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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5月 27日电 5 月

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世
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致贺
信。

习近平表示，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寻求

自身解放的道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
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
思想武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
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
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开启
了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习近平强调，面对当今人类社会面
临的共同挑战，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应
该加强对话交流。中国共产党愿同各

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一道，共同推动人类
进步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希望与会同志通过深入研讨，汇聚实践
智慧，淬炼思想火花，推动马克思主义
在21世纪取得新的发展，让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光芒继续照耀我们的前行之
路。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在中国日报创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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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干
部职工和外国专家、友人，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40年来，中国日报发挥
自身优势，积极宣介中国改革发展，为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希望中国日报以创刊40周年为新的起点，
牢记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把握大局大势，创新

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建设高素质队
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更好介绍中国的发展理念、
发展道路、发展成就，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为促进中国和世界交流沟通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日报创刊于1981年6月1日，是新中国成
立后第一份全球发行的国家级英文日报。经过40
年发展，已形成全球化、分众化、多语种、全媒体传播
体系，报纸发行量约70万份，全媒体用户总数超过
3.5亿。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日报创刊40周年
强调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促进中国和世界交流沟通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讯 记者黄柱报道：5月27
日，市政协两级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
展集中研讨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曾国平参加学习。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广
西考察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统一战线及民族宗教工作的
重要讲话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
作条例》，并开展讨论交流。

会议指出，切实加强学习、持续提
升履职能力，是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
作的基本功和必修课，要一以贯之抓好

抓实；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
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有
效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实现最广泛的
团结，为推进咸宁高质量发展凝心聚
力；要充分发挥政协有关党派、团体、界
别以及港澳台侨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与

民族宗教界人士联系紧密的优势，团结
引导民族宗教界人士共同致力于咸宁
经济社会发展，为我市“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市政协副主席周辉庭、郑凌、徐仕
新，秘书长陈建华参加学习。

市政协两级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开展集中研讨学习

绣红旗
颂党恩

5月24日，嘉鱼县旗袍文化艺术协
会在鱼岳镇东街社区和嘉鱼二乔公园
开展《锈红旗铭党恩》向党百年华诞献
礼活动。

在《绣红旗》和《我和我的祖国》悠
扬的歌声中，旗袍佳丽们用一针一线绣
出五星红旗的图案，坚定的信念从指尖
绣入心田。

此次活动通过非遗体验模式，让众
多女性重温党的历史，感恩党的领导，
不忘初心听党话，跟党走。

雷平 摄（影像咸宁）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员阮鹏程
报道：5月25日，崇阳县天城镇桂花泉
镇官庄村静脉产业园，工作人员正在有
条不紊施工。

该产业园是一座固体废弃物综合
处理产业园，主要功能为垃圾处理和垃
圾发电。项目于2020年 9月正式开
工，占地面积156亩，建筑面积3万多
平。

“目前，三栋建筑主体基本完工，部
分主要机组已安装完毕，预计6月底开
始试运行。”中节能（咸宁崇阳）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生产运行安环质量部负责

人胡强介绍说。
据介绍，崇阳静脉产业园项目由崇

阳县独立组织实施并按PPP模式建设，
服务范围涵盖崇阳、通山、通城共3个
县，服务人口约140万。项目建设内容
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餐厨垃圾处
理、市政污泥处理、炉渣综合利用等。
其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规模为每
天800吨。

“我们目前生活垃圾焚烧中灰渣热
灼减率为3%，属于该类工程技术规范
的最高标准。”中节能（咸宁崇阳）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值长胡青利说，垃圾进场

经过封闭式长廊进入卸料平台，再用吊
车抓斗合理堆放至入库区，垃圾库采用
全负压设计，风从外面往垃圾库吸，能
有效防止臭气外泄。

“除了垃圾焚烧，垃圾发电是产业
园另一重要功能。”胡强说，垃圾焚烧产
生的热能用来加热炉水，使之变成符合
一定压力温度的过热蒸汽，供给汽轮机
使用，在汽轮机里完成热能到机械能的
转换，最后汽轮机带动发电机转动，这
就是垃圾发电的原理所在。满负荷运
转条件下，一小时能发电近2万度，年
发电量约1.6亿度。

“目前，崇阳一年产生约7万吨生
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靠填埋。产业园
的建设能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高
效利用、城市绿色健康发展。”崇阳县城
市管理执法局党组书记丁刚宏说。

据悉，该产业园是在长江大保护
背景下规划实施的重点项目，旨在解决
崇阳固废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处理
结构不合理、回收体系不完善、资源化
程度低等问题，在促进崇阳及周边地区
循环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为咸宁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提供“绿色支
持”。

崇阳静脉产业园一期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站即将投入试运行

日处理垃圾800吨 年发电量1.6亿度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

明聪报道：5月27日，记者从市
生态环境局获悉，为控制考场周
边在建工地考试期间噪声，营造
良好的考试环境，市生态环境局
咸安分局制定了2021年高考期
间建筑工地施工管理工作方案。

方案要求，自即日起至高考
结束，学校及居民区附近的建设
工地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中午
(12:00 至 14:00）和夜间（晚
20:00至次日晨06:00）要停止
施工。其余时段，禁止进行易产
生噪声污染的各类施工活动。

