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②市委五届四次全会精神系列解读

通山富水水库上

架设致富桥
13日，通山县慈口乡富水水库上，

工人们正在浇筑桥墩。
据了解，横跨富水水库的狮岩大

桥，是省道通山慈口至阳新富水段的控
制性工程，也是幕阜山旅游开发的重点
工程。该项目总投资 2100 万元，于去
年7月开工。目前，大桥5个主桥墩已
完工，另外两个正在打桩，预计今年年
底前完成主体工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付佳 李维 摄

“三抓一优”看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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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1日，咸安区温泉办
事处举行了“爱心助学”捐资仪
式，共圆贫困学子大学梦。

董某，今年顺利考上了海南
大学。但佳音背后，却有难言之
隐。小董父亲早逝，母亲外出打
工，她和弟弟妹妹一直跟着爷爷
奶奶生活，老人以务农为生，生
活拮据，是精准扶贫特困户。

家庭的困境，并没有挡住她
的志向，在学校，她一直是品学
兼优的孩子，今年考上了海南大
学，但学费又成了家庭承受不起
的负担。宏宇建筑公司总经理
闻某得悉后，当天，拿出7000元
圆梦资金，助其念书。

据悉，在温泉办事处干部的
协调下，近5年来，闻某结对帮
扶小董，5年来不间断资助其读
书。

活动现场，闻某说：“人间自

有真情在，宜将寸心报春晖。希
望学子们认真读书，今后用实际
行动回馈社会。”

咸宁桂花苗木基地负责人、
区政协委员金汉楚也是连续5
年资助学子熊某，每年出资
4000元。

他们表示，将把这份爱心持
续下去，帮助贫困学子顺利读完
大学。

在场学子表示：“谢谢你们
的陪伴和帮助，我们一定好好读
书，不辜负各位的殷切希望和厚
爱，未来做一个知感恩、懂奉献
的爱心传递者。”

活动现场，一个个动人的故
事，一声声感激的话语，仿佛一
曲曲爱的乐章，将人心情暖汇聚
在爱的旗帜下。当天，10位政
协委员捐助金额共计3.4万元，
资助了11位贫困学子。

共圆贫困学子大学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子川 通讯员 李婷婷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
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干任何工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鱼和熊
掌一锅煮”，而是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起到纲
举目张、立竿见影的最佳效果。

市委五届四次全会提出，紧紧围绕“2020看
咸宁”目标任务，突出重点，强力突破，推动咸宁
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那么，推进高质量发展，咸宁重点在哪里？
——在城市建设上，建好“一座城”，全力建

设长江流域公园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抓
好城市这个“火车头”。要突出“依山、拥湖、面
江、同城”的城市发展理念，加快编制全域性城市
绿地系统规划等规划，形成山水林田湖相连相
通、浑然一体的美丽画卷。

——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做好“一瓶
水”，造好“一部车”。紧紧依托红牛、安利等在咸
基地，围绕产业链建设，加大对国际饮料行业龙
头企业的招商力度，真正将咸宁打造成为名符其
实的世界级饮料生产基地。紧紧依托野马新能
源汽车、三环汽车等项目，围绕打通锂电池、零部
件制造、车联网、充电桩等上中下游配套服务，加
快形成完整产业链，打造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制
造产业集群。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修好“一条路”，造
好“一机场”。积极争取国家和省里的支持，将武
咸城铁并入国家铁路网，做好延伸的谋划、推进
工作。推进咸宁机场项目和临空经济发展，早日
实现咸宁人民的“航空梦”。

——在文化建设上，充分利用好咸宁深厚的
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资源，要保护延续历史文
脉，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培育发展文化
产业，全面补齐文化建设短板，以坚定自觉的文
化自信助推咸宁高质量发展。

——在深化文明创建上，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为目标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让文明的好风气像
好空气一样长留咸宁。集中开展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注重发挥文化的滋养涵育作用，总结提炼
和弘扬新时代咸宁精神，批判和摒弃“闲适文
化”，激发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在品牌建设上，把质量建设放在首位，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培育精品名牌，加大对品牌
建设与传播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服务机制，帮
助在咸企业打造更多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大力
弘扬工匠精神，让高品质、争一流成为每一个企
业人和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

——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上，树立大抓基层
的鲜明导向，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发挥
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把基
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
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
的坚强战斗堡垒。坚持基层党建引领，全面建立

“三治融合”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
开展任何工作，我们都要学会用辩证法，干

工作要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既要抓重点、牵住“牛鼻子”，也要学会
“十个指头弹钢琴”、做到统筹兼顾。如此，方能提领而顿，百毛皆顺。

结合市委五届四次全会提出的重点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及时
分解相关目标任务，拿出有力措施，把理论融入实际，苦干实干加油
干，把工作任务量化到每个工作日，今日事今日毕，绝不拖到明天。
抓住重点工作，出色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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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23日，
市政协主席曾国平一行到通山县黄沙
铺镇参加党代表联系基层服务党员群
众活动日第八期活动，倾听基层声音，
解决基层困难和问题。秘书长游强进

