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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通报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中秋国庆期间，人员往来频
繁、流动性大，为科学精准防控
疫情，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
风险，淮北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现向广
大市民发出紧急健康提醒。

一、9月7日以来自哈尔滨
市来淮的所有人员第一时间主
动向所在社区（村）、单位、酒店
报备相关情况，主动配合做好
信息登记、核酸检测、健康观察
等防控措施。尤其是与已公布
的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史或活动
轨迹有交集、重合的人员，有

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
应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
酒店报备，配合落实14天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和核酸检测。

二、9 月 7 日以来，有哈尔
滨市巴彦县（中、高风险地区除
外）旅居史的人员，应立即向所
在社区（村）、单位、酒店报备，
配合落实14天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和核酸检测。

三、有哈尔滨市主城区内
低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应
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或者能够出示包括 48 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健康
码，方可有序流动，并按要求做

好后续核酸检测和7天健康监
测，期间不参加聚集性活动，避
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一旦出
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
(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在做
好个人防护前提下，及时就近
到发热门诊就诊，并主动告知
近期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
史，不建议自行购买药物服用。

四、国庆假期将临，请合理
安排出行，不前往中、高风险地
区，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暂缓来
(返)淮。出行时保持高度警惕，
严格做好个人防护。不提倡聚
集和聚会，尤其是不要大规模
的聚集。

五、请密切关注自己及家
人健康码变化，如出现红码或
黄码，请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
地社区(村)报告，接受社区（村）
管理，配合做好核酸检测、健康
监测、集中(居家)隔离管理等工
作，严格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公共场
所、参加聚会聚餐。

六、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
预防新冠肺炎的最有效措施，
更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为了您和您的家人及社
会健康安全，请符合接种条件
的市民尽快完成全程接种，做
到“应接尽接”，共同构建抗击

新冠病毒免疫屏障。
七、密切关注哈尔滨市疫

情情况，配合疫情防控部门落
实相应防控策略的调整。

市县区疫防办和疾控机构
咨询热线
市疫防办：3119613
濉溪县疫防办：6063811
相山区疫防办：3190052
杜集区疫防办：3090139
烈山区疫防办：4685112
淮北市疾控中心：3119566
濉溪县疾控中心：6063836

淮北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

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9月22日

关于近期哈尔滨市来（返）淮人员的健康提醒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记者
22日从国家统计局获悉，2020年，
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
D）经费24393.1亿元，增长10.2％，
延续了“十三五”以来两位数以上
增长态势，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
素影响，增速较上年回落2.3个百
分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
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20年全国
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0年
R＆D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
比）达到2.40％，比上年提高0.16
个百分点，提升幅度创11年来新
高。

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基础研
究经费为1467.0亿元，比上年增长
9.8％，增速较上年回落12.7个百
分点；占R＆D经费比重为6.01％，
连续两年保持在6％以上。

根据公报，2020年企业R＆D
经费为18673.8亿元，比上年增长

10.4％；占全国R＆D经费的比重
达 76.6％，对全国增长的贡献达
77.9％，分别比上年提高0.2和9.4
个百分点，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张启
龙表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R＆D
经费投入呈现稳中有进态势。

一是总量稳定增长。2020年，
我国R＆D经费总量约为美国的
54％，是日本的2.1倍，稳居世界第
二；2016年至2019年，我国R＆D
经费年均净增量超过2000亿元，约
为G7国家年均增量总和的60％，
成为拉动全球R＆D经费增长的主
要力量。

二是增速全球领跑。2016年
至2019年，我国R＆D经费年均增
长 11.8％ ，增 速 远 高 于 美 国
（7.3％）、日本（0.7％）等科技强国。

三是强度追赶加快。在世界主
要经济体中，我国R＆D投入强度水
平已从2016年的世界第16位提升
到第12位，接近OECD国家的平
均水平。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农
业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
挂在心。

今年 9 月 23 日，是我国在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首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

从黑土地到洞庭湖畔，从
鱼米之乡到昔日贫困山区，新
华社记者来到田间地头聆听一
首首欢快的歌曲庆贺丰收，感
受着亿万农民的喜悦心情，见
证一幅幅美好生活的动人画卷
铺展在乡村振兴的阳光大道
上。

（一）
【歌声里】“党的光辉照侗

乡，乡村振兴干群忙，丰收不忘
共产党，幸福生活万年长……”

——《丰收不忘共产党》
【歌中事】“鼓粮囤”
侗家田间，稻谷飘香，歌声

悠扬。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锦屏县平秋镇平秋村，
成片金黄色的稻田里，侗族妇
女们边割边唱，侗族汉子们打
谷挑粮，喜迎节日。

