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7月 21 日电
财政部 21日紧急下达 1亿元救
灾补助资金，支持河南省做好防
汛救灾工作。其中，中央自然灾
害救灾资金 6000万元，用于支
持灾区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
灾群众救助工作；中央财政农业
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4000 万
元，用于支持灾区开展灾后农业

生产恢复和水毁水利工程设施
修复等工作。

财政部表示，河南省要把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
在第一位，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按照相关资
金管理办法规定，管好、用好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

据新华社郑州 7月 21 日
电 记者 21日从河南省防汛应
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据不完全
统计，16日以来，此轮强降雨造
成河南89个县（市、区）560个乡
镇 1240737人受灾，因极值暴雨
致25人死亡、7人失联。全省已
紧急避险转移16325人，紧急转
移安置164710人。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主任徐忠说，此轮强降雨造
成农作物受灾面积 75千公顷，
成灾面积25.2千公顷，绝收面积
4.7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54228.72万元。

据介绍，17日 8时至 21日
14时，河南省出现历史罕见的
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全省各
地市均出现暴雨，北中部出现大
暴雨特大暴雨。全省平均降水
量 150.5毫米，地市平均降水量
最大为郑州 461.7毫米，最大降
水站点出现在新密市白寨931.5
毫米。

受本次降雨影响，目前，河
南省共有白沙、小南海、河口村、

昭平台等9座大型水库、40座中
型水库超汛限水位，贾鲁河、沙
颍河、洪汝河出现涨水过程。
郑州常庄水库出现一次特大洪
水过程，目前水库水位在平稳
回落。

强降雨造成郑州市城区严
重内涝，地铁停运，铁路、公路、
民航运输受到严重影响。郑西、
郑太、郑徐及普速陇海线、焦柳
线、宁西线、京广线部分区段封
锁或限速运行，7趟列车停运，
15趟列车折返。国道 209鲁山
段、310灵宝段出现路面塌陷，
交通中断。

徐忠说，河南省军区协调解
放军730人、民兵690人，武警出
动 1159人、消防出动 6760人次
参加抢险救灾。

河南省气象台副台长苏爱
芳表示，预计到22日14时，河南
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其中河南中
部和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河南
西北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
270毫米）。郑州有暴雨、局地
大暴雨，累计60-100毫米。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7
月 20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
雨。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
悉，作为国家防总成员单位，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迅速启动应急响
应，根据灾情向河南省紧急调拨
帐篷、救灾家庭包、冲锋衣、毛巾
被等救灾物资，并派出救灾工作
组赶赴郑州详细了解汛情灾情，
指导河南省红十字会开展救援救
助工作。

河南省红十字会针对洪涝灾
情启动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
派出红十字水上救生、搜救等 7

支救援队，开展受灾群众搜救、转
移安置等救援工作，并拨付紧急
救灾备用金，用于采购急需物资。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紧急启动
“天使之旅-驰援河南洪灾行
动”，先期支援河南省 5000只赈
济家庭箱，每只赈济家庭箱可保
障一户三至五口人一周的应急生
活基本需求。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将持续支援抗洪一线应急
救援队开展工作，组织红十字防
疫消杀志愿服务队，协助当地做
好卫生防疫工作，支持灾后重建。

7月21日，消防救援人员在检查排水情况。
7月20日，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郑州遭遇洪涝灾害。作为郑州重要

的市内交通通道，暴雨过后的桐柏路下穿陇海路隧道严重积水。江苏
消防救援总队徐州支队奉命连夜赶到，并迅速安装设备抽水排涝。

据新华社

河南暴雨致25人死亡7人失联 124万人受灾

财政部紧急下达1亿元
支持河南省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开展河南省
暴雨洪涝灾害救援救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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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S315兰贺线平塘南至上徐段、S315兰贺线上徐至后溪段、
S305富衢线衢江界头至塔底段实行限制交通的公告

S315兰贺线平塘南至上徐段、S315兰贺线上

徐至后溪段、S305富衢线衢江界头至塔底段2021

年公路养护大中修工程因工程养护修复施工需要，

道路需分区段单车道封闭施工。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将对施工路段实行限制交通措施。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交通路段：
单车道封闭施工路段：

1、S315 兰贺线平塘南至上徐段：K53+858-

K69+422、K76+875-K83+350

2、S315兰贺线上徐至后溪段:K83+350-K91+

591

3、S305富衢线衢江界头至塔底段:K157+780-

K201+355

二、限制交通时间：
1、2021年7月10日至2021年10月9日

三、交通限行路线
1、S315 兰贺线平塘南至上徐段：K53+858-

K69+422、K76+875-K83+350；S315兰贺线上徐至

后溪段:K83+350-K91+591；S305富衢线衢江界头

至塔底段：K157+780-K201+355，施工通行路线：

主车道（超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主车道）通行方

式。

四、限制交通措施：
1、S315 兰贺线平塘南至上徐段：K53+858-

K69+422、K76+875-K83+350；S315兰贺线上徐至

后溪段:K83+350-K91+591；S305富衢线衢江界头

至塔底段：K157+780-K201+355。实行封闭单车

道施工，施工完成后恢复封闭段的通行。

施工时间：

2021年7月10日至2021年10月9日

禁止一切车辆、行人进入施工封闭交通路段。

五、通行要求：
施工期间请过往上述路段的车辆与行人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的指挥，注意

交通安全，并按照施工现场告示牌和交通标志指示

通行，如有违反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特此公告!

