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已于近日完成督察反馈。6 日，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介绍，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取得显著成效，查
处了一批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大典型案
件、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环境问题。

紧盯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

第一轮督察从 2015 年底开始试
点，到 2018 年完成第一轮督察并对 20
个省（区）开展“回头看”；第二轮督察
从2019年启动，到今年上半年，分六批
完成了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2个部门和6家中央企
业的督察。

“督察就是奔着问题去，奔着责任
去。”翟青说，督察始终保持严的基调，
紧紧盯住生态环境领域的突出矛盾和
重大问题。

截至目前，两轮督察受理转办的
群众生态环境信访举报 28.7 万件，已
完成整改28.5万件。第一轮督察和“回
头看”整改方案中明确的 3294 项整改
任务，总体完成率达到95%。第二轮前
三批整改方案明确的 1227 项整改任
务，半数已经完成；第四、五、六批督察
整改正在积极有序推进。

翟青介绍，公开典型案例是聚焦
突出问题、压实环保责任的重要举措。

到目前为止，两轮督察已公开262个典
型案例，充分发挥了警示震慑作用，推
动了问题整改。

他表示，在选择案例时有三方面
考虑：一是污染严重、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包括向江河湖海恶意排污、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等；二是
涉及生态破坏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
的问题，包括在保护区违规开发建设、
违规围海填海、违规围湖占湖等；三是
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
题。

督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翟青介绍，督察制度从无到有，不
断向纵深推进，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各级党委
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人民群众的生
态环保意识明显增强。

二是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得到有效落实，各级党委、
政府和各部门共抓“大环保”工作格局
基本形成。

三是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长江岸线保护、洞庭湖非法矮围
整治、祁连山生态修复、秦岭违建别墅
整治等问题整改取得明显成效。

四是通过督察，推动各地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实

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多
赢。比如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累计
腾退长江岸线457公里，既提升了当地
的生态环境质量，又为优质产业腾出
了发展空间。

从第二轮第三批督察开始，严控
“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和去产能“回头
看”的情况成为督察重点。督察既要查
处一批违法违规上马的项目，更要推
动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推动建立绿色
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通过督察，“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的势头得到有效遏
制，一批违法违规项目被依法查处，一
批传统产业得到优化升级，一批绿色
产业实现加快发展。

与此同时，督察还紧盯区域重大
战略实施中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落实
情况，有所侧重开展督察。目前，长江
经济带各地调整产业结构，加速岸线
整治和污染防治，2020 年长江干流首
次全线达到Ⅱ类水质，生物多样性显
著增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
生转折性变化。黄河流域9省（区）不断
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加大
保护力度，建设绿色生态长廊，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以整改推动问题解决

督察最终成效要体现在问题的
整改上。此前，一些地方存在督察整
改不彻底，久拖不决甚至敷衍整改、

虚假整改等问题。中办、国办今年印
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
办法》，强调督察整改是重要的政治
任务。

翟青介绍，目前，所有的督察整改
任务都实施清单化管理，采取多种调
度和盯办的方式进行督办。对一些重
点督察整改任务，相关工作人员定期
到现场盯办核查，形成盯办报告。如果
发现有整改不力的情况，视情采取通
报、督导、约谈、专项督察和移交问责
等多项措施，有效地传导压力，推动地
方真正把问题整改到位。此外，督察还
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发现的虚
假整改、敷衍整改等问题，及时曝光，
严肃处理。

对两轮督察受理的20多万件群众
信访举报如何解决？翟青介绍，督察工
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举报受理、转办、
核查、督办、回访工作机制。为跟踪了
解群众反映问题的解决情况，在督察
中会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电话回访和现
场回访，保障群众举报的生态环境问
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

此外，在督察进驻结束后，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和各督察局会
将一些重点问题列为盯办事项，拉条
挂账，紧盯不放，保持压力，直到问题
解决。

