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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10月15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
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战略部
署，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进一
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真抓实干、奋发进取，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在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推动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抓好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
等方面展现新的更大作为，努力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
列、创造新的辉煌。

金秋时节，南粤大地，一派生机勃勃。10
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和省长马兴瑞陪同下，

先后来到潮州、汕头等地，深入文物保护单
位、历史文化街区、企业等，就统筹推进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深化改革
开放、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等进
行调研。

12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潮州市考察。位
于潮州古城东门外的广济桥始建于南宋年
间，横跨韩江两岸，风格独特，集梁桥、浮桥、
拱桥于一体，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
梁”。习近平沿桥步行，察看桥亭、浮桥，眺望
韩江两岸风貌，了解桥梁历史文化特色，听取
广济桥修复保护情况介绍。习近平强调，广
济桥历史上几经重建和修缮，凝聚了不同时
期劳动人民的匠心和智慧，具有重要的历史、
科学、艺术价值，是潮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标

志。要珍惜和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
产，不能搞过度修缮、过度开发，尽可能保留
历史原貌。要抓好韩江流域综合治理，让韩
江秀水长清。

随后，习近平步行穿过广济桥畔的广济
门，沿石阶登上广济楼。在楼上展厅里，习近
平察看潮州非遗文化作品，观看非遗项目传
承人代表的现场制作演示，并同他们亲切交
流，了解潮州传统技艺传承情况。习近平指
出，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
脉。以潮绣、潮瓷、潮雕、潮塑、潮剧和工夫
茶、潮州菜等为代表的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

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习近平来到二层檐廊，举目远眺，韩江水

阔，长桥卧波。在听取广济楼历史和古城修
复保护情况汇报后，习近平强调，包括广济
桥、广济楼在内的潮州古城比较完好地保留
了下来，实属难得，弥足珍贵。在改造老城、
开发新城过程中，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
存，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牌坊街是潮州市的文化地标之一，23座
古牌坊连接起 51 条古街巷。习近平沿街步
行，了解潮州市修复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打造
优秀传统文化集结地等情况，并走进街边商
铺，同店员、顾客热情交谈，向他们询问复商
复市怎么样、生产生活还有什么困难等。习
近平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经济社会正常秩序基本恢复，但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压力还很大。要继续严格执行
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为最终战胜疫情
而共同努力。

沿街挤满了闻讯赶来的群众，大家欢呼
“总书记好！”“总书记辛苦了！”习近平频频向
大家挥手致意。他亲切地对大家说，潮州历
史悠久、人文荟萃，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很
多人都慕名前来参观旅游。要保护好具有历
史文化价值的老城区，彰显城市特色，增强文
化旅游内涵，让人们受到更多教育。40多年
前我来过潮州，今天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潮州
发展欣欣向荣，感到很欣慰。希望潮州广大
干部群众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起而行之，把
潮州建设得更加美丽！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本报讯 （记者 李辉） 10 月 14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晓鸣率调
研组来我市，就“十四五”规划编制中
的乡村振兴战略及农业高质量发展等
内容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严启方陪同。

刘晓鸣一行先后深入彭场镇、胡
场镇、张沟镇、郭河镇、陈场镇及排湖
风景区沔阳小镇现场调研，详细了解
我市以工促农推进融合发展、美丽乡
村和“擦亮小城镇”行动项目建设及文
旅产业发展情况，并与部分基层人大
代表、合作社负责人及种粮大户座谈，

征求意见和建议。
在彭场镇新鑫公司，刘晓鸣走进

车间，询问生产经营、农民就地转移就
业等情况，鼓励企业推动产品技术升
级，培育做强自主品牌。郭河镇建华
村依托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强农公司实
现美丽蜕变，并有 300 多名村民实现
家门口就业，收入稳步提升。刘晓鸣
仔细询问村集体收入、乡贤理事会运
作等情况，称赞建华村的发展模式，并
祝愿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沔阳小
镇一期首开区开街，带火周边村庄民
宿、餐饮发展，刘晓鸣与部分民宿老

板、合作社负责人交谈，就民宿开发运
营、产业发展等进行深入探讨。

刘晓鸣对我市在疫情期间为全
省医用防护物资稳产保供所作的突
出贡献及美丽乡村建设和“擦亮小城
镇”行动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他指出，“十四五”规划编制事关全
局，意义重大。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高标
准高水平高质量编制好“十四五”规
划。要科学谋划，精准布局，在主动
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发展

