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样是在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
开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密切跟踪大宗商
品价格走势，切实做好价格预测预警工
作，进一步了解相关市场主体经营情
况，摸排违法违规涨价线索，配合相关
部门进一步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
规范价格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在近期多部门连续出手遏制大宗

商品价格不合理上涨之后，价格调控部
门进一步释放了持续跟踪调控大宗商
品价格的强有力信号。

今年以来，受国际传导等多重因素
影响，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一

些品种价格连创新高。数据显示，5月
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同比上涨
99.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
格上涨38.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价格上涨30.4%。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引起决策层和
监管部门的注意。为促进大宗商品市
场平稳运行，国务院有关部门将持续加
强市场供需双向调节，加强大宗商品期
现货市场联动监管，对投机炒作行为

“零容忍”，及时排查异常交易，严厉查
处违法违规行为，着力引导大宗商品价
格向供需基本面回归。

对投机炒作大宗商品行为“零容忍”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上涨1.3%，保持总体稳定；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9.0%，涨幅比上月扩大2.2个百分点。

同日，价格调控部门接连释放一系列重要信息：召开会议全面部署重
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研究进一步加强大宗
商品价格监测预警和市场监管……国家频频出手，释放了许多重要信号。

猪肉价格在经历一轮高涨后，近期
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5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下降23.8%，环比
下降11.0%。

经历这一轮价格涨跌，不少百姓都
对“猪周期”这一专业词汇有了更多了

解，也对政府储备肉投放感受深刻。下
一步，如何避免“肉贵伤民”“肉贱伤农”，
成为各界迫切希望解决的重要问题。

9日，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完善政府
猪肉储备调节机制 做好猪肉市场保供
稳价工作预案》对外公布。预案围绕促

进监测预警、储备调节、政策协同，从机
制完善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安排。目
的就是将本轮政府猪肉储备调节中的
经验做法机制化、制度化，努力熨平“猪
周期”波动，有效调控市场异常影响，同
时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避免“肉贵伤民”“肉贱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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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吴剑、师艳红报道：6月6
日上午9时，在盘源村才下水库坝上，咸安区桂
花镇开展防汛防火防治地质灾害应急综合演练
活动，60名乡镇综合应急队伍成员协同参与。

“报告指挥长，桂花镇2021年应急综合演
练准备就绪，应急力量集结完毕，请指示。”综合
应急队向总指挥长汇报。

“按计划执行。”随着总指挥长一声令下，防
汛演练依次紧张而又有序进行着。

9时许，桂花镇盘源村接到险情通报后，迅

速安排人员拉响警报器，转移疏散组队员负责
逐户通知、组织人员有序撤离危险区，安全有序
进入临时安置点腊水井，并派出人员迅速电话
通知出门务农人员，搜查遗漏人员，沿撤离路线
安排相关人员维持秩序，防止混乱、踩踏事件发
生。

应急队伍共分应急突击组、转移疏散组、现
场救护组等。队员们火速出动，兵分三路行动，
沙袋筑坝、油纸堵漏；逐户搜救、转移疏散；救护
伤员，安全有序。演练过程包括封控现场、汛情

警报、应急响应、指挥部署、转移疏散、集中安
置、现场救援等，整体快速连贯、安全有序，有效
防止了险情扩大，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锻
炼了应急救援队伍防汛抗洪能力。

整个实操行动使各村联防联控、应急救援
措施等各环节得到了充分演练，演练现场还发
放了地质灾害防治避险宣传资料1000份、宣传
伞一百把，并通过宣传横幅等现场氛围营造，起
到了较好的防灾避险宣传教育作用，演练达到
了预期效果，活动取得圆满成果。

桂花镇开展“三防”应急综合演练
本报讯 通讯员吴剑报道:6月3日，

桂花镇毛坪村开展“立足新发展 再创新
辉煌”为主题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文艺活动，拉开了该镇庆祝百年盛
典帷幕。

晚七点，毛坪村活动广场前，天空虽
然下着雨，但是依然阻挡不了群众观看
的热情，伴随着欢快的掌声在优美的开
场舞欢乐戏曲拉开了帷幕，其中穿插了
建党100周年党史知识问答、关爱留守儿

童等内容，并慰问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一曲沂蒙情怀又仿佛把这些老年人

带到了战火纷飞的抗日年代，想想桂花
镇当年也是抗日的前方，涌现出来像何
功伟、雷同等革命志士，节目在《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帷幕，群众久
久不肯离场。

