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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聚焦两大议题

根据《关于开展2017-2019年度咸宁市
文明村镇评选暨2017-2019年度湖北省文明
村镇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经逐级
遴选，严格把关，现将拟命名的2017-2019年
度咸宁市市级文明村名单予以公示，广泛听取
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对
拟命名对象的意见和建议，请以电话、信函、电
子邮件等方式于2020年11月24日前向市委
文明办反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应签署
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单位名义反映情

况的应加盖单位公章。
公示时间：2020年 11月 18日-2020年

11月24日
联系电话：8126307 8126049（传真）
电子邮箱：XNWMCJ@126.com
地址：咸宁市双鹤路16号市委市政府大

楼9楼
邮编：437100

中共咸宁市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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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拟命名2017-2019年度咸宁市市级文明镇名单公示

咸安区双溪桥镇九彬村、咸安区汀泗桥镇古塘村、咸安区温泉街道办
事处肖桥村、咸安区桂花镇刘家桥村、咸安区高桥镇高桥村、咸安区贺胜桥
镇黎首村、咸安区官埠桥镇官埠村、咸安区官埠桥镇泉湖村、咸安区向阳湖
镇宝塔村、咸安区向阳湖镇绿山村、咸安区浮山街道办事处太乙村、咸安区
汀泗桥镇赤岗村、咸安区马桥镇金桥村、咸安区马桥镇钱庄村、咸安区大幕
乡常收村、咸安区大幕乡东源村、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横沟桥镇马安村、
横沟桥镇栗林村、嘉鱼县陆溪镇邱家湾村、嘉鱼县簰洲湾镇王家巷村、嘉鱼
县潘家湾镇苍梧岭村、嘉鱼县鱼岳镇十景铺村、嘉鱼县陆溪镇藕塘村、嘉鱼
县官桥镇石鼓岭村、嘉鱼县簰洲湾镇花口村、嘉鱼县簰洲湾镇刘家堤村、嘉
鱼县高铁岭镇西海村、嘉鱼县高铁岭镇杨山村、嘉鱼县渡普镇杨家咀村、嘉
鱼县官桥镇官桥村、嘉鱼县潘家湾镇潘家湾村、嘉鱼县鱼岳镇方家庄村、嘉
鱼县陆溪镇印山村、嘉鱼县渡普镇大路铺村、嘉鱼县高铁岭镇白果树村、赤
壁市新店镇望夫山村、赤壁市赤壁镇东柳村、赤壁市车埠镇芙蓉村、赤壁市
赵李桥镇蓼坪村、赤壁市柳山湖镇宝塔山村、赤壁市官塘驿镇张司边村、赤
壁市茶庵岭镇金峰村、赤壁市官塘驿镇西湾村、赤壁市黄盖湖镇老河村、赤
壁市余家桥乡洞口村、赤壁市柳山湖镇团山村、赤壁市车埠镇官田村、赤壁
市神山镇西凉村、赤壁市中伙铺镇罗县村、赤壁市新店镇朱巷村、赤壁市沧
湖生态农业开发区普安村、赤壁市蒲圻街道办事处金潭村、赤壁市陆水湖
街道办事处双泉村、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司村、赤壁市茶庵岭镇白石村、赤
壁市官塘驿镇独山村、赤壁市神山镇钟鸣村、通城县隽水镇古龙村、通城县
四庄乡清水村、通城县五里镇左港村、通城县石南镇杨山村、通城县四庄乡
大源村、通城县塘湖镇望湖村、通城县塘湖镇狄田村、通城县北港镇横冲
村、通城县五里镇季山村、通城县马港镇丁仙村、通城县麦市镇陈塅村、崇
阳县白霓镇回头岭村、崇阳县铜钟乡大岭村、崇阳县肖岭乡白马村、崇阳县
铜钟乡坳上村、崇阳县白霓镇桥头村、崇阳县白霓镇浪口村、崇阳县肖岭乡
白马村、崇阳县金塘镇畈上村、崇阳县港口乡小东港村、崇阳县铜钟乡佛岭
村、崇阳县青山镇华陂村、崇阳县青山镇青山村、崇阳县天城镇茅井村、崇
阳县天城镇洪下村、崇阳县路口镇高田村、崇阳县沙坪镇东关村、通山县通
羊镇赤城村、通山县南林桥镇石门村、通山县洪港镇西坑村、通山县洪港镇
洪港村、通山县通羊镇郑家坪村、通山县通羊镇寨下村、通山县南林桥镇青
垱村、通山县大路乡新桥冯村、通山县大路乡吴田村、通山县厦铺镇藕塘
村、通山县杨芳林乡郭家岭村、通山县闯王镇汪家畈村、通山县九宫山镇富
有村、通山县洪港镇江源村、通山县燕厦乡甘港村

