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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明日凌晨发射
据新华社酒泉10月14日电 经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

指挥部研究决定，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于16日凌晨发射，发
射时间瞄准北京时间16日0时23分。飞行乘组由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组成，翟志刚担任指令长。执行此次发射
任务的长征二号F遥十三火箭于14日下午进行推进剂加注。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14日下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航天员翟志刚是中国首位出舱航天员，航天员王亚平执
行过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叶光富是首次执行载人
飞行任务。

林西强说，按计划，神舟十三号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
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与天和核
心舱及天舟二号、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航天员进
驻核心舱后，按照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活，约6个月
后，搭乘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本报讯 记者徐浪、实习生胡方
杰、通讯员刘琳报道：年年重阳，今又
重阳。10月13日重阳节前夕，农行咸
宁分行专家吴秋霖率该行党员志愿者
一行，赴农行乡村振兴驻点村——咸
安区桂花镇南川村开展“点滴微孝，敬
老爱老”关爱行主题党日活动。为该
村孤寡老人、“参加抗美援朝、对越自
卫反击战”退伍老兵、退休老党员等
36位老人送去了牛奶、大米等慰问物
资，让他们度过一个隆重、温暖、有意
义的重阳节。

在该村党员群众活动中心，吴秋
霖同志与南川村的老人们坐在一起，
亲切聊家常，叮嘱老人们现在党的政
策好，一定要保重身体，幸福安度晚
年。随着欢快的生日歌响起，青年志
愿者推着蛋糕走进会议室，戴寿星帽、
唱歌、许愿、吹蜡烛、吃蛋糕，老人们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现场气氛热烈，
其乐融融。退休老支书周永庆说：“农
行咸宁分行为老人们集体过生日，这
在南川村是首次，对他本人来说是第
一次，感谢农行对老人们的关心和关
爱，农行用行动践行‘尊老、敬老、爱老
’的传统美德。”在现场的南川村退伍
老兵刘昌灯还向农行青年志愿者们讲
述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亲身经历，
告诫青年人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热爱祖国，热爱党，勉励青年人
要发扬艰苦奋斗、不怕吃苦的精神，为
祖国的繁荣富强作贡献。

最后，吴秋霖同志饱含深情地说：

“各位老人家辛劳一生，为国家、为集
体、为家庭作出了贡献，我们不能忘
记，尊重老人就是尊重历史，俗话说家
有一老如有一宝，希望南川村老年朋
友们在村两委的领导下，力所能及的
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等方面发挥余
光、余热，真正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

当天，在场的全体人员起立手挥
党旗，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深切祝
福。

会后，吴秋霖还对该村行动不便
的贫困户和孤寡老人进行上门走访慰
问，为困难老人送去物资，把关怀送到
老人心坎上。

据悉，自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以来，
农行咸宁分行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结合金融行业实际，将助
力乡村振兴作为全行重要工作，与驻
点村心手相连，全心全意为驻村群众
办实事、办好事，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认
可。

点滴微孝 敬老爱老

农行咸宁分行赴南川村开展重阳节慰问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谭永明报道：10月
阳光酒店组织开展秋季安全生产大检查
活动，为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打下坚实
基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公司2021年安全工
作意见，根据公司《关于开展2021年秋季
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的通知》精神，酒店
认真组织开展安全大检查，认真学习传达
公司秋季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的工作部
署安排，同时结合酒店实情，制定下发《阳
光酒店关于开展2021年秋季安全大检查

活动的通知》。酒店由领导班子成员带队
对安全检查责任片区开展现场督查检查，
实现检查内容、范围的全覆盖。针对存在
问题，酒店分别按照立行立改、限期整改
等方式进行督办整改，确保切实消除安全
隐患问题。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的
总结和有关安全问题的后续整改督办工
作。针对纳入计划整改的安全隐患问题，
酒店切实将问题责任到部门、到个人，拟
订整改时限，开展持续督导，并及时与公
司安全管理部门做好整改情况的反馈。

阳光酒店开展秋季安全大检查

关于咸宁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贷存比情况的通报
截止2021年9月30日，咸宁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

额1918.75亿元，比年初净增121.63亿元，同比增长6.92%；各项
贷款余额 1443.64 亿元，比年初净增 154.84 亿元，同比增长
14.99%。余额贷存比为75.24%，新增贷存比为1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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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30）

