、定制化班列，不断提高服务效率，丰
富业务模式。此外，充分发挥我省政策和
国际物流通道优势，吸引24家企业落户山
东，实现中欧班列引进和聚集产业作用。

今年1-9月，中欧班列（齐鲁号）累
计开行1335列，同比增长16%。截至目
前，共有50条运营线路，可直达“一带一
路”沿线22个国家52个城市。下一步，我
省将进一步优化中欧班列（齐鲁号）运营
模式，提升班列运营质量，加大回程货源
市场开发力度，拓展“班列+冷链”“班
列+跨境电商”“班列+金融”等新业
态、新模式，通过开展“班列+”业务带
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提升。

□记者 代玲玲 张春晓 通讯员 邹昊辰 范洪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我省印发《关于2021年调整一级至四级工伤

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的通
知》，明确自2021年1月1日起，对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
活护理费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进行调整。这是我省自2005
年起，连续17年调整工伤保险三项定期待遇标准。

本次待遇调整范围为：2020年12月31日前，领取伤残津贴的一级
至四级工伤职工、经批准领取生活护理费的工伤职工和领取供养亲属
抚恤金的工亡职工（含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退休后领取基本养老金期
间死亡人员）供养亲属。

调整标准为：提高伤残津贴标准，对符合条件的一级至四级工伤
职工，每人每月分别增加183元、173元、163元、153元，人均达到
3438元；提高生活护理费标准，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
能自理、生活部分不能自理工伤职工的护理费标准分别提高到平均每
人每月3121 . 09元、2496 . 87元、1872 . 65元；提高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
恤金标准，其中工亡职工配偶每人每月增加62元，其他供养亲属每人
每月增加47元，孤寡老人或者孤儿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再增
加15元，人均达到1440元。

据介绍，调整后的工伤保险定期待遇将确保10月底前发放到位。

1-9月中欧班列（齐鲁号）开行同比增长16%
目前有50条运营线路，可直达“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52个城市

（上接第一版）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
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习近平最后强调，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
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
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
的世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于10月12日
在昆明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俄罗斯总
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法国总统马克龙、哥
斯达黎加总统阿尔瓦拉多、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布亚新几
内亚总理马拉佩、英国王储查尔斯等以视频方式出席。

甘薯丰收

助农增收
□记 者 卢 鹏

通讯员 王福东 报道
近年来，荣成市埠柳镇建立“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
展甘薯规模化种植，实现甘薯种、
产、销一体化结合，同时搭建电子商
务平台，多种渠道促进增产增收。紫
藤苑农业公司为村集体和农户提供脱
毒地瓜苗、专业化机械、种植技术指
导，带动周边农村3000多亩土地进行
甘薯规模化种植。今年埠柳镇甘薯丰
收，预计收获1200万斤，为农民增收
2000万元。

左图为10月11日，埠柳镇紫藤苑
现代农业中心甘薯加工厂，工人们忙
着晾晒甘薯干。

□记者 赵国陆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2日讯 今天，首届山东省“十强”产业人才供需

对接会在济南举行。
来自省内知名高校、“十强”产业企业、省内科研院所代表、省

内骨干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代表参加此次人才供需对接会，省“十
强”产业协会代表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千余
家企业发布了3500余个职位，覆盖研发、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

三年来，我省“十强”产业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稳定在50%
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提高到44 . 5%，已经成为全省新动能的
主要载体和主导力量。

人力资源是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区域竞争的第一资源。随着
我省“十强”产业的快速发展，人才如何更精准匹配产业，以“人才
链”支撑“产业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与会专家表示，应
根据区域产业的人才需求，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节点为人才画像，
精准匹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首届山东省“十强”产业

人才供需对接会举行
千余家企业发布3500余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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