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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13～15日受副高控制，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具体预报如下：13日：晴到多云，偏北风1～2级，26～39℃；14日：晴到多云，偏北风1～2级，26～36℃；15日：晴到多云，偏北风1～2级，26～36℃。明天相对湿度：40～80%

街头飘扬中国红

10 日 ，城 区 银 桂 路
段，施工人员在道路两旁
悬挂国旗。咸宁大道、南
外环等主要干道上一面
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
招展，为中秋、国庆两节
营造出浓郁的节日氛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
者 陈红菊 摄

9月5日晚，咸宁城区景泰花园小
区发生惊险一幕：该小区21栋16楼扔
下一把椅子，砸中楼下2台车，庆幸的
是，无人伤亡。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一栋栋高楼
大厦拔地而起。然而，高空抛物事件，
也呈多发态势。面对“飞来横祸”，如何
向加害人追责？后续怎样认责赔偿？
如何守护居民及行人的“头顶安全”？

事实上，对于高空坠物问题，我国
现行的法律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
事责任等方面，均作了非常全面明确的
规定。首先，这类行为可能构成犯罪。

比如，对于以故意杀人、伤人为目的进
行抛物的，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或者是
故意伤害罪；对于高空抛物过失致人死
亡或者致人重伤的，可能构成过失致人
死亡或者过失致人伤害罪；对于高空抛
物行为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的，还可以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相关罪名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如
果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也要依据现在
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建筑法、安全生产法
等法律规定，追究行政方面的责任。

然而，高空坠物最关键的一个难
点，主要在于要及时准确地查明责任

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高空坠
物，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如果不能自
证没有错误，那么整栋楼的住户将承担
责任。比如，2018年4月15日，一48岁女
子行至广州白云区一栋厂房下时，突遭
一条从天而降的大狗砸伤，高位截瘫。
因寻不到狗主，受害人将整栋楼的房东
与租户都告上法庭。在案件审理中，几
乎被告席上的每个人都在自辩无辜。这
必定会影响案件的执行和受害者权益保
护。换言之，让多人为个人的侵权行为
共同补偿，容易造成实质不公平，且放纵
了真正的加害人。特别是，即便是查明

和严惩了责任人，也难以改变受害人因
高空抛物、坠物致死受伤的结果。

可见，天降椅子，砸出“头顶大
事”。换言之，治理高空抛物，关键是织
密“责任网”。针对高空抛物社会危害
性大，且屡禁不止的问题，需要在提高
住户安全意识的同时，加强相关单位监
督管理，构建一张立体防护网。

一些小区尝试安装“防高空抛物监
控”摄像头，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我市
也可效仿，在建筑设计规划之初，提前
通过设计规避危险。当然，整体美观、
外立面设计等，均需要通过相关明文规
定进行规范。特别是，广大业主要行为
自律，守住道德防线、法律底线。

密织高空抛物防护网
○ 张西流

本报讯 通讯员杨昀琰报
道：9月12日，崇阳县人大组织
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到沙
坪镇枫树村开展“过团圆节，吃
连心饭，促回头看”活动。

在精准扶贫政策宣讲会
上，枫树村党支部书记介绍了
县人大今年来驻村工作情况。
据介绍，该驻村工作队积极为
民办实事，村级公路拓宽、高标
准农田整改等项目有效推进，
路、桥、水、电等村级基础设施
建设有了很大改善，人居环境

整治成效明显。
镇扶贫干部宣讲了精准扶

贫新政策，对比解读新旧政策；
县人大驻村干部对新政策中的

“两限”、“两实行”、“两降”、“两
提高”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了通
俗易懂的补充解读。并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开展“回头
看”，和群众沟通谈心，主动询
问是否有实际问题需要帮忙解
决。中午，县人大帮扶责任人
陪贫困户共进午餐，迎接中秋
佳节。

崇阳人大组织帮扶责任人到驻点村

与贫困户过团圆节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
讯员漆晓乐报道：9月12日，我
市召开全市森林防火工作视频
会，贯彻落实9月9日市森防指
工作会议要求，动员部署森林
防火工作。副市长谭海华参加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来，全市森
林防火工作基本平稳，但近期
接连发生多起森林火灾，给当
前森林防火工作敲响了警钟，必
须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
认清全市森林防火的严峻形
势，聚焦我市森林防灭火工作
在思想认识、源头管控和责任

