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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至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引起咸宁市广大党员干
部和各族群众的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
示，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上，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团结携手、共同奋进，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咸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委
主任张德英：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立意深远、思想
深邃，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
循。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纲”。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思想贯彻
到我市民族工作各方面。要把牢工作之

“纲”，打牢思想、物质、情感、法治、社会
基础，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咸安区南大街社区副书记陈谊芳：

作为一名社区基层干部，在学习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精神中倍感振奋，结合自身
工作深刻领会到：要高举民族团结旗帜，
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要以党的民
族工作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升社区各
项功能，持续开展好国家通用语言培训
工作，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群众搭建服务
平台，共同推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和
现代化。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统战部长华先
宙：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共有土家族、回族
等30个民族1200余名少数民族师生。
在我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全校
师生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和睦相处、共
同进步，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绚丽绽
放。通过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校将进一步完

善民族工作顶层设计，引导各族师生牢
固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深刻认
识国家统一是各民族最高利益，进一步
铸牢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少数民族务工经商代表李轶才：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民族同胞要“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虽然我只是
万千石榴籽中小小的一粒，但我会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在以后的生产经营活动
中激发民族力量，行动上传递民族温暖，
为咸宁市民族团结进步增添光彩。

少数民族务工经商代表努尔阿吉·
亚森：作为一名新疆维吾尔族同胞，我切
身感受到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重视，是党
的好政策让我们新疆人民的生活这些年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学习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我对以后的生活越
来越有信心，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为建设美丽咸宁做出自己
的贡献。

湖北科技学院老师玉苏甫·乃麦提：
作为一名高校青年教育工作者，我要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践行
者，将利用好思政课这一载体，讲清楚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帮助
大学生更深刻领会中华民族大团结和中
华文化大繁荣的思想内涵，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赤壁镇中心学校校长苗其武：近年
来，我们积极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全面推进教育
培训、硬件提升、环境整治、文化建设、活
动宣传等民族教育工作，增进全体师生、
家长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特别是今年8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

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在讲话中高度关注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让我们广大基层教育工作者倍受鼓
舞，坚定了扎根农村教育接续奋斗的信
心。

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书记雷雄：“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公司始终把边疆广大牧民的健康放
在首位，严格按照国家边销茶各类标准
来加工生产，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源源
不断的送去“质优价美”的砖茶，始终把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作为一项重
要任务来抓。切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秉承

“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团结”为己任，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
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做出应有的贡
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咸宁市各族群众代表热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通讯员王紫薇、黄泽中报
道：8月27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
分局对辖区美团、饿了么、本地玩等三
家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进行约
谈。

“每年是否对送餐人员进行了食品
安全培训？是否建立了投诉举报处理
机制？……”市市场监管局高新分局负
责人曾向阳对网络平台备案、人员培
训、投诉机制等方面问题进行询问，并
向平台负责人通报了网络订餐第三方
平台主体责任清单和专项整治工作要
求。

约谈网络订餐平台责任人全市各
地都在进行。8月27日，咸安区市场监
管局约谈相关网络订餐平台；8月 25
日，通山县食品安全监管股股长张弛约

谈美团、饿了么两家平台负责人……
“约谈网络订餐平台负责人，可有

效提升他们的主体责任意识，是推进网
络外卖餐饮中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
整治行动的有效举措。”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日前，我市从人民群众关注的外卖
餐饮问题入手，部署开展网络外卖餐饮
中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为确
保专项整治行动落地落实，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迅速行动，采取行政指导、法规
宣贯、约谈方式，督促网络订餐第三方
平台及代理机构落实主体责任。

约谈过程中，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向
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及代理机构通报
了本次专项整治工作要求，组织学习了
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清单；要求限定平台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自查清理，对平台商户进行全
覆盖核查，更新完善线上公示信息；引
导商户合规经营，及时下线无证、假证、
套证、卫生环境脏乱等不符合上网经营
商家，向监管部门提交线上经营底数、
销量、评价、违规名单和自查报告。

截至目前，全市开展网络平台专项约
谈9次，指导1家第三方平台完成备案工
作，全市网络订餐平台备案率达100%。

我市多地约谈网络订餐平台责任人

全市网络订餐平台备案率达100%

遗失声明
湖北华亮物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1421200670390896N，特
声明作废。

刘苏华遗失坐落于通城
县麦市镇玻纤厂的房屋所有
权证，证号：1801246，面积
74.10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以下单位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
通山县土地勘测规划队（12421224777572980H）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闯王国土资源所
（12421224MB0P973005）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慈口国土资源所
（12421224790574104F）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大畈国土资源所
（12421224MB0P9744XQ）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大路国土资源所
（12421224MB0P96850F）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档案发证室
（12421224MB0P967621）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九宫山风景区国土资源所
（12421224MB0P968184）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国用有土地管理所
（12421224MB0P96703X）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洪港国土资源所
（12421224MB0P966315）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黄沙铺国土资源所
（12421224MB0Q28066G）
通山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
（12421224MB0P96674J）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九宫山国土资源所
（12421224MB0P86572Y）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南林国土资源所
（12421224MB0P96738G）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厦铺国土资源所
（12421224MB0P972479）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通羊国土资源所
（12421224MB0P97511L）
通山县土地交易中心（12421224695113019X）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燕厦国土资源所
（12421224MB0P96607L）
通山县国土资源局杨芳国土资源所
（12421224MB0P973860）
通山县国土整治局（12421224667665502U）
特声明作废。