现场群众刘川说：“这次节目真精彩，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感谢中国共产党”。

桂花镇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文艺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李攀龙、魏容报道：鲜花
如海，红歌如潮。6月1日以来，赤壁市中伙
铺镇各学校纷纷举办庆“六一”儿童节文艺汇
演，千名师生登台献艺，以舞蹈、大合唱等丰

富多彩的形式，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激发广大
青少年爱党为党护党热情。

在中伙铺小学，整场汇演大气磅礴，既有
趣有味，又充满了学习教育意义，共推出歌伴
舞《灯火里的中国》，舞蹈《鲜艳的红领巾》《红
星闪闪》《中国字中国人》，合唱《红心闪闪》
《祖国在我心窝里》，配乐诗朗诵《读中国》《我
骄傲我是中国人》，快板《喜迎建党》等20多
个精彩节目。

孩子们活泼可爱的造型、童稚欢快的歌
声、惟妙惟肖的表演，赢得了台下阵阵掌声。

为方便在外地的家长观看节目，学校还专门
开辟线上直播通道，开演仅半小时，在线观看
直播已突破1万人次。

在杨家岭小学等学校，汇演还穿插了党史
知识问答、红歌拉歌环节，为观众们带来了不
一样的视觉享受。

文艺汇演充分展示了全镇师生的艺术才
华和创新精神，展现了师生们红心向党、胸怀
祖国的真挚情感，营造了文明健康、积极向上
的校园文化氛围，促进了党史学习教育在校
园深入推进。

红领巾心向党

6月的中伙铺校园格外“红”
本报讯 通讯员王涛、李林报道：日前，

赤壁市推进预拌混凝土企业规范化管理工
作现场会在该市湖北星凯环保材料有限公
司召开。

与会人员一行实地查看该公司办公大
楼、生产区域、骨料堆放区等地点，砂石分离
合料仓喷淋除尘等生产流程，对该公司投产
三年来，在节能环保绿色生产、大力推动资
源回收循环利用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

会上，赤壁住建领导就企业加强宣传教
育、营造良好的文明环境作了表态发言。代

表企业也作了相应的表态发言，表示愿为该
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积极贡献力量。

会议要求，要建立高标准严要求制度，
强化管理细节，完善工作流程，深入推进清洁
环保化生产，实现全程文明生产；要加强培训
教育，提升驾驶员素质，增强驾驶员文明意
识，推进全程文明驾驶，做到不抛洒滴漏；要
安装监控设备，对车辆行驶安全、设备运行以
及人员作业安全进行全方位监督管理，做到
全时段监管；要运用多种手段加强宣传力度，
拓宽宣传覆盖面，营造浓厚的创文氛围。

赤壁召开工作现场会

推进预拌混凝土企业规范化管理

端午节假期即将来临

公安部发布道路交通安全预警
据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端午节假期即将来临，群

众外出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集中，农村地区假期民俗活动
多、农忙不停歇，生产生活出行繁忙，加之南方多地降雨不
利影响，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加大。公安部9日发布端午节
道路交通安全预警。

据预测，假期出行高峰将出现在6月12日，返程高峰
出现在6月14日下午；假期出行高峰除易产生道路拥堵
外，还易发生多车连环相撞事故，假期首尾两日交通拥堵和
事故风险突出。

公安部提醒广大驾驶人和节日出行群众，自驾出行应
关注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的交通路况信息和交通安全提示，
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错峰出行、避免拥堵；驾车途中
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参加聚餐聚会，应牢记“喝酒不开
车、开车不喝酒”。高速公路行车要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
距；遇雨天路滑，要降低车速，减少变道超车；一旦错过出
口，千万不能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农村道路行车
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注意减速慢行、按规
定让行。乘坐客车出行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营运客车，切
勿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的“黑客车”；乘坐客车要全程
系好安全带。客货运驾驶人要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
全文明驾驶，确保运输安全。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多个“保供稳价”举措

拎稳“米袋子” 熨平“猪周期”

国家发展改革委当日发布的信息
显示，《关于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
控机制的意见》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已于近期
印发实施，这为拎稳“米袋子”“菜篮子”
吃下了“定心丸”。

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产供储加销链
条长、环节多、涉及范围广，“小生产、大
市场”特征突出，面对自然灾害、市场风
险、突发事件，价格容易大起大落。如