咸宁市拟命名2017-2019年度市级文明村名单

咸安区双溪桥镇、咸安区官埠桥镇、咸安
区贺胜桥镇、咸安区向阳湖镇、咸安区汀泗桥
镇、横沟桥镇、嘉鱼县鱼岳镇、嘉鱼县陆溪镇、
嘉鱼县官桥镇、嘉鱼县簰洲湾镇、嘉鱼县渡普
镇、赤壁市赤壁镇、赤壁市柳山湖镇、赤壁市
赵李桥镇、赤壁市官塘驿镇、赤壁市中伙铺

镇、赤壁市茶庵岭镇、通城县隽水镇、通城县
麦市镇、通城县沙堆镇、通城县大坪乡、崇阳
县白霓镇、崇阳县铜钟乡、崇阳县肖岭乡、崇
阳县沙坪镇、崇阳县港口乡、通山县九宫山
镇、通山县通羊镇、通山县南林桥镇、通山县
黄沙铺镇

咸宁市拟命名2017-2019年度市级文明镇名单

11月18日，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拉脱维亚总统
莱维茨（前右）、议长穆尔涅采（前左）等政要向自由纪
念碑献花。

11月18日是拉脱维亚独立日。由于新冠疫情不
断蔓延，拉全国自11月9日起再度进入紧急状态，原
计划的节日庆祝活动全部取消，音乐会改为线上举
行。

拉脱维亚庆祝独立102周年

11月18日，行人走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8 日发布的新冠疫

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8日17时
25 分（北京时间 19 日 6 时 25 分），美国累计新冠死亡
病 例 超 过 25 万 例 ，达 250029 例 ，累 计 确 诊 病 例
11485176例。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25万

11月17日，工作人员从以色列内斯齐约纳的一口
水井中提取污水样本。

以色列卫生部和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开展检测
全国14个社区污水样本项目，以探测新冠病毒踪迹，
进一步探索和建立新冠病毒预警系统。

以色列探索新冠病毒预警系统

图文据新华社

1031亿千瓦时

三峡工程，又破一世界纪录
据新华社武汉11月18日电 中国

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18日发布消息
称，在充分发挥防洪、航运、水资源利用
等综合效益的情况下，三峡工程2020
年发电量已于11月 15日 8时 20分达
到1031亿千瓦时，打破了此前南美洲
伊泰普水电站于2016年创造并保持的
1030.98亿千瓦时的单座水电站年发电
量世界纪录。

今年汛期，长江流域共发生5次编号
洪水，最大洪峰达到75000立方米每秒，
为历史罕见。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
帮助下，三峡集团全面落实汛期三峡工程
各项风险管控措施，优化三峡电站机组运
行工况，提升流域水雨情精准预报能力和
梯级电站联合调度能力。三峡工程始终
处于安全稳定状态，机组设备可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枢纽，
三峡工程共安装有32台70万千瓦和2
台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
量为225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882亿
千瓦时，是我国“西电东送”和“南北互
供”的骨干电源点。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文化和旅
游部18日公示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名单，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在内的97个
创建单位入选。

据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更好发挥旅游业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中的作用，有序推进旅游业恢
复发展，文化和旅游部在总结首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
第二批示范区验收认定工作，以发展全域
旅游推动产业振兴、提振行业信心。

此次认定工作依据《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验收、认定和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试行）》，
围绕政策保障、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创新
示范等8个方面，组织会议评审和第三方机
构现场检查，确定了公示名单。

此次入选公示名单的还有河北省石
家庄市平山县、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湖
北省神农架林区、甘肃省嘉峪关市，以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等。

据悉，2019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
了首批71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经济
社会发展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97个创建单位入选

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公示

从实验室走向用户：

科技助力
智能物流

11 月 18 日，工作人员在一家物流公
司无锡分拨中心，利用交叉带自动分拣系
统分拣包裹。

据介绍，该系统是现代物流体系中的
核心智能装备，能够高效率、低误差地实
现物流快递的自动分拣。这项系统的研
发主体——中科微至由中科院微电子所
孵化。在中科院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弘
光专项”支持下，目前已完成大件包裹自
动分拣系统、经济型动态称系统等研制，
并在快递、电商领域得到运用。

据新华社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七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定于20日以视频方式
举行。本次会议将重点关注亚太地区疫
情应对和经济复苏，并将启动2020年后
合作愿景，以代替将于今年年底到期的

