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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抓“六保”

崇左市的“五位一体”
庞革平 陆华勇

“7万多？”医院窗口有些嘈杂，农彩英听不
太清。

一手拿出院单，一手攥着东拼西凑的2万多
现金，农彩英涨红了脸，手有些哆嗦：“7万多
啊，这可付不起，这可付不起……”

农彩英家，是广西龙州县逐卜乡三叉村弄
松屯建档立卡贫困户。丈夫覃义患后交通动脉
瘤，住院48天，动了2场大手术。

“总医疗费 243600 元，您只需付 7100 元。”
工作人员提高了音量。农彩英终于听清了，眉
头一下子舒展开来。

龙州县隶属崇左市。市医保中心负责人黄
永华介绍，为让贫困人口“能看病、敢看病、
看得起病”，崇左建立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基
本医保二次报销、医疗救助、政府兜底“五位
一体”保障机制，最大限度防止群众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其中，“医疗救助”的对象，包
括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孤儿。

据悉，目前在崇左，贫困人口市域内住
院，“先诊疗、后付费”，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
达91.14%。

蒋丽英拿到了证书
本报记者 孙 超

“总算报上了！”湖南南县组织新一轮初
级育婴员培训，蒋丽英早早做准备，第一个
报了名。

36 岁的她，家住南洲镇。作为公认的“带
娃”能手，她做过月嫂，但收入一直不高。一
打听，才摸清门道：现在带娃，要讲科学，单
凭经验不成。工资高的月嫂，都要经过严格的
职业培训。

她的一个老乡，拿了育婴员中级执业证
书，今年过完年，有 4 家人请她带孩子，开的
月薪都在 8000元以上。蒋丽英憋足了劲要拿到
证书。

这次终于逮着机会，她学得格外认真：职
业道德礼仪、孕产妇膳食、婴幼儿护理、辅食
添加与制作、婴幼儿物品选择，都有讲究，和
土方法还真不一样。前阵子结业考试，蒋丽英
终于拿到了初级育婴员执业证书。“我要接着考
中级证，还有营养师证！”她立下了目标。

今年以来，南县通过多种技能培训，开发
就业岗位，帮助农村群众自主就业择业。像这
样的育婴员培训，已开办了4期。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7
月6日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2018年，我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宣
布中阿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倡议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得到阿拉伯国家热情响应。两年来，中阿双方加强战略协调
和行动对接，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深化。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风雨同舟、
守望相助，坚定相互支持，开展密切合作，这是中阿命运与共的生动写

照。当前形势下，中阿双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合作、共克时
艰、携手前行。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召开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协调，稳
步推进抗疫等各领域合作，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
造福中阿双方人民。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图卡
学园复信。习近平在信中愉快地回忆了2018年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出席布
图卡学园启用仪式的情形，肯定学园办学成绩，对学园近期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实现复课表示欣慰，指出中方将继续为学园发展提供必要支持和帮助。
此前，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图卡学园校方致信习近平主席，衷心感谢习主席

关心学园发展，高度评价中方为推进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所作积

极贡献，表示在中方帮助下该校克服疫情影响实现复课。
布图卡学园自2018年11月启用以来，招收学生约3000名，改善了当地办

学条件，获得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和民众一致好评。

习近平向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图卡学园复信

详细报道

《又见清水绕城郭》
见第四版

河长制，让河长治水长清
本报记者 潘旭涛

走在洋溪河畔，有的时候，吴石松会
猛地想起 13 年前的一幕：河里浮起一条

“黑龙”！
那一年，吴石松在江苏省无锡市滨湖

区胡埭镇做镇长。一个夏日的上午，10点
多钟，吴石松突然接到通知，市领导下午
要到胡埭镇查看河道。

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远
望洋溪河，吴石松发现，河面上浮现出一条长
两三公里的黑色带状物。

“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太紧张了，整个
人都懵掉了。”吴石松向记者回忆说。那个夏
天，突然紧张起来的还有大批无锡市民。

早上起床，市民们拧开水龙头，扑面而
来的是一股异味。一时间，超市的瓶装水被
抢购一空，整个城市陷入了不安。

消息很快出来了：太湖蓝藻暴发，沿
湖数十万市民饮水告急！蓝藻暴发的原因
是，污水流入太湖，湖水富营养化，导致
蓝藻疯长。

经过一周的紧急处理，清水重新流入
市民家中。紧张的气氛消散了，但呼声高
涨：别再惹怒太湖了！

焦躁不安没有折磨吴石松太久。河水
流动起来后，当天上午，“黑龙”消失
了。吴石松判断，“黑龙”与沿河化工厂
排出的污染物有关。

“黑龙”风波让吴石松铁定了治水的决
心。可是，水污染是几十年欠下的旧账，吴
石松能治好吗？他又该怎么治？

在思考的不止吴石松。太湖蓝藻事件
后，治水成了无锡上上下下都在讨论的话
题。一项新制度在讨论中酝酿成形。

当年 9 月，《无锡市河（湖、库、荡、氿）
断面水质控制目标及考核办法（试行）》出
台，明确将 79个河流断面水质的监测结果
纳入市县区主要负责人政绩考核。这些主
要负责人有了一个新的头衔──河长。

就这样，2008年，吴石松成了无锡首
批镇级河长。2014年，吴石松就任胡埭镇
党委书记，继续担任河长。12年时间，在
各级河长的共同努力下，镇上“化工围
河”的场景已不复见。

