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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开展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全
面掌握我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情
况，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
合防范能力，经国务院同意，定于

2020年至2022年开展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通知》指出，普查对象包括与
自然灾害相关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
素，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重点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部分居民等。

国办印发通知

开展首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电
（记者孙少龙）民政部日前发布消
息，为做好人民群众来访接待工
作，根据党中央防控工作决策部署
和北京市有关防控安排，自 2020
年6月8日起，民政部恢复群众来

访接待，接待地点和时间不变。
当前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如非必须，民政部建议通
过邮寄、民政部网上信访平台和电
话 3 种途径反映个人有关民政业
务的诉求或意见建议。

自6月8日起

民政部恢复群众来访接待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国
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关志鸥为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任命
陆国强为国家档案局局长。

免去陈肇雄的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职务；免去库热西·买合苏提

的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自然资
源副总督察职务；丁仲礼不再兼任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免去张建
龙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
管理局）局长职务；免去张恩玺的国
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职务；免
去李明华的国家档案局局长职务。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据新华社西安 6 月 8 日电
（李国利 徐新芳）西安卫星测控
中心日前完成29颗已入网工作的
北斗三号卫星星间链路测试工作，
确保全球组网如期完成。

“通过测试，北斗三号星间链
路系统的稳定性得到进一步验

证，各项指标符合全球组网需
求。”中心长期管理部高级工程师
袁勇说。

今年是北斗全球系统建设的
收官之年，目前，最后一颗全球组
网卫星已经运抵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计划6月择机发射。

北斗三号系统
星间链路测试工作成功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记者
王秉阳）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8 日公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的实施意见》，提到推动重点
人群“应检尽检”，其他人群“愿检尽
检”，疾控机构定期对普通人群进行抽
样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提升检测
能力，尽力扩大检测范围。加强核酸
检测工作，既有利于巩固防控成果，维
护群众健康，又有助于人员合理流动，

推动全面复工复产复学，是“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重要措施。还强调要
将扩大核酸检测范围作为常态化防控
落实“四早”措施的首要举措，通过检
测做到及早发现、精准防控，为加快推
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创造条件。

《实施意见》明确了实施重点人群
“应检尽检”和其他人群“愿检尽检”。
重点人群包括密切接触者、境外入境
人员、发热门诊患者、新住院患者及陪
护人员、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口岸检疫

和边防检查人员、监所工作人员、社会
福利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提出各地可
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和动态调整优先检
测人群。

《实施意见》还提出各地要加强公
众监测预警，定期进行人群抽样检测，
掌握当地疫情发展变化，为动态调整
常态化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文件特别强调，各地要加强三级
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县（区)级及以
上疾控机构、海关及有条件的县医院

实验室建设，使其具备开展新冠病毒
检测能力。

《实施意见》提出对医疗资源相对
缺乏、检测能力相对薄弱、疫情防控压
力较大的陆路边境口岸城市，要对疾
控机构、海关和 1 家综合实力较强的
医疗机构予以重点支持，必要时可采
用移动方舱实验室。同步加强其他二
级以上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实
验室建设，使其逐步达到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条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密切接触者8类重点人群“应检尽检”

各地学校及幼儿园陆续复课开园

在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海域，旅游区工作人员即将下潜到海洋牧场进
行作业。海南省三亚蜈支洲岛海域海洋牧场是海南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
示范区，也是中国第一个位于热带地区的海洋牧场。 新华社发

中国首个热带海洋牧场雏形初现

6月7日，在乐亭县新寨镇芍榆坨村一处鲜桃收购点，农民整理准备
销售的鲜桃。近年来，河北省乐亭县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过程中，引导农
民发展以温室大棚栽培为主的设施鲜桃生产，将其打造成具有市场竞争
力的区域性特色主导产业，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目前该县设施鲜桃种
植年产量6万余吨。 新华社记者 牟 宇 摄

河北乐亭：鲜桃映红丰收季

图①：6月8日，长春市新城大街小学
三年级学生在升旗仪式上。当日，长春市
小学三、四年级学生返校开学。

图②：6月8日，吉林毓文中学高三年
级学生进入校园。当日，吉林市城区7000
余名高三年级学生返校复课，备战高考。

图③：6月8日，在武汉大学，返校学生
步入校园。当日起，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多所武
汉高校迎来首批返校毕业生。

图④：6月8日，在西安市未央区明园
幼儿园，久未见面的两个小朋友在教室聊
天。当日起，西安市具备开园条件的幼儿
园按照尊重家长意愿、实行自愿返园的原
则陆续开园。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电
（记者胡璐）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
制以来，各地设立乡、村级河长湖
长和巡河员、护河员超过 120 万
名，成为守卫河湖的重要力量。

这是记者 8 日从水利部了解
到的。水利部河湖管理司有关负
责人说，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是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
中国的重要战略举措。全面推行
河长制湖长制以来，各地设立乡、

