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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讯员皮道琦报
道：10月1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到赤
壁市、嘉鱼县巡查长江，实地查看有关项目推
进、长江岸线生态修复以及水源地取水口生
态环境保护等情况。

赤壁市长江取水工程项目总投资约6.25
亿元，旨在解决赤壁中心城区供水水源单一
问题，扩大赤壁城乡供水一体化覆盖面，突破
该市现有水厂取水规模上限。王远鹤走进该
项目取水泵房施工现场，详细询问有关设计
参数，了解工程进展情况。他要求，施工方要
做好取水点水文勘测工作，排除一切影响饮
用水安全的因素，确保项目高质量高标准完
成。

沿着长江干堤一路前行，王远鹤检查了
嘉鱼县陆溪镇方圆船厂拆除和厂区复绿工作
推进情况。目前方圆船厂原址已被绿色植被
所覆盖，复绿工作全部完成。

在嘉鱼县老船厂房屋拆迁处，王远鹤认
真听取老船厂房屋拆迁工作进展情况汇
报。王远鹤要求，要把长江岸线整治工作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强化后续监管，
抓好长效管理，因地制宜做好规划，本着便
民利民、惠而不贵的原则开展好生态复绿工
作。

来到潘家湾市级饮用水水源地取水口一
级保护区，王远鹤听取了保护区内农业面源
污染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他指出，
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
群众的生活品质和用水安全，在一级保护区
内要严禁农药化肥使用，转变生产方式，逐步
推动农药化肥退出现代农业生产过程，守护
长江水质安全。

王远鹤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
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的要求，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
项工作，切实加强长江大保护。要坚持质量
标准，加快推进长江岸线整治工作，按照时间
节点要求，确保各项任务如期完成。要加快
推进长江岸线环境改造、沿江生态复绿等工
作，打造美丽长江岸线。要提前谋划、统筹安
排，严格落实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机制，确保
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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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10月14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
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65年来，为服务国际贸
易、促进内外联通、推动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
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经济贸易
面临深刻变革。广交会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

机制，丰富业态，拓展功能，努力打造成为中国全方位
对外开放、促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联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重要平台。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秉持
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建设高水平开放型世界经济。

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当日在广东省
广州市开幕，主题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由商务
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习近平致贺信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报道：
10月14日，市政协主席曾国平
调研咸宁高新区智慧物流园项
目，要求全力解决项目推进过程
中的难题，助推项目实现高质量
发展。

智慧物流园项目总投资额
10亿元，规划用地面积300亩，
主要新建智能电商仓储区、电商
物流运营区、物流智能分拨中
心、跨境商品直销中心等，项目
建成运营后，预计年营业额20
亿，年税收1亿元。

曾国平在详细了解项目建
设推进情况后指出，智慧物流园
项目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高度
契合，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充
分认清其对咸宁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性。各相关部门要主动

担当、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找到
影响资金到位的关键症结、影响
项目进度的制约因素，采取针对
性有效措施，快速解决项目建设
堵点痛点问题，全力保障项目建
设顺利进行。

曾国平要求，相关职能部门
要进一步加强与项目之间的联
系，深入研究政策、主动靠前服
务，全过程、全流程、全周期跟进，
时刻掌握项目推进情况，及时解
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各种难题，
切实为项目推进提供最大的便利
条件。项目施工单位要强化节点
意识，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情况
下，加快项目施工进度，确保项目
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市政协秘书长陈建华参加
调研。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中央
人大工作会议10月13日至14日在北
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
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
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我们党领
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
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
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
度。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不
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生
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作总
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适
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有效保证国
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结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
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60多年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
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
要制度保障。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战略全局出发，继续推进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
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强调必须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
障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
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
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
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历史和现实
都表明，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
家强。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人大工作。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贯彻实施宪
法，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要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保
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原则、规则得到全
面实施，要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
监督检查。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法律在本行
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自觉维护国
家法治统一。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良法促进发展、
保障善治。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把改革发展决策同立法决
策更好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
涉外法治，统筹立改废释纂，加强重点
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要发
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
主导作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

习近平强调，要用好宪法赋予人大
的监督权，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
法监督。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聚焦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聚焦人民群众所
思所盼所愿，推动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
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加强对法律
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完善人大监督制
度。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
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和作
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自觉接
受人大监督。

习近平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

作用，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丰
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
式，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
生。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加强代表工作
能力建设，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
职。人大代表肩负人民赋予的光荣职
责，要站稳政治立场，履行政治责任，密
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展现新时代人大
代表的风采。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政治机关意
识，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各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成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
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
关、全面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
的工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
联系的代表机关。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
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完善党领导人大工作的
制度，定期听取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
报，研究解决人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
开展工作，指导和督促“一府一委两院”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各级人大常委会
党组要认真执行党的领导各项制度，落
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下转第六版）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
10月13日上午，市政协主席曾
国平主持召开市五届政协第二
十四次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

“加快推进现代物流业发展、降
低咸宁物流成本”的主题进行专
题协商。

曾国平指出，要深刻认识加
快推进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重大
意义。发展现代物流业是推动
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是优
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的需要，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需
要，有利于促进资源集成整合，
降低经济运营成本和资源能源
消耗，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新的增长点。

曾国平强调，要正视我市
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存在的问
题。近年来，我市物流业有了
较快发展，物流基础设施条件

