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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 （记者 王优

玲） 记者 13 日从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获悉 ，
到 2025 年， 我国城镇
新建建筑将全面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 ， 星级
绿 色 建 筑 占 比 达 到
30%以上，新建政府投
资公益性公共建筑和
大型公共建筑全部达
到一星级以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近日印发城乡建设领
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
实施方案提出 ，2030
年前， 城乡建设领域
碳排放达到峰值 。 城
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
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
基本建立。

根据实施方案 ，
2030 年前，建筑节能、
垃圾资源化利用等水
平大幅提高，能源资源
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用能结构和方
式更加优化，可再生能
源应用更加充分；城乡
建设方式绿色低碳转
型取得积极进展，“大
量建设、 大量消耗、大
量排放” 基本扭转；城
市整体性、 系统性、生
长性增强，“城市病”问
题初步解决。

在建设绿色低碳
城市方面，要优化城市结构和布局。积
极开展绿色低碳城市建设， 推动组团
式发展。每个组团面积不超过 50平方
公里， 组团内平均人口密度原则上不
超过每平方公里 1 万人， 个别地段最
高不超过每平方公里 1.5 万人。 严格
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 一般不得新建
超高层住宅。

7月 13 日 15 时许，中巴“海洋卫士-2”海上联合演习参演舰艇编队在预定海域
分航。 这标志着为期 4 天的联演完成全部既定课目， 圆满闭幕。 图为我方朔州舰
（左）、巴基斯坦海军“泰穆尔”号护卫舰组成单纵队航行。 新华社发（汪贵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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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银行 精准对接 服务中小微

安庆雷萨股份有限公司车辆智能
制造基地是安庆市重点招商引资的项
目，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开创安庆市
产业升级的新局面。 面对项目推进所
需的 4000 万元设备购置需求，徽商银
行为企业配置了设备购置贷产品，3 天
内完成贷款申报、审批 、放款的流程 ，
用高质量的服务赢得了地方政府和企
业的赞誉。

像这种企业买设备 、银行付资金
的情况 ， 在徽商银行与企业客户之
间，已不是新鲜事 。 安徽智磁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福临化工有限
公司……多个企业都快速获得徽商
银行发放的设备购置贷产品 ，该行为
企业转型升级 、做大做强送来了 “及
时雨”。

为积极支持我省“亩均论英雄”改
革工作，有效推动资源要素差别化、市

场化配置，实现亩均效益最大化，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 徽商银行推出 “亩均
贷”产品，对亩均效益综合评价靠前企
业实行金融重点支持 、 适度倾斜 ，对
“腾笼换鸟”“转型升级”的低效用地盘
活项目予以资金支持 ，“设备购置贷 ”
“亩均贷”均是徽商银行支持工业实体
经济的系列产品。

今年以来 ，为应对新冠疫情以及
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 ，各级政府
持续围绕市场主体需求推出助企纾
困政策。从中央到省关于经济的各项
举措 ， 徽商银行从部署加快落地生
效， 再到推动政策再细化再落实 ，无
一不体现了狠抓落实 、助力经济合理
增长的决心。徽商银行作为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的主流银行 ，坚持 “稳字当
头 、稳中求进 ”总基调 ，迎难而上 、主
动作为 ，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各项

工作落实到位 ，为稳定安徽省经济大
盘贡献力量。

特色产品 增强企业的生命力

现金流是企业的命脉。 受疫情影
响，不少企业经营困难 。 面对迫切的
市场需要 ，徽商银行迅速研发有针对
性的金融产品 ，用多样化金融服务产
品 ，精准帮扶困难企业 ，增强企业的
生命力。

2022 年 4 月份以来 ， 该行推出
“亩均企业贷 ”和 “亩均项目贷 ”专项
金融产品 ，分别服务亩均效益综合评
价 A、B、C 类的企业和“腾笼换鸟”项
目，为安徽省“亩均论英雄 ”改革工作
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 同时 ，结合
不同企业类型与资金需求 ，利用信 e
贷 、设备购置贷 、园区贷 、科投 e 贷 、