“去年雨水多，秋季收粮的
时候赶上下雨，粮食减产。今
年雨水适中，稻谷颗粒饱满，是
个丰收年。”27岁的龙令针趁中
秋假期，天气晴朗，帮父母收割
稻谷，额头上沁出汗珠。

2014 年，龙令针和弟弟都
考上了大学。家里由于经济负
担重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父母要外出务工补贴家用。

“父母没有读过书，也不会
技术，打工挣不了多少钱。”龙
令针说，读书期间，姐弟俩每年
都能得到几千元的补贴，加上
奖助学金，顺利读完了大学。

这两年，龙令针对家乡的
变化感受很深。龙令针说，鼓
起来的不只是家里的粮囤、钱
包，还有过上好日子的信心。
最近，平秋村建起了“扶贫绣
坊”，龙令针的母亲在闲暇时到
绣坊兼职，赚钱补贴家用。

“这首歌叫《丰收不忘共产
党》，唱进了我们心坎里！”龙令针
说，正如歌词那样，今后的日子会
越来越好，“幸福生活万年长”。

“脱贫攻坚胜利，是一个崭
新的开始。”平秋镇副镇长吴维
全说，通过开展种植、养殖等免
费技能培训，组织村民外出务
工等方式，农民们乡村振兴的
道路越走越宽。

【歌悠长】6 月 1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施行，为脱贫攻坚后的美好生
活保驾护航。农村地区公共服
务水平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体
系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实现

良好开局。亿万农民撸起袖
子、卷起裤腿、脚踏实地，努力
描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二）
【歌声里】“如今咱吃饭再

也不靠天，机械化科学种田大
发展……五谷丰登堆起金山银
山……天南地北铺开了美丽画
卷……”

——《大丰收》
【歌中事】“聪明地”
东北小村，机器轰隆，一片

火热。
在黑龙江省北安市东胜乡

东利村，五台白色收割机在金
色稻田中缓缓前行，空气里弥
散着稻谷的清香。随着欢快的
旋律响起，村民们一边唱歌，一
边扭起大秧歌，红绸带里映着
丰收的喜悦。

在稻田边的高地上，一根
装有摄像头的白色杆子格外醒
目。“这个叫靶向田间追溯设
备，是水稻生长全程物联网系
统的一部分。”北安市革命现代
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富强
说，此系统可以对水稻浸种、催
芽、育秧、灌溉等进行数据采集
和现代化管理。

今年这家合作社种植水稻
1.3 万亩，预计亩产 1100 斤左
右。这些水稻加工成大米后，
消费者扫描包装袋上的二维
码，可以通过视频方式看到水
稻从种到收的全过程。

“告别‘小镰刀’，用上大机
械，农民变‘闲’，地变‘聪明’。”
李富强说，春天育苗有智能化
育秧车间，夏天喷洒农药、化肥
用无人机航化作业，秋收依靠
自带导航系统的先进农机，节

省了人力，降低了成本。仅一
台收割机一天就可收割100多
亩，比人工效率提高60％以上。

不远处，稻蟹种养基地里十
分热闹，农户们忙着将一个个装
满稻蟹的网兜拉出水面。这是
合作社“稻蟹共养”新模式。

“种了大半辈子地，没想到
还有这新鲜事。”北安市城郊乡
革命村村民李学军说，河蟹与
水稻共养共生，河蟹的排泄物
为水稻提供有机肥料，稻田里
的水草和虫为河蟹提供食物，
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1＋1＞2”的效果。
科技正为农业插上腾飞的

翅膀。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
底，黑龙江省农业生产耕、种、
管、收全程机械化基本实现，全
省 耕 、种 、收 机 械 化 水 平 达
98％ ，农 业 科 技 贡 献 率 达
68.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8.3
个百分点。

【歌悠长】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要发展智慧农业，建立
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推动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
深度融合。智慧农业对传统农
业的改造，有望改写我国现代
农业格局，加速我国农业现代
化进程，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三）
【歌声里】“我们的家乡，在

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世世代
代在这田野上奋斗，为她幸福
为她增光……”

——《在希望的田野上》
【歌中事】“希望田”
洞庭湖畔，落日余晖，风吹

稻浪。
在湖南省汨罗市汨罗镇九

雁村稻田旁的小广场上，村里
的妇女们正排练广场舞，传来
阵阵歌声与欢笑。稻田里，收
割机正在加紧作业。

“这些用的是优质稻种，不
仅产量大，质量还好，收益自然
高。”稻满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谢光新说，今年是合
作社种植优质稻的第 5 个年
头，主要选用了“泰优 390”“桃
优香占”两个新品种。合作社
提供种子和技术，后期以保底

