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师方旬）今年汛
期以来，我市共出现 25轮强降雨天气
过程，平均降雨量506.2毫米，较历年同
期相比偏多 51%，为近 50年以来的最
高值。为切实加强防汛工作，严防汛期
各类灾害发生，我市采取多项有效举
措，确保安全度汛。

在防汛工作中，我市党政主要领导
亲自研判、部署、调度、指挥，市委书记
闫晨曦，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云峰要求
各级各部门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
情绪，强化防范措施，突出河流、尾矿
库、煤矿、非煤矿山、城市低洼地带、地
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扎实开展隐患排
查整改，严格落实避险措施，做好应急
值守。市政府先后多次召开防汛调度会
议，市县乡三级均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
导任总指挥的临战指挥部，市级指挥部
将防汛调度延伸到乡镇一级，每天由副
指挥长带队值守，每晚抽查检点县（市、
区）及乡镇值班值守、雨情水情、人员撤
离等情况。市政府还成立了9个专项督
导组和 17个包县检查组，对各县（市、
区）防汛工作进行督导检查；通过微信
工作群及时发布调度指令，确保防汛工
作有序开展。强化监测预警，坚持每日

会商研判，加密预测预报频次，市级共
发布气象雷暴灾害、城市内涝等预警
10次，发布气象快报、会商专报等信息
18次，发布水情日报及短时水情28次。
强化隐患排查，累计出动 3万余人次，
对 55座水库、532座淤地坝、1602处地
质灾害点、915 处山洪易发区及漫水
桥、高陡边坡等 2891处重点部位开展
全面巡查排查检查，严格落实控制水
位、空库运行、停工停产等措施。强化关
停撤避，累计撤离群众23722人次并妥
善安置；紧急关闭旅游景区景点23个，
停产企业65家，297个建筑工地全部停
工；封闭或管控涉水公路路段、桥梁76
处，设立醒目标志、发布通告，专人全天
候盯守巡查，确保安全。强化应急准备，
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关键岗位 24小时
值班等制度，辖区内武警、消防救援等
力量全部集结待命，防汛抢险队伍实行
24小时战备值班，落实防汛物资，积极
应对、妥善处置尧都区、襄汾县等地局
部汛情。

据气象部门预报，我市10月3日至
7日还有一轮降雨过程。全市各级各有
关部门将继续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
责任，强化各项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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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交通技术监控管理水平，加强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通事
故的发生，创造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严厉打击飙车、超速、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
驶、不系安全带、接打电话、大货车不靠右行等交通
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新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及公安部《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在209国道、309国道、342省道、330省道
事故多发路段新增固定执法取证设备点位 9处，现
将固定执法取证路段及限制时速予以公告，具体位
置如下：

一、342省道0KM+200M，重中型货车限速40公
里/小时，小型汽车60公里/小时；

二、342省道6KM+400M，限速60公里/小时；
三、342省道23KM+700M（鄂东迎宾大道）单向

测速，限速60公里/小时；
四、342省道24KM+700M（鄂东迎宾大道）单向

测速，限速60公里/小时；
五、309 国道 1059KM+750M，限速 60 公里/小

时；
六、309 国道 1074KM+300M，限速 60 公里/小

时；
七、209 国道 1202KM+200M，限速 60 公里/小

时；
八、330省道65KM+300M，限速60公里/小时；
九、鄂西迎宾大道2KM+400M（原330省道），限

速60公里/小时。
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规守法，安全谨慎行车，

共同营造安全畅通、和谐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特此公告

乡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9月29日

乡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关于新增电子监控交通违法抓拍设备的公告

临汾市银行业协会
临 汾 日 报 社

奋斗新时代
金融新担当

合办

今年以来，浮山农商银行深入
推进全行清廉金融文化建设，营造
风清气正的行业生态，培育清廉金
融文化理念，增强全行干部员工的
清廉意识。图为员工在学习《金融
案鉴》。 唐 昊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加屈彦）为营造
“学廉、思廉、践廉”的浓厚氛围，近日，
乡宁农商银行“三方发力”推进“清廉金
融文化建设”活动深入开展。