方向和产业定位。要突出问题导向，
补齐短板弱项，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培育更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做强做优特色品牌，推动农业增效、
农村增绿、农民增收。要推进无纺布
产业转型升级，解决好技术、品牌等

“卡脖子”难题，处理好应急保障与日
常供应的关系，推动无纺布产业产能
升级、结构升级、品牌升级，实现以工
带农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市领导胡常伟、肖家邦、唐江平、
张舜陪同调研。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晓鸣率调研组来我市

专题调研“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张钰） 10 月 15
日，全市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动员
大会召开。根据省委统一部署，我市
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从即日起正式启
动，到12月底前基本完成。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郑章均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光怀，市
委常委、组织部长吴熙垚出席。

会议指出，要提升政治站位，增强
改革思想自觉。此次街道管理体制改
革是补齐基层治理短板、提升为民服
务能力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清
醒认识身上的重担、基层的期盼，结合
街道及村居实际，稳妥推进各项改革
任务落地见效。

会议强调，要明确工作重点，推

动改革落地见效。街道管理体制改
革涉及面广、力度空前，必须扭住
关键、抓住重点，要明确职责定位、
重塑组织架构、下沉编制资源、推
动减负提效，有组织、有步骤、有纪
律地推进改革落细落小落实。要强
化组织领导，确保改革推进有序。
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

程，必须精心组织、扎实推进。要
坚持党的领导、弄清时间节点、压
实责任分工、严肃改革纪律、强化
统筹兼顾，形成工作合力，不断完
善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民生
的体制机制。

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办公室
主任胡军波参加会议。

全市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动员大会要求

明确工作重点 强化组织领导 确保改革推进有序落地见效

本报讯 （记者 张钰） 自
10 月 12 日起，市住建局组织专
班对全市范围内在建房屋及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开展全面安全
隐患排查。

市住建局将全市65项在建
工地实行网格化分解，各排查小
组全权负责到底，紧盯安全生产
责任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
理体系建立、安全生产防护、安
全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对排查
对象全覆盖、无死角，排查内容
全包含、无遗漏。

专班充分利用“建管通”智
慧平台，实时监控城区在建项

目，对塔式起重机安全、施工现
场实时视频等方面进行线上监
管。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由市
质安站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
派遣专业检测人员分组对全市
在建项目的起重设备进行全面
检查。

“对排查出的问题和安全隐
患，我们实行清单化管理，逐一
销号，并建立长效机制，预防隐
患发生。对复工后再次出现严
重安全隐患的工地，将责令该施
工企业停止在我市全部工地的
施工，责令其限期整改。”市住建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突突突突……”水乡田园，一辆外形流畅、形似山
地车的机耕船，在水田里轻快奔跑。

田埂上，一名青年男子凝神观看“试车”，露出微
笑：这批机耕船可以出厂了。他叫邵艳华，39岁，湖北
万英机械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在万英机械，每台农机的装配、调试，下田试作业，
他都要亲眼看、亲手试。12年来，经他手送出的各类
农机有5000多台套，发送到全国各地。

从一张白纸起步，到试制研发、生产机耕船、除草
船、水上自动保洁船等农机，到盘弄出一家有规模、有
口碑的农机厂，邵艳华以超乎寻常的毅力，付出难以想
像的心血和汗水。

邵艳华从小爱琢磨。他父亲在镇农机厂上班，有
时带回一些废旧零件，他就暗暗鼓捣搞“发明”。2005
年大学毕业，他如愿进入重庆船舶重工集团从事机械
设计。3年后，他辞职回到郭河镇建华村老家，注册成
立万英机械有限公司，研制农业机械。