价回购，带动周边农户种植优
质稻1.7万多亩。

在汨罗镇江景村，汨罗市
农业农村局的两名技术人员正
查看“泰优 390”的结实率。根
据各家情况，他们向村民们科
普如何更好地做到绿色病虫害
防控、调整农药和化肥用量。

今年江景村种粮大户曾岳
华扩大了优质稻种植面积，达
到1000多亩。“过去几年种常规
稻，亩产750斤左右，在市场上
卖不上价。现在种优质稻，产

量高的时候亩产1100斤，平常
年份也能有900斤，平均一亩地
多赚一两百元。”他说。

“强农业，首先强种业。”湖
南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处
长戴魁根说，近年来，湖南省加
快建设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杂交水稻国家重
点实验室等一大批创新平台，
从源头出发，为农业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

【歌悠长】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
今年 7 月，中央深改委第二十
次会议强调，要加强基础性前
沿性研究，加快实施农业生物
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开展种源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进
南繁硅谷等创新基地建设。如
今，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在农
业科技工作者的精心培育下，
越来越多优质农业新品种正不
断涌现，为“希望的田野”注入
新动力。
（参与记者：周楠 蒋成 马知遥）

歌，唱丰收
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
投入突破2.4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中科
院预印本平台（ChinaXiv）22日发
布的一项基于大数据建模分析的
新冠肺炎疫情起源时间研究结果
表明，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较大概率
于2019年9月前后已开始流行。

病毒溯源对传染病防治至关
重要，此前一系列研究显示，美国、
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巴西等多国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前
就已出现遭病毒侵袭的痕迹。

该研究认为，结合数学模型和
人工智能技术对传染病进行定性
和定量分析，可以揭示传染病流行
规律。研究人员依据传染病传播
模型和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建立优
化模型，基于已公开数据对美国东
北部12州和中国武汉市、浙江省
等地的疫情起源时间进行了推断。

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美国东北
部这12州，新冠肺炎疫情首例感
染发生概率50％的日期多数位于
2019年8月到10月，最早是罗德岛
州的2019年4月26日，最晚是特
拉华州的2019年11月30日，均早
于美国官方公布的全美首例确诊
日期2020年1月20日。计算结果
表明，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较大概率
于2019年9月前后已开始流行。

计算显示，中国武汉市首例
感染发生概率50％的日期为2019
年12月20日，中国浙江省首例感
染发生概率50％的日期为2019年
12月23日。据此推断，中国新冠
肺炎疫情较大概率于 2019 年 12
月下旬已开始流行。这一结论与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基本相符，证
明该计算方法准确可靠。

研究表明：美国新冠肺炎疫情
较大概率于2019年9月前后

已开始流行

在黑龙江省北安市革命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现代化农机整齐排

放（9月18日摄）。 ■ 摄影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第
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
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
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

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洪涝自然灾害等

困难，粮食和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农
村和谐稳定，农民幸福安康，对开新
局、应变局、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民族要复兴，乡
村必振兴。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

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
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

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
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
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湖南省汨罗市汨罗镇江景村的稻田里，种粮大户曾岳华查看优质稻“泰优390”的结实率（9月17日摄）。 ■ 摄影 新华社发 胡清

针对营业执照规范使用情
况、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情况、劳
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
立的劳动合同情况进行重点检
查。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
活动，积极配合人社部门和公安
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和监督，指导
和督促人力资源市场的各类中
介机构和组织、各类劳务派遣单

位自觉遵守人力资源市场有关
规定。

自去年以来，全市市场监管
系统检查经营户 318 户，受理相
关投诉、举报15件，对32家企业
进行“双随机”检查，发放宣传资
料 1000 余份，为促进就业创业、
服务人才发展以及维护劳动者就
业权益、改善就业环境作出了积
极贡献。

市市场监管局
荣获全国突出成绩单位殊荣

■ 记者 魏玉坤

■ 新华社记者 韩宇
管建涛 杨思琪 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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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燕姝，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S 340147441，声明作废。

阜阳市昌益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张智翔遗失安徽省德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新天地广场6#204
室购房发票，编号：25562060 ，金额：597850元，声明作废。

祁海飞、魏红岩遗失淮北悦山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融翔时代之
光小区 17#1005 室购房发票，编号：19681493 ，金额：188606
元 ，声明作废。

祁海飞、魏红岩遗失淮北悦山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融翔时代之
光小区 17#1005 室购房发票，编号：19745045 ，金额：150000
元 ，声明作废。

张宇、郭梅遗失淮北创新置业有限公司金方•丽水园15#1606
室维修基金、工本费收款收据，编号：7382416，金额：7250元，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