一是立足网点，线上线下齐宣传。
充分发挥营业网点主阵地作用，精选

“清廉文化建设”标语，利用 LED电子
屏、海报张贴等宣传载体，开展“清廉金
融文化”宣传活动。

二是对接客群，集中征集意见建
议。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电子屏幕滚
动播放、宣传图片上墙展示、微信群转
发等方式加大内外部宣传，提高活动
参与度和影响力。同时，走进村、社

区、街道等积极征集清廉文化建设工
作意见建议，接受群众客户监督指导，
在广大客群中树立建设清廉文化的信
心和决心。

三是抓好共建，确保活动落地见效。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
开展下乡督导推进活动，全方位、多角度
开展清廉文化建设宣传和普及金融知
识，更好地调动员工、客户参与建设宣传
工作的积极性，与金融消费者之间形成
良好的共建氛围，营造健康和谐的金融
消费环境。活动中，该行共计推送“清廉
金融文化”宣传标语48条、开展内部宣传
5次，员工覆盖面达100%。

乡宁农商银行

开展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宣传活动

2021 年 9 月 29 日,新增 5 个中风险区，
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地恒托斯卡纳
小区 4 期，哈尔滨市巴彦县松花江乡民胜
村，哈尔滨市巴彦县巴彦镇金源嘉园小区，
哈尔滨市巴彦县巴彦镇悦和新城小区，哈尔
滨市巴彦县兴隆镇阳光名苑小区。

调整 9 个中风险地区为低风险地区，
为：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学士社区，
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溪北村，莆田市仙游县
枫亭镇溪南村，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东宅
村，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海滨村，莆田市仙
游县鲤南镇横塘村富力院士廷8幢，莆田市
仙游县鲤南镇西埔社区温泉东路 2250号锦
行车行以前门为中心左、右、后侧各 500米
范围，莆田市仙游县鲤南镇仙安社区以八二
五南街 213号为中心（东侧八二五南街 163
号至八二五南街 269号，南侧兴国西路 135
号至兴国西路13号，北侧八二五南街163号
至八二五南街 225弄 3-7，西侧八二五南街
225弄 3-7号至兴国西路 135号）范围内，莆
田市仙游县赖店镇锦田村顶厝自然村。

目前，全国高风险地区 3个，中风险地
区47个。

高风险地区（3个）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除了上浒

村、沧溪村、锦湖村、山头村调整为中风险
区，荷珠村、滨海社区居委会、湄洲湾工业学
院社区居委会、下社村委会、和平村委会、斗
北村委会、海安村委会、学士社区、溪北村、
溪南村、东宅村、海滨村调整为低风险区），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兴隆镇兴隆

林业局有限公司街道办事处全域。
中风险地区（43个）
福建省（30个）
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上浒村，
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沧溪村，
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锦湖村，
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山头村，
莆田市仙游县郊尾镇宝坑村，
莆田市仙游县赖店镇象岭村，
莆田市仙游县园庄镇枫林村,

莆田市仙游县园庄镇园庄社区,
莆田市仙游县园庄中学，
莆田市仙游县度尾镇仙竹村,
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笏西路以东、北埔

路以西、兴秀路以南、大营路以北的区域内，
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荔港大道（笏石段）

以东、秀郊路以西、东圳水渠以南区域内，
莆田市秀屿区以笏石镇阳光幼儿园为

中心、南至大众路、北至 70米外无名路、西
至荔港大道、东至160米外无名路范围内，

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荣府一品小区，
泉州市泉港区界山镇鸠林村，
泉州市泉港区界山镇界山村顶府自然

村，
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苏厝村部分区域

（和平北路145-149号、213号、230-232号），
泉州市安溪县龙涓乡长新村，
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仁安社区部分

区域[苏厝街 14-1、14-2、16、18、20、26、28、
30、32、34、71、73、75、77、91号，外清巷 1、2、
3、3-1、3-5、4、6、8、10、13、17、19、21号，盐溪
街12号-36号（双号）、1号-33号（单号）、52
号-58号（双号）、62号-70号（双号）、78号-
102号（双号），虞朝巷（全部门牌号），吴厝巷
9、10、11、12、13、14、16、17、19、21、23号]，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后江社区福满
家园小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官田洋一里，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碧岳村，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古庄顶布房里，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凤岗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西湖社区山坪

里，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布塘村美安里，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吕岭社区彩虹

花园小区，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水云湾小区，
漳州市台商投资区福龙社区。
黑龙江省（13个）
哈尔滨市南岗区爱达88小区，
哈尔滨市松北区万达秀园小区，

