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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
任期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的意见》全
文如下。

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规定：“党的基
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
任期三年至五年。”为贯彻落实党章规定，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制度，完
善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党的基层委员会每届任期一般为
5年，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
届任期一般为3年，其中，村和社区党的
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
任期为5年。

本意见印发前已换届的党的基层组
织，原则上从本届任期届满后，开始执行

上述规定。
二、党的基层组织应严格执行任期制

度，任期届满按期进行换届选举。如需延期
或提前进行换届选举，应报上级党的委员
会批准，延长或提前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

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
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党的基
层组织任期调整统一规范、平稳衔接。根
据党组织隶属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上级

党组织要切实负起责任，认真做好基层党
组织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等相关换届准备
工作，及时提醒督促按期换届。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由中央军委
规定。

五、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他
有关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的规定，凡与本意
见不一致的，按照本意见执行。

中办印发《意见》

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每届任期为三至五年

北约成员国

将努力实现军费既定指标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12日电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

滕贝格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
值（GDP）2％的目标是北约成员国已经达成的承诺，北约
将关注这一目标，而且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斯托尔滕贝格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2014年，北约只
有3个成员国的国防支出占到GDP的2％，有8个成员国
表示今年将达到这一指标，大多数成员国已经提出了如何
在2024年达到2％的计划。

斯托尔滕贝格指出，冷战后北约国家削减国防预算的
趋势已经得到了扭转。他说，北约将关注已经达成的共
识，致力于成员国实现国防开支增加到GDP的2％。

美国

要求北约各国增加防务开支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2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

表示，北约国家必须立即将其防务开支占各自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比例提高到2％。

特朗普当天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在社交媒体
上说，北约各国必须立即将其防务开支GDP占比提高到2％。
他表示，目前北约29个成员国中只有5个国家达到这一标
准。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表声明说，
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提出，北约各国的防务开支GDP占比
不仅应达到所承诺的2％，还应进一步提高到4％。

咸宁工商在行动
1 2 3 1 5

消消费维权费维权

本报讯 实习生蒋敦文、通讯员周向东、林立报
道：百万消费者评议供水、电、气、石油活动正如火如荼
的进行，7月9日上午，为响应活动号召，我市联合水务
有限公司王英水厂迎来了一百多名香城都市报小记
者，他们身临其境，零距离接触王英水厂制水工艺及流
程，探寻自来水的奥秘。

小记者们首先集中观看了宣传短片——《认知城
区供水知识》，参观了砂滤、消毒等一系列工艺流程，来
自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的一名小记者感叹道：“哇，自
来水原来是这样来的啊，真是太不简单了，我还以为自
来水是天上的雨直接下下来的呢”。

“叔叔，这个小玻璃瓶装的是什么呀？”“阿姨，你
们每天都需要这样检测自来水吗？”“我家里的自来水
也是经过了这样检测了的吗？”在水质检测中心，桌子
上贴着标签的玻璃瓶引起了小记者们极大的兴趣。面

对小记者们层出不穷的有趣小问题，检测中心的工作
人员不厌其烦的对每一个问题都耐心地进行了解答。
通过20多分钟的采访，小记者们明白了咸宁城区自来
水生产不仅有严格的规范标准，而且通过在线仪表24
小时的监测等层层把关，确保出厂的自来水都是安全
合格的。

在咸宁联合水务的调度中心，按照地理信息系统
（GIS）定位的咸宁城区配水管网，咸宁城区的供水量、
水质和水压，都准确完整的显示在大屏幕上，工作人员
随时掌握各个水厂的供水情况和市区配水管网的30
多个测压点的压力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进
行报警和提供应急指挥，是保证全市供水安全的神经
中枢。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我市拥有50多台套检测仪器
设备，检测项目达到100余项，步入全省供水水质检测

先进行列，大家使用的自来水在出厂前都会进行严格
的检测。

见证了自来水的整个制作净化、检测监督和调度
过程，了解了供水知识，小记者们感慨着自来水的来之
不易，感受到了平时不起眼的每滴自来水背后供水人
的默默奉献，同时也切身感受了咸宁联合水务生产的
自来水是优质、安全的“放心水”。