高考期间(6月7日至9日)，
对部分施工现场限制施工时间，
减少对考生的影响。凡在鄂南
高中、咸宁高中、青龙山高中和

横沟高中周边100米区域内的
所有在建项目，必须全面停工。

同时，自即日起至高考结
束，该局将停止审批除抢险、抢
修工程外的所有夜间施工申
请。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高考
期间将开展建筑施工工地专项
检查，加大巡查频次，指派专人
对考点周边工地进行监督管理
和控制，严控施工噪声污染，凡
在规定时间内继续施工的工程，
一经查实，将从重处罚。

据悉，该局建立了24小时
值班制，畅通投诉渠道，严查高
考期间的噪声扰民违法案件。
如遇噪声污染，市民可拨打
12345投诉。

市区严控高考期间噪声污染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见博报道:
27日下午，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
士军主持召开巡视整改工作专题会议，
研究中央第二巡视组巡视湖北省反馈
意见咸宁市整改工作，推动整改任务全
面落实。

会议听取了市本级及各县(市、
区)、咸宁高新区巡视整改工作阶段性
进展情况汇报，逐项研究巡视整改工作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张士军指出，巡视是政治体检，整

改是政治任务。要从讲政治、讲忠诚的
高度来看待巡视整改工作，态度要更加
坚决，确保整改思想不懈怠。要进一步
增强巡视整改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坚持把从严从实的标准
贯穿始终，持之以恒推动巡视整改见底
见效。

张士军要求，措施要更加有力，确
保整改问题不落空。巡视整改落实上
容不得半点水分，必须坚持高标准、真
整改、改到位。要扭住重点难点问题持
续着力，紧扣时序进度要求加快推进，
对照整改工作标准严格把关，聚焦薄弱
环节强化跟踪问效，确保整改过程零水
分、整改结果高质量。

张士军强调，成果要更加深化，确

保整改成效不反弹。要将中央巡视反
馈问题整改作为纵深推进各项工作的
一个契机，坚持举一反三，强化制度建
设，注重融合结合，通过巡视整改推动
各项重点工作突破提升，实现互促共
进，努力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咸
宁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市领导朱庆刚、梁细林、杨良锋、徐
小兵、吴刚、谭海华参加会议。

市领导在巡视整改工作专题会议上要求

持之以恒推动巡视整改见底见效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见博
报道：昨日，武汉城建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付明贵，钰龙集团董事
长喻惠平一行来咸考察，市委书
记孟祥伟与考察团一行座谈交
流，推动双方深化互利合作。

付明贵介绍了武汉城建集团
组建背景、主营业务、市场布局和
发展规划，以及集团在咸项目推
进情况，对咸宁市委、市政府及相
关部门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付
明贵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特别
是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加快推
进，“9个城市就是1个城市”理念
深入实施，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
了巨大机遇和广阔空间，武汉城
建集团愿意积极“请战”，在市政
设施建设、片区综合开发、生态环
境治理、城市更新及乡村振兴等
领域与咸宁开展更加深入、广泛
的合作，为咸宁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孟祥伟对考察团一行来咸考
察对接、推进合作表示欢迎。孟
祥伟表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市
委从咸宁与武汉的发展实际出
发，提出了“武咸同城、市区引领、
两带驱动、全域推进”区域发展布
局，确立了特色产业增长极、转型
发展示范区和自然生态公园城市
三大发展定位，充分凸显咸宁特
色功能，着力推进武咸同城发
展。希望双方积极抢抓武咸同城
加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推动
互利合作取得更大成效。期待武
汉城建集团、钰龙集团加大在咸
投资，发挥在市政设施、城市建设
等领域的经验优势，打造标杆项
目，形成示范效应，推动咸宁城市
发展理念更新和品质升级，为加
快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和高效能治理提供更好支撑。

武汉城建集团总经理应志
刚，副市长吴刚、李丽参加座谈。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
员耿瀚涢报道：27日，市统计局
发布全市经济数据，1-4月，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
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72.3%、165.6%、47.6%、61.3%，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地方税收收入、进
出口总额分别快于全省 4.2、
0.6、4.6、32.3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稳步恢复。1-4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72.3%，高于全省10.2个
百 分 点 ，其 中 制 造 业 增 长
74.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7.6%。全市工业增值税、工业
用电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67.1%和72.1%，比2019年同
期增长33.0%、16.7%。

投资领域持续复苏。1-4
月，全市新开工项目96个，同比

增长336.4%，其中4月份新开
工项目49个，高于一季度累计
开工数；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65.6%；第一、二、三产业完成
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13.9%、
182.8%、152.2%；民生领域投资
推进较快，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同
比增长164.2%，占全市投资比
重24.0%。

市内消费稳步提振。1-4
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8.71亿元，同比增长47.6%。
其中零售业151.06亿元，同比
增长48.1%，恢复至2019年同
期的99.8%。

对外贸易高速增长。1-4
月，全市实际利用外资3113万
美元，是2019年同期的2.3倍。
全市进出口总额34.7亿元，其中
出口29.8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
增长149.4%和146.0%，两年平
均增速分别为54.0%和54.7%。

全市经济保持稳定恢复态势
1-4月恢复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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