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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部署，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
案》。《方案》明确，主要对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督
导，并下沉至部分市地级党委和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对涉及的重点案件，直接到县
乡村进行督导，对存在突出问题的地方等
进行重点督导。

《方案》强调，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督导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法
治思维、标本兼治，严格责任追究，将督导
作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

抓手，以督导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扫
黑除恶重大政治责任，推进各部门齐抓共
管；以督导保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在
法治轨道上运行，沿着正确方向深入开
展；以督导推进重点难点问题解决，确保
攻坚克难、除恶务尽、务求实效；以督导回
应人民群众期待，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方案》明确，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会
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组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督导组
开展督导工作。督导工作从2018年上半
年开始，到2019年年底，基本实现督导工
作全覆盖。在督导基础上，适时开展“回
头看”，督导各地区整改落实和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情况，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
得压倒性胜利。

《方案》指出，督导工作主要围绕以下
6个重点开展：一是围绕政治站位，重点
督导党委和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有关重要指示和中央决策部署情况，贯彻

落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体要求和实
施步骤情况，专项斗争第一责任人、直接
责任人切实履行扫黑除恶重大政治责任
情况。二是围绕依法严惩，重点督导扫
黑、除恶、治乱的成效，特别是发动群众情
况，严守法律政策界限，严格依法办案，确
保涉黑涉恶问题得到根本遏制情况。三
是围绕综合治理，重点督导各部门齐抓共
管，相关监管部门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加强日常监管，形成强大合力、整治突出
问题情况。四是围绕深挖彻查，重点督导
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
结合起来，治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
深挖黑恶势力背后“保护伞”情况。五是
围绕组织建设，重点督导整顿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严防黑恶势力侵蚀基层政权，
为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供坚强组织
保证情况。六是围绕组织领导，重点督导
各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其办
公室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大统筹力度，
层层压实责任，推动解决经费保障、技术

装备、专业队伍建设等重要问题情况。
《方案》还明确了督导工作的具体实施

步骤，要求督导组在深入排查摸底、充分调
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每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具体督导工作方案，明确任务清单。

《方案》明确，督导结果作为对被督导
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综合考核评价、领导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
依据。对督导发现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问题线索，依法移送有管辖权限的政法机
关，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会商督办。
对发现的党员干部及其他所有行使公权
力的公职人员涉嫌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
犯罪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方案》要求，被督导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党委和政府要按照督导组要求制定
整改方案。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对地方整改情况，适时组织“回头看”，对
黑恶势力易滋生和边打边发、屡打不绝的
地区、行业、领域，纳入重点整治对象，加
强跟踪督导，并向社会公布整改情况。

中办、国办印发《方案》

由中央政法委牵头组成扫黑除恶专项督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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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投集团开展重点项目安全生产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唐勃报道：近日，高投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张建群，副总经理陈敬明，副总经理
陈钟鸣率队深入项目工地，进行安全生产及维稳情
况检查。

检查组先后到甘鲁棚改项目、咸宁市地下综合
管廊项目、高新区污水处理厂项目、孙祠棚改项目、
双创孵化园项目等现场进行检查。重点检查了各
个项目节假日值班安排和信访维稳工作的落实情
况，明确要求各个项目负责人要将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到实处，形成“人人讲安全、时时讲安全、事事讲
安全”的良好氛围。

在咸宁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工地现场，公司领
导详细了解了施工人员现场管理、施工现场进度，
要求施工方，一是要做好节假日值班制度并有人在
班在岗。二是落实好安全生产的防患措施，做好临
边防护。三是要保证责任上肩，要担负责任，做到

时刻关注安全生产。
在甘鲁棚改项目现场，公司领导强调加快施工

进度，紧抓工期，要做好排班计划表，做好施工物资准
备，合理调整施工进度，面对酷暑天气，要做提前做降
温防暑措施，保证项目施工能够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在污水处理厂项目现场，公司领导听取了现场
负责人关于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情况，并对污水处
理厂项目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公司领导强调，要加
强施工组织的管理，推动项目建设进度，做好项目
工地安全生产防护和警示标语的宣传，保证安全生
产的意识深入人心。

咸宁高投集团
XIAN NING HTI GROUP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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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食药监局深入企业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助推我市食品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梁耀报道：近日，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安利（中国）日用
品有限公司党委联合开展庆“七一”主题
党日活动，同庆党的97周岁生日，共同
推进咸宁食品健康产业发展。

6月30日下午，参加活动的全体党
员参观了咸宁奥瑞金工业饮料有限公
司。奥瑞金公司总经理莫平以《美丽咸
宁市，魅力食品业》为主题，分享了食品
安全生产管理经验、企业文化和党建工
作开展情况，交流如何加强企业党建工
作，更好推动我市食品产业发展，助推咸
宁“绿色崛起”。