（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记者高
敬、黄垚）

压实生态环保责任 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成效综述

国 际 时 讯

6 2022—7—8 星期五

本版责编/胡秀华 金立平 编审/潘治平国内·国际

7月6日拍摄的良渚古城遗址老虎岭遗址公园（无人机照片）。
当日，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老虎岭遗址公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世界文化遗产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杭州余杭区。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位于古城西北方向。整个水利系统的影响范围约100平方公里，由谷口高坝、平

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等11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首次对外开放

在生猪产能总体合理充裕、猪肉消
费不旺的情况下，近期生猪价格出现过
快上涨。在国家发展改革委 6 日召开的
座谈会上，专家表示，目前生猪产能总
体合理充裕，后市生猪价格不具备持续
大幅上涨的基础。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
监测，6 月第 5 周全国生猪平均出场价
格为每斤 9.56 元，环比上涨 11.7%，较 3
月下旬累计上涨 46.4%，较年初上涨
12.7%，较去年同期上涨17.3%。

猪肉价格自 4 月中旬起有所跟涨。
据监测，截至6月第5周前，猪肉价格日
均涨幅在0.2%以内。7月5日，36个大中
城市猪肉零售价格为每斤 17.85 元，较
年内低点累计上涨22%。

专家认为，近期国内生猪价格过快
上涨，主要原因是市场存在非理性的压
栏惜售和二次育肥等现象，部分媒体特
别是自媒体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渲染涨

价氛围，短期内加剧了市场惜售情绪。
“行业普遍反映，从 3 月末猪价筑

底回升以来，生猪养殖场 （户） 普遍
看好后市行情，补栏、压栏和二次育
肥的倾向增加。特别是 6 月下旬以来，
随着生猪价格快速上涨，养殖压栏惜
售情绪进一步加大，部分养殖户反映
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二次育肥争抢屠宰
猪源的情况，生猪屠宰上市量减少。”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
研究员周琳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
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刘志成表示，有的养
殖企业 6 月份出栏计划只完成了 90%，
北方地区散养户存在十分普遍的压栏
现象，还有一批二次育肥专业户，近期
大量开展二次育肥。

“近期全国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
气，部分地区生猪调运不畅，屠宰企业
收猪困难，也推高了生猪收购价格。上

半年猪肉进口大幅减少，对国内猪价的
回升也起了一定支撑作用。”周琳表示。

生猪价格未来走势，关键取决于供
应是否有保障。目前看，猪肉供求基本
面不支持猪价大幅上涨。

“业内常说‘有母不愁小，有小不愁
大’，只要能繁母猪存栏稳定，生猪供应
就有保障。”周琳说。

周琳表示，去年四季度能繁母猪存
栏量略多于生猪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
区域，今年 1 至 5 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
栏量已经持续处于绿色合理区域，预示
着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一季度猪肉市场
供应有保障。

“在猪价上行阶段，养殖场（户）压
栏惜售只会影响短期内猪肉上市情况，
导致生猪出栏体重增加、猪肉滞后上
市，造成‘猪不增肉增’的局面。后期猪
肉上市量将相对增加，对猪价起到一定
的‘削峰’作用。”周琳说。

涌益咨询总经理郑丽丽表示，最近
养殖户已经有出栏意愿，前期压栏的猪
肉相继出售，预计7至8月份，生猪价格
会出现震荡回调走势。

刘志成介绍，从市场需求看，7 至 8
月份天气炎热，仍然处于猪肉消费淡
季；从养殖成本看，6月底生猪饲料价格
已经跌至每公斤3.54元，也不支持生猪
价格大幅上涨。

针对近期生猪价格出现过快上涨
的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应对、连
出重拳，明确将适时采取储备调节、供
需调节等有效措施，防范生猪价格过快
上涨，并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
严厉惩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
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
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建议相关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带
头做好生猪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保持正
常出栏节奏，不刻意渲染涨价氛围、制
造恐慌情绪，引导市场回归理性、回归
正常。”刘志成说。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魏玉
坤、安蓓）