走进消费热点评议单位联合水务有限公司

“香报”小记者探秘自来水的奥秘

（上接第一版）
为加快森工产业集群化发展，全国首家森工科技产业

园——湖北现代林业咸安森工科技产业园，迅速建成投
产。

该园区规划建设面积10平方公里，分设板材制造区、
深加工区、产品营销展示区、产品研发检测区等六大功能
区。

经过多年发展，该园区已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地板加
工基地。

在此基础上，我市又创建了咸宁市竹循环经济产业
园。该园区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主要从事竹材家俱、竹地
板、竹门、竹窗、重组竹装饰材料、竹工艺品、竹炭等新产品
研发与生产。

如今，全市森工产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竹木种
植——初加工——深加工”产业链条，森工产品多达100
多种，可年产木地板1000多万平方米。

咸宁现代森工，正成为一艘经济发展的绿色航母。
今年元至5月，仅咸安区森工产业规上工业企业就实

现总产值16.0亿元，增长16.1%。

关键词之三：“上”
从名不经传到登上国际舞台

今年来，咸宁竹产业发展经验频频亮相国内外大舞
台——

6月26日，在“竹缠绕（北京）论坛——绿色创新技术
助力南南合作”论坛上，通山竹缠绕技术产业实践引起高
度关注。

去年，通山县引进九通公司，投资建设竹缠绕项目，其
主推产品竹缠绕复合压力管是具有核心知识产权的“中国
制造”产品。该项目投产后，将有力助推竹产区资源开发
和产业转型，为推动贫困山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月14日，在广东珠海ISO/TC268全球会议上，咸宁
代表所作的《咸宁发展可持续竹林经济案例》主旨演讲，赢
得国内外200余名专家的掌声。

……
咸宁竹产业发展经验闪耀国际舞台，标志着以竹加工

为主体的咸宁现代森工产业，已由过去的低层次迈上高质
量发展新业态。

眼下，咸宁竹循环经济产业园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该园区在资源循环利用上，依托巨宁森工股份有限

公司，利用原木和回收的废旧木材，生产高密度纤维板和
木塑环保板材，为下游企业提供木材深加工基材。

依托澳森木业、爱尔木业等企业，以产业链上游生产
的板材为原料，生产多层地板、强化地板、实木地板、木塑
地板等产品。

依托巨宁竹业、江南春竹业等企业，采用先进技术，生
产新型重组竹板材。

依托瑞宁木业建立废弃竹、木材再利用中心，收集园
区内森工企业的废旧竹、木材，经过对其的粗拣和精拣，实
现废旧竹、木材的分级利用，将“三剩物”的利用率提高到
100%。

更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不仅传统龙头企业在升级，
一批“上档次”的新项目纷纷入驻咸宁。

神雾集团拟投资6.2亿元，在咸宁高新区建设竹类生
物质热解综合高效利用项目；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区
块链产业联盟和北京华晟兴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投资
18亿元建设竹缠绕高新技术产业园……

在这些新项目的驱动下，咸宁森工产业将迎来又一个
拔节生长的春天。

2018年长江第2号洪水正在上游形成
洪峰流量将大于1号洪水

新华社武汉7月12日电 受新一
轮强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大渡河、岷江、
沱江、嘉陵江等流域出现较大洪水，特
别是嘉陵江上游多站发生超警戒、超保
证或超历史洪水，今年长江第2号洪水
正在长江上游形成，洪峰流量将大于此
前1号洪水。

来自长江委水文局的监测数据显
示，截至7月 11日 11时，岷江上游出

现超历史最高水位洪水，嘉陵江支流
白水江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金沙江
中游干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嘉陵
江亭子口水库出现超 50年一遇的入
库洪水。预计7月12日长江干流寸滩
站将出现一次50000立方米每秒量级
的洪水，而三峡水库将出现约 58000
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流量大于此
前的1号洪水。

