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武汉8月12日电 湖
北近日持续强降雨，全省防汛形势
日趋严峻，省防汛抗旱指挥部12日
16时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自8月8日开始，湖北省发生
新一轮强降雨，全省大部均有大到
暴雨，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局部
特大暴雨。截至12日15时，全省

累计降雨量50毫米-100毫米的有
23个县，累计降雨量100毫米以上
的有68个县。其中，8月11日至
12日12时，强降雨过程造成襄阳、
随州、孝感28.61万人受灾，紧急避
险7216人，紧急转移安置5943人。

据了解，截至12日8时，全省
有774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其中大

型 2座、中型 18座、小型 754座。
12日，随州市随县柳林镇镇区被
淹。预计12日至13日两天湖北省
仍有较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短时
强降水和雷电天气。

湖北省防指要求，各地各单位
要按照防汛Ⅲ级应急响应要求，进
一步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

心的防汛抗旱责任制，进一步加强
值班值守、监测预警、信息报送，加
密会商研判、强化风险区域巡查、
做好抢险救援和受洪水威胁群众
紧急避险转移等工作，全力迎战强
降雨过程，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湖北省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8月12日拍摄的随州市柳林
镇受灾现场（无人机照片）。

▶8 月 12 日，在随州市何店
镇，救援人员转移被困人员。

新华社武汉8月12日电 12
日10时30分，湖北省气象局将重
大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由Ⅳ
级提升至Ⅲ级。

近日湖北强降水天气引发洪
涝、风雹等灾害。据湖北省应急管
理厅消息，初步统计，截至12日10
时，8月8日以来的强降雨过程已造
成十堰市、襄阳市、孝感市、黄冈

市、随州市、恩施州等6个市（州）13
个县（市、区）10.87万人受灾，转移
安置635人；农作物受灾面积8.11
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 0.64 千公
顷；因灾倒塌房屋48间，不同程度
损坏房屋3561间。

襄阳和随州在8月11日夜间出
现了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中，襄阳宜
城市11日20时至12日6时，最大降

雨站点板桥店镇突破400毫米，城区
降雨接近300毫米，是宜城市有气象
记录以来最大值，全市44座水库超
汛限水位，宜城市已于12日4时启动
防汛Ⅰ级应急响应。随州市多个乡
镇11日8时到12日8时降雨超过
100毫米，随州市于12日10时将防
汛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应急响
应。相关抢险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

湖北省气象局表示，8月12日至
13日，湖北省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致灾风险高，据此将重大气象灾害
（暴雨）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应
急响应，须加强防范持续降水造成中
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
涝，做好中小湖库堰塘水雨情监测及
安全管理，同时防范降雨及雷电天气
对疫情防控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

湖北：强降雨致10万余人受灾
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升至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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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意见》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

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
的重要基础。要贯彻“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
作方针，深入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发展工程，切实提升非物质文
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力
量。

《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得到有效保护，工作制度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显
著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当代、
造福人民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到203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得
到全面有效保护，传承活力明显增
强，工作制度更加完善，传承体系更

加健全，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推动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意见》对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体系、提高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水平、加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播普及力度等提出了明确要
求。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为
表彰我国女运动员在第32届奥林匹
克运动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经国家
体育总局推荐，全国妇联日前作出决
定，授予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上获得金牌的杨倩等26名女运动员
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授予中国女子
乒乓球队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在表彰决定中，杨倩、侯志慧、孙
一文、王涵、姜冉馨、陈云霞、张灵、吕
扬、崔晓桐、张雨霏、杨浚瑄、李冰洁、
陈梦、朱雪莹、黄东萍、卢云秀、巩立
姣、陈雨菲、汪周雨、鲍珊菊、李雯雯、
孙颖莎、王曼昱、刘诗颖、徐诗晓、孙梦

雅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中国
女子乒乓球队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集
体称号。依据相关评选表彰办法，施
廷懋、钟天使此前已获得全国三八红
旗手称号，不再重复授予；陈芋汐、张
家齐、汤慕涵、管晨辰、全红婵未满
18周岁，不参评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妇联在表彰决定中指出，在
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国参
赛女运动员在比赛中敢打敢拼、勇于挑
战、超越自我，再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
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巾帼风
采，极大地鼓舞激发了包括亿万妇女
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

全国妇联作出表彰决定

授予杨倩等26名女运动员全国三八红旗手、
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遗失声明
咸宁迈点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24097652469H，核准日期：2018
年5月25日，特声明作废。

