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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
绍防汛救灾工作情况。会上，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
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
部副部长周学文介绍，今年汛
期以来，全国487条河流发生
超警戒以上洪水，有40条河流
超保，13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
录以来最大洪水，主要集中在

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珠江
发生2次流域性较大洪水，北
江发生特大洪水。

周学文说，当前，全国防
汛工作即将进入“七上八下”
关键期，预计7月至8月，我国
北方地区和华南、西南等地
降雨偏多，洪涝灾害偏重；新
疆、华北、华中等地可能出现
阶段性气象干旱；预计登录

台风以西北行为主，同时北
上登陆可能性大。南方地区
前期汛期较重，水毁工程多，
后期仍有较强降水和台风影
响；北方地区防灾基础薄弱，
多数未经受大洪水考验，必
须高度警惕。防汛工作面临
南北双重压力，防汛形势不
容乐观。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吴阳 北京报道

国家防总：全国防汛将进入“七上八下”关键期

昨天，成都市政府网站发布了《成都市人民
政府成都警备区关于进一步鼓励大学生参军入
伍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自2022年8
月6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2022
年、2023年入伍的大学生优待办法按照本意见施
行，2022年以前入伍的按照对应年度意见施行。

《意见》明确了几个方面的鼓励政策。

发放一次性入伍奖励金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大学生（指具有普
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学籍信息的学生，含当年普通
高等学校录取的全日制新生，高校新生学历以政
治考核时认定为准，下同），按照本科生（含新生、
在校生、毕业生）不低于2.5万元、大专生（含新
生、在校生、毕业生）不低于1.5万元的标准给予
一次性奖励金，毕业生在此基础上增发2.5万元。

技工院校全日制预备技师（技师）班、高级工
班毕业生取得国家认可的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
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分别比照本科、
大专学历落实有关入伍待遇，享受大学生一次性
入伍奖励优待政策。

征兵期间返乡返校有补助

在征兵期间（以市征兵办确定时间为准），由
成都市各级兵役机关确定为预征对象并符合以
下条件之一的应征大学生，由兵役机关参照军队
义务兵差旅费标准（火车硬座、高铁二等座、轮船
四等舱）给予路费补助，并给予每人每天300元的
生活补贴：

1.户籍在成都、外省籍取得成都当地居住证
3年以上，从外地（就读地、实习地、务工地）回蓉
应征的大学生；2.入学前户籍在成都，从外地（就
读地、实习地、务工地）回蓉应征的大学在校生和
应届毕业生；3.在成都普通高等学校就读，从外
地（入学前户籍地、实习地、务工地）回蓉返校应
征的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凡从成都市应征入伍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
生（含在校生），在部队服役期满且表现良好，退役
（含复学毕业）后落实就业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
同的，按照成都市现行户籍迁入政策办理落户手
续，并享受当地大学生入伍的其他优待安置政策。

拓宽退役后安置渠道

加大公务员定向考录力度。退役大学毕业生
士兵（包括退役后复学完成学业的大学生士兵和
退役的直接招收军士，下同）服役5年及以上的，
退役后可报考面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考录
的职位，与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共享公务员和人民
警察定向考录计划。组织开展选调生考录工作
时，参军入伍经历可作为报考条件之一，优先考
虑有参军入伍经历的优秀大学生，年龄可相应放
宽2岁。

加大企事业单位招录聘用力度。符合招聘条
件的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在报考我市事业单位
时，在公共科目笔试与专业知识笔试按比例折合
后、面试成绩折合前的笔试总成绩加4分，被团级
（含）以上机关评为“四有”优秀个人（士兵、学
员）、荣立三等功或四等战功奖励的另加2分，荣
立二等功或三等战功及以上奖励的另加4分，累
计不超过8分。

给予征兵工作经费保障

为保障高校正常开展征兵工作，对高校人民
武装部（征兵工作负责部门）征兵工作经费（含兵
役登记）按照2万元/年的标准给予经费保障。

根据所征兵员（从高校报名应征入伍的大学
生），按在校生不低于1000元/人、应届毕业生（含
当年内取得毕业证书的毕业班学生）不低于3000
元/人的标准给予高校征兵补助；技工院校动员
符合条件的成都籍高级技能人才［需为技工院校
全日制预备技师（技师）班、高级工班毕业生，同
时取得国家认可的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
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从成都市应征入伍的，参
照征集大学毕业生的标准给予技工院校补助；补
助主要用于保障征兵工作的相关开支，落实征兵
工作人员表彰奖励。 据成都市政府网站

大学生参军入伍
成都有这些奖励政策

盛夏7月，天府大地处处热情似火。与
天气一样火热的还有成都市民的科普热
情。昨日，2022年四川省暨成都市科技活动
周启动仪式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举
行。即日起，围绕“走进科技 你我同行”主
题，2022年成都市科技活动周采取“线上+
线下”方式，将开展144项重点及品牌活动，
让市民在盛夏7月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领略科技魅力 诸多“黑科技”亮相

启动仪式主会场除了主题展览和互动
体验，诸多“黑科技”也纷纷亮相。

新一代“人造太阳”（HL-2M）装置由
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自主设计
建造，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参数最高的先
进托卡马克装置。该装置模型也现身现场。

