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刘子川

电话：0715－81287706版
2019年10月11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纵览天下

土耳其

对叙北部地区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据新华社安卡拉10月10日电 土耳其国防部近日

晚宣布，土耳其军队已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展开
地面军事行动。

土耳其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和平之泉”行
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军队和“叙利亚国民军”已开始在叙
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发动地面进攻。

土耳其一名军官告诉新华社记者，在进行数小时空
袭和炮火攻击后，土耳其军队已通过4条路线进入叙利
亚边境城镇拉斯艾因和泰勒艾卜耶德。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说，土军战机在叙利亚
北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摧毁部分库尔德武装目标。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月5日表示，土耳其将于近
日发起军事行动，以肃清在叙利亚边境地区活动的库尔
德武装，并将在叙境内设立“安全区”。

中共中央关于追授黄文秀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公 告
2019年10月8日至2020年1月15日，S319咸

赵线古田至咸安区崇阳县界点潘尤岭段（K8+700—
K21+794）路面进行大修，在道路施工期间严禁大型
汽车、牵引车、挂车等中大型车辆通行，2.5米以下小
型汽车可正常通行，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咸安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
咸安区公路管理局路政大队

2019年10月10日

为强化嘉鱼县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降低道路交通事故
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嘉鱼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对部分道路违法停车及货车违反禁令通行
行为实行电警抓拍，现将具体地点公告如下：

一、禁止货车驶入路段：
发展大道（何家畈中桥至园区二路路段）、沿湖大道（嘉

晟酒店至滨湖公馆路段）、沙阳大道（茶庵中医院转盘至老

县委会路段）、凤凰大道（老县委至通江路路段）、人民大道
（方家庄村委会至茶庵中医院转盘路段）、东岳路（三角塘菜
市场至沿湖大道路段）、麒麟路（嘉鱼大道与至发展大道路
段）。

二、禁止违法停车路段：
鱼岳镇：沙阳大道、沿湖大道、鱼岳路、发展大道、东岳

大道、环城路、凤凰大道、小新堤路、龙潭路、樱花路、诗经大
道、西正街、通江路、岳公路、烟墩路、殷家坡路、麒麟路、湖

滨路、小湖路、嘉鱼大道；潘家湾镇：潘湾大道、通武街、达咸
街；渡普口镇：鲁肃大道、东正街；官桥镇：阳光大道；高铁岭
镇：嘉陆线全线（三环线与嘉陆线入口至高铁集镇）、金盛兰
东门（政府路）；新街镇：晒甲大道、新汉路；牌洲湾镇：西流
街、向阳路。

特此公告
嘉鱼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二0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关于嘉鱼县部分道路实行禁止通行、违法停车电警抓拍的公告

李强军遗失嘉鱼县强军肉羊养殖专
业 合 作 社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22NA000150X，特声明作废。

黄明金遗失高新横沟新时代手机店
税 务 CA，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21200MA 4C8APK9D，特声明作废。

李佑新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咸宁市分公司车商营销服务部

机动车商业保险单证一份，单证识别代
码 ：AEDAAE0015D00，单 证 号 码 ：
42001900078516，特声明作废。

吴斌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商业险保单和发票，
保单号：42001900088422，发票代码：
042001900104，发票号码：05483116，特
声明作废。

刘 静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42120219870525344662，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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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我市大力实施城市网格（小

区）党组织组建三年全覆盖计划。咸安区
作为试点，构建形成了“网格（小区）党支
部——居民（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
户”三级架构。这些基层党支部充分利用
小区架空层、闲置车库等公共服务资源，
建设“红色驿站”、“幸福里”，一大批“红
色”阵地在小区崛起。

鄂棉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原是鄂南
棉纺厂职工小区。2006年改制之后，小
区再无专人管理，可1100多户老职工聚
居于此，小区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维修等
公共事宜，常常无人牵头，住户们头疼不
已。

去年8月，鄂棉小区党员选举成立了
鄂棉小区党支部，并相继成立了小区红色
业委会，进入自治管理模式。成立后，支
部联合浮山卫生服务中心，为小区居民免

费体检；联合社区，集中治理小区卫生环
境，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如今支部就在家门口，有事找组织，
更方便啦。”鄂棉小区居民顾希强说。