7月1日上午，全体党员齐聚一堂上

党课，听取了市委组织部专家讲授咸宁
党建发展、优良传统和先进典型；安利
（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分享了外资企业
党建工作的经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用新介绍了我市红
色传统文化和绿色健康食品产业发展情
况；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志才对主题党
日活动进行了总结和点评。

据悉，此次活动是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首次联合广州外资企业党委联
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结束后，党
员纷纷表示，此次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既让双方交流
了各自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学到了好的

经验和做法，也加深了对食品安全企业
主体责任和政府部门监管责任的理解，
让大家能互相学习，收获满满，将进一
步助推我市食品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保障我市食品药品安全作出更大的
贡献。

伊朗

若利益受保障将遵守协议
据新华社维也纳7月5日电 伊朗总统鲁哈尼近日在

维也纳说，如果伊朗利益能够得到保障，伊朗将在美国退
出的情况下继续遵守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鲁哈尼在奥地利总统府与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会谈
后对媒体说，只要有可能，伊朗将继续留在伊核协议里，前
提是伊朗能够从中获益。他说，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
和中国等签约方表现出维护伊核协议的强烈政治意愿。

鲁哈尼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不仅违反了国际规则，
而且“毫无疑问”也伤害了自己。

范德贝伦说，伊核协议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成就，得到
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通过。他批评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并对伊朗实施制裁。

王柏良遗失咸宁市咸安区大幕桃花尖山泉
水 厂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01000218201，特声明作废。

董昌丽遗失中国人保财险车商部保险发票
一张，发票代码：4200164320，发票号码：
27880089，特声明作废。

咸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第咸规工2016062
号，特声明作废。

咸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规划条件核实证明，编号：核字第
2016212号，特声明作废。

彭大桥遗失赤壁市彭氏红烧牛肉拉面馆个

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02700076749，特声明作废。

骆训奎遗失坐落于嘉鱼县鱼岳镇小新堤路
10号的产权证号为00017993的房屋他项权证，
他项权人为咸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嘉鱼办
事处，他项权证号为00013622号，特声明作废。

翟亚强遗失温泉碧桂园泊林十七街 3座
1402号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票据一张，号码：
0012700，收楼契税票据一张，号码：0012548，
特声明作废。

陈绍利遗失咸安区宏发挖机铲车配件部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
42230119720830311051，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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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容象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422300000044203）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湖北容象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7月6日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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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咸安区江帅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421202MA489KMW7D）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咸安区江帅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8年7月6日

注
销
公
告

咸宁欢腾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422300000030129）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咸宁欢腾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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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2018年第1号洪水”

在上游形成
7月5日，江水通过三峡大坝泄洪深

孔下泄。
当日 8 时，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到

5.1万立方米每秒，出库流量4万立方米
每秒。“长江 2018 年第 1 号洪水”在长江
上游形成，目前正在通过三峡库区。

据新华社

俄罗斯

在远东苏维埃港实行自由港制度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5日电 据俄罗斯官方法制信息

网近日报道，俄总统普京日前签署法律文件，批准将远东
地区的苏维埃港纳入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区域，实行自
由港制度。

根据这项法律文件，俄罗斯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边
疆区的苏维埃港行政区将实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制
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制度框架内，苏维埃港行政
区内计划实施15个投资项目，预计私人投资额将超过540
亿卢布（约合8.54亿美元），创造约1800个工作岗位。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大力实施远东开发战略。2015年
7月，普京签署设立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法案。该自
由港总面积3.4万平方公里，开放期限为70年，在税收、海
关和检疫等方面为入驻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和优惠。

（上接第一版）
赤壁古战场景区自创建5A景区以

来，累计投资4800余万元用于设施的新
建和提档升级，包括旅游生态停车场扩
建、旅游公厕提档升级、大型LED全景展
示导览系统、景区部分仿古建筑修复等。

导演组的很多创意，均来自景区实
景。在总决赛的营销中，赤壁古战场景区
得到王者荣耀最大化的品牌融合宣传。

嘉鱼县文体会展中心，成为王者荣耀
全国总决赛主会场，是近年来该县大力发
展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果。

电子竞技对环境要求较高，室内温
度、网络信号、供电保障、噪音控制，甚至
室内标高等，过去，在咸宁难得找到几家
现代化的大型活动场馆。

总投资2.02亿元建设的嘉鱼文体会
展中心于2016年竣工，总面积2.3万平方
米，内设文化馆、剧场、博物馆、体育馆。
其配套的现代化的电力系统、网络系统、
空调系统、通风系统非常完善。2017年，
曾成功举办咸宁市第一届运动会。

