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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 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24~33℃ 南风1~3级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近日，多国政党政要继续通
过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致
函等方式，批评美国国会众
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
区，反对美方支持纵容“台
独”
势力，
重申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原则，支持中国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
久加诺夫表示，佩洛西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是完全不可接
受的行为，美政客应停止对
华敌对行径，深刻领会中国
谚语“玩火者必自焚”
内涵。
埃塞俄比亚繁荣党副主
席、总书记阿登表示，
佩洛西
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显然违背

了一个中国原则。埃塞方尊
重中国政府在台湾岛周围进
行军事演训，这是中国内部
事务。
巴西劳工党全国执委菲
略表示，佩洛西不顾中方强
烈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
区，向“台独”分子释放严重
错误信号。 紧转02版

精心统筹做好丰收节主场活动筹备工作
努力办成一届有创意有内涵有特色有温度的农民盛会

施小琳王凤朝实地调研并专题研究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成都
主场活动筹备工作 谢瑞武参加
本 报 讯（成 都 日 报 锦 观 新 闻 记
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交易活动、打造
者 张家华 常斐）8月5日，省委常委、 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论坛、都
市委书记、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
市现代农业展馆、中国乡村美食品鉴
川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施小琳，市
推广活动、
宣传策划等有关方案汇报。
委副书记、市长、2022年中国农民丰
施小琳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农民
收节成都执委会主任王凤朝前往新
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
津区，实地调研并专题研究2022年中
农民设立的法定节日，习近平总书记
国农民丰收节成都主场活动筹备工
连续4年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
作。施小琳强调，办好农民丰收节主 “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
场活动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贺和慰问，党中央对“三农”工作高度
府交办成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
重视，对广大农民深切关怀。国家今
推动乡村振兴、助力经济发展的重大
年首次将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
机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活动落在西部、放在四川、设在成都，
关于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
农业农村部和省委领导高度重视筹
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
备工作、亲自谋划研究部署，提出一
政 府 相 关 部 署 要 求 ，进 一 步 提 高 站
系 列 具 体 工 作 要 求 。要 围 绕 庆 祝 丰
位、深化认识，坚持务实、简约、喜庆、 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更加
共享原则，精心统筹做好各项筹备工
深入理解把握办节的重大意义和核
作，努力办成一届有创意、有内涵、有
心 要 求 ，严 谨 细 致 做 好 各 项 筹 备 工
特色、有温度的农民盛会。
作，确保活动顺利举办、圆满成功。
市委副书记、2022年中国农民丰
施 小 琳 强 调 ，要 明 确“ 任 务 书 ”
收节成都执委会常务副主任谢瑞武 “时间表”，高质量做好倒计时阶段各
参加。
项筹备工作。要坚持统筹兼顾，主动
专题会听取了丰收节主场活动整
加强与相关国家部委、省级部门的沟
体安排和筹备进展情况，以及全国农
通衔接，进一步细化重点活动、环境

营造、配套服务等工作任务，确保及
时推进、精彩呈现。要注重突出内涵、
创新呈现方式，充分展现天府农耕文
化深厚底蕴、成都“三农”工作的发展
历程、
“天府粮仓”成都片区的巨大变
化等，讲好成都“丰收故事”。要以举
办本届丰收节为契机，深化都市现代
农业、现代会展业等重点产业交流合
作，吸引集聚一批优质农业经营主体
和人才，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展现新
时代农民风采，提升全市“三农”工作
水平，打造“永不落幕的农博园”。要
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扎实做好
安全维稳、疫情防控、后勤保障等工
作。要创新宣传方式，充分利用电视、
网络等各种载体开展全方位、多层次
宣传，营造“庆丰收、迎盛会”的良好
氛围。
王凤朝指出，距离本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开幕仅剩1个多月，时间紧、任
务重，必须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整体
推进。一是展示要有创新性。聚焦农
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把展示
展览活动搬到田间地头，推动节庆活
动与农商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呈现