据悉，现场装置模型比例约1:4，由主
机模型、辅助系统模型及触摸控制屏组
成，全方位展示HL-2M装置及辅助系统，
通过120°剖切面主机显示内部结构及
LED异形屏对放电期间真空室内部等离
子运动进行动画仿真，演示核聚变过程。

除了新一代“人造太阳”（HL-2M）装
置模型，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
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其长
团队的科研成果——植物工厂水稻育种
加速器也来到现场。

国家成都农科中心都市所工作人员

李宗耕告诉记者，传统水稻育种方法，生
产一季水稻大约需要120天及以上时间。
植物工厂水稻育种加速器通过运用水稻
动态LED光——营养耦合协同精准调控、
多层立体栽培等关键技术，实现植物工
厂水稻63天收获、单层亩产652公斤的重
大突破。

目前，杨其长院士团队已在天府新

区兴隆湖畔建有一个500多平米的中试
推广应用车间，除水稻以外，中试车间正
同步进行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作物的技
术突破。

开启科普之旅 上百场活动等你来

随着2022年成都市科技活动周正式

启幕，接下来的时间里，成都还将集中开
展一系列形式多样、生动有趣的科技活
动，等市民来“打卡”。

在科技活动周期间，成都生命奥秘
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成都市植物园、成
都市青年宫、成都市成华区拾野自然博
物馆5家科普基地将夜间开放，并带来33
场妙趣横生的科普活动。

“科技大篷车”全国巡展“开”进成
都，打造可以移动的“科普专列”。7月14
日-17日，“科技强国 强国有我”2022年
科技大篷车将亮相成都“科技活动周”，
与市民面对面互动交流。在“科技大篷
车”上，不仅有前沿的科学装置、有趣的
互动体验，还有科技工作者带来权威的
科学知识普及，共同开启一个丰富多彩
的科学世界。

绿道科普嘉年华，带来绿道新体验。
从7月8日到25日，在锦城湖绿道、龙泉山
城市森林公园绿道、南溪绿道等城市绿
道上，包括20场活动的绿道科普嘉年华，
将带你换一个角度看绿道，去听“虫鸣音
乐 会 ”、观 鸟 、认 识 身 边 的“ 植 物 朋
友”……

此外，本次科技活动周也将上“云”，
举行科普基地VR云游览、云上科普活
动、优秀科普作品展示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摄影记者 王勤

成都市科技活动周启动
5家科普基地夜间开放 绿道科普嘉年华给你新体验

@警察叔叔、环卫大爷、外卖小哥……

高温下坚守的

高温继续，成都连续5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前日，成都发布发表《每一份高温下平凡的坚守都值得歌颂》，呼吁全社会关注这

群特殊的平凡人——他们是在十字路口车流里挥汗如雨的交警，无惧“烤”验的“城市
美容师”环卫工人，悬挂于百米高空之上作业的电力工人，被汗水浸透防护服的医护
人员，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随即有市民提出爱心建议：炎炎夏日，能否为
这群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杯水或是一片纳凉休息之地？

收到留言后，成都发布携手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
会、成都市总工会共同发起“文明城市爱心驿站”夏日接力大型公益活动，为全市户
外工作者们提供休息、饮水、纳凉、用餐、应急等服务。昨日，“文明城市爱心驿站”夏
日接力正式开启，首批4000个站点开放。

“文明城市爱心驿站”来了 首批4000站点开放

快进来歇歇脚吧

你

这里有
清凉饮品、防暑药品

这里有
手机充电、热饭服务

这里有
户外公益送水

“扎根成都，深刻感受
到这是一个有爱、温暖的
城市。炎炎夏日，这些一线
工作者不惧酷暑，用汗水
守护着城市生活的正常运
转。我们愿意与成都共同
成长，共同为他们搭建一
片清凉的港湾。”中粮可口
可乐四川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他们将携纯悦品牌，安
排公益送水车每日为户外
工作者公益送水。今年夏
季，中粮可口可乐四川公
司将加入“文明城市爱心
驿站”，将超过10多万瓶饮
用水无偿送到这些城市守
护者手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彭祥萍

目前，成都市城管委
共发动社会爱心商家、企
业共建2800余个“成都市
环卫工人爱心驿站”，为
包括环卫工人在内的全
市户外工作者们提供临
时休息、避暑等服务，包
括清凉饮品和高温防暑
药品。

全市各级工会以防
暑降温督查检查活动为
重要内容，通过全市700
余个工会户外劳动者服
务“职工驿站”对快递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

“送清凉”慰问，发放工会
清凉电子券。

成都这座有爱的城市，
爱心还在接力。

成都银行第一时间加
入了这场爱心接力，在成
都银行网点设置“爱心驿
站”，配备饮水机、雨伞架、
应急医药箱、手机充电器
等物品，部分驿站还备有
书籍。驿站还为户外劳动
者提供暖心的热茶和微波
炉热饭菜服务。

万科成都方面表示，
旗下城中购房中心、国宾
蜀园和猛追湾街区等都将
拿出专门的区域作为“文
明城市爱心驿站”。

贝壳找房成都站携手
上千家合作门店，加入这
场爱心接力，每个门店都
是便民服务站。

……

扫描二维码查看
文明城市爱心驿站点位

新一代“人造太阳”（HL-2M）模型

安倍遇刺
疑云重重

■枪手供述为何表达混乱
■特勤安保为何反应迟钝
■日本未来政局走向何方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街头演讲时遭枪击后，
由医用直升机转运至奈良县一家医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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