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樊碧波）9月 14
日，省第三环保督察组继续分组深
入我市城乡，对西流河、张沟、彭场、
毛嘴、郑场等地的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乡镇污水处理厂运行、城区建筑
工地扬尘治理等情况进行现场检
查。

当天，水督察组先后实地查看了
彭场污水处理厂、毛嘴污水处理厂、

郑场镇污水处理厂运行建设情况，查
看新深江闸、徐鸳泵站运行情况，并
在新深江闸采取水样，要求我市加强
污水处理厂管理，加快乡镇污水处理
厂建设。

大气督察组先后来到沔街大道
东延施工工地、市政公司黄金料场、
叶河雨污分流施工现场、曲湖路道路
排水工程施工现场、洛江河施工现

场、仙桃碧桂园项目、王家沟雨污分
流施工现场、健鼎电子公司扩建工
地、仙桃文化中心施工现场、沔州大
道西延施工现场，实地检查扬尘治理

“六化”措施落实情况，现场进行笔
录，要求住建部门加强建筑扬尘管
理。

固废督察组检查了西流河镇 4
家畜禽养殖场、张沟镇 12 家畜禽养

殖场，详细了解各养殖场存栏量、雨
污分流情况、周边粪污清理情况，要
求迅速拿出整改方案，确保整改到
位。

省级环保督察
整改进行时

省第三环保督察组对我市突出环境问题开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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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农商银行仙桃人民自己的银行
深圳莲花山满目苍翠，山顶的邓小平铜像巍然矗

立。2012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铜像旁亲手种
下一棵高山榕。如今，这棵十多米高的大树枝繁叶茂，
生机盎然。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国内考察就
选择到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深圳，这是一次意义重
大的政治宣示，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引导，这是一
次催人奋进的改革动员。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时隔5年多，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来到深
圳，沿着当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足迹，回顾那一个个
激动人心的场景，再现那一个个令人难忘的画面。

杨义标（时任深圳市莲花山公园管理处主任）：
总书记种下“信心树”

“他挥动铁锹的姿势有板有眼，很自然，很熟练，一
看就干过农活。”杨义标清晰记得那天习近平总书记在
莲花山栽种高山榕的场景。

2012年12月8日是个星期六，莲花山公园游人很
多，但当天既没有封路，也没有清场。

9时30分左右，两辆中巴车开至莲花山脚下。下
车后，习近平总书记一路步行走向山顶广场。“总书记
来了！”“总书记好！”沿途的市民和游客都很激动，纷纷
鼓掌，争相和总书记握手。

习近平总书记微笑着和大家握手，还不时提醒大
家“别挤着了”。“到了山顶，总书记不是先跟迎候在这
里的干部握手，而是走向群众和他们握手交流，在场的
群众都很感动。”杨义标说。

在山顶广场，习近平总书记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
篮，之后俯瞰深圳全貌。

高山榕树是岭南本土树种，寓意吉祥繁荣。1992
年，邓小平同志在深圳仙湖植物园曾亲手种下一棵。

“20年后，总书记在小平同志铜像不远处，再次种
下高山榕。总书记说，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
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这是富国之路、富民
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要上新
水平。”5年多过去了，杨义标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
话，仍然能够一字不落地背下来。

“总书记种下的是常青树，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信心树’‘希望树’！”杨义标说。

李灏（曾任深圳市委书记）：
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家

“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在场每一个人都很激动，也
很振奋！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92岁的李灏回忆起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家中，他站在习近平总书记身旁的那张照片，摆
放在客厅最醒目的地方。问及当时的场景，李灏连声
称赞习近平总书记“非常了不起，非常有远见”。

老伴陈惠珍和他同龄，两人携手走过近70年。夫
妻俩捧出一本厚厚的相册，动情地向我们介绍起当时的场景。

当天，李灏等4位曾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老同志，随着习近平总书
记一同来到小平铜像前。总书记缓步向前，敬献花篮，仔细整理绶带，并向
铜像三鞠躬。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
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
突破、迈上新台阶。

“这番话说明，总书记是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他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小
平同志一脉相承，而且是创新发展的。”李灏说。