沃野良田“好丰景”。二是成果要有科
技感。充分展示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
农村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高品质
打造以大田农业、智慧农业和垂直农
业为核心的田园景观，全景展示科技
赋能都市现代农业、助力“天府粮仓”
建设的美好实景。三是风格上要质朴
自然、乡土气息浓郁。准确把握“务
实、简约、喜庆、共享”原则，切实让活
动更加贴切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
村特色。四是成果要可持续。着力促
进乡村公共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提档
升级，运用好丰收节相关基础设施及
配套，举办更多农业农村重要展会及
论坛活动，努力打造农业科技企业聚
集地、交流地、转化地，充分展现新时
代“三农”
风采。
会前，施小琳、王凤朝等市领导
前往天府农博岛，实地踏勘主展馆、
农博酒店、星河农业广场、融媒体中
心等场地及设施，详细了解丰收节活
动和布展筹备工作情况。
市领导陈彦夫、杜海波、刘旭光，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同志，市直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解决耕地监管“顽疾”

成都智算中心再出重大成果
连日来，成都各区
（市）县贯彻落实省委、
市
委工作会议精神，
一手抓
疫情防控，
一手抓经济发
展，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抓高质量项目、
高质量
抓项目，
努力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全力以赴强产
业、提质效，推动重点项
目建设取得新突破。
近日，成都智算中
心取得重大成果、独角
兽岛园区建设有最新进
展、天府新津数智湾正
式开园。
成都智算中心首批
12家签约算力服务孵化
联合解决方案的企业之
一的大地量子，基于昇
腾 AI 打 造 的 耕 地 保 护
与粮食安全监管服务平
台已正式投入使用，该
平台可对大规模土地进
行动态化监测，快速精
准识别实际种植作物。
我国耕地资源分布
广、面积大，耕地利用情
况复杂、作物种类繁多。
传统人工调查手段难以
充分满足全域覆盖、动
态监测、及时查处的常
态化监测需求，导致发
现问题慢，调查周期长。
针对这些耕地监管
“顽疾”
，
耕地保护与粮食
安全监管服务平台提供
了较为完备的解决方案。
平台的“智慧大脑”
拥有小麦、水稻、大豆等
主要大田作物和棉花、
油菜、花生、柑橘等20余
种经济作物的自动识别
能力。数据更新频率高
达每月一次，最高识别
精度高达0.01亩，并支
持对过去5年的历史数
据追溯排查。适用于大
规模作物类型识别及种
植面积核查，服务能力
达省级以上，以甘肃省
（面积约42万平方公里）
为例，完成一次全省玉
米、马铃薯、小米、水稻
识别，时间仅需数小时。

成都智算中心

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监管
服务平台
监测识别作物
平台可对每个地块的实际种植作物进
行识别，
动态标记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
田中非粮食作物种植行为，
强化高标准农田
用途监测，
确保高标准农田高质高效建设。

排查闲置耕地
对长期闲置、撂荒的耕地进行排查识
别，助力主管部门建台账、跟踪迹，整治一
块、销号一块、耕种一块，
让撂荒地“底子清、
情况明、数据准”。

农业种植监管案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顺利封顶
独角兽岛园区正加速呈现
近日，由成都天投集团开发建
设的独角兽岛园区三批次一标段工
程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这标志着全
球首个以独角兽企业孵化和培育为
主的产业载体项目正加速呈现。
独角兽岛园区三批次一标段工
程位于兴隆湖东侧、梓州大道南段，
总建筑面积7.74万平方米，主要布局
企业办公业态。
项目由国际顶级设计机构扎

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总揽项目
设计，秉持海绵城市、绿色低碳理
念，深度应用数字技术、虚拟现实等
手段，
为项目高质量实施奠定基础。
按照“方案先行”的原则，天投
集团提前编制了项目总体规划、施
工建设、能源系统、光彩照明等20余
个方案，确定“启动区先行、分批次
建设”的总体实施路径，为项目建设
提供根本遵循。

打造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践区
天府新津数智湾开园
近日，天府新津数智湾正式开
已集聚世界500强企业15家、规上工
园。记者了解到，该园区处于天府智
业企业16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8
能制造产业园核心区域，
重点发展轨
家、专精特新企业29家、新经济种子
道交通、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及储
企业13家、新经济准独角兽企业2
能等高新技术产业。
随着天府新津数
家，
以及产业创新平台79个。
智湾的正式开园，
各家入驻企业也将
日前，成都市委工作会议提出，
为新津的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要统筹好功能完善和布局优化的关
天府新津数智湾位于天府智能
系，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功
制造产业园核心区域，是新津“先进
能结构，加快推动“三个做优做强”，
智造”核心功能重要的承载地之一， 整体提升城市功能。
“ 三个做优做
规划面积23平方公里，一期7平方公
强”重点片区，布局了天府牧山数智
里，将打造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
微城、杨柳河产教融合带、天府新津
践区。
数智湾，形成数实融合、产城一体的
据介绍，目前，天府新津数智湾 “一城一带一湾”
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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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战区持续位台岛周边展开实战化联合演训