据统计，我市社区网格（小区）目前已
成立党支部328个，占总数的37.4%；建立
楼栋党小组1143个、党员中心户近2000
户。精心打造了128个小区党建阵地。
一大批有党性、有公心、有热情、有能力、
有威望的优秀在职党员、离退休党员、无
职党员到小区担任党支部书记。

党建，为社区治理构筑起坚固的堡
垒。

城市治理智能化，提升居民安全感

“现在的破案速度越来越快，放在以
前想都不敢想。”9月27日，通山县公安局
网安大队民警十分感慨地说。

令他感慨的是2月2日发生的一件

事：通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通过大数据平
台，研判梳理出关键线索，发现被广东省
揭阳市公安机关上网的一名抢劫案逃犯
吴某正在通山县某网吧上网，网安大队民
警立即联合辖区派出所民警一举将其擒
获，并顺利移交广东揭阳警方。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这得益于我
市大力推进科技信息化建设应用，以信息
化、大数据为强大引擎，向科技创新要战斗
力，“智慧警务”、“雪亮工程”筑造的“天罗
地网”，让违法犯罪无处遁形、插翅难逃。

在市公安局综治中心，巨大的屏幕上
滚动播放着社会监控、天网监控、数百个
监控摄像头传回的实时画面，工作人员对
点多面广的各类视频资源实行分类管理、
专题巡屏，发现类异常情况，可及时处置。

1月30日，咸安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横
沟中队执法服务站2分钟内成功查处套
牌车辆；春节期间，网安支队巧用大数据，

抓获7名网上逃犯；3月21日，依托大数
据平台，我市成功抓获一名潜逃26年、已
洗白身份的盗窃案逃犯郑某……

“小探头”创造了“大平安”。2018
年，全市刑事发案下降 15%、破案上升
28%。

目前，我市正紧锣密鼓推进“雪亮工
程”，计划投入1.01亿元，在城区447处公
交站点，200个幼儿园、小学、医院、商场
等敏感重点场所安装摄像头，加快建设公
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真正实现“全域覆
盖、全域联网、全域应用、全域管控”。

我市还将以大数据应用为特征的智
能元素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各方面，构建
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
网络，实现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马上
办、一次办、网上办”等。

智能化建设，提升了咸宁社会治理的
广度和深度，让居民安全感更加有保障。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2019年
6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壮族自治
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驻村第一书记黄
文秀同志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
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
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
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
的青春之歌。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
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
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和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以蓬勃的朝气和昂扬的锐气奋斗
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党中央决定，追授黄
文秀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
志都要向黄文秀同志学习。要像黄文秀

同志那样对党忠诚、牢记使命，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
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自觉把人生追求与
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时代同步
伐、与人民共命运，积极投身到党和人民
最需要的地方和工作中去。要像黄文秀
同志那样心系群众、担当实干，勇于到条
件艰苦的基层一线挥洒汗水、无私奉献，
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干实事、谋福祉。
要像黄文秀同志那样脚踏实地、昂扬向

上，深怀饮水思源的感恩之心，砥砺攻坚
克难的进取之志，勇立潮头，奋力拼搏，
用激情和汗水书写亮丽青春、创造辉煌
业绩。

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黄文秀同志先
进事迹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重要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结合起来，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学
习宣传。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国家产
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10日公开发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产教
融合。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
实施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6部门印
发的《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
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推动教育
优先发展、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贯通、相互协同、相
互促进的战略性举措。开展国家产教融
合建设试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把深化产教融合改
革作为推进人力人才资源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战略性任务，以制度创新为目标，
平台建设为抓手，推动建立城市为节点、
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改革推进机
制，促进教育和产业体系人才、智力、技
术、资本、管理等资源要素集聚融合、优势
互补，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实施方案》明确，国家产教融合建设
试点坚持统筹部署、协调推进，优化布局、
区域协作，问题导向、改革先行，有序推
进、力求实效，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试点
布局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在试点
城市及其所在省域内打造一批区域特色
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在全国建设培育

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立产教
融合型企业制度和组合式激励政策体系。

《实施方案》提出，要充分发挥城市承
载、行业聚合、企业主体作用，重点在完善
发展规划和资源布局、推进人才培养改
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创新重大平台
载体建设、探索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
先行先试。有条件的地方要以新发展理
念规划建设产教融合园区。健全以企业
为重要主导、高校为重要支撑、产业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为中心任务的高等教育产
教融合创新机制。