场馆被主办方一眼相中。
这几年，嘉鱼县文化建设项目如火如

荼，尽显大手笔风范。
5月30日，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嘉鱼县举办，该县打造
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县的经验为全省推广。

嘉鱼县副县长甘志宝说，希望借助王
者荣耀的影响力，推动文化活动形式更加
丰富，文化产业更加多样化。

7月1日傍晚，热情的粉丝们在文体
会展中心内尖叫助威，场外的篮球场、羽
毛球场、网球场上，体育爱好者们像往常
一样厮杀竞技，王者荣耀全国总决赛，又
成为嘉鱼游戏玩家一次难得的盛会。

咸宁荣耀，吸引电竞产业聚集

王者荣耀城市赛全国总决赛在咸宁
举办，还得益于咸宁市各级领导和部门的
大力支持和对新兴业态的关注。

据易观数据，2017年国内电竞市场
已超900亿元，腾讯以王者荣耀KPL联赛
和英雄联盟LPL联赛领先国内电竞市场，

两大赛事全年观看次数均突破100亿次。
2017年电子竞技还被国家体育总局

正式列为第99项比赛项目。国际奥委会
也在考虑将其纳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张雷说，咸宁市领导的思想解放程度
是他始料未及的。

市领导告诉他：王者城市赛总决赛落
地咸宁，是电竞、文化、旅游的完美融合。
火爆赛事背后的海量流量，会激发更多的
年轻用户关注历史、关注文化、关注咸宁
旅游，从而将带来旅游收入的提升。

赤壁市、嘉鱼县为总决赛一路绿灯。
嘉鱼免费提供文体会展中心的场地，

做好了安全保卫、交通秩序、通讯、供电、
卫生等各方面的保障和服务。

县领导不定期询问活动进展，现场解
决困难。

地方的支持，让主办方信心大增，要
将总决赛办成区域人文场景营销的新典
范、一场文化底蕴深厚、具有极强传播价
值与影响力的总决赛。

也正是因为如此有力的支持，总决赛

主会场的搭建只用了5天时间。整个决
赛隆重、顺畅。赛后，腾讯官方人士、承办
单位工作人员纷纷在朋友圈向支持活动
的咸宁各部门表示感谢。

他们说，“2018王者荣耀城市赛”的
成功举办，彰显了咸宁市积极推动电竞产
业决心。希望王者荣耀城市赛这一优秀
的电竞赛事，为咸宁探索文化产业发展的
新模式，提供更多新思路、增添更多新活
力。

全国总决赛也带给咸宁丰富的回报
——

腾讯对赛事的全线推广，广告费超过
500万元。

斗鱼、企鹅电竞、虎牙等直播平台全
程直播，当天在线观看量超过500万人
次。

一位咸宁游戏玩家表示，王者荣耀城
市赛结合咸宁历史文化展现出来的场面，
让人惊艳又惊喜。

王者荣耀决战赤壁，借箭嘉鱼，展现
了咸宁荣耀。

俄罗斯队

三分之一民众相信其进四强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5电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近

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俄民众相信俄罗
斯队能够杀进世界杯四强，有15%的俄民众期待俄罗斯队
闯进决赛。

数据显示，71%的俄民众通过电视观看了俄罗斯队对
西班牙队的比赛。这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收看观众人数最
多的一场。

7月1日，凭借门将阿金费耶夫扑出两个点球的出色表
现，俄罗斯队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通过点球大战淘汰
了夺冠热门西班牙队，首次闯入世界杯八强。

数据还显示，在俄民众喜欢的球队和夺冠热门排行榜
中，第一位是俄罗斯队（22%），其次是巴西队（10%），法国
队排在第三位（5%）。

英格兰队

凯恩收获第6球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5日电 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

中，英格兰击败哥伦比亚晋级八强。英格兰队长凯恩常规
时间罚进一球，点球大战时也罚中一球，此前已经收获5球
的他以一届世界杯6球的纪录成为英格兰世界杯史上的第
二射手，仅次于莱因克尔的10个。凯恩说：“今天是英格兰
的大日子。”

凯恩赛后说，很遗憾没有在90分钟内赢得比赛，但是
没有人躺下来休息，点球必须有人站出来，我在点球大战
罚中第一个点球，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晋级了。

这是英格兰世界杯历史上首次赢得点球大战。凯恩
说：“经常说我们经验不足、球员年轻，但我们今晚成长了
很多。我们知道英格兰的点球大战成绩不好，因此能够摆
脱这种魔咒，真是太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