全市金融机构
农发行

武汉农商行
汉口银行
工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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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4%
383.51%
136.61%
91.72%
77.99%
77.81%
75.70%
71.80%
70.29%
69.29%
57.58%
49.53%
43.10%
23.27%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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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城县历史遗留地块重金属污染治理修复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征求意见稿及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及途径
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查阅《通城县历史遗留地块重金属污染治理

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1）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kFYopIYcKwlG-

DC7uKACR4Q 提取码：t698
（2）前往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查阅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影响范围内所有公众，以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其他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p1guB1njnVs- MY7nYmmsQ

提取码:qyf6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形式主要为填写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另外

公众还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反映其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1年10月11日~2021年10月23日（10个工作日）

咸宁市生态环境局通城县分局
2021年10月11日

本报讯 通讯员张蒙晰报道：9月27
日，为纪念孔子诞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形成多读书、读好书的文明风尚，在“9·28孔子
诞辰日全民阅读活动周”之际，市住房公积金
中心开展了“十进一创”主题读书会活动。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
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读书会上，大家纷纷诵读喜欢的《论语》等
国学经典中的名句，互相交流心得体会，
分享书中文化魅力。集中观看了《于丹说

论语》学习视频，引导干部职工以学立德、
以学修身、以学增智。

通过诵读国学经典，大家真切感受到
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其中博大精深
的哲理，从中摄取了更多智慧和力量，同
时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操，培养了善读
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

市公积金中心开展读书会活动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协办
服务热线：8130231 8273649

遗失声明
赤壁市阳光幼儿园遗失公章一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421281784470309Y，特声明作废。
陈日明遗失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从

业资格证，证号：422325197101205474，特声
明作废。

胡松柏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22301600200726，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供应商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
记 证 书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21200MJH9990375，特声明作废。

陈海兵遗失鄂L79803号车辆营运证，证
号：421221200922，特声明作废。

湖北宝仕康药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21200MA492TNA03）经公司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减少注册资
本，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亿元减至人民币
3000万元，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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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宝仕康药业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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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

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
渝坚持的重要理念。评价一个国家政治
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
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
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
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
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
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
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
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
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
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
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
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
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
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
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
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
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
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
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
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
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
人民监督和制约。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
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
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
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

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习近平强调，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

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
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
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
来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
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
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实现
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
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
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
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
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
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
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
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
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
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继
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
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
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
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
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

习近平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

体。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人民有
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
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保证人
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民主选举产生人
大代表，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
环节全过程，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
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
民的声音。要完善人大的民主民意表达
平台和载体，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
工作机制，推进人大协商、立法协商，把
各方面社情民意统一于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之中。

栗战书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了总结讲话。他指
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
度，明确提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
作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和主要工作，深
刻回答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讲话丰
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内涵、理论
内涵、实践内涵，是一篇充满马克思主义
真理力量的纲领性文献。

栗战书强调，要全面、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最

高政治原则，确保人大各项工作都在党
的领导下进行；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
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这一根本方向；高举人民民主的
旗帜，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
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
作用；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人大
工作，切实做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在哪
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力量就汇聚
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切实做好人
大代表工作，使发挥各级人大代表作用
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着力
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让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
能。要全面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努力打造让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
满意的政治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机
关、代表机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出席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和人
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副省级城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
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
员会、常委会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
等参加会议。

（上接第一版）
记者随大幕乡乡长李成走进竹炭厂，只见

占地2000多平米的钢架大棚里，78个土窑一
字排开，气势恢宏。

烧窑工人张方安正将一根根“棍子”进行
装窑，“棍子由楠竹废料经粉碎、烘干后压制而
成，经过土窑高温烧制，最后变成竹炭。”

