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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2 日发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的光辉篇章》白皮书。白皮书指出，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世界人权
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
所创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做
法和经验，为增进人类福祉贡献了中
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小康，千年梦圆在今朝。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是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拼搏奋斗的一项伟大壮举，让

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大国全面消
除绝对贫困。这不仅是惠及全体人民，
更开辟了全面保障人权的新时代。

从贫困到温饱，从总体小康到全
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无不折射出人
权内涵。保障生存权、实现各类人权
协调发展、促进所有人的人权……我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方面让人民
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另一方面也为人
权保障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和民主政治基础，推动了人权法治保
障持续加强，培育了全社会尊重和保

障人权的文化。
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是争取人

权、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的
100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
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提升人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提
高我国人权文明水平。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
共产党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引领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阔步向前。
人权事业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我国
人权发展进步的新起点。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为
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和更高水
平的人权而奋斗，也必将为世界人权
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人权史上的里程碑
新华社记者 范思翔 王琦

·新华时评·

新华社武汉8月12日电（记者 侯文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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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降雨致10万余人受灾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广州8月 12日电 广东省
纪委监委 12日发布广州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问责情况通报，对 20 名领
导干部严肃问责。

5月 21日至 6月 19日，广州市发
生境外输入关联本土疫情，波及佛山
等市。通报称，在疫情发生和处置过
程中，暴露出广州市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党员领导干
部存在履职不力、失职失责的问题。

根据通报，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陈志英给予诫勉处理；广州市人
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黎明给予党

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广州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黄光烈给
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
免职处理；广州市荔湾区委书记陈小
华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
分，免职处理；广州市荔湾区委副书记、
区长毕锐明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
大过处分，免职处理；荔湾区白鹤洞街
道党工委书记王增光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四级调研员。
此外，其他干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
务记大过；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留
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等不同处分。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

广州市20名领导干部被问责

新华社郑州8月 12日电（记者王
烁）记者 12 日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
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即日起，郑州市个体诊所暂
停诊疗服务。离郑人员除需持有其
本人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
外，需提供其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社
区）开具的离郑证明。

12日起，郑州市个体诊所暂停诊
疗服务，未设置发热门诊或发热哨点
诊室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
服务站、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一

律不得收治发热等与新冠肺炎相似症
状的患者。发现发热等可疑症状患
者，要落实首诊负责制，实施临时隔
离管控措施，并立即向辖区疫情防控
部门报告，由辖区疫情防控部门安排
专车转送发热门诊就诊。

此外，为减少人员跨市域流动，
经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研究，即
日起，离郑人员除需持有其本人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外，增加
了提供其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社区）
开具的离郑证明要求。

郑州市个体诊所暂停诊疗服务

离郑人员需增开证明

8 月 12 日，在南京市翠屏山小学检测点，医务人员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取样。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南京市江宁区于 8 月 11 日至 12 日分时段开
展部分区域新一轮核酸检测工作。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聚焦疫情防控

新华社天津 8 月 12 日电（记 者
周润健）“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
渡河桥。”8 月 14 日将迎来浪漫的七
夕节，也是传说中牛郎与织女一年一
度鹊桥相会的日子。那么，如何在夜
空中寻找到这对情比金坚、忠贞不渝
的“夫妻”呢？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文科普
专家修立鹏介绍，进入 8 月后，如果
天气晴好，人们只要避开强烈灯光干
扰，一入夜就能在头顶看到由 3 颗亮
闪闪的星星组成的一个大直角三角
形，这就是鼎鼎有名的“夏季大三
角”。而组成大三角的 3 位主角分别
是天琴座的织女星、天鹰座的牛郎星
和天鹅座的天津四。

织女星是“夏季大三角”的直角
顶点，它的目视星等为 0 等，是天琴
座中最明亮的恒星，也是全天第五亮

的恒星，仅次于大角星，在西方被称
为“夏夜的女王”。由于织女星纬度
较高，一年中大多数的月份都看得
见。在北纬 51°以北的地区，织女星
永远不会落下，成为一颗拱极星。高
悬天顶、璀璨夺目的织女星非常引人
注目，古人很早就根据它的方位变化
观象授时了。如果周围环境足够黑
暗的话，还可以在它身边看见 4 颗排
列成菱形的星星。在中国古代神话
中，这是织女织布的梭子。

“夏季大三角”最南端的顶点是
牛郎星，它与织女星隔着银河相望。
虽然牛郎和织女的故事非常动人，但
在古代正统的天文史书中这个名字
从没出现过，它的正式名字叫“河鼓
二”。牛郎星的两旁各有一颗小星，
分别为“河鼓一”和“河鼓三”，相传
是牛郎和织女的一双儿女，这 3 颗星