哈尔滨市松北区地恒托斯卡纳小区 4
期（新），

哈尔滨市巴彦县松花江乡民胜村（新），
哈尔滨市巴彦县兴隆镇浩鹏世纪花园

小区，
哈尔滨市巴彦县兴隆镇恒隆花园小区，
哈尔滨市巴彦县兴隆镇阳光名苑小区

（新），
哈尔滨市巴彦县巴彦镇中兴家园小区，
哈尔滨市巴彦县巴彦镇盛隆国际小区，
哈尔滨市巴彦县巴彦镇金源嘉园小区

（新），
哈尔滨市巴彦县巴彦镇悦和新城小区

（新），
哈尔滨市木兰县木兰镇香江水岸小区，
绥化市北林区鑫港湾小区。
为深入贯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防控策略，严防疫情输入扩散，请广大群众
密切关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疫情动态变化，
提高防范意识，做好个人防护。具体事宜通

告如下：
1.主动报告。9月 16日之后（含 9月 16

日）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旅行居住史的有关
人员,特别是与确诊病例行程轨迹有交集的
人员，要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村和单位报
备相关情况，自觉接受健康管理，积极配合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对发现从以上地区来
（返）临人员未落实健康管理措施的，请及时
反映情况，联系电话0357-2091131。

2.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如非必要，尽
量避免前往福建省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
漳州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必须前
往的，请严格做好个人防护、核酸检测、健康
监测等防控措施。

3.强化自我防护。请广大群众坚持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1米线等良好卫生习惯，
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4.主动接种新冠疫苗。为巩固疫情防控
成果，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符合条件的
市民积极行动起来，主动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早接种、早预防、早放心，为构建群体免
疫屏障贡献“一臂之力”。

临汾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总调度室
2021年9月29日

关于加强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临人员健康管理的通告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
才。”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回顾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人才工作取得的巨大成
就，深入分析了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新挑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
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明确了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
任务、政策举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内涵丰富、思
想深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
理论性，是指导新时代人才工作的纲
领性文献，为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
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
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
人民事业建功立业。从提出“政治路线
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到
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再到强调

“人才是第一资源”，百年大党求贤若
渴、珍视人才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一
代又一代优秀人才接续投身党和人民
的伟大事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壮

阔历史进程中写下动人精彩的篇章。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一部
集聚人才、团结人才、造就人才、壮大
人才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作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
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的重大判断，
作出全方位培养、引进、使用人才的重
大部署，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
才，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对人才工作
的领导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快速壮大，
人才效能持续增强，人才比较优势稳
步增强，我国已经拥有一支规模宏大、
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突
出的人才队伍，我国人才工作站在一
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善于在总结经验中深化思想认
识，善于在探索规律中打开工作局面，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治理智慧。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才
强国、什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建设人才
强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
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作出精
辟概括：一是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
面领导，二是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
略地位，三是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是坚持全方位
培养用好人才，五是坚持深化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六是坚持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七是坚持营造识才爱才敬
才用才的环境，八是坚持弘扬科学家
精神。这“八个坚持”，明确了做好人才
工作的根本保证、重大战略、目标方
向、重点任务、重要保障、基本要求、社
会条件、精神引领和思想保证，是我们
党对我国人才事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
深化，要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综合国力竞
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
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我们必须
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
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当
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
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
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

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2035
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人才
强国的战略目标。做好新时代人才工
作，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坚持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
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
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2035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
人才基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
在人，关键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新时
代人才工作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推动
党中央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各项决策
部署落地生效，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
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
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
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
斗中来，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
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我们就一定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坚强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全面贯彻新时代人才工作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随着强降雨过境，我市遭受洪涝
灾害的地方，在组织好生产自救的同
时，也全面开展了灾后卫生防疫和消
毒工作。日前，记者就如何保护自身健
康、减少疾病发生，采访了市应急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洪灾过后，受灾群
众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注意饮用水卫生。不喝生水，只喝
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
水；装水的缸、桶、锅、盆等必须保持清
洁；混浊度大、污染严重的井水或饮用
水，必须先加明矾澄清。

注意食品卫生。不吃腐败变质或被
污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吃剩饭剩菜，生冷
食物；不吃淹死、病死的禽畜和水产品。