长江防总表示，根据《全国主要江
河洪水编号规定》，今年第2号洪水正在
长江上游形成。此前，长江委水文局已
于11日8时发布洪水橙色预警。长江
防总于11日14时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
应，调度上游部分水库削峰拦洪，减轻
川渝防洪压力。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 12日至 13
日，岷江、嘉陵江流域仍有大到暴雨、局

地大暴雨过程，累积面雨量20毫米到
60毫米，局部可达100毫米左右。同
时，受今年第8号台风影响，长江中下游
特别是两湖地区将有明显降雨过程。

目前，长江防总办已向四川、重庆
等有关省市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力做
好当前防汛抗洪工作，同时增派四川和
重庆2个工作组，协助指导地方开展防
汛抢险工作。

新华社重庆7月12日电 长江、嘉
陵江、涪江洪水12日正在过境重庆。截
至12日11时，重庆有关区县已转移受
洪水威胁群众5.2万人，暂未收到人员
伤亡报告。

记者从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

悉，受上游强降雨及来水影响，长江、
嘉陵江、涪江均有明显涨水过程。根
据最新水文测报，长江菜园坝站将于
14日 1时出现洪峰水位183.93米，超
警戒水位3.50米，超保证水位0.50米；
嘉陵江合川东津沱站将于13日5时出

现洪峰水位 210.93 米，超警戒水位
6.00米，超保证水位4.00米。涪江潼
南 小 河 坝 站 12 日 11 时 水 位 达 到
243.91米，超警戒水位6.78米，超保证
水位4.78米。

目前，重庆防汛抗旱指挥部已派出

9个工作组赴潼南、铜梁等15个洪峰过
境区县指导防汛工作。在已经运送10
艘大马力冲锋舟的基础上，中央防汛物
资仓库重庆仓库于12日再次紧急调拨
4套大型应急照明设备和2艘大马力冲
锋舟运送至合川灾区。

长江、嘉陵江、涪江洪水过境重庆
已转移群众5.2万人

据新华社重庆7月12日电 受上
游暴雨、洪水影响，重庆长江、嘉陵江、
涪江汛情严峻，涨水明显，预计将在7月
12日至13日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目
前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防汛
Ⅲ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洪水汛情。

根据长江委上游局修正预报，受上
游强降雨及来水影响，长江、嘉陵江、涪
江均有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长江寸滩
站将于13日23时出现洪峰水位181.26
米，超警戒水位2.50米；嘉陵江合川东
津沱站将于13日 14时出现洪峰水位

210.48米，超警戒水位5.55米，超保证
水位3.55米。涪江小河坝（三）站预计
于12日14时出现洪峰水位245.29米，
超警戒水位 8.16 米，超保证水位 6.16
米。

为应对洪水，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要求各部门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强化
应急值守与巡查，科学合理调度水库水
电站，加大旅游景区、交通干线、城乡积
涝地带等重点防洪区域的巡查力度，及
时有效处置灾（险）情，尤其是及时做好
受威胁区域人民群众的疏散转移安置。

重庆已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长江寸滩站将超警戒水位

三峡水库
腾出库容
7月11日，三峡水库加大下泄流量

腾出库容。
当日，长江委水文局发布洪水橙色

预警。根据预报，岷江、沱江、嘉陵江和
长江干流寸滩站水位未来 3 日将快速
增长，三峡水库14日将迎来6万立方米
每秒的洪峰流量。洪水影响范围主要
在四川、重庆、湖北等省市。

据新华社

克罗地亚

加时逆转首进决赛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12日电 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

育场，克罗地亚队创造了历史！“格子军团”在连续第三场
120分钟的比赛中，凭借意甲双星佩里西奇和曼朱基奇的进
球，2：1逆转战胜英格兰，与法国队会师俄罗斯世界杯决赛。

克罗地亚此前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是季军，还发生
在遥远的1998年。英格兰队最近一次进入半决赛更要追
溯到28年前。1/4决赛中，英格兰2：0力克瑞典，克罗地亚
则通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6：5击败东道主俄罗斯。

英格兰将于14日在圣彼得堡与比利时争夺第三名，决
赛将于15日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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