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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俄越关系具有战略性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23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

日说，俄罗斯与越南的双边关系具有战略性，两国将扩
大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合作。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2日消息，普京当天与到访的越
南总理阮春福举行会谈时表示，俄越双边关系具有战略
性，这一关系建立在两国友好传统以及在许多问题上意
见一致的基础上。

普京说，俄越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双方正在扩大
经济与政治领域合作，并在国际事务中协调立场。他表
示，相信阮春福此访将推动双边关系发展。

阮春福表示，越南重视与俄罗斯的特殊历史纽带以
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最近
一段时期，两国关系发展顺利，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自
由贸易区协议的落实工作开始启动，去年两国贸易额增
长超过30%。

（上接第一版）
8组的周芳、陈应虎两口子，还清楚记得

王英华帮自家盖房的情景：“他自己掏钱买了
4000块灰砖，还请人送到我家门口。”

陈应虎是村里的贫困户，因病早早拄起拐
杖，丧失劳力。大女儿在上大学，二女儿患脑
瘫7年，于去年离世。家中平房因年久失修，
逢雨必漏。王英华得知后，为陈家多方争取危
房改造资金，还自贴1000多元帮扶。

周芳反复抚摸着扶贫联系卡上的照片：
“他念叨着我家盖房的事，经常来看看，我们有
什么事也爱跟他聊聊。”如今，4000块灰砖还
没用完，房上加盖的二层刚完成毛坯，还没装
修，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恩人呢。“这么好的一
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周芳泣不成声。

驻村4年，只要看到群众有困难，王英华
都尽最大力量帮忙解决。

村民陈学双肾衰竭，治疗费用需几十万
元，妻子患有抑郁症，生活艰难。王英华主动
帮陈学申报贫困户，每一份材料都亲手起草，

每一次上报都亲自送达。“比亲戚还贴心。”村
党支部书记李雪伟评价。

大屋周80多岁的周传文老人，独居在年
久失修的老房里，王英华看到后，马上向镇领
导反映，为其申办了房屋修缮的相关手续。

他是贫困孩子心中的“好伯伯”

王英华过世后，女儿王娈兰才知晓父亲身
上一个隐藏了7年的“秘密”——默默资助3
个贫困孩子上学。

官埠桥镇张公庙村26组女孩冷莎莎，7年
前因父亲去世，与母亲、弟妹相依为命，刚上高
一的她面临辍学。

“孩子别哭，伯伯资助你上学。”7年来，无论
多么困难，王英华每年按时给冷莎莎送去1000
元学费，并鼓励她好好学习，困难总会过去的。

7年过去了，在王英华不离不弃的开导鼓
励中，冷莎莎考上了湖北师范大学，将于今年
7月毕业。

听到恩人不幸故去的消息，冷莎莎泪水夺

眶而出：“王伯伯，我刚回咸宁，已应聘到鲁迅
学校当教师。我要像您一样，做一个乐于关心
帮助他人的好人。”

其实，王英华家并不宽裕。2个孩子要上
学，妻子没有工作，以前开过小卖部、杂货店补
贴家用，住房是2002年盖在老家的“两层半”，
时常漏雨。这些年他一直在乡村奔波，全靠一
辆黑色旧摩托车代步。

官埠桥镇人大主席唐木香说，王英华看起
来五大三粗，却颇具文艺范，坚持写作和摄影
多年。7年前还悄悄戒了烟，用稿费和戒烟省
下的钱资助贫困学生。

“我以父亲为荣！”王英华的女儿王娈兰含
泪说，从小父亲对她和弟弟疼爱有加，和母亲
恩爱一生，对待兄弟姐妹热心体贴，是大家庭
中有名的“热心人”。受父亲影响，她和弟弟在
大学期间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是默默坚守乡土的“孺子牛”

王英华的工作履历，可以称得上“简单”。

他1990年从咸安区的一名村支书考入官埠桥
镇工作，一干就是29年，是位不折不扣的“老
乡镇”。

“他就像头‘老黄牛’，默默无闻，对人总是
一脸笑。”唐木香谈起王英华泣不成声。这些
年，王英华兼任镇工会副主席，所有的琐事杂
事，如交保险、看望生病干部、上交材料……他
都乐此不疲，分管领导几乎不用操心，镇里年
年被区工会评为先进单位。

镇退休干部陈文东患胰腺炎，大病救助的
全部手续，是王英华骑摩托车跑上跑下帮忙办
的；机关干部朱华健脑血管瘤破裂，需要申报
保险材料，也是他忙里忙外办理，并隔三岔五
去探望。