参加活动。
座谈会上，黄沙铺镇负责人介绍上

半年全镇工作情况和前几期问题解决
情况；新民村党支部书记阮英豪、毛杨
村党支书记杨道水等先后发言，反映农

产品丰收滞销、村民饮水困难、水利设
施失修等具体困难和问题。曾国平现
场和党员群众代表沟通交流、协调相关
职能部门予以解决。

曾国平强调，精准扶贫事关贫困群

众切身利益，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
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要深化工作，细化
任务，实化责任，不断取得精准扶贫工
作新成效。“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要抓典
型，作好动员要求，乘势全面加强基层
党建，不能任由房头宗族和黑恶势力左
右基层政权。党员群众愿望诉求的民
生问题解决也应讲成本讲效益，对项目
要科学论证合理安排，突出“服务”这个
关键，既为国家节约资金，又解决党员
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让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曾国平赴通山黄沙铺镇开展党代表联系日活动

倾听群众心声 解决实际困难

秋季开学在即，市区学校项目工程
进展如何？能否按时开学？23日，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率领
市直相关部门和咸安区负责人专题调
研市区学校“补短板”工作，并督办检查
相关学校秋季开学准备工作。

冒着高温，丁小强一行先后来到市
第二实验小学、市第十八小学、凤凰小
学、横沟中学、香城学校，察看学校基础
设施建设、办学条件和周边环境，询问
招生工作、学生学位和教师队伍等情
况，现场办公解决难题。

一路走、一路看，教育项目工程亮
点频闪——

咸宁市第二实验小学是由咸宁碧
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
一所小区配套小学。目前，学校建筑与
室内装修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各项教
学仪器和设备安装调试，开展校园文化
设计建设和招生审核工作。今年9月1

日，学校将按计划如期开学。
咸宁市第十八小学是在原南门中

学的旧址上改扩建而成的一所高标准
公办小学。目前学校主体工程已全部
竣工，运动场塑胶跑道部分正在进行塑
胶原材料送检和施工，校园文化建设完
成室外安装，学生课桌椅已经安装完
毕，预计8月31日前全部完工。

凤凰小学是咸安经济开发区产城
一体配建的一所新建公立小学。目前，
学校主体工程中教学楼、综合楼已全部
完工，并进行了二次装修和校园文化建
设，本周将完成全部附属工程，做好开
学工作准备。

横沟中学搬迁项目当前已启动一
期即咸安区横沟中学（原横沟高中）学
生宿舍、教学楼改扩建工程。项目开工
以来，围绕确保今秋按时开学这一目
标，倒排工期，抓紧施工。截至当前，已
完成一期工程总量的90%。

香城学校是在原岔路口中学的基
础上改扩建而成的一所高标准九年一
贯制学校。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
竣工并验收，运动场已基本完工，校园
文化建设已经完成室内外设计，其他设
备设施正在陆续配送安装。8月30日
前，将全部调试到位。

督办检查过程中，丁小强与教育工
作者们交流教育理念。他说，要把素质
教育的理念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中，抓好第二课堂，向课堂要效率。要
把爱党爱国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贯穿到学校的养成教育过程中，
融入到学习生活的各方面。要教育学
生从小树立生态环保绿色理念，养成良
好行为习惯，做到知行合一，让学生快
乐学习，快乐生活，快乐成长。

在香城学校教学楼旁的空地上，丁
小强把参加调研的市直部门和咸安区
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围绕市区基础教育

工作集思广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丁小强说，

今年是近几年来市区两级对教育投入
最大的一年。大家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理念，把教育这项民生工程抓在手上，
放在心上，大力补短板，成效明显。

丁小强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
意见，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处理好建
和管的关系，建好学校，选好懂教育的
校长。要处理好硬件和软件建设的关
系，既要抓好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又要
抓好学校文化建设。要处理好知识传
输和行为养成的关系。要推动咸宁新
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教育的美好需要。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副
市长刘复兴参加调研。

满足群众对教育的美好需要
——丁小强调研督办秋季开学准备工作侧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哲 通讯员 张曙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首
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23日
在重庆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处在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
的时期，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
月异。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
转换，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是各国
面临的共同任务。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创
新驱动发展，坚定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中国愿积极参与数
字经济国际合作，同各国携手推动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为世界经济增
长培育新动力、开辟新空间。本次
会议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
活添彩”为主题，体现了世界经济
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各国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希望与会代表深
化交流合作，智汇八方、博采众长，
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向首届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本报讯 记者李嘉、特约记者闫雯
雯、通讯员吴龙辉报道：22日，通城县
11个中医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投
资13.85亿元。

通城素有中药材种植传统，药材
种植面积达6.2万亩，年收购中药材可
达1000吨以上，1993年被评为“全国
中药材生产收购先进集体”，有近3万

人的药品营销队伍，营销网络遍布全
国。

近年来，通城县坚持药材、药品、药
市、药膳、药养“五药”并举，着力打造集
中药材种养殖、中药制造、中药贸易流
通、中医药技术研发、中医药文化传播
和中医药健康旅游于一体的全国中医
药产业大县。

当天，该县分别与湖北中医药大
学、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签订
合作协议，并与湖北福人药业、庞大药
业、民联金福、药姑山瑶乡、易医通医
疗、福丰药业、福顺和生物科技、泽中
实业、北京施普惠医疗等9家企业签
约，项目包括中药饮片、药浴包、国际
中医药康养中心、中药材加工、医疗器

械、消毒产品、植物提取、智能医疗床
制造等。

这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该
县“绿色崛起、中药振兴、万众创业、城
乡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到2021年全
县中药材种植面积有望达10万亩，中
医药产业龙头企业达20家，中医药营
销额达300亿元。

通城11个中医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13.8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