落实上存在的问题，采取强有
力措施，坚决遏制森林火灾频
发的势头，切实为“迎大庆、保
军运”做好安全保障。要进一
步压实工作责任，结合我市森
林防灭火工作正处于体制重构
期、力量整合期，机制正在理顺
完善的客观实际，加紧磨合、加
强协调,织牢责任网络，压实责
任链条。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
防控措施，突出宣传教育、突出
风险防控、突出应急处置，克服
侥幸心理和麻痹心态，充分发
扬“马真”精神，将森林防火工
作抓细抓实。

全市森林防火工作会议要求

压实森林防火工作责任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
讯员漆晓乐报道：9月12日，我
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产
专题视频会商会，随后召开全
市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副市长
谭海华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强化担当，切
实扛起安全生产责任。各地各
部门各单位要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弦，切实负起“保一方平安”
的政治责任，切实履行安全生
产工作职责，强化监管执法，加
大检查力度，全面落实各项安
全防范措施。要聚焦重点，全
面彻底排查治理隐患。始终把

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作为重中
之重，紧盯隐患问题和薄弱环
节，按照《“迎大庆、保军运”应
急安全保障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要求开展专项检查，突出重
点行业的专项治理。

会议强调，要加强监管，始
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
各地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严字当头，加大监管执
法、明查暗访力度，层层压实
安全责任。要未雨绸缪，毫不
放松抓好防灾减灾工作，最大
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全市安全生产专题会议要求

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12日，由咸宁市统计局、国家统
计局咸宁调查队、咸安区统计
局联合举办的第十届“中国统
计开放日”活动在温泉沃尔玛
广场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万春桥出席活动。

今年统计开放日活动主题
为“坚守统计初心，践行时代使
命”，目的是展示统计人70年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分享
咸宁经济社会建设的累累硕
果，让社会公众了解统计、认识
统计、走进统计。

万春桥指出，希望通过此

次活动，搭建起一个连接统计
部门与社会公众的平台，让大
家更加科学、准确地了解和支
持统计工作、经济普查。

万春桥要求，全面推进依
法治统工作，不断加强依法治
统力度，优化统计生态，大力宣
传《统计法》，使广大群众有统
计法的概念，坚决惩治统计弄
虚作假行为。要坚持实事求
是搞准统计数据，客观地展现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要提升统
计服务水平，及时、主动地向社
会公众发布统计信息，让广大
群众了解统计、理解统计、支持
统计。

我市举办“统计开放日“活动

展示咸宁70年经济发展成就

本报讯 记者黄柱报道：
12日，我市召开文化体制改革
与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第二
次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闫英姿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
长刘复兴主持会议。

会上，市委宣传部有关负
责人通报了我市文化产业发展
情况。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
不断加大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支
持力度，积极培育文化市场主
体，着力引进文化装备制造、数
字文化服务等新兴业态，全市文
化产业呈现平稳发展态势。上
半年，全市共有规上文化企业107
家，居全省第七位。其中，文化制
造企业51家、文化批零企业17
家、文化服务业企业39家。

会议指出，发展文化产业
是各级宣传部门的应尽职责和
法定职责，需要各有关部门齐
抓共管、共同努力，真抓实干、
久久为功。各县市区要结合咸
宁市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因地
制宜，谋划好本地区文化体制
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和
重点任务，建立健全“1+N”的政
策体系。要探索“文化+”融合
创新模式，推进一批重点文化
项目建设。要开展文化产业专
题招商，培育新的文化经济增
长点。要深化文化“放管服”改
革和综合执法改革，营造良好
社会文化环境。要加强领导，
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咸宁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

市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会议要求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在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12日专程前往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
命纪念地，瞻仰双清别墅、来青轩等革
命旧址，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观看《为
新中国奠基》主题展览，回顾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和党中
央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历史，缅
怀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
伟绩。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起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满怀信心继
续把新中国巩固好、发展好，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参加活动。