村级河长湖长和巡河员、护河员超
过 120 万名，涌现出一大批“巾帼
河长”“企业家河长”“河小青”“河
小禹”等民间河长湖长和河湖管理
保护志愿者，在推动河长制湖长制
从“有名”向“有实”转变、强化河湖
管理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位负责人说，由水利部、全
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三部门联合开
展的“寻找最美河湖卫士”活动于
近日启动。

各地已设立乡、村级河长湖长
和巡河员、护河员超120万名

据新华社武汉6月8日电（记者
王自宸）记者7日从武汉市交通运输
局获悉，由武汉往返比利时列日机场
的全货运定期航线日前开通，这是 4
月8日武汉天河机场复航以来恢复开
通的首条洲际定期货运航线。

武汉恢复首条
洲际定期货运航线

据新华社哈尔滨 6月 8日电
（记者杨思琪） 记者从黑龙江省牡
丹江市政府新闻办公室8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6 月 1 日至 7
日，牡丹江市开展市区居民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大排查，共计 658772 人
完成核酸检测，筛查出19名无症状
感染者，其中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
的70岁，阳性检出率0.288/万。

为提高检测效率，在牡丹江市

原有各类核酸检测机构23家、日检
测能力 1.18 万人份的基础上，黑龙
江省卫健委协调省内检测机构，使
日检测能力迅速提升到 21.18 万人
份。2330名医护人员成立23支采样
队，1.5万余名机关干部和社区工作
人员深入采样现场，组织市民分期
分批采样检测。当地还组建应急小
分队，边检测、边流调、边管控，发现
一起、流调一起、隔离一起。

同时，牡丹江市对环境进行了
重点抽检，即对市区生活饮用水和
环境物体表面新冠病毒进行监测，
商超、公交、理发店等38个聚集场所
100份环境取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牡丹江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说，
下一步将充分运用这次市区全民大
排查成果，根据防控形势，适时科学
推进所属县（市）重点行业、重点人
群核酸检测工作。

牡丹江市核酸检测大排查
发现19名无症状感染者

●记者8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检访通”信访服务系统于当
日在12309中国检察网网站、手
机APP、微信公众号上线。

●记者8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
解到，为支持湖北省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更好解决民营企业
融资难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
工商银行设立湖北省民营企业专
项支持计划，加大对湖北省民营
企业信贷支持力度。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通知，要
求加强公海鱿鱼资源养护，自
2020年7月起，将在我国远洋
鱿钓渔业集中作业的两个渔场试
行自主休渔措施。

●记者8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了解到，2019年我国在“三
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开展了
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和职业
资格考试“单独划线”工作，初步
实现了深度贫困地区高层次人才
总量的稳步提升。

●记者8日从江西省纪委监委获
悉，宜春市委原书记颜赣辉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
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8日表示，符合资格的香港永
久性居民21日起可登记申请领
取1万港元。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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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沈阳6月8日电（记
者王莹 包昱涵） 历经40余天，由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主持
研制的“海斗一号”全海深自主遥控
潜水器，于6月8日搭乘“探索一号”
科考船载誉归来。

“海斗一号”此次在马里亚纳海
沟成功完成了首次万米海试与试验
性应用任务，最大下潜深度 10907
米，刷新我国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
纪录，同时填补了我国万米作业型
无人潜水器的空白。

本航次中，“海斗一号”在马里
亚纳海沟实现了4次万米下潜，在高
精度深度探测、机械手作业、声学探
测与定位、高清视频传输等方面创
造了我国潜水器领域多项第一。

作为集探测与作业于一体的万
米深潜装备，“海斗一号”在国内首
次利用全海深高精度声学定位技术
和机载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方法，完
成了对“挑战者深渊”最深区域的巡
航探测与高精度深度测量，获取了
一系列数据资料。

同时，借助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全海深机械手，“海斗一号”多次开
展了沉积物取样、标志物布放、水样采
集等万米深渊坐底作业，并利用高清
摄像系统获取了不同作业点的影像资
料，为深入研究探索深渊地质环境特
点和生物演化机制提供了宝贵素材。

“海斗一号”是科技部“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
装备”重点专项立项支持项目，由沈
阳自动化所联合国内十余家优势单
位共同研制。

“海斗一号”成功完成万米海试

据新华社武汉6月8日电 武
汉市卫健委8日晚在官网发布消息
称，武汉市对5月14日—6月1日集中
核酸检测排查发现的300名无症状感
染者，提取其痰液和咽拭子样本，经中
科院武汉病毒所病毒分离培养，300

人份样本均未培养出“活病毒”。
专家认为，无症状感染者痰液

及咽拭子样本中未培养出病毒，表
明样本中的病毒含量极低，或者不
存在具有致病性的“活病毒”。同时
对300名无症状感染者使用过的牙

刷、口杯、口罩、毛巾等个人用品采
集擦拭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300
名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1174
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说明武
汉目前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没有传
染性。

武汉：300名无症状感染者
病毒培养结果全为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