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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12月13日，全市政协提案工作
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曾国平要求，着力提升政协提
案科学化水平，不断推动政协提
案工作高质量发展。

曾国平指出，全市政协提案
工作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提高质量、讲求实效”的方
针，紧紧围绕提案工作的“三个
质量”，紧扣“提、审、办、督、评”
五个环节，积极探索，不断创新；
要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不断
提高提案质量；要从个人提案向
集体提案转变，不断优化提案结
构；要从政协督办向“两个全覆
盖”转变，不断压实办理责任；要
从单向环节向全过程转变，将协
商贯穿提案工作始终。

曾国平要求，要创新提案办
理机制，不断深化提案办理协
商，使提案办理水平、办理质量
得到不断提升；要切实加强对提
案工作的领导，积极争取党委、
政府重视和支持，形成提案办理
工作强大合力；要切实提高提案
信息化公开力度，推进提案内容
公开、提案办理过程公开、提案
复文摘要公开、提案办理结果公
开，积极回应公众的关切，让群
众的诉求有回复、有着落。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政协提
案工作会议精神，对2018年提
案办理情况进行了评议，部署安
排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提案工
作。

市政协副主席周辉庭，市政
协秘书长游强进参加会议。

曾国平在市政协工作会议上要求

将协商贯穿提案工作始终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示

我市10个村榜上有名
本报讯 记者庞赟报道：日

前，住建部对第五批拟列入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进行了公示，全国
共有2646个村落入选，湖北87
个，我市有10个村落上榜。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
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现
存比较完整，具有较高历史、文
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
的村落。

我市此次入选的10个村分
别是：赤壁市官塘驿镇张司边
村、崇阳县天城镇郭家岭村、崇
阳县白霓镇纸棚村、通山县南林
桥镇石门村、通山县厦铺镇厦铺
村、通山县大畈镇白泥村、通山
县通羊镇郑家坪村、通山县黄沙
铺镇上坳村、通山县黄沙铺镇西
庄村、咸安区汀泗桥镇彭碑村。

入选传统村落，需要满足一
定的条件：历史文化积淀较为深

厚，村落蕴含深厚的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宗亲文化、传统美德
和人文精神等，能够集中反映本
地区的地域或民族特色。

选址格局肌理保存较完整，
村落延续传统选址，顺应自然山
水，延续历史文脉，具有传统特
色和地方代表性。

传统建筑具有一定保护价
值。村落中文物古迹、历史建
筑、传统建筑分布集中连片，或
数量超过村庄建筑总量的1/3，
较完整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传
统风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良好。村落活态保护基础好。

据悉，当选中国传统村落
后，村子将会得到有效保护，同
时还将获省里的技术指导、补助
资金、建设管理等支持。同时，列
入该名录也有利于传统村落更好
地开展旅游建设，增加村民收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18年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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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文明花开为何艳？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萱

决策者说：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我们要坚

持全面创建、全域创建、全民创建，
以实施“十大行动”为抓手，高起
点、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好各项创
建任务，真正让咸宁的颜值更高、
气质更佳、魅力更足。

——市委书记丁小强讲话摘录

11月 1日，我市召开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动员大会，吹响了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冲锋号。这意味着，咸宁文
明建设将迈上新台阶。

文明，乃城市之魂。自建市以来，
我市高度重视文明创建工作，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城市
当家园建；坚持以文化塑魂，不断提升
城市品位；坚持统筹发展，同步推进城
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建设，让文明细胞
渗透每一个角落。

如今的咸宁，文明花开，香飘神
州，连续四届荣膺省级文明城市。

移风易俗，让乡村吹起文明新风

12月10日，记者走进崇阳县回头

岭村甘家湾，立即被这里的“颜值”所
惊艳。湾内干净整洁，房前屋后绿树
成荫，一面面色彩斑斓的文化墙，将文
化宣传和艺术熏陶融为一体。

一个村湾，为何有着如此浓郁的
文化气息？

村支书甘为民道出其中缘由：
2015年，回头岭村成立了“老康甘家湾
乡贤理事会”，充分发挥乡贤能人在移
风易俗、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在
乡贤能人的引领下，不仅村容村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精神面
貌也极大转变。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移风
易俗，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是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的必
然要求，是深化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效途
径，是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抓手。

近几年来，我市在夯实“一五一
十”工程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移风易
俗，把乡风文明建设纳入文明村镇创
建活动中。

培育新乡贤文化，积极涵育新
风。全市先后评出新乡贤1367人，充
分发挥其在道德引领、社会新风、邻里
协调和乡村治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完善村规民约，引导自我管理。827

个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占行政村91.5%；
建立红白理事会制度，倡导喜事新办、丧事
简办、小事不办。已建红白理事会（乡
贤理事会）826个，覆盖率达91.4%。

重拳开展整治，摒弃陈规陋习。
其中，通城县推进殡葬改革，整治拆除

“活人墓”895座，在“请吃酒”文化盛行
的嘉鱼县簰洲镇进行“人情风”专项治
理试点，已劝退各类宴请123家。

移风易俗的同时，我市还注重家
风家训建设，组织开展“传家训、立家
规、扬家风”主题活动，以家风涵育乡
风民风。

一系列举措之下，村镇的“颜值”、
内涵，农民的精神风貌都有了明显提
升。全市共创建国家级文明村镇7个，
省级文明村镇（社区）35个，市级文明
村镇（社区）124个，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正在形成。