保 e 贷等多种方式 ， 借助各类担保
资源 ， 为企业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
需求 。

应减尽减 提高企业融资获得感

受疫情期间货物流通减少、 燃油
价格上升等因素影响， 芜湖三山海螺
港务有限公司经营成本增加， 资金周
转压力加大， 徽商银行积极利用政策
工具，支持其日常经营周转。

同时 ， 对于因疫情影响导致到
期还款困难的企业客户 ， 该行贯彻
落实监管政策要求 ， 积极开展减费
让利工作 。 对于多种对公金融服务
费用 ，做到 “应免尽免 、应减尽减 ”，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 同时 ，帮助符合
条件的企业实现无还本续贷 ， 做到
“能续尽续 、能续快续 ”，切实减轻企

业资金压力 。

精准滴灌 聚焦重点领域融资

近年来， 面对疫情对各类企业的
影响， 徽商银行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
度。 精准对接乡村振兴、绿色金融、城
市更新、 战新产业和专精特新五大领
域， 主动对接重大项目和重点基础设
施建设， 积极推动资金流向高质量发
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 截至 2022 年 5
月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逾 7288 亿元，
较年初增长 9.5%， 支持基础设施贷款
余额超过 1726 亿元，新增近 195 亿元；
交通、水利、物流等重点项目贷款余额
超 267 亿元，新增近 50 亿元；制造业贷
款余额近 680 亿元，新增 81 亿元；科技
型企业贷款余额超 510 亿元， 新增近
74 亿元。

应投尽投 为小企业纾困解难

面对企业资金难题 ，徽商银行既
“托大 ”，又 “扶小 ”，有效落实纾困政
策要求 ， 研发推广供应链金融产品 ，
用好用足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 、支
小再贷款政策 ，积极支持企业复工达
产。 截至 2022 年 5 月末，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超 900 亿元 ， 新增近 73
亿元 ；个体工商户贷款余额 181.5 亿
元 ，新增 6.1 亿元 ；发行 100 亿元小
微企业金融债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
本；实行延期还本付息 ，应延尽延 、能
延早延 ， 为 7700 户中小微企业 、380
户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客户分别实施
临时性贷款延期近 240 亿元和 2.5
亿元 ； 有效满足新市民金融需求 ，研
发线上创业担保贷 ，完成全省 107 个
区县覆盖 ，贷款余额 10.3 亿元 ，新增
2.1 亿元。

面对疫情反复对市场的影响 ，
徽 商 银 行 积 极 承 担 社 会 责 任 ，优
化金融服务 ， 有效帮助企业提高
竞争力 ， 在帮助企业解决短期困
难的同时 ， 也为企业播下高质量
发展的种子 。 （辉文 ）

落实“九不准” 让防疫措施更精准
■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李恒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期明
确提出，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
继续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要求，坚决
克服防控松懈和“层层加码”两种倾向。
当前，群众反映的“九不准”相关问题受
理、核实、整改情况如何？

针对简单化、“层层加码”
等现象明确“九不准”

暑期是大学生离校返乡的高峰，部
分地区出现学生返乡集中隔离费用负担
加重的现象； 交通物流是市场经济的经
脉， 也是保障民生、 防控疫情的重要支
撑， 部分地区出现货车防疫通行过度管
控的问题……

针对群众反映的部分地区防疫措
施简单化 、“层层加码 ”等现象 ，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近期首次明确提出疫情
防控“九不准”：不准随意将限制出行的
范围由中 、 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地
区；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
制劝返 、隔离等限制措施 ；不准随意延
长中 、高风险地区及封控区 、管控区的
管控时间； 不准随意扩大采取隔离、管
控措施的风险人员范围；不准随意延长
风险人员的隔离和健康监测时间；不准
随意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为急危重症

