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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之星★

初夏的夜幕来得有点晚。蕲春县横车镇九棵松村的文化广场
上，大批村民在健身娱乐。

广场边的农家书屋还亮着光，一些村民在这里认真看书。
“有的村民白天外出务工，晚上回来吃完饭后，就喜欢到书屋里

来坐坐，看看书。”村党支部书记吴天长介绍说。
九棵松村是明星村，蕲春翘楚。经济富裕后的九棵松人，已从

过去专事种些花草、修建几座亭子、治理村庄环境，转而更注重精神
生活的富足。

这座农家书屋，有100多平方米，藏书3000多册，大到世界经
典名著及《孙子兵法》，小到少儿全科及《故事会》，种类齐全，并配齐
了电视、空调桌椅、书橱等办公用具。

为方便村民阅读，还针对每一类、每一本图书，多视角醒目粘贴
了书籍分类标识，包括桌椅、书柜、报栏等都参照大中型图书馆的功
能分区进行精心设计。在开放时间上，灵活设置，针对不同人群工
作、学习的特点，不定时合理开放农家书屋时间。

农家书屋的作用不断得到延伸，不仅培养农民的阅读兴趣，提
高农家书屋的利用率，还帮助农民通过书本学到一定技能。该村九
组种田大户冯火旺经常来书屋学习，关注农业最新技术，并将新技
术应用到他承包的500亩农田里。在去年粮食减产的情况下，他按
照书本上的现代水稻种植方法，使其增收了近5000多元，现在他成
了农家书屋最忠实的读者了。

吴天长表示，农家书屋不仅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党和政
府声音以及巩固基层党的建设的重要阵地，还切实提高了农民的文
化科技素质，凝聚了全村谋发展的合力。

农家书屋惠农家
荆楚行记者 熊陈

5月20日，黄冈市图书馆遗爱湖公园馆外服务点成
立。

“成立馆外服务点是开展‘东坡读书活动’的措施之
一。”市图书馆责任人表示。

2012年“书香荆楚·文化湖北”全民阅读活动在黄冈
全面开展后，黄冈市图书馆作为推广阅读的主力军，结合
黄冈的地方特点及图书馆的行业特点，于2012年4月创
办了具有黄冈地方特色的“东坡读书活动”。四年来，“东
坡读书活动”规模范围不断扩大，组织形式不拘一格，充分
融入了黄冈的地方文化特色和图书馆的行业特点。

有以元宵节灯谜有奖竞猜为代表的春节文化活动，以
4.23全民阅读暨东坡读书活动启动仪式为代表的“世界读
书日”系列活动，以9.28孔子诞辰日为节点的国学经典诵
读活动，以海洋科谱展为代表的展览活动，以馆外延伸服
务为代表的阅读推广活动。广场舞、惠民演出周、慢步跑
等活动，丰富了东坡读书活动的内容。

东坡读书活动的持续举办，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
开展四年以来，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以“山间里的小
橘灯”为题报道了浠水汪新民，《光明日报》以“农家书屋
惠农家”为题报道了黄冈市蕲春县刘河镇农家书屋发
展，央视大型电视系列片《阅书的力量》多次聚焦黄冈，
讲述李时珍、闻一多、汪新民的故事。市委书记刘雪荣
在《湖北日报》《黄冈日报》畅谈全民阅读，3次登上“东
坡”讲坛，多次为市民荐书。

阅读品牌的叫响，也彰显了阅读的力量。近年来，黄
冈市图书馆等10个单位和个人获2014年全省全民阅读
评先争优活动先进荣誉称号。“东坡读书活动”常年带动阅
读人数达到5 万人，辐射影响人数达到100万人以上。

品牌彰显阅读力量
荆楚行记者 熊陈

全民阅读·荆楚行

田径冲两金 女足争四强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为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办证多、办事
难”问题，公安部等12个部门近日
联合出台《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
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从9月
1日起，20类事项不再要求群众到
公安派出所开具证明。

《意见》规定，凡是公民凭法定
身份证件能够证明的事项，公安派
出所不再出具证明；包括居民户口
簿、居民身份证、护照完全能够证明
的以下9类事项，有关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应予认可，公安派出所不再
出具证明：