全民行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这里靠近集贸市场，以前真是脏
乱差。现在占道经营的少了，乱扔垃
圾的也少了，看起来舒服多了。”12月
8日，正在清扫卫生的环卫工人郑桃先
说，她是眼看着温泉幸福路一点点变

“幸福”的。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启动以
来，市区的街道更美更整洁了，文明标
语随处可见；过马路有志愿者维护交
通秩序；公园里有志愿者捡垃圾；经常
还有志愿者宣传文明知识……”在温
泉住了几十年的付婆婆，对市区的变
化如数家珍。

文明, 是城市的软实力。全国文
明城市，是一个城市的最高荣誉和最
具竞争力的“金字招牌”。

从2008年咸宁获得全省文明城市
称号之后，市委市政府推动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脚步就从未停歇。

市文明办相关工作人员称，在创建
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我市坚持建城与育
人相结合，塑形与铸魂相统一，构建全
面创建、全域创建、全民创建的大格局。

把塑城市之形作为创建基本前
提。我市推进市容整治，营造整洁舒
适的城市环境；实施绿色工程，建设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加强法治
建设，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开展
综合治理，建设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发展民生事业，建设健康向上的人文
环境；加强诚信建设，打造规范守信的
市场环境。 （下转第六版）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中
共中央、国务院13日上午在南京隆
重举行2018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出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馆集
会广场庄严肃穆，现场国旗下半
旗。广场西侧的“灾难墙”上，灰黑
的底色映衬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14 个白色大字。

8000余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
静静肃立。解放军仪仗大队18名
礼兵齐步行进至公祭台两侧伫立。

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军乐
团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
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同一时
间，公祭现场和南京全城拉响防空警
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

默哀毕，在军乐团演奏的《国家
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
队礼兵将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王晨发表讲话。他表示，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缅怀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
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
族英雄，缅怀同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
本军国主义献出生命的国际战士和
友人，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
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
场，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崇高愿望。（下转第六版）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12月13日召开会议，分析
研究2019年经济工作；听取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9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
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按照党的十九大
作出的战略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应
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迎难而上、扎实
工作，改革开放继续深化，各项宏观调
控目标可以较好完成，三大攻坚战开
局良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保持了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朝着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出新的步
伐。

会议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做好
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进高
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
水平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着力激发微观
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
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
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
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
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会议强调，要辩证看待国际环境
和国内条件的变化，增强忧患意识，继
续抓住并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坚定信心，把握主动，坚定不移
办好自己的事。要保持战略定力，注
重稳扎稳打，加强协调配合，聚焦主要
矛盾，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努力实现最
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

会议指出，明年要继续打好三大
攻坚战，按照已确定的行动方案，针对
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
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形成强大国
内市场，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性水平。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巩固发展“三
农”持续向好形势。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发挥好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快经
济体制改革，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会议强调，做好经济工作，必须提

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加
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创造性
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
署。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做好
岁末年初的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社会
稳定等各项工作，确保明年工作开好
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政
治生态展现新气象，反腐败斗争取得
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
成果。中央纪委始终自觉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
署，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构建
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
督体系。坚持发现问题和整改落实并
重，巩固深化巡视巡察工作。巩固拓
展作风建设成果，坚定不移纠“四风”、
树新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切
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深化标本兼
治，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震慑。坚决
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加强
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开创新

局面。
会议强调，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
远，必须将“严”字长期坚持下去，不断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要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之以恒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不敬畏、
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的问题，坚决
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创新纪检
监察体制机制，做实做细监督职责，深
化政治巡视，完善巡视巡察战略格局，
着力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探索创
新、实现突破。要有力削减存量、有效
遏制增量，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
题。要时刻铭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
求，从严从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努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纪委2018
年工作情况和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准备情况汇报。

会议同意明年1月11日至13日召
开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2019年经济工作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12月13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赴崇阳县天城镇茅井
村，开展“聚力脱贫攻坚、人大代表在行动”和
党代表联系日活动。他强调，各级党代表、人
大代表要充分履行职能，积极为基层解决实际
问题。

在茅井村，王远鹤走访贫困户，详细了解
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在村党员群众服务中
心，王远鹤主持党代表联系日活动，听取部分
党员群众意见建议，现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并召开“聚力脱贫攻坚、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
代表碰头会，听取上一期活动收集的群众意见
诉求办理落实情况，部分人大代表作履职述
职，市驻村工作队汇报工作。

王远鹤指出，要充分发挥党代表、人大代
表联系群众的积极作用。“聚力脱贫攻坚、人大
代表在行动”和党代表联系日活动，是党代表、
人大代表联系基层群众、履行职能的良好方
式。党代表和人大代表都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
为基层解决实际问题。要扎扎实实访民情解
民意，深入基层了解群众需求，有针对性开展
调研，增强工作的针对性。要紧扣中心，积极
建言献策。要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党建重点工作、民生领域问题，多花时间多花
精力下基层调研，提出高质量的建议或议案，
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

王远鹤强调，今年崇阳县要实现全县脱贫
摘帽目标。当前要集中时间、集中力量，以问
题为导向，查漏补缺，对照考核目标要求，以扎
实的工作成效迎接考核。茅井村今年必须按
要求确保达到脱贫要求。要大力整治村庄环
境，解决建新拆旧问题。要尊重地方生产生活
方式，绝忌贪大求洋。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着力提高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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