和需要规律性诊疗等患者提供医疗服
务；不准对符合条件离校返乡的高校学
生采取隔离等措施；不准随意设置防疫
检查点 ，限制符合条件的客 、货车司乘
人员通行；不准随意关闭低风险地区保
障正常生产生活的场所。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
级巡视员雷正龙解释称，“九不准” 是在
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
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前提下，更
加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进一步提高防控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
针对性， 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
“层层加码”等现象。

从大学生暑期返乡到物流保通保
畅， 从急危重症患者就医到规范隔离管
控时间，“九不准”回应了百姓防疫关切，
为各地举措做出指引。

通报案例核查整改

近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和相关部门对个别地方违反“九不准”的
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

其中包括：河北省保定市、邯郸市、
石家庄市、张家口市等 4 个地市，存在过
度防疫、“一刀切”等情况，对来冀返冀人
员、特别是对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区人
员盲目采取管控措施， 扩大人群管理范
围； 青海省对低风险地区返青人员要求

提前 24 小时填报信息，抵青后进行落地
核酸检测，返回居住社区后，工作人员上
门贴封条，完成“3 天 2 检 ”且核酸检测
阴性后，方允许出门；辽宁省朝阳市、锦
州市高铁站对持有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
性结果证明的乘客， 仍要求再做核酸检
测，并收取乘客 19 元费用等。

雷正龙说， 以上做法不符合国家疫
情防控政策要求， 目前所涉地区和单位
已按要求开展整改。

记者了解到，与通报前相比，河北省
多地防疫政策目前有调整， 包括集中隔
离转为居家隔离、隔离时间已缩短等；青
海省优化省外来（返）青人员健康管理措
施，对低风险地区来（返）青人员不再实
行“3 天 2 检”；在辽宁省朝阳市高铁站，
如果行程码绿码无星， 抵站后不用再做
核酸检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召
开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
调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
弦，严格执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第九版）》，及时做好防控措施的贯彻
落实及平稳衔接， 将不一致的措施限期
清理。

畅通反映问题渠道

“九不准”公布后，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会同相关成员单位成立了整

治问题专班。 目前， 包括国家卫生健康
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
部等在内的 12 个成员单位， 以及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
建立了问题线索收集渠道。

6 月 28 日，疫情防控“九不准”公众
留言板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开通，群
众注册后可留言反映遇到的疫情防控相
关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监督局副局长程有
全说， 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开通落实
疫情防控“九不准”公众留言板以来，截
至 7 月 7 日 10 时，收到各省份办理反馈
信息 13862 件，已办结 11609 件。

记者了解到 ，疫情防控 “九不准 ”
公众留言板近 10 天的数据显示 ，群众
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依次为 ： 对来自
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制劝返 、 隔离
等限制措施 ，占 31%；随意将限制出行
的范围由中 、 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
地区，占 24%。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阶段， 专班将从线索收集、 转办核
实、跟踪督办、通报曝光等工作着手，做
到全面收集、及时转办、全力核查、坚决
整改，妥善解决“九不准”相关问题，在确
保防控效果的前提下， 尽最大努力减少
疫情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

（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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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入侵、“颜色革命”、 单边制裁……多年来，为
了维护霸权，自诩为“人权卫道士”的美国在中东犯下
累累罪行，制造了一场又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导致中东
多国动荡不止，经济社会遭受重创，民生凋敝严重，数
十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沦为难民。 美国的所作所为严重
侵犯了中东民众人权，其“美式人权”真面目暴露无遗。

动乱制造者

入侵、轰炸、煽动国内叛乱、支持代理人战争、提供
武器弹药、培训反政府武装……美国在中东地区以“保
护人权”为名制造动乱，肆意践踏中东民众人权，给地
区人民带来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2003 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以所谓“伊拉克有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绕过
联合国安理会，悍然入侵伊拉克。 这场战争导致伊拉克
持续动荡，基础设施近乎瘫痪，而美国所称的“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至今不见踪迹。

据估计， 这场战争导致 20 万至 25 万名平民死亡，
约 250万人沦为难民。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大量使用贫铀
弹和白磷弹，导致战后伊拉克婴儿出生缺陷率大幅上升。