后市生猪价格不具备持续大幅上涨基础

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记者任沁沁）我国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已突破千万辆。
记者 6 日从公安部获悉，截
至 2022 年 6 月底，全国机动
车保有量达 4.06 亿辆，其中
汽车 3.10 亿辆，新能源汽车
1001 万辆；机动车驾驶人
4.92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4.54亿人。

截至 6 月底，全国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达1001万辆，
占汽车总量的3.23%。其中，
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810.4 万
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80.93%。上半年新注册登记
新能源汽车 220.9 万辆，与
去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量
相比增加 110.6 万辆，增长
100.26%，创历史新高。新能
源汽车新注册登记量占汽
车新注册登记量的19.90%。

2022 年上半年，全国新
注册登记机动车1657万辆，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214万
辆，下降 11.43%；新注册登
记汽车1110万辆。摩托车新
注册登记 534 万辆，与去年
上半年新注册登记量相比
增加108万辆，增长25.38%。

截至 6 月底，81 个城市
汽车保有量超过 100 万辆，
同比增加 7 个城市，37 个城
市超过 200 万辆，20 个城市
超过300万辆。其中，北京汽

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成都、重庆汽车保有量
超过 500 万辆，苏州、上海、郑州、西安、武汉汽
车保有量超过400万辆。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4.92 亿人，其
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4.54亿人，占驾驶人总
数的 92.38%。2022 年上半年，全国新领证驾
驶人数量 1103 万人。今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的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新增“轻型
牵引挂车”准驾车型（C6），目前已取得C6准
驾车型驾驶人数量达 16 万人，更好满足群众
驾驶小型旅居挂车出行需求，促进房车旅游新
业态发展。

上半年，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各地
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

“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
证行驶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4456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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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7月5日电（记者
王建刚）联合国多位官员在 5 日开
幕的 202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
级别政治论坛上表示，发展问题面
临挑战，国际社会应共同行动努力
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
穆罕默德说，新冠疫情、冲突以及环
境危机造成的挑战已经影响到教
育、医疗保健、性别平等以及经济发
展。她指出，2030 年议程的时间表
已经过半，但“我们还没有完成一半
的任务”。为此，全球需要在可再生
能源、粮食体系和数字连接领域进
行转型，加快“人力资本投资，为机
遇融资”的步伐，进而化危为机。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
科伦·凯拉皮尔说，今年论坛的主要
目标是加强伙伴关系来创造一个保

护人类和地球的“和平与繁荣”世
界。他表示，虽然面对多重困难，“但
我们依然要对实现目标保持乐观”，
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共同行动及相
互支持的决心。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表示，“我们正面临粮食获取危机的
严重风险，下个季度可能还会面临
粮食供应危机”，这使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努力面临风险。他强调，应
提高农业食品体系抵御冲击的能
力，防止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恶化。

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
副秘书长刘振民在谈到贫困问题时
说，与疫情前水平相比，2022年将另
有 7500 万至 9500 万人陷入极端贫
困。“必须继续致力于我们在2030年
议程中设定的以人为本和以地球为
中心的繁荣之路，这只有在我们大
家一起行动时才能够实现。”

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
共同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新华社巴西利亚7月6日电（记
者罗婧婧 卞卓丹）巴西首都巴西利
亚6日正式开通第五代移动通信技
术（5G）网络，成为巴西首个拥有5G
网络服务的城市。

巴西国家电信局批准电信运营
商克拉罗公司、意大利移动电信集
团合股公司和 Vivo 公司在巴西利
亚提供5G服务。

国家电信局官员莫伊塞斯·莫

雷拉日前在圣保罗市出席一场电信
行业活动时表示，米纳斯吉拉斯州
首府贝洛奥里藏特有望成为巴西第
二个开通5G网络的城市，而后是南
大河州阿雷格里港和圣保罗州圣保
罗市。