女儿王娈兰回忆，印象中，父亲一天到晚
电话不断，为群众办事365天不关机。不知有
多少个夜晚，一接到镇里紧急电话，一骨碌爬
起，不管风吹雨打，一头冲进夜幕中……

去年底担任雨坛垴村村支书的李雪伟说，
王英华就像自己的“老师”，村里的情况，比他

们新上任的村干部还熟，也愿意教他们。退池
还湖工程涉及面广，办事认真的王英华也挨了
不少骂，但拆围的每项工作他都认真负责到
底，该和村民讲明白的政策一句不会少，经常
冲上前带头干。他积极乐观、敢于担当的精神
对村干部的影响非常大……

只要涉及群众的利益，王英华较真的工作
态度任何时候都丝毫不减。

为了做好贫困户张开花的帮扶工作，去
年，王英华曾给镇党委书记陈才文列出了一份

“任务清单”，涉及房屋修缮、物品购置、地面硬
化等10多项内容。

“当时他用任务清单‘督办’我，如今我交
了卷，他却看不到了。”陈才文几度失声，忍不
住流下热泪。

这就是王英华，一名普通的乡镇干部，一
位不平凡的共产党员，用敬业奉献活出了自己
的风采，增加了自己人生的厚度，划出了人生
完美的句号。虽然他的英魂远逝，但风范长
存，精神永驻！

本报讯 通讯员曾令琢报道：5月17
日，我市举办首期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培
训会，各县（市、区）住建局建筑市场管理
负责人员及市直各在建项目管理人员共
120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省建管局专家指导授
课，实行集中教学、理论学习和现场观摩相
结合的形式，宣传了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相关政策文件，讲解了建筑工人实名制信
息平台操作系统，针对实名制管理过程中
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并组织参观了“中建·
咸宁之星”项目实名制管理现场。

自我市推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
作以来，市住建局持续推进建筑业领域用
工模式改革，率先推行信息化管理措施，

于2018年9月成功申报全国建筑工人实
名制信息平台试点城市，目前进入“全国
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的项目已达
24个，取得较好成效。

本次培训重点针对实名制管理工作
中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通过宣贯学习
和示范引领，进一步规范和提升了我市建
筑业劳务用工管理信息化水平，有效保障
了我市建筑业健康有序发展。

规范建筑业劳务用工信息化管理

我市推行建筑工人实名制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讯员镇晓静报
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丰富职工文化
生活，5 月18—19日，由市总工会主办、市网球

协会承办的2019年全市职工网球比赛
在湖北科技学院体育馆举行。全市共
169名职工参加了比赛。

整场比赛由男子单打、女子双打、
青年男双、中年男双、混合双打五场单
项赛组成，采用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
新《网球竞赛规则》。每场比赛采用6
局先胜平局决胜制（抢7），分两个阶段
举行。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制，循环
赛的名次按获胜次数多少决定。如2
人（对）相同，则按相互间的胜负关系决
定名次；如3人（对）或3人（对）以上相
同，则只按利益方之间的比赛结果计算
净胜局、净胜分多少决定名次，再有两

者相同，则按胜负关系决定名次。第二阶段采
用淘汰赛制，决出相应名次。

经过两天的紧张角逐，程发、邓小恺、徐仨
获男子单打前三名；女子双打第一名为李维、
周君，第二名为李小芳、闵雨嘉，第三名为朱云
波、饶虹；青年男双第一名为夏浩宇、祝春光，
第二名为毛捷、郑国术，第三名为刘蓓蕾、刘
伟；中年男双第一名为王凌、汪卓，第二名为周
勇、崔向东，第三名孙金波、梁赞斌 ；混合双
打第一名为刘伟、陶晴，第二名为熊武华、徐
慧，第三名为 刘蓓蕾、周琴。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职工业余生活，还为
广大职工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切磋球技的平
台，深受广大职工和网球爱好者欢迎。

我市2019年职工网球赛落幕

咸宁工会咸宁工会 工会之窗工会之窗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意见》提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
大部署。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做好国

土空间规划顶层设计，发挥国土空间规划
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国家
发展规划落地实施提供空间保障。到
2020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
步建立“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
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

体系；基本完成市县以上各级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编制，初步形成全国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一张图”。到2025年，健全国土空
间规划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全面实
施国土空间监测预警和绩效考核机制；形
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统一用途管

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到
2035年，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基本形成生产空间
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
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富有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5月 23日电 国务
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生23日表示，2018
年度减贫任务全面完成，将继续坚持目
标标准，把最严格的考核评估进行到
底。

他是在当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2019年1至2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组织开展了2018年脱贫攻坚成效

考核，各省份均完成了年度减贫任务，深
度贫困地区减贫明显提速，“两不愁”总体
实现，全国283个县脱贫摘帽，全国共减
少农村贫困人口1386万人，连续6年减贫
1000万人以上。

