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圻办事处地处赤壁老城区，房屋
密度大，人口成份复杂，为公平公正公开
地落实棚改政策，办事处党委联合办事
处、社区、棚改办、国土、城管等多方力量
攻坚克难，积极全力打好棚改攻坚战。

规范有序推进棚改。斋公岭片区
（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一期涉拆总面积
34583.21 平方米，104 户。2018 年 8
月，湖北融和房地产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进场后，与斋公岭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张
贴棚改标语横幅，广播喇叭宣传补偿方
案，联合各联通部门认真对棚改房屋进
行测绘、评估、认定；11月23日，召集各

大开发商和房产中介启动签约仪式，同
时进行了政策讲解和房源推荐，重点说
明了安置问题。

真情赢得棚改户信任。五组棚改户
马某，棚改房屋面积较大，又因为之前在
组里曾受到不公对待，抵触情绪比较大，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亲自上门，耐心细
致和马某沟通，换位思考，终取得了马某
及其家人的信任，从而，确保了后期拨付
款项，腾房倒房、签约等系列工作如期进
行。

一切为棚改户着想。棚改户吴某，
房屋面积小，导致补偿金额较少，担心棚

改补偿后买不起房屋，一直不愿意签约，
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做工作，并亲自与吴
某一起找到理想房子，吴某愉快签约。

部门联动，蒲圻办事处在一系列强
有力的措施和努力下，截止今年5月11
日，斋公岭棚改工作已测绘评估103户，
其中6、7组61户，已签约56户；5组42
户，已签约31户，棚改攻坚战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着。 （何浩 游凰玲）

蒲圻办事处积极打好棚改攻坚战

蒲圻办事处

为了切实营造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的欢乐祥和气氛，净化经融环境，
2019年5月15日，蒲圻办事处召集辖区
村、社区和办事处相关人员与赤壁市工
商银行工作人员一道，在工商银行门前
开展抵制非法集资活动。

活动宣传重点上，从抓好“两个七”
上抓落实。一是抓好“七进”。即“进机
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
单位、进家庭”；二是抓好“七个一”即：

“一个仪式、一份全年方案、一套宣传资

料、一批典型案例、一条短信提示、一天
行业宣传、一次集中清理。”

活动宣传过程中，注重从四个方面
重点宣传，一是聚焦聚焦民间投资融资
中介、网络借贷、私募基金、影视文化、批
发零售、电子商务、房地产、交易场所、各
类涉农合作组织、养老服务、医疗健康、
民办教育等重点领域。二是盯牢盯牢商
业中心、商务楼宇、工业园区、临街门店
商铺等商业聚集区；商场、超市、公园、社
区、城镇市场、农村集市等人员密集区等

重点地域。三是关注老年人、青年、学
生、职工、退休人员、机关干部等重点群
体。四是普及“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

“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非法集资法
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投资有风险需
谨慎”等重点理念。

活动实施阶段，注重解决过往群众
的疑难问题，通过典型案例的解析、剖析
投资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通过积极
宣传，务实解读，有效落实了抵制非法集
资的宣传工作。 （游凰玲 何浩）

蒲圻办事处开展抵制非法集资宣传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刘子川

电话：0715－81287706版
2019年5月31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纵览天下

阿联酋与美国

防务合作协定正式生效
据新华社阿布扎比5月30日电 阿联酋国家安全

顾问塔农·阿勒纳希安近日在首都阿布扎比与来访的美
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举行会谈。双方
宣布，两国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阿联酋-美国防务合作
协定正式生效。

据阿联酋通讯社转载的阿美两国共同声明称，该协
定将促进加强双方军事协调，并在当前“关键时刻”进一
步推进两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伙伴关系。

声明说，防务合作协定正式生效将促进双方在防务
和安全问题上更密切的合作，并支持两国为维护海湾地
区安全所做的努力。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讯
员金逸帆报道：近日，市住建局
督导组实地检查我市中心城区
在建工地扬尘防治工作，对我市
城区扬尘防治工作提出新要求。

在咸安区银桂路大畈五组
拆迁工地现场，督导组对群众反
映的工地扬尘问题进行督办，要
求施工过程中必须洒水降尘、湿
法作业。在咸宁高新区，督导组
实地查看了中建﹒咸宁之星、金
润明珠、孙祠棚改片区、野马电