1、公民姓名。2、公民曾用
名。3、公民性别。4、公民身份号
码(含15位升18位证明)。5、公民
民族成份。6、公民出生日期。7、公
民出生地。8、公民籍贯。9、公民户
籍所在地住址。

对于下列5类事项，凡居民户
口簿能够证明的，有关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应予认可，公安派出所也不
再出具证明：1、户口迁移情况。2、
住址变动情况。3、户口登记项目内
容变更和更正情况。4、注销户口情
况。5、同户人员与户主间的亲属关
系。

《意见》同时还规定，对于需要
证明当事人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
6类不属于公安派出所法定职责的
事项，由相关主管部门负责核查，公
安部门提供必要协助。

12部门还印发通知，要求各地
各有关部门按照“于法有据”和“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抓紧对各类
证明进行全面清理，凡是没有法律
法规依据的证明一律取消。各部门
之间要健全信息共享核查机制、简
化办事流程，让数据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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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11个部门11日印发《关于引导企
业创新管理提质增效的指导意见》，鼓励企业通过降低成
本、创新生产经营模式和质量管理方法等，实现管理增效和
创新增效，提升发展质量，增强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持续上升，部分行业产
能严重过剩，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企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环
境。新形势下，引导企业创新管理、提质增效，既是企业有
效控制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迫切要求，也是应对当前经济
下行压力、稳增长的重要措施。

指导意见提出，要引导企业通过加强成本管理和控制、
强化资源能源集约管理、加强质量品牌管理和风险管理等
措施，全面管控生产经营成本，积极延伸产业链，拓展发展
新空间。

为此，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将组织开展企业管理创新总
结推广等活动，加强示范推广。同时，还将研究建立企业评
价指标体系，引导企业对照标杆查找出差距和薄弱环节，加
以改进。此外，还将通过严格监督执法、加强市场价格监
管、减少行政审批等，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工信部等11个部门

合力引导企业创新管理

（上接第一版）也是黄冈以党委主导方式促进全民
阅读的生动实践。

曾几何时，黄冈个人阅读指数在全省排名第八
位。

为改变这一现状，市委市政府成立高规格的全
民阅读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和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全面领导全民阅
读工作。

立足于强工兴城、强农兴文的“双强双兴”战
略，提出了书香城市建设目标，并印发《书香黄州建
设实施方案》，高标准规划了今后一个时期的书香
城市建设。

围绕主题 广泛开展阅读活动

走进黄州区一中格致书屋，同学们都在各自认
真看书。“这里环境好，图书种类多，只要是休息时
间，我们都喜欢在这里看书。”高一（九）班学生胡群
说。

这家由黄冈市新华书店投资建设的书屋，今年
3月25日开张营业。书屋管理员漆秀明表示，虽然
书屋里有100多张凳子、椅子，但经常不够用，高峰
时，走廊上都坐满了人。

围绕"好学尚能·书香黄州"这一主题，结合4月
23日、9月28日两个关键时间节点，黄冈市以读书
日、读书月、读书季、读书节、图书展等为抓手，深入
开展全民阅读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村组、进
社区、进家庭、进工地、进军营、进特殊人群、进网
络，争创"青年书香号"，即“十进一创”活动，推动全
民读书“多样化、全民化、常态化”。

开展学习型机关、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深
入各乡镇、社区、各部门和单位开展以重大时政、传
统文化为主的集中宣讲活动。开展文化黄冈系列
丛书图书编印工作，精选黄冈文化、艺术、建筑、历

史、名人、摄影等编印成册，供全市机关干部及广大
市民阅读。

大量读书活动的开展，让读者在活动中体验着
阅读乐趣、品味着浓郁书香，阅读在逐步融入社会
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价值引领 持续打造阅读品牌

