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游戏
乐翻天

5 月 29 日至 30 日，市交通实验幼
儿园举办“玩转科学·奇妙之旅”庆六一
科技嘉年华活动。

这两天的交通幼儿园俨然一个科
技体验馆。孩子们自己动手操作人工
造雪、神奇的火龙卷、分不开的书等科
学实验，体验了科学探究的乐趣，激发
对科学探究的兴趣。

图为孩子们体验魔幻泡泡秀。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通讯员 张樵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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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
员胡小鹏报道：昨日，记者在咸
安区嫦娥广场、桂花广场、青龙
山公园等人流密集区域，看到
一块块棕红色的指示牌。所有
指示牌上都有自然灾害的相关
知识，并有完整的防灾减灾自
救指南。

近段时间，咸安区减灾办还
在全区各个学校集中开展防灾
减灾宣传教育活动。区民政局
减灾办负责人李守斌介绍，今年

全省创建7个防灾减灾示范县，
咸安是其中之一。

“防灾减灾示范区创建工作
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防灾减灾
宣传教育活动，二是自然灾害智
能巡检指挥系统建设。”李守斌
说，目前咸安区自然灾害智能巡
检指挥系统已经安装完成。

据悉，省减灾委除先期划拨
的100万元，近期又划拨70万，
将在嫦娥广场建大型应急避难
场所安置点。

咸安创建全省防灾减灾示范区
将建大型应急避难场所安置点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
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
主持市政府党组2018年第2次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重要会
议文件精神、省纪委通报等。

王远鹤要求，各级党委要全
面领会地方机构改革精神，着力
做好地方机构改革各项工作；要
全面认清审计工作新形势新要
求，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要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准确把握

“六大原则”，加快构建“五大体
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
台阶。

王远鹤强调，要全面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五个
进一步明确”的核心要义和精
神实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
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多措并举
推进咸宁高质量发展。要加强
政府党组自身建设，全面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党建引
领发展，以发展推动党建，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双丰
收。要认真做好半年经济形势
分析，抓紧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打好“三大攻坚战”，抓好新旧动
能转换，推进“五个三重大生态
工程”，全力抓好县域经济，推动
全年目标“双过半、硬过半”。

市政府党组会议要求

多措并举推进高质量发展

“结婚第三天，张铜均和媳妇陈加
平回娘家过门后，就再也没回来了！”

在崇阳县高枧乡老胡洞村，村民
们对张铜均家的事记忆犹深。

“那时，张铜均家很穷，连个像样的
房子都没有，靠卖木炭维持生活。”老村
支书王志文说，张铜均出生于 1974
年，30岁时还没结婚，村里的长辈们都

替他着急。
2005年的一天，张铜均从外面卖

炭回来时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已定好了
日子结婚，女方是个“80后”，家在县城
附近。

“城里姑娘嫁到我们这山里？图个
啥？”村里人好奇又担忧。

“那时，我们村很穷，田少地少，山
高石头多。全村只有一条小路出山，且
芭茅丛生。外村人笑我们：‘老胡洞人
懒又懒，出门芭茅割了颈；天晴不用戴
麦笠，下雨不需打把伞’。”王志文说。

高枧乡位于鄂赣两省交界的高山
区，老胡洞村是该乡最偏远的一个村，
距崇阳县城近85公里。村民进城，得
先翻越海拔1000多米的横埂岭，然后
到高枧乡集镇坐车。

“新娘白净、漂亮，全村人都夸张铜
均有福气！”村民们说，张铜均结婚那
天，全村人特意找来几辆摩托车，组成

车队，到乡里去帮忙接亲。可婚后第三
天，再也见不到张铜均媳妇的影子了。

原来，张铜均结婚那天，女方的亲
人见识了老胡洞村的窘境，甚至有些懊
悔让她嫁到这里来。回门时，岳父、岳
母提出让女儿留在县城发展，不要再回
那“穷山恶水”的村子。二老还凑钱为
小俩口在县城买了套房子。

就这样，张铜均和媳妇留在了县
城生活、工作，再也没回过村里。前几
年，张铜均母亲去世，岳母前来吊唁。
当时，村里已修了一条进村的公路，可
是盘山公路九曲回肠、险象环生，年迈
的岳母怕得不敢坐车。

老胡洞村的贫穷，也牵动着各级有
关部门的“神经”。在精准扶贫政策推
动下，近年来，该村正在大力开展基础
设施建设和产业帮扶，村庄面貌焕然一
新。

“村子的发展，需要有思想和闯劲

儿的年轻人回来，光靠我一个人哪行。”
2017年，该村村支书王金艳找到陈加
平，希望她能回村担任妇女主任一职，
为村子发展出力。

当时，陈加平在县城一所幼儿园当
老师，工作、生活轻松，日子过得很安
逸。夫妻俩再三商量后，最终决定辞掉
外面的工作，回到村里。

一年多来，陈加平每天忙个不停。
除了负责全村妇女和计生工作外，还协
助村里搞建设、村容村貌整治、政策宣
传、民事调解等各种“杂”事。

“路修好了，房子盖起来了，鸟语花
香，空气清新，这里真是世外桃源！”前
不久，该村新的安置点建成，陈加平特
意把母亲接来看看。这一次，母亲彻底
改变了对老胡洞的看法。

“老胡洞是我的家，只有家乡发展
好了，我们走在外面才有底气！”陈加
平感慨。

曾经，穷山恶水留不住人；如今，山村面貌焕然一新——

张铜均的媳妇回来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黎志远 曾记录

图为陈加平(左)回村担任妇女主
任后，进村入户调查民意。

本报讯 见习记者谭昌强、
通讯员王丰风报道：5月30日，
市商务局联合阿里巴巴（鄂东
南）新外贸六脉服务中心在蓝海
金盾大酒店举办“新时代、新丝
路、新外贸、好商好品在咸宁”暨
2018 咸宁市跨境电商生态峰
会。