排成一条直线，民间也俗称它们为
“扁担星”。

“夏季大三角”的另一个顶点是天
津四，它是一颗非常有辨识度的恒
星，和身边的 4 颗恒星组成了一个漂
亮的大十字，被称为“北十字”。天鹅
座宛若一只展翅高飞的天鹅，几乎完
全沉浸在银河之中。天鹅的尾巴上，
正是这颗美丽的宝石——天津四，它
也是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远的1等星。

“只要天气晴好，仰头就能很容
易找到这 3 颗亮星，即使是都市中耀
眼 的 霓 虹 灯 也 不 能 掩 盖 它 们 的 光
芒。观测条件比较好的环境下，还可
以看到在这个大三角中横穿而过的
灿烂银河。”修立鹏说。

在“夏季大三角”的天区范围内，
还有一个美丽的“指环”，它就是美丽
的 M57（NGC6720）天 琴 座 环 状 星

云。
“在天文望远镜里，M57 是一个

漂亮的椭圆形光环，光环的内边缘为
淡绿色，外边缘为红色，两边缘之间
的中间部分是淡淡的黄色，宛如一个
做工精细的戒指圈。也许，这就是每
次鹊桥相会时，牛郎送给织女最漂亮
的礼物吧。”北京市资深天文摄影爱
好者王俊峰说。

牛郎星和织女星之间的距离其
实是相对恒定的，七夕时也不例外，
彼此的距离不会在这夜缩至最小。
在此后的 3 个多月内，如果天气晴
朗，人们都可在夜空中寻觅到二者的
踪影。

“在这期间，感兴趣的公众不妨
仰头望天，在璀璨的星空下，倾听牛
郎和织女的‘私语’，感受壮阔星空的
无限美丽。”修立鹏说。

七夕浪漫夜，如何寻找牛郎星和织女星？

南京部分区域开展新一轮核酸检测

8 月 12 日拍摄的随州市柳林镇受灾现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8 月 12 日，在随州市何店镇，救援人员转移被困人员。 新华社发

◀上接1版
白皮书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

口的近五分之一。中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是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史上
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所创造的尊
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做法和经验，
为增进人类福祉贡献了中国智慧、
提供了中国方案。

白皮书指出，人权保障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奠定了中国人权发展进步的新起
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把握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带
领全体人民为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
生活和更高水平的人权而奋斗。中
国必将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当前，
全球疫情持续演变，病毒变异株陆续
出现，国内疫情多点暴发，形势严峻
复杂。国家卫健委强调，各地要深入
查找短板漏洞，从严从紧抓好各项防
控工作，坚决遏制当前疫情扩散蔓
延，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不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
不承接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团队，不组
织中高风险地区游客外出旅游，上千
家 A 级旅游景区暂停开放；铁路、民
航、水路、道路部门相继推出免费退票
措施，引导旅客合理安排行程，减少人
员流动；南京、郑州、武汉等地陆续启
动全员核酸检测。预约错时减少聚
集，画出“一米线”“悟空圈”，推行上
门检测，采、送、检、报更加匹配顺畅
——为避免核酸检测现场人群聚集，
各地出台多种措施，加强引导、堵塞
漏洞……一系列举措，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为人民生命健康撑起“保护伞”。

对有疫情风险的地方，如何让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高效有序进行？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印发通知，要
求确定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后，确保检
测人数在 500 万以内的在 2 天内、检
测人数大于 500 万的在 3 天内完成全
员检测。严格落实采样点感染防控
各项要求，确保全员核酸检测时没有
漏采人员，没有因现场人群聚集造成
疫情传播。

“内防扩散，要特别突出一个‘快
’字。”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
贺青华表示，要第一时间全面激活应
急指挥体系；第一时间启动重点地区
全员核酸检测；第一时间强化公卫、
公安、工信的协同，做到应隔尽隔，集

中隔离，规范隔离；第一时间按照“四
集中”要求，中西医结合，“一人一
策”全力救治患者；第一时间做好信
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定点医院作为新冠肺炎相关病
例的集中收治场所，也是“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重要一环。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近日印发通知强调，各地要
充分认识定点医院院内感染预防与
控制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
性。要加强隔离病区管理，进一步降
低交叉感染风险，加强人员管控，确
保实现闭环管理，做好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工作，及时发现院内感染风险。

严格执行三级预检分诊筛查制
度和首诊负责制；对发热患者分区闭
环管理；严格执行全院工作人员、第
三方人员行程及流行病学管理；严格
落实应检尽检，定期开展重点人群和
全员核酸检测……面对疫情带来的
新挑战，北京医院近一个月全院职工
累计核酸检测 9000 多人次，结果均
为阴性，疫苗接种率达97%。

“主动报告、及时发现、及时管控
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可以有效降
低疫情传播带来的社会影响及防控
成本。”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庞星火说。

“要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坚实屏障，就要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 、厌 战 情 绪 、侥 幸 心 理 、松 劲 心
态。”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表示，全
系统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责任要再压
实，始终把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断提高推动
落实“四早”措施的本领，才能巩固来
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国内疫情多点暴发
各地从严从紧落实防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