培养良好阅读习惯，必须实施品牌创建工程。
为此，黄冈着力培植全国知名、省内一流的品牌、持
续打造全民阅读精品项目。

自2014年印发《书香黄州建设实施方案》后，黄
冈市进一步做好《好学尚能 书香黄州》建设工作，全
市各地涌现出大批有影响的阅读品牌。

“东坡读书活动”。在总结东坡读书节三年活
动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积极创新，积极创造在全省
有影响力的品牌，在去年成功创建为全省全民阅读
优秀品牌。

“罗田农民读书节”。自2014年4 月23日，罗
田县首届农民读书节在凤山镇李家楼村成功举办
后，该县大崎镇于4月28日举办了该镇第一届农
民读书节，匡河镇于5月15日举办了全民阅读演
讲比赛，其他乡镇也纷纷开展各种形式的读书活
动，掀起该县全民阅读活动高潮，在全省有一定影
响力。

“黄冈讲坛”。从2009年创办，共主办30余
期，先后聘请全国知名学者、专家、教授讲学。其
中，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曾三次登上讲坛，为全市
干部职工讲学。

同时，黄冈市还持续优化“青年干部读书班”、
“干部夜校”、“幸福启航”等品牌活动，深入开展“君
健读书活动”、“桃李读书活动”、“田园读书活动、

“中小学生中华经典诵读”、“季度好书榜”等系列读
书活动，着力打造一批精品项目。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11日电 12日的里约奥
运会上中国团会很忙。基础大项田径开赛，当日中国队
就有两个冲金点。蹦床、举重、射击、柔道、击剑赛场也
看点多多。自行车有望实现奥运金牌“零突破”，而女足
姑娘将挑战两次世界冠军得主德国队，期待爆冷冲进四
强。

田径首日诞生三金，中国队将积极争取其中两枚。
男子20公里竞走上，有卫冕冠军陈定、奥运铜牌得主王
镇和伦敦奥运第四名蔡泽林组成的豪华阵容，加之俄罗
斯竞走选手集体遭禁赛，拥有集团作战优势的中国队十
分有希望将这枚金牌收入囊中。

女子铅球名将巩立姣将在自己的第三届奥运会上，

力争打破个人奥运金牌荒。
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项目中，钟天使和宫金杰

有望为中国自行车项目实现奥运金牌“零突破”，并弥补
伦敦奥运会上中国队因犯规而金牌“变”银牌的遗憾。
两人不仅在去年世锦赛上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钟
天使3月份还刚成为中国首个场地自行车世锦赛个人
项目冠军。

女子蹦床也是中国队志在必得的一金。北京奥运
会冠军、“蹦床公主”何雯娜将再次出击，联袂出击的还
有世锦赛冠军李丹。

举重场上，中国小将田涛将向男子85公斤级金牌
发起冲击，他的主要对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伊朗选手
罗斯塔米。

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项目中，目前排名世界第
一的于颂已经表示，目标就是拿冠军！而击剑男花团体
中国队将全力冲击金牌，不过希望不是太大。

号称史上颜值最高的新一代中国女足将死磕两届
世界冠军德国队，全力冲击四强。

相约里约·今日看点

丁宁——

成就女乒“大满贯”
8月11日，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丁宁以4比3战胜队友

李晓霞，夺得冠军。至此，丁宁在拿到2011、2015年世乒赛冠军，2011、2014年世界杯冠军
后，成就“大满贯”，成为邓亚萍、王楠、张怡宁、李晓霞之后的第五位女子“大满贯”得主。

向艳梅——

有“惊”无险夺金牌
8月11日，中国选手向艳梅在里约奥运会女子举重69公斤级比赛中，

在抓举第三把时，她上举失败，杠铃落下时落到脑后，令现场所有人一片惊
呼。幸好这次意外并未对向艳梅造成伤害，她随后顺利完成挺举比赛并以
261公斤总成绩夺得冠军。

奖牌榜
排名 国家/地区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1 美国 11 11 10 32

2 中国 10 5 8 23

3 日本 6 1 11 18

4 澳大利亚 5 2 5 12

5 匈牙利 5 1 1 7

6 俄罗斯 4 7 4 15

7 韩国 4 2 3 9

8 意大利 3 6 2 11

9 英国 3 3 6 12

10 法国 2 3 1 6

（截止北京时间8月11日23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