回忆起深圳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李灏感慨良多：“这几年，总书记反复强
调，改革要蹄疾步稳，这话说得多好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十拿九稳的事，
看准了就要大胆试，勇于‘吃螃蟹’，否则哪有今天的深圳？同时也要谨慎，
要看条件，不能蛮干。”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
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看得出，总书记对改革有坚定意志、系统谋划和前瞻思考，他是当之无
愧的改革家！有他为我们领路，是民族之幸，是党和人民之福！”李灏说。

马化腾（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总书记的话让我们更有劲头

2012年12月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腾讯公司。在腾讯大厦二层
展厅，马化腾向总书记详细介绍了腾讯的即时通讯产品、网络资讯、微信等
核心业务和平台。习近平总书记还观看了腾讯研制的全球首款互动式投影
仪演示。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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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国力）昨日，市
委书记胡玖明主持召开市委中心组
（扩大）学习辅导报告会，邀请清华大
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国华为
全市领导干部和部分进出口企业负责
人就中美贸易摩擦作专题辅导讲座。

省贸促会副会长张爱民出席报
告会。市领导周文霞、王军娥、周谊
群、宋晓波、严启方、郭生元、印家利、
白超等聆听讲座。

杨国华教授是中国贸促会经贸
摩擦首席谈判专家，曾任商务部条约
法律司副司长，负责过与我国有关的
WTO争端解决事务以及外国对华反
倾销的应诉、中外知识产权谈判与合
作、外经贸WTO法律工作组等工作，
参加了在日内瓦进行的中国加入
WTO多边谈判，以及中美、中欧、墨

西哥的双边谈判，著有《美国贸易法
301条款研究》等多部国际经贸专著。

辅导报告中，杨国华教授围绕中
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过程，从现状、影
响、原因、走向等方面，分析了中美贸
易摩擦对两国关系乃至世界格局带
来的一系列影响，并结合自己从事国
际贸易争端案件处理的实践经验，提
出了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与建
议。

胡玖明说，杨教授的报告内容丰
富、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对我们进一
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外向型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胡玖明指出，要看清大势，提升
必胜信心。这个信心，来自于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的制

度优势，来自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
就。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引起了国内
外广泛关注。这是我国必然会遇到
的“成长的烦恼”，是发展历程中绕不
开的“坎”。全市各级党员干部特别
是广大外贸企业要看清大势，提振信
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信我们
完全有能力有实力打赢这场贸易战。

胡玖明指出，要精准施策，提升
应对实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要坚持底线思维，密切关注事态。对
外要及时掌握美国加征关税商品目
录清单，对上要及时掌握国家、省里
相关反制政策，对下要及时掌握外贸
企业特别是涉美企业的困境和诉求，
以综合应对、精准防范。要强化正确
舆论导向，既不能夸大其辞，丧失信
心，更不能掉以轻心，无所作为。

胡玖明指出，要主动作为，提升
开放水平。始终保持扩大开放定力，
紧抓国家“一带一路”开放机遇，深耕
欧、亚等传统市场，抢占拉美、非洲等

新兴市场，推动出口市场结构从传统
市场为主向多元市场转变，尽可能减
少美国市场带来的不利影响。要坚
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积极对接湖
北自贸区，加快构建以仙桃保税物流
中心为龙头、以港口铁路机场为载体
的大开放平台体系，不断提升开放型
经济发展水平。

胡玖明强调，要苦炼内功，提升发
展质量。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
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各地要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持
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振兴
实体经济，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要围绕全省“万企万亿”技改工
作，大力开展千亿产业提升行动、传统
产业改造行动、新兴产业培育行动，加
快推动食品、非织造布、汽车零部件、
电子信息等产业迈向中高端。全市广
大企业特别是外贸出口企业要苦练内
功，积极对接《中国制造2025湖北行
动纲要》，进一步提高研发能力，优化
产品结构，创建名优品牌，加速成长为
本行业本领域的“隐形冠军”。

看清大势 精准施策主动作为 扩大开放

市委举行中心组（扩大）学习辅导报告会
胡玖明主持 清华大学教授杨国华作专题讲座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本报讯（记者 张曼）近日，我
市下发《第五届感动仙桃十大道德
模范评选活动方案》，正式启动第五
届感动仙桃十大道德模范评选活
动。