动汽车等项目裸土覆盖情况，要
求监管人员全面落实扬尘防治

“六化”——施工工地围挡化、裸
露土方覆盖化、出入车辆冲洗
化、出入车辆封闭化、主干道全
硬化、设置扬尘监督标牌化，并
针对高新区园区的监管盲区，探
讨切实可行的扬尘防治办法。

督导组提出，要从以下方面
做好扬尘治理工作：聚焦重点区
域，抓好责任落实，做好扬尘防
治和裸土覆盖工作；全面执行建

筑工地扬尘治理“六化”措施，在
实践中探索制订市级地方标准；
推进“智慧工地”试点，最终实现

“全覆盖”、“全过程”监管；强化扬
尘污染防治长效管理机制和协同
配合机制，形成统筹联动、齐抓共
管防治扬尘污染的新格局。

解决扬尘污染问题

市住建局要求建筑工地实现“六化”

公告
根据咸宁市2019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安排，新建教育路

市政道路工程，从龙泉路起贯穿咸宁职业技术学院至万年路
止，于2019年6月开工建设，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到位。原咸
宁市高级技工学校大门附近的教学楼后有桂花树等苗木在该
项目道路规划红线内，为确保工程按计划有序推进，请该桂花
树等苗木的实际栽种人在2019年6月5日之前自行移走，逾
期视为放弃该苗木的所有权，届时将该区域内苗木填埋处理，
所产生的责任和费用由苗木所有者承担。特此公告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咸宁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局

2019年5月30日

遗失声明
黎庚明（男，曾用名：黎根明，身份证号

码：422324280204161）遗失位于通城县大坪
乡墨烟村四组（原银城区墨烟乡东青村四组
苦家庄）一栋面积135.5平方米的土木结构房
屋土地证，特声明作废。

王 亮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42230119850903357721B4，特声明作废。

樊镇州遗失高新温泉镇州文化体育启蒙教
育工作室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21200MA49T0R37D，特声明作废。

崇阳县水利局水政监察大队遗失湖北省
非税收入票据一份，编号为：02159073，特声
明作废。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近日，中
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司法部、全国普法
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以“法治新时
代”为主题，在全社会组织开展第十六届全
国法治动漫微视频作品征集展示活动。

通知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
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
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通知指出，作品征集时间从2019年5
月下旬开始，持续到2019年10月20日。

作品分为动漫、微视频两大类，按照时长
分为1分钟、5分钟、10分钟三个类别。作
品内容要结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
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大力宣传
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宣传宪
法法律特别是与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密切
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党内重要法规，注

重政治性、思想性、法治性、艺术性相统
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
量，内容健康、积极向上。

通知明确，动漫作品征集主要采取个人
报送形式，面向社会发布征集公告，参赛者
可通过征集平台上传动漫作品。微视频作
品征集采取组织报送形式，由各地区各部门
负责征集推荐本地区本系统的优秀作品。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针对近
期猪肉及部分水果蔬菜价格出现一定幅
度上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30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随着上市量不断增
加，蔬菜水果价格总体将呈现进一步回落
态势。

高峰说，总体来看，肉类、鸡蛋、蔬
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是有保
障的，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前段时期
猪肉价格上涨，主要受非洲猪瘟疫情影
响，生猪产量有所下降。蔬菜水果价格
上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供给减

少，2018年是水果生产“小年”，倒春寒导
致陕西、山东等主产区的苹果、梨等水果
减产；二是天气因素，今年开春后，华东、
华中等主产区持续低温阴雨天气，北方部
分地区气温大幅波动，对果蔬生产造成一
定负面影响。

高峰表示，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蔬菜
上市量增加，肉类消费进入淡季，猪肉、
蔬菜价格呈回落态势，上周猪肉价格比5
月初下降0.8%，蔬菜价格下降6.9%，但
苹果和梨等水果的品种价格仍然保持在
高位。

商务部：蔬菜水果价格总体将呈回落态势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六一”
国际儿童节前夕，中宣部宣教局、中国文
明网联合发布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为主题的 9幅儿童画公益广
告。

