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苹
果
手
机
扫
码

安
卓
手
机
扫
码

中共咸宁市委机关报

www.xnnews.com.cn

2017年8月11日
丁酉年闰六月二十

国内统一刊号：CN42—0039

代号：37—25

星期五
第11573期 （今日8版）

XIANNING DAILY

地址：湖北咸宁温泉路26号 邮编：437100 新闻热线：18907249111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值班社长：柯建斌 责任编辑：邓昌炉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冯
艳报道：昨日，记者从市园林局获
悉，湖北省首届园博会评奖活动近
日张榜，以“香城泉都、桂竹怡情”
为主题，突出“小精灵”建设理念的
咸宁园，获得设计类金奖、植物配
置类大奖和优秀组织奖等三个奖
项。

咸宁园又名“润园”，面积达
3000平方米，园区突出咸宁桂竹
文化，展园设计结合古民居建筑元

素、桂竹植物特色、咸宁的风土人
情，让游客置身于咸宁人文风情之
中。

在功能定位上，咸宁园贯彻海
绵城市的建设理念，彰显“小巧、精
致、灵秀”的造园手法，突出“生态、
节约、环保”的绿色四位，运用山水
缩景工程表现河、湖、湿地等微缩
景观，通过“渗、滞、胥、净、用、排”
等措施，形成园内生态循环水系。

在景观营造上，以“园中有山、

山中有水、水中有岛”的自然空间
布局，充分挖掘咸宁的历史文化资
源，撷取桂竹文化精髓，以“翠竹”
为韵，以“桂花”为魂，以竹门楼、竹
景墙、竹园路、竹园桥和竹水榭为
踢，以色彩斑斓的花境和丰富多彩
的植物群落，形成竹林小径、蜿蜒
花溪、绿岛芳菲、丹枫迎秋、桂雨飘
香等植物景观，并配以桂竹文化的
楹联、诗词、书画，令人身临其境，
心旷神怡。

香城泉都 桂竹怡情

湖北首届园博会咸宁园获金奖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昨日，
市委中心组进行集中学习，专题研
学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市委书记丁小强主持学习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等市委
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丁小强指出，要深刻认识和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
神的丰富内涵。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和
理论光芒，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
性、前瞻性、指导性。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做到学深悟透，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更好地用讲话精神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丁小强要求，要把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全市各
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四
个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政
治敏锐性，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上来，进一步增强维护核
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级党
委党组要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党员
领导干部要带着信仰学、带着感情
学、带着责任学，先学一步、学深一
层。宣传部门要积极组织宣传，新
闻媒体要开辟专栏专题，营造学习
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

丁小强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统筹推
进咸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
坚持绿色发展不动摇，做好“现代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全域旅游发展”三
篇大文章。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
战”。要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为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深化监督执纪问责，有效运用“四
种形态”，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巩
固和发展咸宁良好的政治生态。

丁小强还就当前安全生产工作
提出要求。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安
全生产责任意识，在安全生产上不
能有任何闪失和松懈。要把安全生
产红线视为安监事业的生命线，抓
早抓小抓落实，真正把安全生产工
作抓在手上，把责任扛在肩上。

会上，何开文、闫英姿、周勇、李
逸章、程学娟、汪凡非、周辉庭等市
委中心组成员作中心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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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在重要历史关头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是我们党推进事业发展的重要
经验。

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
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5年
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
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深刻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
重大判断、重大举措，为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基
础。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

任务，进一步深化对讲话重大政治意义、
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的认识，深化对讲话
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的认识，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统一思想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
提，必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重要讲话
精神。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

和实践的主题；深刻认识和把握党的十
八大以来的5年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建设
和理论指导；深刻认识和把握“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下转第六版）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湖北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李嘉、特约
记者刘健平、通讯员闫雯雯报
道：连日来，通城县委宣讲团赴
各地各单位开展学习传达贯彻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宣讲
活动，受到广大党员干部欢迎
和好评。

通城县委宣讲团由30名宣
讲员组成，他们主要围绕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

大会主题，准确把握过去五年湖
北的发展成就，准确把握今后五
年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在宣讲活动中，力求紧密
联系通城县情，结合各地各单
位实际，回应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关切。通过宣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省党代会精神和省委
决策部署上来。

通城组织宣讲团

赴各地宣讲省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
者童金健报道：连日来，赤壁市
各级各地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该市注重把学习讲话精神
与工作实际结合，统一思想、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紧抓湖北培
育“20个左右县域经济发展增
长极”的历史机遇，以良好的精
神风貌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