此次峰会主要是借助阿里
巴巴外贸品牌优势，联合各方外
贸生态力量，帮助我市更多企业
打开外贸新思路，掌握企业外贸
发展新方法，实现内贸企业出口
突破，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促
进我市外贸稳定增长。

阿里巴巴鄂东南服务中心
通过大数据分析对比内外贸的
特点、优势，指导企业高效获取
商机，为咸宁企业外贸发展量身
订制了整体解决方案。

市商务局外贸科负责人介绍
了国家、省、市各级部门促进外贸
出口优惠奖励政策和措施，指导
企业利用湖北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平台开展外贸业务，充分利用
贸易便利化节约贸易成本。

参会企业纷纷表示，通过此
次峰会进一步了解到外贸优势，
同时对外贸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市召开跨境电商生态峰会

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在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5月30日给陕西照
金北梁红军小学的学生回信，祝
他们和全国各族少年儿童节日快
乐。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的
来信我收到了，看了以后感到很

高兴。你们在信中说，村里的老
人常给你们讲照金的革命历史，
这片红色的土地让你们骄傲和自
豪。希望你们多了解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的历史知识，多向英雄
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
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习近平表示，我去过你们的家

乡照金。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
界关心下，北梁小学即将恢复为完
全小学，同学们上高年级不用跑远
路了，在学校能喝上直饮水、洗上
热水澡。你们说，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这话讲得很好。希望你
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珍惜时光，
努力学习，将来做对国家、对人民、
对社会有用的人。（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审议《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
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顺应亿
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三农”工
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会议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细化实化工作重点
和政策措施，部署若干重大工程、重大
计划、重大行动，形成了今后5年落实
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框架。要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

“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

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
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
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
乐业的美丽家园。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
思想认识，真正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
在优先位置，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
到实处，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
求落到实处。各地区各部门要树立城
乡融合、一体设计、多规合一理念，抓紧
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
方案，做到乡村振兴事事有规可循、层
层有人负责。要针对不同类型地区采
取不同办法，做到顺应村情民意，既要
政府、社会、市场协同发力，又要充分发
挥农民主体作用，目标任务要符合实
际，保障措施要可行有力。要科学规
划、注重质量、稳步推进，一件事情接着
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广大
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工作
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对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
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规
的举措，构筑了全党全社会扶贫的强大

合力。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谱写
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为全球
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把脱贫攻坚
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
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作出全面部署。
未来3年，还有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
人口需要脱贫。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打
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切实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再接再厉、精准
施策，以更有力的行动、更扎实的工作，
集中力量攻克贫困的难中之难、坚中之
坚，确保坚决打赢脱贫这场对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

会议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大扶
贫工作格局，坚持脱贫攻坚目标和现行
扶贫标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
困群体，突出问题导向，优化政策供给，
下足绣花功夫，着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
动力，着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
础，着力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切实
提高贫困人口获得感，确保到2020年
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
全面小康社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

好基础。
会议强调，要集中力量支持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着力改善深度贫困地
区发展条件，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群
众特殊困难，着力加大深度贫困地区政
策倾斜力度。要强化到村到户到人的
精准帮扶举措，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全
力推进就业扶贫，深入推动易地扶贫搬
迁，加强生态扶贫，着力实施教育脱贫
攻坚行动，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加
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强化综合保障性
扶贫，开展贫困残疾人脱贫行动，开展
扶贫扶志行动，树立脱贫光荣导向，弘
扬自尊、自爱、自强精神，提高贫困群众
自我发展能力。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打
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进一
步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要完善脱贫
攻坚考核监督评估机制，提高考核评估
质量和水平，切实解决基层疲于迎评迎
检问题。要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
加强对脱贫一线干部的关爱激励。要
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集中力量解决扶贫领域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突出问题，坚决依纪依法惩
治贪污挪用、截留私分、虚报冒领、强占
掠夺等行为。要深入宣传脱贫攻坚典
型经验，宣传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回信勉励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

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通
讯员熊婧报道：5月21日至28
日，应韩国京畿道义王市和江
原道太白市政府、日本大分县
和静冈县政府邀请，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率团
访问韩国、日本。

出访期间，丁小强一行拜会
了韩国义王市、太白市和日本大
分县、静冈县政府负责人并友
好交流，在日本出席了第三届世
界温泉地峰会、温泉小镇设计研

讨会，举办了东京侨领及日本
政商界人士恳谈会、日本茶之
都博物馆咸宁茶推介等活动。

此次出访有力推动了咸宁
与韩、日地方政府及民间交往，
拓展了咸宁与韩国、日本在友好
城市、温泉旅游开发及茶文化等
领域的务实交流合作，取得了丰
硕成果。

市委组织部、市旅游委、市
供销社、市外侨办及嘉鱼县相关
负责人随团出访。

丁小强率团访问韩国日本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昨
日，我市启动“阳光纤检进校园”
活动，加强对幼儿园絮用纤维制
品质量监管，保障入园儿童身体
健康。

当日，在市直机关幼儿园
门口，省纤检局咸宁分局的执
法人员采取现场宣讲形式，对
广大儿童家长及教师代表进行
纤维及纤维制品科学常识普

及，通过实物展示的方式，讲解
劣质床上用品的危害和特征，
让大家掌握“黑心棉”的鉴别方
法。

同时，我市将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宣传教育活动，对全市幼儿
园的床上用品进行了监督抽查，
杜绝不合格絮用纤维制品流入
幼儿园，并推动建立幼儿园絮用
纤维制品质量监控长效机制。

我市启动阳光纤检进幼儿园活动

保障入园儿童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