注意环境卫生。洪水退去后，应及
时消除住所外的污泥，并垫上砂石或
新土；被洪水淹没后的家具应清洗后

再搬入居室；不要随地大小便，粪便、
排泄物和垃圾要排放在指定区域。

加强家畜的管理。对圈养的猪要搞
好猪舍卫生，不让其尿液直接排入河水、
塘水中；家畜家禽圈、棚要经常喷洒灭蚊
药；栏内的禽畜粪便也要及时清理。

做好防鼠灭鼠，灭螨防螨等媒介
生物控制工作。粪缸、粪坑中要加药杀
蛆；动物的尸体要深埋，并且土层要夯
实；发现老鼠异常增多的情况要及时
向有关部门报告。

感觉身体不适时，要及时诊治。特
别是发热、腹泻病人，要尽快寻求医生
帮助。

注意心理健康。保持积极的心理
状态及良好的生活规律。

关注特殊人群护理。为老、弱、病
群体营造好一点的生活和居住环境，
减少疾病和死亡的发生。

洪涝灾害过后需要注意什么？
——市应急管理局做出权威解答

本报记者 孙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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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春茂） 9 月 29
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市气象局
联合召开2021年第五次重大气象服务
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我市国庆期间的天
气预报，并对气象保障工作提出建议。

预计国庆期间，我市降水日数偏多
（5天），降水量偏多（40-80毫米），历年
同期降水量 9.7 毫米；平均气温 15-
16℃，气温前期偏高，中后期持平，历年
同期平均气温13.8℃。

国庆假期前期，我市以多云间晴为
主，伴有轻雾或雾：10月1日，全市多云
间晴天。10月2日，全市多云转阴天，有
小雨。中后期，我市有一次较强降水天
气过程：10月 3日，全市阴天，有中雨。

10月4日，全市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
中雨。10月 5日，全市阴天，有小雨，部
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0月
6 日，全市阴天，有中到大雨。10 月 7
日，全市阴天，有中到大雨。

市气象专家表示，国庆假期前期，
天气多云间晴，对秋收秋播比较有利，
适宜外出活动。中后期我市有一次强
降雨天气过程，由于我市前期降水多，
地质灾害、山洪灾害、城乡内涝、道路
交通安全等气象风险等级较高，提醒
自然资源、水利、住建、城管、旅游等部
门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降雨过程对户
外活动不利，提醒公众外出时要注意
增添衣服，适时携带雨具。

国庆期间我市雨水较多
3日至7日有一次较强降水天气过程

（上接1版）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
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
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
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
精神。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在全党全社会大
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宣传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将其作
为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

教育的重要内容，更好地鼓舞激
励党员干部群众弘扬光荣革命
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奋勇前进的
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正式发布

（上接1版）要加强入境检疫，强化潜在风险分析和
违规违法行为处罚，坚决守牢国门关口。对已经传
入并造成严重危害的，要摸清底数，“一种一策”精
准治理，有效灭除。要加强对国内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的管理，严格执行有关标准规范，严格
管理实验样本、实验动物、实验活动废弃物。要加强
对抗微生物药物使用和残留的管理。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推进生物科技创新和产业
化应用，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科技自立自强，打造国
家生物安全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生物安全科研攻关
机制，严格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监管，加强生物实验
室管理，严格科研项目伦理审查和科学家道德教
育。要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在尊重科学、严格监
管、依法依规、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生物育
种、生物制药等领域产业化应用。要把优秀传统理
念同现代生物技术结合起来，中西医结合、中西药
并用，集成推广生物防治、绿色防控技术和模式，协
同规范抗菌药物使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指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
同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挑战，加
强生物安全政策制定、风险评估、应急响应、信息共
享、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交流。要办好《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推动制定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世界贡献中国
智慧、提供中国方案。要倡导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
规则推动新冠病毒溯源工作。

习近平强调，加强生物安全建设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任务，需要持续用力、扎实推进。各级党委（党
组）和政府要切实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把生物安全工作责任落到实处，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政策措
施，强化要素保障，把生物安全建设重点任务抓实抓
好抓出成效，提高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现
代化水平，牢牢掌握国家生物安全主动权。要持之以
恒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
情绪、侥幸心理、松懈心态，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全力防汛
确保安全

加强调度 强化监测 排查隐患

我市多措并举确保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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