2021 年 9 月，巴西国家电信局
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关于5G
的法令最终版本，并计划 2022 年 7
月开始在各州首府提供5G服务。

巴西首都正式开通
5G移动通信网络服务

新华社德黑兰7月6日电（记者
高文成）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 6
日说，在恢复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的谈判中，伊朗没有提出超过
伊核协议范围的“过度要求”。

阿卜杜拉希扬是与到访的卡塔
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
联合记者会时作出上述表态的。阿
卜杜拉希扬说，伊朗在卡塔尔首都
多哈举行的间接谈判中，要求美国
就伊朗能够享受伊核协议的全部经
济利益作出“有效保证”，这一要求

“并不过分”，而美方却一直无法向
伊朗保证这一要求能够实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5日
说，伊朗近期屡次提出超出伊核协
议范围的“额外要求”，“不幸的是，
我们在多哈又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
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
除对伊制裁。2018年5月，美国单方
面退出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
列对伊制裁措施。2019年5月以来，
伊朗逐步中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
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伊核协议相关方2021年4月开
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谈判，
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美国
间接参与谈判。第八轮谈判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在维也纳启动。今年 3
月11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博雷利宣布，谈判由于“外部因
素”暂停。今年6月28日至29日，在
欧盟的协调下，伊朗和美国在多哈
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间接谈判，未取
得明显进展。

伊朗外长：
伊朗在谈判中没提出“过度要求”

这是7月6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拍摄的监狱遇袭事件中遭毁坏的
汽车。

尼日利亚内政部官员6日说，尼首都阿布贾一座监狱5日晚遭遇非法武
装组织袭击，有约600名囚犯出逃。尼安全部门迅速击退袭击者并展开抓捕
行动，目前仍有至少300名囚犯在逃。 新华社发（尼通社供图）

尼日利亚首都一监狱遇袭
至少300名囚犯在逃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范
思翔）全国工商联 5 日在京发布

《“助微计划”推进情况报告》。报
告显示，“助微计划”开展两年
来，参与的金融机构平均每月服务
小微客户超 300 万户，累计发放贷
款超4万亿元。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小
微企业的“老大难”问题，疫情期
间表现更为突出。报告显示，2020

年以来，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支持
下，全国工商联会同有关协会以及
相关金融机构，连续两年开展“助
微计划”，帮助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应对疫情冲击，推动实现高质
量发展。

数据显示，两年来共有127家
银行参与“助微计划”，涉及政策
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
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及民营银

行等金融机构，使小微企业的获贷
渠道更加广泛。

“‘助微计划’使金融资源更加
精准、高效惠及小微企业，广大小微
企业的获得感有明显提升。”全国工
商联副秘书长、经济服务部部长林
泽炎表示，下一步，将倡议金融机构
依法合规、坚守风险底线，围绕助小
微、振乡村、兴科创、促就业等重点
任务，携手助微，共促经济发展。

全国工商联“助微计划”累计发放贷款超4万亿元

新华社法兰克福7月6日电（记
者单玮怡）受欧元区“滞胀”风险上
升和美元强势影响，5 日欧元对美
元汇率跌至 1 比 1.0265，创下近 20
年来最低水平。

欧洲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欧元对美元汇率跌幅逾9%。彭博期
权定价模型 5 日数据显示，欧元与
美元在年底前实现平价兑换的可能
性由一天前的46%升至60%。

欧元汇率走弱，主要缘于近期
欧洲经济增长势头放缓，市场不断
下调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此外，市场

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月底较大
幅度加息的预期强化，导致美元汇
率走强。

市场人士认为，欧洲央行期望
通过加息遏制通胀，又担心加息导
致一些南欧国家债务压力加大，因
此瞻前顾后，行动迟缓。欧洲央行的
紧缩步伐远落后于美联储，令欧元
汇率承压。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首席分析师
德里克·哈尔彭尼表示，随着能源危
机加剧和经济增长风险显著增加，
欧元未来很难大幅升值。

欧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20年低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