“水污染问题在河里，根子在岸上。”
吴石松说，胡埭镇曾是“小化工之乡”，
化工企业最多时达到近百家，今年，最后
一家即将关停搬迁。

“化工厂关了，镇里经济发展受影响
吧？”记者问。

“相反，我们发展得更好了。”吴石松
一仰头，一脸自豪。

关上一扇窗，胡埭镇又打开了一扇
门。胡埭镇是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所
在地，于是，当地就以此为切入口，谋划

产业转型。“我们的航空航天产业已初具
规模。国产大飞机 C919 身上，就有产自
胡埭镇的发动机叶片。”吴石松说。

摆脱了化工污染，洋溪河是怎样一番
景象？记者来到了洋溪河支流——小胡山
浜。迎面是一条木质长廊，蜿蜒向前，串
起一片片绿色；河水透亮，几只小虾拨弄
开水草，钻进了石头缝儿；在荷叶掩映
下，一群黑色小鱼悠闲地游向远处……

记者采访过程中，无锡人说的最多的
一句话是，“像回到了小时候。”河长治
水，让无锡留住了青山绿水，让无锡人记
住了乡愁。

数据印证了当地人的感受。2012 年，
无锡市主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2013年，无锡全市13条主要出入湖
河流监测断面已无劣五类。

有了成功的探索后，河长制开始走向
全国。

2016年1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
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2018年6月底，全国
31个省（区、市）全面建立起河长制，省、市、
县、乡四级河长达到30多万名，29个省份还
把河长体系延伸到了村一级，设立村级河长
76万名，加在一起就是“百万河长”。

当河长是责任，更是压力。《关于全
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全文 3000 多字，

“考核”和“问责”提了10多次。
吴石松就感受到了这份压力。今年3月，

一份来自无锡市河长办的通报，放到了吴石
松的案头。一翻通报，吴石松皱起了眉头。

通报点到了胡埭镇，指出陆区港水面
有白泡冒出。其实，这个问题吴石松早就
知道，而且已困扰他大半年。

国内很多城市的排水管网是“雨污分
流”的，无锡就是如此。雨水可以直排入
河，污水必须经过处理才能排放。陆区港
冒白泡的地方是雨水管入河处，按理说不
应该有污染。“起初我们以为是企业偷
排，检查了很多企业的管道，愣是没发现
问题。”吴石松说。

没别的办法了，吴石松决定，趁着枯水
期水位低，对镇上全部地下管网进行摸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问题终于找到了。原来，
在一处污水管和雨水管交叠处，污水管破
裂了，污水流出，渗透进了雨水管。

作为一名干了 12年的“老河长”，吴
石松有这样的感悟：“起初，治水的确是
靠一级抓一级的压力传导，到了后来，就
逐渐成了各级干部的自觉和习惯。”

在吴石松看来，推行河长制最重要的
意义是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深入人心。“潺潺清水从门前流过，带
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吴石松说。

无锡九里河无锡九里河。。 锡锡 水水摄摄

7 月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加纳总统
阿库福—阿多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
年。贺电中，习近平充分肯定双方的传统友
谊和务实合作，提出要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
契机，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
出积极贡献。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人民
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中非人民在民族解放
斗争中相互理解，彼此支援，并肩战斗，
形成了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1949 年新中
国成立后，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毅然援
助非洲修建了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坦赞铁
路。这是新中国送给非洲人民的厚礼，它
联结起非洲跨国家、跨种族的真挚友谊，

是中非人民命运与共的不朽丰碑。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与非洲
兄弟的鼎力支持分不开。

中非人民在发展道路上携手同行，休
戚与共。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前，14
亿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2 亿多非洲人民也奋力追求经济发展和民
族复兴。在奔向现代化的征途中，中非有
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诉求。中非贸易
额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还不足 50 亿美元，
到 2019 年已达约 2068.32 亿美元。数十年
来，中国帮助非洲建设了 1 万多公里公路、
6000 多公里铁路以及上百座机场、港口、

电站。中非双方互惠互利，共同进步。历
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中国发展的功勋章
里，有非洲国家的贡献；非洲脱贫致富的
故事中，也充满了中国帮助的鲜活案例。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面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挑战，面对生态灾
难、疾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威胁，中非
之间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浑然一
体。中非只有携起手来，共同打造责任共
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
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切
实把“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重大机遇与
非洲联盟 《2063 年议程》 和非洲各国发展
战略紧密对接，才能开拓合作新空间，发

掘合作新潜力，才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树立好中非合作的典范。

“ 响 必 应 之 与 同 声 ， 道 固 从 至 于 同
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非人
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国与加纳、中国
与 非 洲 国 家 之 间 弥 足 珍 贵 的 传 统 友 谊 ，
既需要双方倍加呵护、不断巩固，更需
要彼此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加强
战略协作，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 体 ， 为 21 世 纪 的 中 非 合 作 注 入 新 活
力，谱写新篇章。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教授）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 刘长军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 刘长军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安蓓） 记
者6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已下达2020年
卫生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共安排456.6亿元，
支持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据介绍，本次投资计划坚持立足疫情防控
急需，在项目安排上重点向疫情严重地区、急
需紧缺领域倾斜，全面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筑牢疫情防控救治第一道关口。投资计
划突出“一钱多用”，在满足防疫需求的同时，
着力补齐县城城镇化建设短板，推动大城市大
医院“瘦身健体”，全力支持贫困地区特别是

“三区三州”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项目建设，
保障脱贫攻坚任务如期收官。

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456.6亿元
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