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198号咸宁传媒大厦 邮编：437100 新闻热线：0715-8128787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值班总编：刘文景 责任编辑：江世栋 校对：王恬

苹
果
手
机
扫
码

安
卓
手
机
扫
码

中共咸宁市委机关报

www.xnnews.com.cn

2019年9月27日
己亥年八月廿九

国内统一刊号：CN42—0039

代号：37—25

星期五
第12215期 （今日8版）

XIANNING DAILY

▼

答题平台

▼

学习平台

学习应急知识 提高应急能力

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
全民网上答题截止时间：9月30日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26日，市委中心
组（扩大）举行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传达学习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推动新时代咸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卞晋平应邀作专题辅导
报告，市委书记丁小强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远鹤等市委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卞晋平全面系统地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历史
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时代意义，为大家
作了一场十分精彩、生动、鲜活的专题讲座。

丁小强指出，要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
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
委员要始终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坚
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各项工作的
总纲，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各级党委要坚持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进一步
为政协组织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丁小强要求，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最大限
度凝聚共识。市政协要通过有效工作，努力成
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
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界代表人士
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
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广泛汇
聚起推动咸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要加
强协商民主建设，厚植党的执政优势。坚持党
委会同政府、政协制定年度协商计划制度，完
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
制。市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要注重互动性
协商、基层一线协商，促进协商成果转化运用。

丁小强强调，要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提高履
职能力水平。各级政协党组织要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全市政协系统党的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以党的建设为
引领推进政协机关建设，打造一支政治坚定、
作风优良、学识丰富、业务熟练的政协机关干
部队伍。全市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使命、珍惜
荣誉、认真履职，努力做一个有定力、有情怀、有
担当、有作为的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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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9月26日电 在大
庆油田发现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大庆油田广大
干部职工、离退休老同志及家属表示热
烈的祝贺，并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60年前，党
中央作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
策，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历尽艰辛发
现大庆油田，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
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60年来，

几代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在亘
古荒原上建成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
地。大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
伟大祖国的历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希望大庆油田全体干部职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不断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肩负起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

重大责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务院发来贺电，希望大庆油田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
续深化改革、降本增效，坚持稳油增气、
内外并举，积极培育新动能，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保障我国油气安全稳定供
应、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庆祝大会

26日在黑龙江大庆举行。会上宣读了
习近平的贺信和国务院的贺电。

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喜喷
工业油流，勘探发现了大庆油田，随后
掀起了气吞山河、波澜壮阔的石油大会
战。60年来，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
近23.9亿吨，为建立我国现代石油工
业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孕育了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

习近平致信祝贺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
大力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肩负起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重大责任

25日下午，我市召开专题会议，分
析研判当前雨情水情旱情，对抗旱减灾
工作再安排再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众志
成城，全力打好打赢抗旱减灾攻坚战。

当前我市抗旱形势怎么样？
旱情来得猛来得久，伏秋连旱导致

旱情越来越重

9月16日17时12分，市气象台发
布干旱红色预警信号。这是我市今年
首个干旱红色预警信号，也是旱情预警
中级别最高的预警信号。

自7月18日出梅后，我市旱情来
得猛、来得久，主要表现在高温持续时
间长、降雨异常偏少。出梅后我市立即
进入高温少雨状态。两个月来，全市大
于35℃和37℃的高温天数均位于有气
象记录的前十位；而降雨之少则更是历
史罕见，全市平均降雨量只有68毫米，
较历史同期偏少8成，其中通山县降雨
量只有45毫米，为有气象记录以来同
期最少，咸安区、嘉鱼县、赤壁市、崇阳

县为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二、三少。
气象部门预测，未来20天左右我

市仍无有效降雨，抗旱形势严峻。目前
咸安、赤壁、嘉鱼、通山四地为气象特
旱，赤壁、崇阳为气象重旱。

伏秋连旱，我市抗旱形势正变得越
来越严峻。

当前，我市各江段水位均低于设防
水位6至7米，沿江涵闸无法通过自流
从长江引水。全市大中型水库和湖泊
水位持续下降，水库蓄水继续减少。

截至9月20日统计，全市水库蓄
水9.91亿立方米，有效蓄水8.35亿立
方米，蓄水较7月30日12.91亿立方米
少3亿立方米，较8月30日11.38亿立
方米少 1.47 亿立方米，下降非常明
显。全市已有42座小型水库低于死水
位，8座小型水库干涸。

截至9月25日，我市农业受灾人
口44.72 万人，因旱需生活救助人口
6.2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86万公
顷，成灾面积3.62 万公顷，绝收面积

8816公顷，农业经济损失3.72亿元。
9月23日上午，市防办下发咸汛

办电〔2019〕19号文，决定从9月23日
10时，全市启动抗旱Ⅳ级应急响应，全
力以赴应对当前旱情。

抗旱减灾工作进展如何？
保生活保生产保秋播，已投入抗旱

资金5900多万元

旱情就是命令。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抗旱减灾工作，要求全市上下积极行
动，把保生活、保生产、保秋播作为主要
任务，扎实做好全市抗旱减灾各项工作。

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积极履
行防汛抗旱责任。8月22日、9月4日、
9月19日，市防办三次召开会商会，分
析旱情，部署抗旱行动。市防办多次会
商通报，要求各相关单位切实提高思想
意识，全面压实防汛抗旱责任。

科学调度，多措并举抗旱减灾。为
减轻农业生产损失，我市提前部署安
排，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在确保人畜饮

水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农作物灌溉，努
力降低灾害损失。

9月21日，我市召开全市抗旱保
丰收视频会议，督促各地全力以赴做好
抗旱减灾和农业秋播工作。各县市区
闻旱而动，积极落实抗旱责任，细化实
化各项抗旱工作，深入田间地头指导、
督办抗灾救灾工作。