夏更生说，考核评估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重要举措，发挥着指挥棒、质检仪、推
进器和温度计的作用。考核按照“三个结
合”来开展综合评价：年终考核和平时情

况相结合，第三方评估与部门数据相结
合，定量评价和定性分析相结合，防止以
分论英雄，防止一考定终身。

考核结果显示，河北、湖北、湖南、广
西、海南、四川、贵州、西藏、宁夏、新疆等
10个省区为综合评价好的省份。对这10
个省区在2019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分配中各奖励4亿元，用于支持脱贫攻坚
工作。

在考核评估方面，夏更生说，将推进
“三合一”，即把现行的省级党委和政府扶
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东西部扶贫协作考
核、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考核等3项考
核，整合为“脱贫攻坚成效考核”1项，减少
考核频次，提高考核效率，同时减少报告
报送，减少抽查县数量，减少考核评估人
员规模，减少填表报数，提高考核评估信
息化水平。

国务院扶贫办：

2018年各省份均完成减贫任务 2019年继续最严格考核评估

时速600公里
高速磁浮试验样车下线

5月23日在青岛拍摄的我国时速600
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5月23日10时50分，我国时速600公
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这标
志着我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
突破。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记者从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获悉，日前在
纳木错开展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
考察研究中，由该院研制的系留浮空器新
技术正式应用，于5月23日凌晨达到海拔
7003米的高度。这一高度也是已知的同
类型同量级浮空器驻空高度的世界纪录。

据科研人员介绍，为更好地利用新技
术服务第二次青藏科考，空天院自主研发
三款系留浮空器：“极目一号”、“极目二
号”、“极目三号”。三款浮空器体积从小
到大，驻空高度由低到高，系统复杂和技
术难度也逐渐递增。

记者了解到，执行此次任务的正是其中

的“极目一号”。据介绍，“极目一号”是高原
体验版，体积2300立方米，是流线型浮空器
在青藏高原的首次应用，可携带科学探测仪
器进行垂直剖面和驻空观测，将为后续浮空
艇的研制进行技术探索和应用积累。

与“极目一号”不同，“极目二号”（研
制中）是科考定制版，为第二次青藏科考

量身定做，设计驻空高度为海拔7000-
7500米，能在藏东南鲁朗站，藏中部珠峰
站、纳木错站，藏西部慕士塔格站等多站
点通用。“极目三号”（研制中）则属于技术
突破型，设计驻空高度将超过珠峰高度，
平台技术难度、驻空高度、携带载荷所取
得的可能成果，都将是突破性的。

我国自主研发浮空器成功挑战世界纪录

也门

暂停与联合国协调官员会晤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5月23日电 也门政府近日宣

布其代表已暂停与联合国领导的重新部署协调委员会
主席洛莱斯高举行会晤，直至确认胡塞武装真正从荷台
达等3个港口撤军。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迪拜希22日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几天来，也门政府代表已暂停与联合国支助荷台达协议
特派团团长、重新部署协调委员会主席洛莱斯高进行任
何会晤和讨论，因为胡塞武装从荷台达3个港口撤军的
过程具有“迷惑性和误导性”，损害了洛莱斯高的可信
度。

迪拜希说，也门政府代表不会与洛莱斯高进行会
晤，直到政府代表可以进入胡塞武装宣称已撤出的港口
进行查看，确认胡塞武装已清除所有军事障碍、完成填
埋壕沟和排雷工作，并向也门提供其在3个港口及其周
边地区埋设地雷的地图。

南非

拉马福萨当选总统
据新华社开普敦5月23日电 南非国民议会新当

选议员近日选举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推举
的候选人拉马福萨为南非总统。

当天，南非国民议会新当选议员在立法首都开普敦
宣誓就职，并选举非国大推举的候选人莫迪塞为新一届
国民议会议长。主持议员就职仪式和议长、总统选举程
序的南非首席大法官莫洪恩宣布，根据投票结果，拉马
福萨当选南非总统。

南非总统任期5年。按照计划，拉马福萨将于25日
在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宣誓就职。

拉马福萨当选后发表讲话说，他要成为所有南非人
的总统，“我不会只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而是为广大人
民的利益而奋斗”。他表示将联合所有政党的力量，秉
持社会公正的原则建设南非。

在5月8日举行的南非国民议会选举中，非国大赢
得57.51%的选票，维持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根据南非
宪法，总统由议员选举产生。

拉马福萨现年66岁，2017年 12月当选非国大主
席。2018年2月，时任总统祖马宣布辞职，时任副总统
拉马福萨成为南非新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