厂房另一侧，是成千上万、整齐码放的竹
炭成品，工人正在装箱，然后装车运出深山。

李成介绍，竹炭厂能“吃尽”全乡竹企的竹
屑，能将村民弃而不用的破竹、残竹变废为宝，

目前订单不断，产品供不应求。就连竹炭渣也出
口非洲，成为制作蚊香的主原料。如今企业接纳
90多名农户务工，村集体每年增收24万元。

变身：高端竹艺网销千万元

聚光灯下，笋壳做的小麻鸭、竹丝做的竹
蜻蜓、竹根雕的小黄牛……栩栩如生，活灵活
现。一位年轻姑娘，正对着手机的直播镜头，
将这些“玩艺”一一展示给网友……

记者走进位于咸宁文创空间里的艺竹情
工艺品有限公司时，传统竹产业赋能后的时

尚、潮流感扑面而来。如果不是有人介绍，很
难看出这都是竹子的“衍生品”。

“我们从大幕乡起步，从竹跳板等粗加工
做起，慢慢转移到竹制品精加工，去年9月开
始直播销售，年销售额上千万元。”该公司主管
万伦介绍。

艺竹情公司的创始人贺慈，一位90后的
咸安小伙，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

“大幕楠竹资源丰富，还有很多做竹编竹
艺的老手艺人，可惜养在深闺无人识。”2019
年，贺慈自筹20万元，在大幕乡成立艺竹情工

艺品有限公司，别出心裁地在乡里组织竹工艺
大赛，挖掘多名有经验的乡村手艺人，聘用他
们到公司做竹产品加工造型，然后放到网上售
卖。随着企业的发展，去年他将设计平台搬到
位于咸安城区的文创空间。

锋利的刻刀，轻轻从竹根划过，一根栩栩
如生的线条就呈现出来……该公司的雕刻室，
雕刻师吴宇正将一个竹根雕成金龟。

这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两年前应聘到艺
竹情公司，如今已是首席雕刻师，刻刀下点竹
成金。“一根成竹只能卖几十元，但制成300个

竹简，可卖到近千元，制成其他精致的小摆件
价格更高……”吴宇告诉记者，竹子被“文化铸
魂”后，单品最高能卖到8000元。

“从一根竹竿加工到全竹利用，从单纯加
工到链式经营，依托竹产业，全乡70%的人增
收了。下一步，我们将通过科技创新、品牌建
设、渠道拓展等手段，全力拉长‘竹链条’。”新
上任的乡长李成信心满满。

仍是这一竿竿翠竹，仍是这片竹海，遨游于
市场之海的大幕人用巧思加巧手，打造出一个全
新的“竹产品王国”，写出一篇精彩的“竹文章”。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空间站建造阶段将实施6次飞行任务

2022年底前完成三舱组合体建造
据新华社酒泉10月14日电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

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六次飞行任务，也是该阶段最
后一次飞行任务，该项任务将实现五大目的。后续，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将全面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共规划实施6次飞
行任务，2022年底前将完成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建造。

10月14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表示，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行任务的主要目的为：一是开展机械臂辅助舱段转位、手控
遥操作等空间站组装建造关键技术试验；二是进行2-3次出
舱活动，安装大小机械臂双臂组合转接件及悬挂装置，为后
续空间站建造任务作准备；三是进一步验证航天员在轨驻留
6个月的健康、生活和工作保障技术；四是进行航天医学、微
重力物理领域等科学技术试验与应用，开展多样化科普教育
活动；五是全面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功能性
能，以及系统间的匹配性。

林西强表示，对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各项任务完成
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转入空间站建造
阶段。建造阶段共规划实施6次飞行任务，首先发射天舟四号
货运飞船，运送补给物资，为随后实施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
任务做准备；神舟十四号乘组在轨驻留期间，将先后发射问天
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对接，进行舱段转位。

在2022年底前，中国将完成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建造；随
后实施天舟五号货运补给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
十五号乘组将与神舟十四号乘组开展在轨轮换。

重阳晒幸福
晒出敬老情
10月14日，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

杨家峪村老人在观看重阳节文艺表演。
当日是重阳节，天津市蓟州区罗庄

子镇杨家峪村举行重阳节“晒被子”活
动，村民们拿出为长辈做的被子，集中
在村里的广场上晒一晒，比一比，看谁
家的被子干净、整洁、舒适。村里还为
70岁以上的老人送上蛋糕，举办文艺表
演等活动，营造出欢乐喜庆、敬老爱老的
节日氛围，引导全社会传承敬老爱老的
传统美德。

据新华社

航天员王亚平将开讲“太空第二课”
据新华社酒泉10月14日电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

新闻发布会14日下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
强说，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航天员王亚平将在空间
站开讲“太空第二课”。

林西强介绍，神舟十号飞行任务中，航天员王亚平太空
授课期间，全国有6000万中小学生在地面课堂上课，社会反
响巨大。

林西强说，在总结和发展载人航天科普工作有益经验的
基础上，在此次任务中，我们策划了更加形式多样的科普教
育活动，我相信，王亚平老师会很快再次“太空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