此次评选活动设“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
老爱亲”等五类道德模范，采取公众
投票、代表投票和组委会投票三种方
式进行，综合评分确定感动仙桃十大
道德模范。已获评季度仙桃楷模的
个人和团体直接入围候选人，已表彰

的前四届“感动仙桃十大道德模范”
人选不纳入本届评选。

据了解，评选活动分宣传发动、
推荐候选人、组织审核、公示和投
票、命名表彰等步骤，最终表彰 10
名道德模范，以此引领全社会形成

“争当道德模范、共创文明和谐”的
浓厚氛围，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

目前，评选正处于推荐候选人
阶段，推荐评选日期截至10月8日。

我市启动第五届感动仙桃
十大道德模范评选

本报讯（记者 胡平）“哗哗哗
——”机器轻转，清水低唱。9 月 10
日，记者在毛嘴镇深江村生活污水处
理终端看到，进口处黑糊糊的污水，
经过生物转盘工艺“处理”后，排出
的水清亮见底。

这是毛嘴镇实施厕所革命带来的
可喜变化。毛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以来，该镇扎实推进厕所革命试
点工作。截至目前，已在深江村西湾、
东湾和古垸村建起三座生活污水处理
站，其3D-RBC立体结构生物转盘处

理工艺，使出水水质达到国家一级A
标准。15公里管网范围内的三个站
点，每天可处理300吨生活污水。受
益农户达到1007户、4376人。

“以前，这河水是黑的，夏天在岸
边走，熏人。看看现在！”深江村党支
部书记杨华清指着穿村而过的南干渠
告诉记者，由于河两岸旱厕多，污水直
排入河，导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一年来，按照中央环保督察组反
馈意见，遵照各级党委政府指示，深
江村干部群众齐动手，自觉参与环境

整治。
厕所粪水、厨房污水全部入了地

下管网，进了村级生活污水处理终端，
河水明显变清了。“今年夏天，在外读书
的娃们都回来了，这村前河成了‘海滨
浴场’，可热闹了啦，”杨华清说，“多年
不见的小鱼、小虾、小螃蟹，又出现了！”

毛嘴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
顺河是全市重要的生活和灌溉水道，其
上游就在深江村。因此，把好深江村的

“总闸”，意义重大。一年来，毛嘴镇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深江村的

“上游水”实行“大清理”“大管护”。
将南干渠两岸旱厕全部拆除，河

湖附近农户厕所一律入户。截至上
月末，全镇共拆除旱厕 856 座，新建
户厕798座；新建村级无害化公厕30
座；新建镇级公厕4座。

清障除杂，栽花种树，捞净垃圾，
聘请专职管护人员常态保洁……经
过持续治理，全长约 2400 米的这段
河流干净了。

“镇党委将厕所革命作为政治工
程、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往纵深推
进。”毛嘴镇主要负责人称，下步，将
厕所革命与农村污水处理、农村环境
整治等高度融合，确保完成今年5000
座农村户厕、56座农村公厕等建设任
务，努力实现上游全域河清水畅。

整治污水清上游 常态机制美家园

毛嘴镇扎实推进厕所革命

连日来，郭河镇在全镇范围内
持续开展秸秆禁烧宣传和巡查工
作。图为9月13日，该镇禁烧专班来
到杨洲村，检查收割机是否按要求作
业，要求收割机手从源头做好秸秆禁
烧工作，助力秸秆粉碎还田。

摄影 记者张曼 通讯员 代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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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要求推动国有
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2020年年末比2017年年
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

●教育部印发通知，未取得教师资格人员不
得在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工作。

●国家卫健委下发通知，允许医师在线开具
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处方，允许药师在线审核处
方、配送药品。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发言
人高峰表示，根据海关统计，1-8月我国进出口
总额 19.4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1%；其中
出口10.34万亿元，增长5.4%；进口9.09万亿元，

增长13.7%。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消息，当前
保险业偿付能力充足稳定。第二季度末，纳入本
次会议审议的176家保险公司的平均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为246%，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为235%，较上季末下降2个百分点。

●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
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天然气改革发展绘出了

“施工图”。 当前，各方高度重视天然气供应问
题，正在大力推进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在居民用
气高峰期，将坚决执行“压非保民”措施，压减气
量全部用于保障民生需要。未来应对用气紧张
方面的措施将更加及时、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