这些作品是从中国文明网开展的网
上“童画新时代 手绘价值观——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儿童画征集展示活
动”12000多幅应征作品中认真比较遴
选、精心设计制作而成的，小作者来自近

30个省（区、市），最大的17岁，最小的只
有5岁。《童心向党》《祖国颂》《怀抱》《甜
蜜》《多彩》《幸福生活节节高》《绿水青
山》《加油中国》……作品想象丰富，画面
生动活泼，充满童心童真童趣，突出了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展现了
新时代少年儿童健康阳光、向上向善、敢
于有梦、奋发向上的崭新风貌。网友可
在中国文明网首页“公益广告作品库”下
载原图。

中宣部宣教局、中国文明网

发布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儿童画公益广告

中央宣传部等4部门

部署开展第十六届全国法治动漫微视频作品征集展示活动

特色活动迎“六一”
5月30日，甘肃张掖甘州区南关学校

的学生们在“放飞梦想迎‘六一’”主题活
动中表演舞蹈。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5月30
日是第三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和农业农村部当日在京宣
布，乡村振兴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正式
启动，其中包括三年计划培养400万“新
农民”。

记者从中国科协了解到，该行动计
划三年分“两步走”：到2020年基本形成
农村科普框架体系，到2022年初步健全
该体系，包括完成培养400万名具有科
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科技、具备一
定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等任

务。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怀进

鹏说，据统计，2018年农村居民科学素质
比例为4.93%，低于全国公民8.47%的平
均水平。

据介绍，该行动将加强农村重点人群

的科学素质培训培育，如小农户群体、乡
村科技人才、农村学校科技辅导员和农村
妇女等。该行动还将提升农民科普信息
化服务水平，完善科普惠农服务条件等，
计划到2022年建成一个全面整合优质科
普资源的智慧农民网络平台。

三年计划培养400万“新农民”

我国启动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

印度

开始遴选航天员
据新华社新德里5月30日电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日前与印度空军签署协议，委托印度空军为载人航天计
划遴选航天员。印度此前宣布在2022年或之前实施首
次载人航天飞行。

据印度媒体30日报道，根据这份28日签署的合作
备忘录，航天员遴选和培训工作将由印度空军的航空航
天医学研究所主导完成。其中，遴选工作将持续12至
14个月，随后进入培训阶段。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负责人西旺表示，航天员的基本
培训工作大部分将在印度完成，但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也
在寻求与国外机构合作，以帮助其完成部分训练任务。

印度总理莫迪去年8月宣布，印度计划在2022年或
之前实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南非

大幅精简政府机构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5月30日电 南非总统西里

尔·拉马福萨近日在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宣布新一届内
阁成员名单。新政府部门数量由36个减为28个。

此次被合并的部门包括高等教育部与信息科技部、
环境部与森林渔业部、矿业部与能源部等。拉马福萨此
前曾承诺精简政府，以减少开支，着力发展经济。

在新内阁名单中，戴维·马布扎将继续担任南非副
总统，蒂托·姆博韦尼和普拉温·戈尔丹将分别留任最受
关注的财政部长与公共企业部长。

姆博韦尼曾先后担任南非劳工部长和储备银行行
长，在财政、经济决策和管理方面经验丰富。他于去年
10月接替因深陷腐败丑闻而辞职的前财长奈内，被外界
视为财长的最佳人选。戈尔丹曾两度出任财政部长，后
被撤换。2018年初拉马福萨接任总统后，重新起用他负
责公共企业部，整顿国有企业。

土耳其和美国

两国总统就双边关系通话
据新华社安卡拉5月30日电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
问题。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法赫尔丁·阿尔通当
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两位领导人在电话中讨论了双边关
系和地区问题，埃尔多安再次提议就土耳其购买俄制S-
400防空导弹系统问题成立土美联合工作组。阿尔通
说，双方同意在6月于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
期间举行会晤。

美国白宫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美土总统当天在电话
中讨论了一系列双边问题，包括增加双边贸易、美方削
减进口土耳其钢材关税以及土方计划购买S-400防空
导弹系统问题。双方也商讨了下月在日本二十国集团
峰会期间继续进行相关讨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