厚福医疗装备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
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81421200MC29853375，特声明
作废。

厚福医疗装备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
在中国工商银行咸宁市分行岔路口分理处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0001814901，账
号：1818000409200086863，特声明作废。

电力物资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会
本报讯 通讯员焦中良报道：8月4日，电力物资部（物资供

应中心）党支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会前，该中心高度重视，制定了专题组织生活会方案，认真组

织开展了专题学习、谈心谈话，组织全体党员认真撰写党性分析
材料，结合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深入思考，认真反思和检查，
为开好本次专题组织生活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会上，中心报告了半年来党支部工作情况和党史学习教育的
开展情况，通报了支部委员会检视问题情况及整改措施。全体党
员谈党史学习教育中开展学习情况、谈学习体会、谈党员先锋作
用发挥情况、谈差距不足、谈改进措施，所有党员依次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会议气氛融洽、热烈，达到了交流思想、增进团结、明
确方向、促进整改的目的。

截止2021年 7月31日，
咸宁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
存款余额1865.67亿元，比年
初净增68.55亿元，同比增长
5.75%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1405.92 亿元，比年初净增
117.1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92% 。 余 额 贷 存 比 为
75.36% ，新 增 贷 存 比 为
170.86%。市直13家银行业
金融机构贷存比情况如下：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贷存
比（2021.7.31）

全市金融机构
农发行

武汉农商行
汉口银行
中 行
工 行
建 行
湖北银行
农 行

咸宁农商行
咸安长江村镇银行

民生银行
交通银行
邮储银行

余额贷存比
75.36%
377.57%
136.67%
89.60%
83.00%
79.61%
75.48%
73.50%
69.88%
68.43%
55.09%
47.82%
44.79%
22.66%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关于咸宁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贷存比情况的通报 减资公告
湖北鑫尔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22087527015L）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0万元减至
人民币2022万元，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逾期不提出的
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湖北鑫尔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3日

国务院教督委办公室要求

完善“双减”工作落实进度通报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8

月11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印发专门通知，拟对各省“双减”
工作落实进度每半月通报一次。

《通知》明确，各省自8月30日起每
月15日和30日前，报送“双减”工作落
实进度，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在汇总分析后，形成专项督导半月通报。

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各地相继出台“双减”细则。

海南省自8月5日起暂停办理
除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外其他教育机
构及教育服务机构教育行业创新创
业人才确认工作。成都市要求各区
县对学生参加校外培训进行实名制
管理，支持鼓励校外培训机构探索

“先消费、后付费”的运营模式。上海
市严禁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参加任何
形式、任何范围的联考或月考。

甘肃、山东等地也相继出台停止
学科类校外培训的通知，加快推进

“双减”进程。

新华社北京 8月 11 日电 日
前，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发布《关于
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

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包含基本制
度、基本政策以及医保基金支付的项
目和标准、不予支付的范围。

在基本制度方面，意见明确保障
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的制度安排，包括
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
救助。各地在基本制度框架之外不
得新设制度，地方现有的其他形式制
度安排要逐步清理过渡到基本制度
框架中。

基本政策主要包括参保政策、筹
资政策、待遇支付政策等。其中，参

保政策主要包括参保人群范围、资助
参保政策等；筹资政策主要包括筹资
渠道、缴费基数、基准费率（标准）等；
待遇支付政策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纳
入清单管理的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
救助待遇支付政策。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础上，将
统一制定特殊人群保障政策。地方
不得根据职业、年龄、身份等自行新
出台特殊待遇政策。

意见明确，各地原则上不得再出
台超出清单授权范围的政策。对以往
出台的与清单不相符的政策措施，由
政策出台部门具体牵头，原则上3年
内完成清理规范，同国家政策衔接。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发布意见

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记
者11日获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
究起草了《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并于
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通知，在“坚持划定底线，防
止城市更新变形走样”方面，要求严
格控制大规模拆除，原则上老城区更
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
积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
严格控制大规模增建，原则上更新单
元（片区）或项目内拆建比不宜大于
2；严格控制大规模搬迁，更新单元
（片区）或项目居民就地、就近安置率
不宜低于50%；确保住房租赁市场供
需平稳，统筹解决新市民、低收入困