“茂物目标”。
分析人士认为，APEC有望以本次会

议为契机推动多边主义合作，推动疫后经
济恢复，为亚太地区长期发展确定方向。

关注疫后复苏

负责筹备今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的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副秘
书长海里尔·亚赫里·雅各布日前在媒体
吹风会上说，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激发人
民潜能，共享具有韧性的繁荣未来”，与会
领导人将主要讨论APEC成员如何采取
措施，消除疫情对卫生和经济领域的负面
影响。

他表示，今年以来，作为 2020 年

APEC会议东道国，马来西亚以视频方式
举办了贸易、财政和中小企业部长会等多
场会议，为成员经济体协商疫情应对方案
提供了平台。

APEC下属经济研究机构政策支持
处预计，受新冠疫情冲击，亚太地区经济
今年将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政策支
持处负责人丘伟贤说，尽管疫情还未结
束，亚太地区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和不确
定性依然存在，但这也为建设更有韧性的
经济和加强供应链提供了机会。

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鲁哈娜·
马哈茂德认为，为促进区域经济复苏，
APEC成员需要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包
括确保必要人员和物资往来、确保供应链
不受影响、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为民众
提供培训等。此外，疫情凸显了发展数字
经济的重要性，各经济体需要加强宽带网
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和民众提
供电子商务等平台。

确定发展方向

此次会议的另一个重点是启动2020年
后合作愿景，为APEC未来发展确定方向。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部长阿
兹明·阿里日前表示，在“茂物目标”成功
的基础上，这一愿景文件将指引亚太地区
接下来至少20年的长期发展方向，展望
一个基于共同繁荣的开放、充满活力和具
有韧性的亚太共同体。

1994 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确立了发达
经济体成员、发展中经济体成员分别在
2010年、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的“茂物目标”。

阿兹明·阿里表示，在制定新愿景文
件过程中，各方既考虑了疫情带来的挑
战，也致力于寻求推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
方案，且能够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

丘伟贤说，根据政策支持处的评估，

自“茂物目标”设立以来，亚太地区的贸易
自由化取得了显著进展，关税水平下降明
显，但农业关税的下降速度远低于非农业
关税。此外，亚太地区非关税贸易壁垒的
使用越来越频繁，尤其是最近几年。

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的报告指出，
2020年后愿景应确保自由开放的贸易和
投资，继续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推
动实现亚太自贸区。

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首席执
行官赫里扎尔·哈兹里认为，APEC经济
体需要将疫后经济复苏措施与长远发展
目标相结合。“新冠疫情给了我们一种紧
迫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应有助于今后创
造更有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电力阳光酒店参加高管研修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谭永明报道：11月15-16日，由特特学

院、满房学院、美宿酒店、金天鹅、智鹏读书会联合举办的第一
届区域连锁峰会在长沙举行，阳光酒店派员参加单体酒店及
区域连锁高管研修班培训。

与优秀者同行，向标杆学习看齐。本次研修培训旨在探
讨单体酒店、连锁酒店如何最大限度在线上、线下引流，提高
流量转化率和顾客好评率，增加酒店的点击量。培训期间，举
办方邀请酒店管理专家现场讲解酒店日常运营管理的技能技
巧，提高参训人员通过电商平台分析、运用日常数据情报管理
酒店的能力；通过现场模拟客源公关课题，暴露参训人员在客
户公关方法、方式和感召能力的不足，从而现场诊断问题，提
升管理人员的管理艺术；开展酒店同行业经验交流，共同探讨
互联网条件下实现酒店智能化管理的新途径，为今后进一步
开展交流互鉴搭建一个新平台。

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用好“三种力量”服务用地保障工作

为做好项目建设用地保障、破解用地难题，切实保障项目
落地，今年以来，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紧紧围绕全县经济
发展大局，用好“三种力量”，为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一是用好增量。抢抓政策红利，对省级重点项目、疫情防
控类项目，积极争取和统筹使用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精准
对接项目申报，确保该县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重大生
态项目的落地，已完成3个批次新增建设用地报批。

二是盘活存量。落实“增减挂钩、增存挂钩”工作，大力推进批
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消化处置，通过使用增存挂钩和增减挂钩年
度计划指标解决企业用地问题，完成16个批次建设用地报批。

三是挖掘潜量。为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和经济社会发展，该
局科学谋划强化土地储备交易市场建设，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
规范了市场秩序，为实现崇阳高质量发展营造优质的土地市场环
境。2020年以来，该县
储备土地500亩，供应国
有存量建设用地3宗。

（王水文 刘森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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