《实施方案》明确，要落实组合投融资
和财政等政策激励。中央预算内投资支
持试点城市自主规划建设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优先布局建设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强化产业和教育政策牵引，允许符合条件

的试点企业在岗职工以工学交替等方式
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校
企共招、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探索
建立体现产教融合发展导向的教育评价
体系，支持高职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

“双一流”建设高校等各类院校积极服务、
深度融入区域和产业发展，推进产教融合
创新。

《实施方案》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等负责国家
产教融合建设试点的政策统筹、协调推
进。省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区域内建
设试点组织实施工作。试点城市要坚持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落实主体责任，编制
改革问题清单、政策清单，将试点任务分
解到位、落实到事、责任到人。

《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发布

“水上农场”
迎丰收

10 月 10 日，东林镇秋粮家庭农场工
作人员正在收割水上无土栽培水稻。

当日，浙江省湖州市东林镇东升村的
河道水面栽培的水稻开始收割。当地今
年首次采用“水上稻”栽培技术，通过将水
稻种植在特制的浮床上，使水稻根系生长
于乡村河道水域中，增加水稻播种面积和
粮食产量，并带动立体水产养殖业发展。
与此同时，水上种稻还能改善生态环境、
减少水体污染、节约土地资源。预计今年
东林镇东升村“水上稻”亩产可达 1000
斤，而且因为属于生态种植，产出的稻米
价格也要高于普通水稻，每亩“水上稻”产
值可达10000元左右。

据新华社

叙利亚

谴责土在叙北部展开军事行动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0月10日电 叙利亚外交部近

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土耳其在叙北部展开军事行动，
决心“以一切合法手段抗击土耳其侵略”。

声明同时指出，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也应对事态发展
承担责任。

叙利亚通讯社援引声明报道说，土耳其的“侵略野
心”和在叙利亚边境地区的军事集结严重违反国际法，
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决议。声明说，土耳其的“侵略行为”显示了土方对
叙领土的“扩张野心”。

声明表示，依赖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也应
对事态发展负责。此前，叙政府已多次警告库尔德武装
不要成为“服务于美国针对叙利亚政策的工具”。

声明强调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还表
示叙利亚已准备好接纳“迷失的同胞”，只要“他们回到
确保叙利亚领土、人民完整统一的正道上来”，意指叙库
尔德武装应放弃其独立诉求。

伊朗

在靠近土耳其的边境举行军演
据新华社德黑兰10月10日电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

塔斯尼姆通讯社近日消息，伊朗陆军当天在靠近土耳其
的边境举行军事演习。

据报道，演习地点位于伊朗西北部的西阿塞拜疆
省，参演部队包括快速反应部队、陆军航空兵以及数个
陆军旅，演习旨在评估军队战备情况以及在战场上的机
动性和灵活性。

报道未透露演习持续时间以及具体参演兵力和装
备等信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9日宣布，土耳其武装部队当
天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等武装发动军事行
动。叙利亚媒体说，叙东北部哈塞克省遭到土耳其军队
的炮击。此前，伊朗外交部8日发表声明说，伊方反对外
部势力在叙利亚境内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古巴

呼吁国际社会敦促美结束对古封锁
据新华社哈瓦那10月10日电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

代表大会国际关系委员会近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60
年来对古实施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行为造成古
巴人员和经济损失不断增长，呼吁国际社会敦促美国结
束对古封锁。

声明强调，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国对他国“最不
公平、严酷、持久”的单方面制裁，是对古巴人民人权的

“大规模、公然、系统性侵犯”，是影响古巴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障碍。

声明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对古巴金融交
易和银行业务的制裁，对古巴企业和银行造成严重损
失。美国近期还通过允许实施“赫尔姆斯-伯顿法”、阻
碍古巴向他国派遣医疗人员队伍、阻止古巴进口石油等
行为强加域外效力。此外，美国还对本国和外国企业在
古贸易、投资行为不断制造新障碍，同时进一步限制本
国公民赴古旅游，并收紧居住在美国的古巴人向古巴家
人汇款的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