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衢江大队
衢州市衢江区公路管理中心

2021年7月22日

遗失启事
浙江秦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张鸿波不慎遗失衢州君悦佳奥汽车有限
公司开具的定金收据，号码：9200834，
声明作废。浙江中财荃兴投资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衢州市圣城食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财务
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浙江龙财塑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周丽虹不慎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
作资格证书，操作类别：建筑起重信号
司索工，编号：浙G0312020000329，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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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浙江美龙电气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6月30日股东决定，浙江美龙电气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万元减至58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浙江美龙电气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2日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
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
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
别水库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

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
关键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
一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
织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
众，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
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
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要加强统
筹协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
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
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
报水平，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抓细

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
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
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
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
大疫”。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21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抓紧抓实防
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听取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情况
汇报，研究深化金融业开放工作；确
定进一步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
革、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措施。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金融业
对外开放有序推进，取得积极进展，
共批准设立 100多家外资银行、保
险、证券、支付清算等机构。会议确
定，要围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用好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使中国始终是吸引

外资的热土。一是持续抓好金融业
对外开放承诺落实，主动对标开放
程度较高的国际标准，推动形成以
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更高水平金融开
放。二是优化外资银行、保险等金融
机构准入门槛要求，完善金融机构母
子公司跨境往来规则。优化外资参
与境内金融市场的渠道和方式。推
进完善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直接
投资项目管理要求。保持人民币汇
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构建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
机制，保持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华社东京7月21日电 尽管
疫情阴云仍未完全散去，全世界终
于还是在五年后等来了东京奥运会
的首个比赛日。

21日，东京奥运会垒球和足球
项目率先开赛，在棒垒球项目上拥
有强大实力的东道主日本队 8:1大
胜澳大利亚队；中国女足首战 0:5
不敌劲旅巴西，现世界排名第一的
美国女足 0:3 爆冷不敌瑞典。而
2032年奥运会举办权也于当日花
落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棒球和垒球上一次亮相奥运会
还是在2008年的北京，日本队当时
加冕垒球冠军。21日上午 9时，曾
征战北京的东道主投手上野由纪子
在福岛吾妻棒球场投出了对阵澳大

利亚的首球，为本届奥运会拉开“战
幕”。在首局先失一分的情况下，日
本之后接连打出三记两分本垒打，
仅用五局提前结束比赛。

另两场比赛，北京奥运会亚军
美国 2:0胜意大利，加拿大 4:0胜墨
西哥。

女足方面，身处 F组的中国女
足在宫城体育场 0:5 不敌劲旅巴
西。巴西 35岁的五届奥运老将玛
塔攻入两球。中国队张馨、缪斯雯、
王霜、王珊珊等均曾有颇具威胁的
射门，但未能破门。

赛后，中国队主教练贾秀全表
示，失利责任在主帅，不想把输球原
因归于运气。

F组另一场比赛中，2019年女

足世界杯亚军荷兰 10:3狂胜赞比
亚。G组中，美国队 0:3不敌瑞典，
未能报里约奥运会四分之一决赛点
球饮恨之“仇”，澳大利亚 2:1胜新
西兰。E组中，英国 2:0胜智利，日
本1:1平加拿大。

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当日
在东京举行。全会投票选出了
2032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地。作为

唯一的候选城市，澳大利亚昆士兰
州首府布里斯班毫无悬念地获得举
办权。在投票结束后不到 5分钟，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了这一结
果。

提前 11年获得奥运会举办权
的布里斯班也将成为继墨尔本和悉
尼后，澳大利亚第三个获得奥运举
办权的城市。

新华社台北7月21日电 台湾
气象部门21日20时30分针对台风

“烟花”发布第一次海上台风警报，
20时台风中心位于北纬 23.9度、东
经 126.7度，即在台北东南东方约
540公里海面上，以8公里时速向西
移动。

据悉，“烟花”中心气压 950百
帕，近中心最大风速约每小时 144
公里，瞬间最大阵风风速约每小时
180公里，七级风暴风半径 200公
里，十级风暴风半径70公里。

台气象部门介绍，“烟花”强度

略为增强，暴风圈有所扩大，正逐渐
向台湾东半部海面接近，对台湾东
北部海面及东南部海面将构成威
胁。预估“烟花”将持续增强，暴风
圈有扩大趋势；22日台湾及澎湖风
雨渐强，东北部开始出现强风和局
部大雨；23日、24日对台湾影响最
显著，北部山区须慎防豪雨以上等
级的强降雨。

台气象部门表示，“烟花”移动
速度慢，导致影响时间长。由于导
引台风移动的气流仍不明确，未来
路径仍可能有变化。

台湾气象部门
发布台风“烟花”首次海上警报

美蓝色起源公司完成首次载人太空试飞
这张美国蓝色起源公司7月20日发布的视频截图显示“新谢泼德”飞行

器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西部一处发射场准备升空。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的“新谢泼德”飞行器 20 日完成首次载人太空试

飞。该公司创始人、亚马逊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参与此次试飞。
新华社发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

研究深化金融业开放工作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东京奥运会迎首个比赛日
2032奥运会花落布里斯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