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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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人
民日报社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用
典》第二辑，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
社出版，
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
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
章回答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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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攻坚系列谈之三
○ 陈新
众人拾柴火焰高。打赢脱贫攻坚
战，需要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来完成。
党委政府是主导。事业成败，
关键在
党，
脱贫攻坚同样如此。各级党委政府要
扛责在肩，落实好县级党委政府主体责
任、
部门协调责任、
乡镇党委政府具体实
施责任、
驻村帮扶责任和督查巡查责任，

真正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
系。
干部群众是主体。贫困群众既是
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主体。基层党组织和扶贫干部要注
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找准贫困
根子，解开思想扣子，破除“苦干不如苦

熬”
“等着别人送小康”等消极思想，坚
定贫困群众的奋斗精神和发展愿望
社会各界都是主力。要实施“三
乡”工程，引导能人回乡、市民下乡、企
业兴乡，促进乡村振兴。要组织金融
界、社科界、教育文化界助力精准扶贫，
促进贫困地区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生产

能力。要倡导全民公益理念，通过爱心
捐赠、志愿服务、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
参与扶贫。
国家将每年的 10 月 17 日设为“扶
贫日”，不少人将“1017”谐音为“邀您一
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投入
扶贫工作。我们期待，沿着精准扶贫的
路子，借助社会合力的推动，确保贫困
人口如期脱贫、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
将会是一个渐行渐近的美好现实。

“三抓一优”看亮点
服务大众

情系民生

一

我市实施北部空间计划解读
——

在形成合力上下功夫

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做好地方外事工
作，从全局高度集中调度、合理配置各
地资源，
有目标、有步骤推进相关工作。
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外事工
作，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要发挥决策议
事协调作用，
推动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为外事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提供有力指
导。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提高
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能力，推进对外
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外事工作队伍
建设，
抓好重点工作的推进、
检查、
督办，
确保党中央对外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工作规则》等文件。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出席会
议，有关领导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规划先行，谋定后动。
“ 北 部 空 间 ”是 市 委 市 政 府 围 绕
“十三五”所规划的未来战略发展的重
要区域，必须有战略性、前瞻性、科学
性和可持续性的规划。
立足高起点，坚持高标准，我市规
划部门邀请了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
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团队编制了
《咸宁市北部新区生态基础设施规划
暨重点区域概念性总体规划》。
《规划》计划通过四大创新发展战
略引领新城规划建设：
战略一：修复连续完整的生态系
统，保护生命共同体。
《规划》以“生态基础设施”与“逆
向规划”为核心理念，优先将山水林田
湖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统一保
护、统一修复,通过构建雨洪、水质、地
质、生物等关键生态过程的生态安全
格局，形成“一轴多廊两带五片”的鱼
骨状生态结构。
战略二：
打造绿色创新的产业系统，构建绿色增长极。
基于中国的逆城市化和乡村振兴大潮，以“新上山下乡运动”和
“雁归经济”为核心理念，响应返乡人群需求，错位周边地区发展具有
北部新区特色的绿色产业。
战略三：
构建复合高效的交通系统,打造便捷交通网。
引入
“慢城”概念，提倡以自行车、步行为主导，构建外部通畅，内
部高效“人性化”复合交通网络。布局一环加多轴，四大主题功能的
绿道网络，承载市民健身、休闲娱乐功能,城乡一体、区域联动的绿道
体系。
战略四：
倡导城乡共融的建设模式,实现新型城镇化。
《规划》响应党中央关于
“树立
‘精明增长’
‘紧凑城市’理念”的号
召，结合国家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战略，提倡建设用地的紧凑布局，
和对土地进行混合使用。
（下转第六版）
邵力

布局，落实重大外交活动规划，增强风
险意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
习近平强调，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
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
践平台。几年来，
“一带一路”建设从理
念到行动，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合
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要抓好首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
的落实，凝聚各方共识，规划合作愿景，
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的沟通、协
商、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
实、行稳致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地方外事工作是党和
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
对外交往合作、促进地方改革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要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通讯员

加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积极
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完善和深化
全方位外交布局，倡导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和建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
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不确定不稳
定因素增多，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并存。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
化的规律，既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
势，又看到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挑
战，未雨绸缪、妥善应对，切实做好工
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化外交

朱哲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5 月 15
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
统一领导，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发展
变化，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开创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克
强，国家副主席、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委员王岐山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

4 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专题调
研城市北部空间建设情况。
14 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又专
题听取《咸宁市北部空间概念性总体
规划》等三大规划编制情况汇报。
时隔十天，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两次围绕北部空间开展调研座谈，足
见北部空间在我市城市发展中举足轻
重的地位。
向北发展是咸宁城市未来发展方
向。市五次党代会作出
“实施北部空间计
划，
推动城市北拓东进，
构建
‘武咸同城、
拥湖面江、
一主多元’
的都市区空间格局，
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
的战略部署。
可以说，实施北部空间计划，既连
中央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总要求的
“天线”，又接咸宁发展特色、发展优
势、发展实际的
“地气”。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015 年 2 月出版发行以来，被译成
英、法、俄、日、葡等 14 种版本，累
计发行近 200 万册。
《习近平用典》
第二辑沿用《习近平用典》第一辑
体例，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引
用的，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典故 148 则，对其
现实意义和背景义理进行解读、
阐释，是一部学习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读本。