有了较大改善，物流服务能力
大幅提升，对促进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保障
作用。但仍然存在企业小散
弱、市场集中度偏低；基础设施
不够完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
出；物流智能化、集约化水平不
高等问题。

曾国平要求，加快推进我
市现代物流业发展、降低物流
成本，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
重在落实。要坚持以规划为引
导，打造现代物流集聚园区；完
善交通基础设施，打通多式联
运通道；依托城市绿色货运配
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提升全
市物流业信息化水平，为实现
我市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应
有贡献。

市委常委、副市长白新民，
市政协副主席胡春雷，市政协秘
书长陈建华参加会议。

市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

加快推进现代物流业发展

曾国平调研智慧物流园项目时要求

全力解决项目建设难题咸宁最大的楠竹产地之一；
全镇拥有17家竹企，竹产业占工

业大半壁江山；
竹枝扎扫把，竹竿做竹筷，竹屑制

竹炭，竹根雕工艺品……
昔日一竿弃之如草的竹子，在今天

的大幕人手里，做出的“文章”让人眼花
缭乱。

9月27日，记者深入咸安区大幕
乡，探访这篇“文章”背后的故事。

原竹：全村老少赚“竹”钱

车行大幕乡大黄公路，群山逶迤，
竹林似海。这里森林覆盖率65％，宛
如天然的绿色世界。

驶入双垅村，路旁停着一辆辆东风
货车。村委会附近，五六个村民正挑着
凤尾帚，爬上梯子往一台加长东风车装
货。一旁的堂屋内，几位村民用竹枝扎
扫帚，选料、捆扎、修剪，动作娴熟。

“用楠竹竹枝扎扫帚，是我们村的
传统。扫帚一做成就有人收走，销路好

着呢！”村民张美英对记者说。
今年72岁的村民陈海元因一场意

外导致失明，现在和老伴“搭档”在作坊
扎扫帚，每天能挣100多元。

因不限年龄，无需技术，拿把刀、钳
子、铁丝就可上手，这里男女老少都会
扎扫帚，连80岁老人一天也可挣40
元，40岁妇女日挣120元是常事，青壮
年每天砍竹收入300元。更有人从中
获得商机：将自家堂屋辟出来，从山上
采撷原料，请来乡邻加工，一个简易的
家庭作坊就建成了……这样的扫帚加
工作坊，双垅村有上10家，从业村民
200多人。

但大幕的楠竹也曾经“弱不禁风”。
“满山的竹林，没一条好路。”与楠竹

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村治保主任朱万法回
忆，“以前，村民肩挑背扛、千辛万苦将竹
子运出山，一年下来反而要折本。”

所以，满山竹林只能一年一年地自
枯自荣。有人惋惜：大幕人守着万亩竹
林这个“绿色银行”，却致富无门。

转变，源自思路的改变和政策的帮
扶。

2017年，双垅村在咸安区、扶贫帮
扶单位湖北省武警总队的帮助下，修通
100多条、长达68公里的林区公路，竹
子从此不再难下山，农民手头的竹扫帚
也开始扎起来，建筑工地的竹跳板开始
进城出省。

2018年，村里整合市、区政策扶贫
资金240万元，建成楠竹加工厂，采取

“公司+村+贫困户”模式，引进浙江老
板前来经营。

“过去100公斤20元都销不动的
原竹，现在村民翻倍卖给村加工厂，加
上制成成品后的附加值，一根竹子的价
值至少翻3倍。”朱万法算了算账。

加工：17家竹企“吃干榨尽”一根竹

机器轰隆隆响个不停，一根根竹
子，经过锯开、分筒、开片、蒸煮、拉丝、
晾晒等环节后，有的变成牙签，有的变
成竹筷，还有的变成凉席材料……记者

走进双垅村楠竹加工厂时，30多名工
人在流水线忙个不停。

“我们主要生产竹签、竹帘等竹制
品的半成品，日消耗30吨楠竹。”加工厂
负责人夏春花介绍，建厂4年，每年不仅
消耗楠竹9000吨，解决了销路问题，还
能给务工村民发放30多万元工资。

紧邻的是双垅村竹筷厂。青山翠
竹环抱下，两千多平米的白色厂房格外
醒目、壮观。该厂计划今年投产，预计
年消耗楠竹1万吨，产值1000万元，可
增加村集体收入16万元。

其实，两家加工企业只是大幕乡17
家竹企之一，却彻底结束了这里单纯卖
原竹、粗加工的历史。更值得回味的是，
他们打起“吃干榨尽一根竹”的主意。

扎根深山的竹企越来越多，堆成山
的竹蔸竹屑废料成为一道难题。2019
年，由武警湖北省总队、咸安区帮扶
300万，村自筹70万，招引浙江企业
500万，双垅村又建成竹炭厂。

（下转第六版）

一条竹“链”能延多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饶敏 马丽娅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戏曲进校园
10月14日下午，咸宁市2021“戏曲

进校园”活动在咸宁外国语学校启动。
当天，戏曲家们通过戏剧展板、名

家讲戏、现场表演经典折子戏、红色经
典剧目讲解赏析、戏曲角色行当展示
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近距离感受和
欣赏《贵妃醉酒》、《女驸马》等优秀戏
曲曲目，领略戏曲文化。

据了解，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
旨在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戏曲传承发展。我市将持续推进
戏曲知识进课堂、戏曲文化进校园工
作，实现戏曲进校园工作全覆盖。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毛亚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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