7月29日，咸安区四门楼水库开闸放
水，全力开展抗旱灌溉，共放水30天、
2400万余立方米，灌溉农田约14.5万亩。

赤壁市组织劳力、机械设备清理陆
水南北干渠渠道淤塞部位，保障灌溉水
源通畅。

通城县自7月31日起，各类水库
相继放水抗旱，累计抗旱放水820万立
方米。

崇阳县认真做好“六水调度”等综
合性调度措施，投入抗旱劳力9500人
维修、疏浚灌溉渠道21000余米，确保
农业生产灌溉。

截至9月23日，我市抗旱灌溉用
水1.69亿多立方米，抗旱浇灌面积85
万余亩。

据农业部门预计，今年我市预计秋
粮面积248.68万亩，比去年增加 1.81
万亩。预计粮食产量106.26万吨 ，比
去年增加2.12万吨。 (下转第四版)

咸宁：吹响抗旱保民生“集结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纪祥峰 郝彬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朱华
攀、胡放明报道：9月26日，全市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
次会议，部署推进我市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远鹤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王晓东省长在省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第一
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听取了我市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思路、工作进展及下一步

工作安排；听取了各县(市、区)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王远鹤指出，要强化思想认识。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国
土空间规划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为我
们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提供了
行动指南和实现路径。做好我市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关键举措，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是补齐规划短板的迫切需要。

王远鹤要求，要聚焦工作重点。坚

持“走出去、请进来”，充分调研和科学
论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确保规划编
制的科学性、政策性、实用性、前瞻性。
落实“多规合一”要求，处理好总规引领
与多规支撑的关系，做好总规和专业规
划的有效衔接和有机统一。要严守“三
条底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和良好的生态环
境，谋划好发展空间。要充分体现咸宁
特色和品质，把城市的个性、特质和魅
力充分展现出来。

王远鹤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坚
持高位推动和协作互动，形成政府主要
领导领衔、自然资源部门牵头、各级部
门协同参与的工作体系，加强分工协
作，畅通工作机制，有力有效配合推
进。建立刚性约束，扎实做好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和监督实施工作，确保规划落
地落实，为推动咸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副市长吴刚主持会议，市政府秘书
长王勇参加会议。

全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会议要求

聚焦重点突出特色 确保规划落地落实

嘉鱼长江大桥

10月底通车
16日，嘉鱼长江公路大桥正在进行

沥青混凝土桥面施工、塔柱涂装。据在
场的嘉鱼长江大桥技术总监郭泽平介
绍，嘉鱼长江大桥将在10月底通车。

嘉鱼长江大桥全长 4660 米，全线
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桥梁宽度
33.5 米，主桥主跨 920 米，为目前世界
最大跨径非对称混合梁斜拉索桥。

通讯员 雷平 摄

“三抓一优”看亮点
立足园区 服务发展

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特约刊登
招商热线：0715-8066400

据湖北日报讯 记者江萌报
道：9月23日，副省长万勇赴咸宁市
参加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湖北
主会场活动，并调研美丽乡村建设。

万勇实地考察了通山县石门
村古民居、崇阳县路口镇宜民佳苑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及扶贫车间、
雷竹特色小镇、赤壁市羊楼洞古
镇，检查2019“一带一路”国际茶
产业发展论坛筹备情况。他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依托本地特色资源和区位优
势，做活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文
章，不断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

万勇强调，对古民居、古村庄
和历史文化遗迹，要处理好保护和
利用的关系，塑其形、挖其魂、传其
神，增加美丽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
内涵；要坚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
业化相结合，延伸乡村产业价值

链，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夯实美
丽乡村建设的产业基础；创新机
制，有效解决好撤并搬迁村民的原
土地承包经营权、村集体经济股
权、宅基地使用权的保护和流转问
题，增强美丽乡村建设的内生动
力。调研中，万勇反复叮嘱，对古
民居、古建筑保护改造，一定要加
强配套消防设施建设和施工现场
消防管理，确保消防安全。

万勇在咸宁调研时要求

不断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

和谐咸宁·全国中青年书画家作品邀请展
主办：政协咸宁市委员会
承办：咸宁市画院 咸宁市美术馆

武汉行方墨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展览地点：咸宁市美术馆（十六潭公园内）
开幕时间：2019年9月26日上午10时
展览时间：2019年9月26日-10月8日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
讯员王腾报道 25日，记者从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在日前
举行的湖北地理标志大会暨品
牌培育创新大赛中，我市7个地
理标志获奖，其中，“崇阳麻花”
荣获全省地理标志金奖。

据介绍，湖北首届地理标
志大会暨品牌培育创新大赛于
今年6月底正式启动。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积极组织全市优秀
地理标志单位申报比赛，经过
市局初审和省局评定，我市共
有七家地理标志单位入围湖北
省地理标志大会半决赛。

决赛中，“崇阳麻花”一举
夺得全省地理标志金奖。嘉鱼
珍湖莲藕、赤壁青砖茶、嘉鱼鱼

圆、通城毫绿、通山麻饼、崇阳
野桂花蜜6个地理标志获得全
省地理标志优秀奖。

“崇阳麻花”是崇阳县特
产，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崇阳麻花金黄醒目，甘甜
爽脆，口感清新，富含蛋白质、
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
素。

此次大赛全省共有101个
地理标志参赛，囊括了我省近年
来最优秀的地理标志。“崇阳麻
花”荣获全省地理标志金奖，再
次充分展示了我市优秀地理标
志形象，擦亮了咸宁品牌，为今
后我市地理标志品牌走出湖北、
迈向全国，服务咸宁高质量发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市7个地理标志获省奖

“崇阳麻花”获全省地理标志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