构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党治国、内
政外交上的深刻思考。这些讲话
和文章中，精妙的典故信手拈来，
广博的引用贯通古今。从这些用
典中，既可以追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活
水，又能在古为今用的创造性转
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
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典故
现 实 意 义 的《习 近 平 用 典》，自

民生银行咸宁支行特约刊登
客服热线：95568

市领导走访青岛湖北商会
南林钙业
建成投产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5
月 14 日，利用参加全国政协第
120 期 地 方 政 协 干 部 培 训（青
岛）学习休息时间，市政协主席
曾国平一行走访青岛湖北商会，
同会长张云山、副会长李敏强、
胡雄斌，商会书画院院长刘万锐
及部分咸宁籍商会成员进行亲
切交谈。
曾国平向大家介绍了咸宁
的地域特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他说，咸宁市委市政府在实
施咸宁绿色崛起战略，打造全省
特色产业增长极的同时，希望广
大在外的客商能够回到家乡来
投资兴业。要切实增强回归发
展的坚定决心和信心，把握千载

8 日，通山县南林钙业（一期）项
目建成投产。
该项目位于南林桥镇，总投资 7.2
亿元，占地面积 753.8 亩。项目分二期
建设，其中一期投资 5.2 亿元，采用新
型全环保生产线，建成全封闭、环保、
节能型冶金灰竖窑 20 座，可年产钙石
冶金灰 200 万吨、钙粉双飞粉 70 万吨，
年实现产值 3 亿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走绿道成就行业龙头

我市 4 名技术工人

获省政府表彰

—— 走进武汉仕全兴聚氨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极具未来感的飞碟式建筑夺人眼
球，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园林式厂区
绿意盎然……
8 日，走进武汉仕全兴聚氨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嘉鱼生产基地，记者
被眼前的景象所
“惊艳”
。
“仕全兴的厂区环境和环保理念，
是
整个工业园区的样板。
”
同行的武汉新港
潘湾工业园工作人员说。
武汉仕全兴聚氨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高分子化工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和外贸于一体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没有绿色、没有环保，就没有未

姜明助

见习记者

来。”董事长唐盛告诉记者，公司积极
推进“油”改“水”，坚持推广普及水性
环保型树脂固化剂，致力于打造绿色
环保发展的行业标杆。
一步一个脚印，仕全兴的“绿道”
越走越开阔。
公司从 2012 年开始组建技术团
队，投入到水性产品的研发中。至今
已掌握多项核心技术,拥有 20 多项发
明专利，生产水性固化剂成品 30 多
种。是目前国内水性固化剂种类最多
的公司，水性固化剂及水性聚氨酯树
脂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16 年,公司在武汉新港潘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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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兴建新的生产基地。该基地占地
130 多亩，建成了同行业首家全智能
化生产线。
2017 年 11 月，仕全兴成功登陆
新三板，
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今年 4 月，
仕全兴嘉鱼生产基地正
式投产。该厂区项目全部建成后，年
产能将达到 10 万吨，
年产值 10 亿元以
上，
可为当地新增就业岗位 3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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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逢的发展机遇，投身到回归发
展、建设家乡的热潮中来，把更
多更新的理念、技术、项目带回
咸宁，助力赶超、合作共赢。各
相关部门要创造条件、优化服
务、做好对接，全力为咸宁回归
客商打造施展才华的舞台、成就
事业的沃土。
张云山会长表示，将充分利
用商会和乡亲乡情的联系纽带
以及商会自身的信息、资源平台
等优势，组建团队、建立专班，组
织和带动更多乡友、企业家回乡
考察、投资和发展，为家乡咸宁
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市政协副主席周辉庭、秘书
长游强进参加走访活动。

耀眼的数字背后，是仕全兴对绿
色、环保的执着和坚守。
“构建人与自然和现代工业的完
美融合、实现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的
和谐共存，这是公司一直以来的信念
和追求。”唐盛说，仕全兴将坚持走
“绿
道”，把嘉鱼基地打造成现代化的工业
花园，全力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树立
起行业典范。

新闻热线：
18907249111

电子信箱：
xnrbxwb＠163.com

本报讯记者庞赟、通讯员镇
宏伟报道：近日，省政府发文，授
予一批技术工人“湖北工匠”、
“湖北省技能大师”、
“ 湖北省技
术能手”的称号。其中，我市有
4 名技术工人获得表彰。
为了充分发挥优秀高技能
人才典型引领作用，进一步培育
和弘扬工匠精神，今年初，全省
首次启动优秀技能人才选拔表
彰活动，重点从全省经济发展主
导产业和技术技能含量高的岗
位中选拔产生“湖北工匠”、
“湖
北省技能大师”和“湖北省技术
能手”。
值班总编：
刘文景

“湖北工匠”
是我省技能领域
表彰奖励的最高荣誉，每 2 年选
拔表彰一次，
每次10 人；
“湖北省
技能大师”
每 2 年选拔表彰一次，
每次20 人；
“湖北省技术能手”
每
2年选拔表彰一次，
每次70人。
经过评选，我市湖北三环汽
车方向机有限公司钳工李敬阳
被 授 予“ 湖 北 省 技 能 大 师 ”称
号，该公司的加工中心操作工
樊标标和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
公司咸宁供电公司用户通信终
端维修员刘媛、继电保护工张小
俊 3 人 被 授 予“ 湖 北 省 技 术 能
手”称号。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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