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0日

遗失声明

赤壁市盛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委托
评价单位开展环评工作，现已完成《盛泰
养殖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要求，特向公众进行信息发布，征
求与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tHZ2suKH-YnVy9f1zMuiGA（提取
码：pkh5）。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自公示日起，公众可到建设单位查

阅纸质报告书。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征求受项目影响并直接涉及环

境权益的有关单位、专家、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有关环境保
护方面的意见及建议。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LitxnWY290QiPfQAS0DE7A（提 取
码：tt7a）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打印，填写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
议和意见，相关公众意见表递送至建设单位。

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赤壁市盛泰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
地址：赤壁市赤壁镇青山村八组
联系人：李合新
联系电话：13886512931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1年9月9日-9月22日。

赤壁市盛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9日

赤壁市盛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盛泰养殖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9月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
平就朝鲜国庆73周年向朝鲜劳动党
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3年来，朝鲜
劳动党团结带领朝鲜人民不懈努力，
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作为同志和朋友，我们对此感到由衷
高兴。当前，朝鲜人民正在深入贯彻
朝鲜劳动党八大决策部署，全力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在以总书记同
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朝鲜人民团结奋进，一定能把国
家建设得更好。

习近平强调，中朝传统友谊历久

弥坚，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近年
来，我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沟通，
引领中朝关系稳步向前发展，不断取
得可喜成果，为中朝传统友谊增添了
新内涵。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展，
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推动两国
友好合作关系行稳致远，不断迈上新
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3周年向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朝鲜举行阅兵式庆祝国庆73周年
新华社平壤9月9日电 为庆

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3
周年，朝鲜于9日零点开始在首都平
壤市中心的金日成广场举行民间及
安全武装力量阅兵式，朝鲜劳动党
总书记金正恩出席并检阅了部队。

据朝中社报道，阅兵式开始前先
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并在《辉
煌的祖国》乐曲声中鸣21响礼炮。

阅兵式上，跟随着工农赤卫军
司令官的指挥车，平壤市党员师团
方队率先步入广场。随后，平壤市
及各地方的工农赤卫军方队走过
广场。此外，铁道省和高丽航空总
局阅兵方队、紧急防疫方队、保健
省方队、社会安全军特别机动队方
队以及工农赤卫军的机械化方队
等也相继接受了检阅。

阅兵式结束后燃放了庆祝礼
花，之后在金日成广场举行了青年
学生舞会。

近日，朝鲜举行多项活动庆祝
国庆73周年。朝鲜第二届全国雕
刻及工艺节7日在平壤拉开帷幕，
农劳盟中央文艺宣传队演出、工人
阶级和职盟盟员的诗歌吟唱会也
相继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在第
三十七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9月8日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代表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
望，并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
贺和诚挚的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你们以黄
大年同志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凝聚
团队力量，在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等方
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我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强调，好老师要做到学为
人师、行为世范。希望你们继续学习
弘扬黄大年同志等优秀教师的高尚
精神，同全国高校广大教师一道，立
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
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
成长的引路人，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
作出新贡献。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

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黄大年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教育部2017年启动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首批认
定的201个教师团队来自全国200
所高校，覆盖各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
省份。近日，首批教师团队的代表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教学、科研
等工作情况，表达了坚守教育报国理
想、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

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 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老师，一声感恩的称呼，也是一
份深切的期待。感恩老师教授我们
的学识，期待老师带给我们更多人生
营养。第 37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
每一位老师道一声“您辛苦了！”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
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
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
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这一评价
道出了教师职业的崇高。无论是成就
个人梦想还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都
需要高质量的教育事业作坚实支撑。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教师队
伍已达 1792.97 万人，一年增加了
60.94 万人。这一数字说明，教育事
业吸引了越来越多有理想、有行动力
的年轻人投身其中。

高质量教育需要学为人师、行为
世范的好老师。时代呼唤老师们坚
定理想信念，丰富自身学识，创新教
育方法，涵养道德情操，做顺应时代
潮流、满足国家需要、深受学生欢迎
的“大先生”。

教师用知识点亮学生梦想，更教

给他们学习的方法、处事的道理。于
是，孩子们有了应对人生路上挑战的
底气和能力，拥有人生出彩的可能。
那些奋斗基层的教师中，有的把全部
身心扑在学生身上，有的拿出微薄收
入资助贫困学生，有的牵着学生的手
过急流、走险路……他们用一言一行，
诠释了什么是甘于奉献、什么是责任
担当，进而引导学生懂得“做什么样的
人”“怎样做一个大写的‘人’”。

爱是教育的本质，培根铸魂离不
开心与心的交融。“校长妈妈”张桂
梅，她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温暖倾注
到学生身上，让山区女孩摆脱命运的
束缚，飞向梦寐的远方。“倾尽全力、
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道出她对
孩子的关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更
诠释着一名教师对民族、对国家、对
党和人民的忠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使命，立德修身，潜心治学，
开拓创新，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培养出更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民族未来大有希望！

辛苦了，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