难群众等重点群体租赁住房问题，住
房租金年度涨幅不超过5%。

在“坚持应留尽留，全力保持城市
记忆”方面，要求保留利用既有建筑，保
持老城格局尺度，延续城市特色风貌。

在“坚持量力而行，稳妥推进改
造提升”方面，要求加强统筹谋划，不
忽视地方实际和居民意愿，不运动
式、盲目实施城市更新；探索可持续
更新模式，不沿用过度房地产化的开
发建设方式，不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带
来的短期效益和经济利益；加快补足
功能短板，不搞脱离实际、劳民伤财
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提高城市安
全韧性，不过度景观化、亮化，不增加
城市安全风险。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严控城市更新中大拆大建

（上接第一版）
“早在2018年，县里就成立指挥部，全力

解决项目推进中所有前期问题。”县发改局副
局长陈励说。

2020年，该县调整充实指挥部，县委书记
为政委、县长为指挥长，并成立6个工作专班，
着力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一切难题。

今年7月，勘探洞口上方出现滑坡，专班
人员迅速通知应急部门前往解决；为避免外部
渣土对施工造成影响，该县安排专车及时进行
转运……项目一有难题，政府便及时赶到现
场。

据介绍，该项目推进至今，从未停工一天。
为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该县实行一个

重点项目由一个县领导包保、一个单位落实、
一个工作专班机制，对项目全流程协调、全时
段推进、全方位服务。

南林工业园是通山突破工业发展新空间
的重点项目，总投资25亿元，一期征地1000
亩建设标准化工业厂房。步入其中，一栋栋厂
房已拔地而起。

“7栋厂房、6.2万平方米主体工程已完成。”
项目服务专班成员、县经济开发区副主任徐良路
说，南林工业园的推进创造了“通山速度”。

南林工业园一期于2019年7月开工，今
年3月正式完工，除去疫情影响，建设时间仅
18个月。期间，主要领导一月一调研，分管领
导扎根在工地，专班人员跑前又跑后，协调做
好各项保障、纠纷化解、难题解决等工作。

纳克汽配需办理施工许可证，一个简短会
议的时间，证件就办好了；长河电子用电困难，
电力、开发区、城投等多部门协商，承诺10日
内解决……

目前，南林工业园一期已有16个项目入

驻，实现满园招商，二期项目推进已拉开大幕。
与此同时，通山冷链物流中心、铝塑模板

二期工程等18个重点工业项目也在加速推进
中。

民生项目跟进 共享发展成果

通山县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项目现场，两
栋楼房拔地而起，施工人员有序忙碌。

该项目位于赤通公路与规划道路交叉西
南方，占地面积28.78亩，总投资1亿元，拟建
门诊综合楼、住院部大楼及配套工程，设计床
位306张，于2020年8月17日正式开建。

“目前已完成门诊综合楼四层和住院部六
层主体结构。”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陈前方说。

项目建设单位指派专人驻守项目，助力扫
清项目建设一切外在“障碍”，施工单位则上足
人力物力，积极克服天气影响，加班加点推进

项目建设。
目前，每日施工人员40余人，一期主体工

程将于2022年2月完工。
让群众病有所医是通山重点关注的民生

问题之一。近年来，通山积极谋划县中医医院
整体搬迁、人民医院二期等一批医疗卫生项
目，并全心全意做好服务项目建设工作，尽早
让群众享受更优的医疗服务。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
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陈洪豪说，全力谋划推进
民生项目是增强群众生活获得感、幸福感和满
意度的有效途径。

教育是百年大计、民生之基，教育工程是
老百姓的“暖心工程”。步入通山县通羊镇第
一完全小学整体搬迁项目现场，机器轰鸣，人
来车往。

该项目总投资9600万元，占地面积40

亩，计划新建教学楼、科技楼、综合楼及配套公
共设施。项目建成可有效缓解新城区“大班
额”问题。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县里成立了工作专
班，由1名常委和7名成员负责，及时解决项目
推进过程中所碰到的一切难题。据悉，该项目
所有建筑主体工程可于今年完工，预计于明年
秋季招生开学。

目前，实验小学改扩建、通山一中初中部
建设等一批教育项目正加速推进中。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山县委县政府
初心不改。近年来，通山紧紧围绕山通水富、
生态宜居等方面，认真谋划推进城区供水二
期、通大污水处理、森林质量提升、横石河治理
等一批批民生项目，仅今年就实施民生项目
18个，总投资51.7亿元，真正让发展成果群众
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