飞行员俯瞰祖国宝岛
海岸线和中央山脉
■ 10余艘驱护舰艇在台岛周边海域展开联合封控，连续
组织昼夜间模拟对陆打击、综合攻防、联合反潜等实战化演练，
提升舰艇核心作战能力
■ 多波次出动歼击机、轰炸机、预警机、电子侦察机等多
型战机赴台岛周边实施侦察预警、制空作战、支援掩护、空中打
击等实战化演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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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调整城镇职工（生育）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人员的待遇享受等待期

统一调整为
连续不间断缴费满6个月
8月5日，记者从成都市医
本医疗保险待遇终止3个月
疗保障局官网获悉，
成都发布 （含）以内接续参加成都市城
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衔接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
可按
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调整了
成都市灵活就业人员统账结
待遇享受等待期，
将成都市城
合方式的参保缴费标准，
一次
镇职工（生育）基本医疗保险
性补缴中断期间费用；
补缴后
参保人员的待遇享受等待期
按规定继续参保缴费的，
无待
统一调整为连续不间断缴费
遇享受等待期，
并按规定享受
满6个月。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同时，
通知规范了各类情
对于外地职工中断后转
形下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接
入成都参加职工医保的情形，
续。
根据通知，
办理关系转移接续
对于外地职工中断后转
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员，
其转出
入成都参加居民医保的情形， 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
通知明确，
跨统筹地区将基本
费记录和成都市城镇职工基
医疗保险参保关系转入成都
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记录合
市，并在转入前已连续2年（含
并计算，
参保缴费中断不超过
2年）以上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3个月且补缴中断期间费用
（含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
后，
缴费记录连续不间断缴费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医
满6个月的，无待遇享受等待
保参保人员，中断缴费3个月
期，
按规定享受成都市城镇职
（含）以内接续参加成都市当
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对于本地职工中断参保
的，完成参保缴费后，享受当
的情形，通知提出，成都市城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待遇，
待遇享受开始时间为其
员，中断缴费3个月（含）以内
转入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的，可在第4个月（含）前按规
险待遇终止次月起。
定进行补缴，
补缴后视同连续
对于外地居民中断后转
缴费，
中断期间的成都市城镇
入成都参加职工医保的情形，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可按
通知明确，
跨统筹地区将基本
规定享受。
医疗保险参保关系转入成都
值得注意的是，
通知仅适
市，并在转入前已连续2年（含
用于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衔接。
2年）以上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待遇
（含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 （初次参保或中断4个月以后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医
参保）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保参保人员，
在其城乡居民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川航已恢复多条国际航线
东京=成都航线即将复航
8月5日，记者从四川航空
获悉，
川航现已恢复多条国际
航线，并发布了最新8月国际/
地区航班计划。
据悉，曼谷=成都、开罗=
成都、温哥华=成都、赫尔辛

基=成都航线正在执飞中。迪
拜-成都、圣彼得堡-成都等
航线产品正在预约中。此外，
东京=成都航线即将复航，8
月20日起，
每周六一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明日立秋
炎热逼人 暑气一时难消
“烦暑郁未退，凉飙潜已
起 ”，北 京 时 间 8 月 7 日 20 时
29分将迎来立秋节气。此时
虽已立秋，但“秋老虎”依然
发 威 ，炎 热 逼 人 ，暑 气 一 时
难消。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
由国庆介绍，公历每年8月7日
至9日，当太阳到达黄经135度
时，为立秋之始，它是二十四
节气中第十三个节气，
也是秋
季第一个节气，
标志孟秋时节
正式开始。
立秋意味着降水、湿度等

将会迎来一年中的转折点，
但
不代表酷热天气就此结束。
“此时虽立秋，但我国多数地
区还处在暑热阶段，尚未出
暑，需等到秋季第二个节气
——处暑时才算差不多完全
出暑。气象资料表明，往往要
到9月中下旬天气才能真正凉
爽起来。
”由国庆说。
立秋作为我国重要的岁
时节气，民间有应时序、送暑
气、迎秋气的民俗活动，
如“贴
秋膘”
“咬秋”
“晒秋”
等习俗。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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