何从制度构建上确保重要民生商品保
供稳价，意义重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9日表示，已于近
日召开全国视频会议部署落实完善重

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将侧重从机
制上构建民生商品价格调控的“四梁八
柱”，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
作用，以供应稳保障价格稳、以价格稳
促进供应稳，防止价格大起大落影响基
本民生。

拎稳“米袋子”“菜篮子”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5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1.3%。

“5月份，各地区各部门继续做好保
供稳价各项工作，居民消费价格总体稳
定。”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
莉娟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2
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食品价格由上月同比下
降0.7%转为上涨0.3%，影响CPI上涨约
0.05个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价格下降
23.8%，降幅比上月扩大2.4个百分点；
淡水鱼价格上涨33.7%，涨幅扩大7.3个
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6%，涨幅比
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
1.28个百分点。非食品中，交通通信价
格上涨5.5%，涨幅扩大0.6个百分点，其
中飞机票、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32.3%、22.0%和24.2%。

董莉娟表示，据测算，在 5 月份
1.3%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
尾影响约为0.7个百分点，比上月扩大
0.6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0.6个百

分点，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从更能反映短期变动的环比数据

看，5月份，CPI环比下降0.2%，降幅比
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
格下降1.7%，降幅收窄0.7个百分点。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
研究员郭丽岩分析认为，5月份CPI环
比下降，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总体继续
回落，在近一阶段物价运行中发挥了

“稳定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生猪生产不断

恢复，猪肉供给持续增加，价格环比继
续下降11.0%；鲜菜和鲜果供应充足，价
格分别下降5.6%和2.7%；受供给减少、
需求增加及饲料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
淡水鱼价格继续上涨9.9%。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的价
格变化，既是经济议题，更是民生关

切。随着消费持续升温，未来物价是否
会继续走高？

郭丽岩分析，展望今年后期，居民
消费领域商品和服务生产供应充裕，特
别是农副食品市场供应充足、工业消费
品产能充裕，CPI保持平稳运行具有坚
实基础，预计将在合理区间温和波动运
行，全年物价调控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5月份，全
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
上涨9.0%，环比上涨1.6%。

郭丽岩认为，5月份，PPI环比上涨，
煤炭、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
价格大幅上涨是主要原因。市场普遍
预期，目前PPI当月同比涨幅有很大概
率是全年高点。

“展望今年后期，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传导、海运费用上升、全球流动性宽
松等因素还可能继续影响我国PPI走
势，叠加去年同期低基数效应，二三季
度PPI同比涨幅还可能维持在高位，其
后随着价格信号引导作用释放以及国
家保供稳价政策效应显现，后期PPI总
体将呈现回落态势。”郭丽岩说。

（据新华社）

5月CPI同比上涨1.3%

未来物价怎么走？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国务
院日前印发《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共185项和扩展项目名录共
140项。

此次公布的325个项目覆盖全国31
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中，
96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的103个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以及一批服务民生、惠及百
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7个
原仅有1至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的少数民族此次有8个项目
列入名录，包括俄罗斯族、塔塔尔族、门
巴族、独龙族等人口较少民族。

截至目前，国务院共公布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557项，包括
民间文学类167项，传统音乐类189项，传
统舞蹈类144项，传统戏剧类171项，曲艺
类145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109
项，传统美术类139项，传统技艺类287
项，传统医药类23项，民俗类183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本
制度，也是中国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缔约国责任和义务的重要内
容。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
的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共认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
一大批珍贵、濒危和具有重大价值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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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深化公路服务区厕所革命
据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记者8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即日起至12月31日，交通运输部将持续深化公路服务
区“厕所革命”专项行动。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日前印发《深化公路服务区“厕所革
命”专项行动方案》。方案明确，到今年年底，省域内客流量
排名前50％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卫生间基本实现设施
完备、厕位充足、卫生整洁、生态环保，公众“如厕难”和“卫
生差”问题基本解决；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公路服务区应保
障工作日、周末、重大节假日期间每个厕位排队人数分别不
超过1人、2人、3人；合理增设第三卫生间，完善儿童如厕
设施，满足异性家人陪侍使用需求。

在管理模式上，方案提出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具备
条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通过设置厕位传感器、厕
位门红绿灯占用指示、卫生间外引导屏等方式，提高卫生间
使用效率；积极推广“公厕长”制，规范岗前准备、卫生维护、
物品添置、垃圾归类等操作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