工作，将持续抓好经济稳增长，
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千方百计
维护稳定大局，切实保障改善
民生，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同时，该市将精心组织，以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支部主
题党日为载体，通过中心组学
习、专题研讨、组织生活会等多
种形式，使学习宣传贯彻覆盖到
每一个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干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赤壁学用结合不走过场

三级检测
保 安 全
7日，联合水务公司王英水厂员工

在取水样。
据悉，为保证市民饮水安全，该公

司水质检测中心实行水质三级检测制，
负责承担各水厂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末
梢水检测，每日对 70 余项指标进行定
时检测，确保各水厂源水及出水口水质
合格率达100%。

记 者 张大乐
通讯员 周向东 摄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高雷
报道：9日至10日，省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省总工会主席尔肯江·吐拉洪深
入我市，围绕党的群团改革工作、民族
宗教工作、特色产业发展、经济社会发
展等情况开展调研。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参加调研。

在咸期间，尔肯江·吐拉洪先后深
入赤壁蒲圻天主教堂、赤壁市大润发
仓储有限公司、周郎嘴回族镇、羊楼洞
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羊楼洞茶马古道、
梓山湖大健康产业示范区、贺胜金融
小镇、咸宁高新区人福科技调研，并召
开座谈会听取咸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及
群团改革工作情况汇报。

尔肯江·吐拉洪对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今年来，

咸宁市委市政府发展思路清、方向明、
措施实、成效大。咸宁市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符合
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符合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战略部署，符合咸宁发展实
际。对未来五年发展的目标和定位，
谋划得具体明确，各项发展举措十分
实在。今年以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全市上下真抓实干，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良好成绩。当前，咸宁要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
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好推动咸宁市经
济社会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尔肯江·吐拉洪强调，群团改革
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项事
关根本、影响全局的改革，要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群团工作的
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按照中央和省委
关于群团改革的部署要求，围绕增强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和解决“机关
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以
群众是否满意为评判标准，一步一步
把各项改革工作做好，让群团组织更
好发挥作用、履行职责，巩固党执政
的群众基础。

尔肯江·吐拉洪强调，各级党委要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责任，高度重
视群团改革工作，分管同志要将其紧
紧抓在手上，确保完成这项重大而紧

迫的政治任务。要从实际出发，善于
解决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矛盾问题。
要推动力量、经费、资源向基层倾斜，
将基层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让
群众切实感受到群团组织就在身边。
要把握好时间节点，细化改革方案，明
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今年底前完
成省、市、县群团改革工作任务。

丁小强说，下一步，咸宁将坚持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
于群团组织改革讲话精神为指导，坚
持问题导向，紧贴咸宁实际，突出服务
主题，不折不扣地把党中央和省委的
部署要求落实到位，确保如期完成群
团改革工作任务。

省群团部门相关负责人，市领导
吴晖、张方胜、周勇参加调研或座谈。

尔肯江·吐拉洪在我市调研时强调

以群众满意为标准抓好群团改革工作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昨日，市
委书记丁小强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
议，传达学习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
长、省总工会主席尔肯江·吐拉洪在咸
宁调研群团改革工作讲话精神，传达
学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立山在
咸宁调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
措施。

丁小强强调，群团改革的目的是
增强群团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扩大
和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要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群团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按照
省委对群团改革工作具体部署和要
求，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和解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
化”问题，切实抓好群团改革工作。各
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群团改革工作，
进一步在工作落实上下功夫，加强党
对群团工作的领导，落实主体责任，抓
好统筹协调，强化检查督办，完善配套
政策。要把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改革的
基本要求、基本方法落实在改革实践
中去，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中央和省委
关于群团改革的部署要求，确保如期

完成群团改革工作任务。
丁小强强调，要立足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要进
一步抓好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的贯
彻落实，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
级的局面，把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
压力层层传导下去。要适应新形势，
进一步加强纪委各方面工作，完善各
方面机制。认真做好监察体制改革
准备工作，确保改革顺利进行。坚持
打铁先要自身硬，以更高标准、更严
要求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

干部队伍。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努力做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继续走在全省前列，增光添
彩。努力打造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咸宁深
入实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全省党外知识
分子统战工作座谈会暨全省党外知识
分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活
动动员会会议精神。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丁小强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

不折不扣完成好群团改革任务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今
日
导
读

数字城管，让城市更美好
（详见第二版）

将田园风格进行到底
（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