2010 年开始， 美国在中东多国助推 “阿拉伯之
春”，导致多国发生动荡，大量难民流离失所。 2011 年，
叙利亚爆发内战，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大力支持反对派
武装，试图推翻叙政府，令无数叙利亚人陷入无尽的苦
难。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今年 6 月发布报
告说， 截至 2021 年 3 月， 叙利亚冲突已经导致超过
30 万叙平民死亡。

同样在 2011年， 美国联合西方多国以空袭政府军
的方式支持利比亚反对派，强行推翻卡扎菲政权，令该国
政治和经济崩溃，纷争四起，陷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美国在中东所犯人权罪行罄竹难书。埃及苏伊士运
河大学教授哈桑·拉杰卜对新华社记者说， 美国声称入
侵伊拉克是为了带去“自由”，但事实上，它带去的却是
毁灭。 美国给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带去的也都是破坏。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纳杜姆·阿卜杜拉告诉新华
社记者，美国的“人权和民主试验”使伊拉克陷入了长
期的外部干预、社会分裂、党派冲突、资源内耗。 美国所
谓的“民主政治进程”，消耗了伊拉克的国家资源，侵犯
了伊拉克民众的人权。

制裁滥用者

“长期以来，美国以所谓人权、平等为借口，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他国稳定。 ”叙
利亚政治问题专家艾哈迈德·阿什卡尔一语道破“美式人权”真相。

为了维护霸权，除了频繁制造动乱，美国还对叙利亚、伊朗等中东国家祭出制
裁“大棒”，严重危害相关国家民众的发展权。 受长期制裁影响，这些国家经济状况
和医疗条件恶劣。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非但没有停止制裁，反而进一步加码，使
这些国家的困境雪上加霜。

美国在叙利亚冲突全面爆发前就开始对叙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此后更
是不断追加制裁。 2019 年，美国会通过“凯撒法案”并由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对外
国投资者在叙投资、建设设置重重阻碍，进一步加强对叙经济封锁。

阿什卡尔指出，美国长期以来对叙实施经济制裁，近年来更不断升级，让本就
因战争、疫情等遭受重创的叙经济愈加凋敝，民众成为制裁的牺牲品。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长期封锁和制裁，制裁力度不断加
大，逐步形成以金融、贸易、能源等多领域制裁为主要手段的严密体系。 2018 年，美
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

伊朗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说，美国对他国实施单边经济制裁，是公然、系统地
侵犯人权。 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严酷制裁和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的生产、就业和国
家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民众收入减少和社会发展放缓。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人权侵犯者！ ”伊朗最高人权委员会秘书长加里巴巴迪日
前发出控诉，“美国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人权问题！ ” （据新华社开罗 7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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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
新华社北京 7月 13 日电 记者 13

日从水利部了解到， 水利部近日出台
《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 （2022—2025
年）》，组织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

母亲河复苏行动聚焦河道断流 、
湖泊萎缩干涸两大问题， 从各地的母
亲河做起，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分级负责，一河（湖）一策，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 水利部将组织全面排查断流河
流、萎缩干涸湖泊的情况，进一步确定
2022—2025 年母亲河复苏行动河湖名

单， 组织编制并实施母亲河复苏行动
一河（湖）一策方案。

本次行动所指母亲河，是与国家民
族以及省市县沿河区域人民世代繁衍
生息紧密相关，对所在流域区域地貌发
育演化、生态系统演变、经济社会发展
格局构建、人类文明孕育、文化传承和
民族象征等起到重大作用的河流湖泊。

本次行动重点关注三类河湖 ：一
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
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等重大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的河湖； 二是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母
亲河，在本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中地
位突出，对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
安全、 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或
发挥重要影响的河湖； 三是水生态环
境问题突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修复
措施合理、可操作性强、修复效果显著
的河湖。

题图：这是 5 月 17 日在河南省三
门峡市拍摄的黄河廊道一景 （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记者 郝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