初秋的北京，气候宜人，喜庆祥
和。12日下午，习近平从中南海乘车
来到位于北京西郊香山公园内的香山
革命纪念地视察。习近平首先来到双
清别墅，瞻仰毛泽东同志当年办公居住
的地方。修缮一新的双清别墅，保持了
原有风貌，绿树成荫，格外幽静。别墅
内，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饭厅的家具
陈设，床上的书籍和墙上的《中国解放
区现势图》、《最新北平大地图》等的摆
放，都一如原样。习近平仔细察看，不

时询问历史细节，对别墅的维护、修缮
和文物保护表示满意。

接着，习近平步行来到不远处的来
青轩，瞻仰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
弼时同志的办公居住地，同大家一起缅
怀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在香山工作生活
情况。

离开来青轩，习近平来到香山脚下
的香山革命纪念馆，参观了《为新中国
奠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主题展
览。新建成的纪念馆庄重大气，“四梁
八柱”的雨棚造型寓意党中央在香山为
新中国搭建四梁八柱。28根廊柱，象
征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28
年的奋斗历程。南广场上矗立着高
19.49米的国旗杆，寓意中华人民共和
国诞生于1949年。主题展览由“进京

‘赶考’”、“进驻香山”、“继续指挥解放
全中国”、“新中国筹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永远奋斗”5个部分组成，按历
史脉络，通过800多张图片、报照、地
图、表格和1200多件实物、文献和档
案，全景式生动呈现中共中央在香山期
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开启中国历史发
展新纪元的光辉历程。

习近平走进纪念馆，认真听取了每
一个单元的讲解。正在播放的《北平和
平解放》、《西苑机场阅兵》、《开国大典》
等珍贵影像纪录片，吸引了习近平的目

光。他驻足观看，不时同大家交流，回
顾当年党中央进驻北京的历史细节。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香山示意
图和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等专题展柜，习近平仔
细听取介绍，对当年党中央筹建新中国
的历史感慨良多。

参观结束时，习近平在纪念馆序厅
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1949年3
月2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离开
西柏坡前往北平，25日进驻北京香山，
这里成为党中央所在地。在这里，毛泽
东、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吹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
大号角，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
势向全国各地胜利大进军，彻底结束了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在这里，毛泽东
同志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
国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在这里，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各界
人士共同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制定通过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
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制定了一系列基
本政策，描绘了建立建设新中国的宏伟
蓝图。

习近平指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
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这里是我们党领
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
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

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
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习近平强调，我们缅怀这段历史，
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
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
到底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
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号”这艘巨轮继续
破浪前进、扬帆远航。

习近平指出，我们缅怀这段历史，
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始终
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始终保持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密团结各民
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创造更加美好
的生活。

习近平指出，我们缅怀这段历史，
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
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
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习近平强调，历史充分证明，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
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展
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员卢建
设、杨远思报道：近日，由湖北省体育
局、湖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湖北
省全民健身美丽乡村行活动”走进嘉鱼
县新街镇，并向该镇捐赠价值万元的体
育用品。

活动现场，200多名来自该县各地

的健身爱好者代表，在跆拳道、健身气
功、太极拳太极剑、广场舞、羽毛球、篮
球、轮滑等项目中一展风采。

近年来，新街镇高度重视乡村体育
产业的发展，依托现有平台和优势，兴
建综合体育广场，拓展“体育+”项目，
优化公共体育设施网络，形成了“人人

崇尚体育”的良好风尚。下一步，该镇
将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体育
产业与乡村建设、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为“乡村振兴”“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贡
献力量。

此次活动，以“人人崇尚体育、共创
美好生活”为主题，同步开展“五个一”

活动，以“体育大蓬车”的形式，送健身
器材、健身方法、健康生活到乡村，将公
共体育服务延伸到基层，充分发挥体育
强省、服务大众的社会功能，倡导广大
农民朋友养成良好的健身习惯和健康
的生活方式，不断改善村容村貌，促进
乡风文明建设。

“湖北省全民健身美丽乡村行活动”走进新街镇

习近平在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
满怀信心继续把新中国巩固好发展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