国内专业生产农机的厂家不多，适应江汉平原水
网湖区耕作的农机更少。有的价格贵，有的质量不稳
定，售后跟不上。

他正是看准了这一市场，才从零开始，闯出属于自
己的路——自主创业，研制适应湖区耕作的各种农机。

他以手工画图、铁锤敲打的最原始方式开始，将变
速箱、耕具和张紧轮等控制机件铆接在一起，多次试
验，造出了第一台船状机耕农机。他给它命名为“万英
机耕船”。

下地试作业，轰、轰、轰，能跑！可是，开了一会儿，咣，
前面轮子掉了；修了再启动，砰，机尾耕具又卡死了……

邵艳华仔细检查。原来是材料问题，他选的材料
太脆，轴杆一承力就硌断了。

于是，他从设计开始，从动力、运行、操纵、耕具等系统入手，将所有
手工图纸重新计算、审核，再精绘，对照图纸逐一拆装，直到找出所有

“症结”，最后上模具、做工装。
终于，第一代产品成型，有了首批订户。出厂后，根据农机手的反

馈和反复作业试验，邵艳华又研发了第二代。
第二代机耕船着眼于“性能稳定、耐用”。他试着用硬度、韧性和耐

磨性更好的铬锰钛替代普通钢，用液压系统替代皮带传输，提升动能，
增强操作便捷性。经数十次试验，获得成功。

为提升效率，他又试验把机耕船的犁状耕具换成旋耕刀具，相当于
由一把犁变成了几把犁。他先设计一个圆柱形轴杆，再在杆上加装刀
片。可是装好后一试，刀片一断好几个，而且机器跑起来左摇右晃。只
好推倒重来。

一门心思做刀具，茶饭不思，睡觉不甜。冥思苦想后他猛然醒
悟：将轴杆横截面划分成几个等份，每个等份再按3条旋转状的主轴
线均匀铸上刀具组。为防止耕刀脱落，全部用十字咬合方式整体铸
装。改、装、试……摸索一个多月，终于造出了性能稳定的旋耕式机
耕船。

批量生产投放市场后，农机手普遍叫好。可是，他又想驾驶起来更
舒适、更灵活，性能更稳定、外观更漂亮，于是不断革新、改良，先后又研
制出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机耕船，广受江汉平原地区农户欢迎。

近些年，水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强，而现有沟渠水草漫天、河道臃
塞。邵艳华意识到，这又是一个极好的市场机遇。

与机耕船研制同时起步，他尝试研发水上除草船。在他的设想中，
除草船像剃头刀一样，沿河而行，所到之处，水草尽除，割剪、收集、转运

“一条龙”完成。
根据这些需要，邵艳华画出草图，确定了“动力”“剪草刀具”“驾驶

操纵系统”等几个核心部件的铆接、互联。没有参考资料，更没有样板，
完全凭想象摸索。

他坚信，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他经常通宵达旦地绘图、打磨、修改，
再组装、测试、联调，获取一个个参数。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直至成
百上千次。有时，他干脆揣着纸笔一个人到田野上蹓跶，比划，灵光一
现立即蹲身，涂涂画画。更多时候待在车间，锯、磨、切、装，用实物反复

“试错”。车间里，试验留下的钢板，可以叠铺满地，价值60多万元。这
些钢板，“就像是我们的‘草稿纸’！”

试验、失败、再试……终于造出了第一台水上除草船，不断改进、完
善。试用两把竖式剪具替换水平剪刀，将动力箱体改成模块化结构，机
械传动改为液压传动……历时2年多，改进成型的水上除草船终于完
成。

正是凭着这种拼劲、靠着坚持，邵艳华在农机技术攻关之路上越走
越从容。

“万英”除草船先后拿到了“旋耕动力连接”等6项技术专利、获得
“刀头设计”等7项专利。2017年，除草船项目登上中央电视台《我爱发
明》栏目。“保洁船应用于河湖长制治理河流”项目，在2019年湖北省第
二届“工友杯”职工创业创新大赛中，获得“优秀项目奖”。

本报讯 （记者 李辉 通讯员 张
泽鹏） 10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离
退休老干部开展“我看美丽乡村新变化”
暨重阳参观活动，感受仙桃欣欣向荣的发
展态势，积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

献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启方，副主任
丁克勤、刘惠民、肖家邦参加考察活动。

20 多名老干部先后参观了郭河
镇建华村、胡场镇麻港集镇、剅河镇赵
湾村等地美丽乡村建设现场。大家深

入田间地头，走村入户，实地感受美丽
乡村建设取得的新成果、带来的新变
化，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的讲解，详细
了解资金来源、设计方案，管护措施等
细节，并积极建言献策。

老干部们表示，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继续
发扬“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奉献
精神，力所能及为改革发展稳定贡献力
量，助力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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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集中专项整治行动

市供电公司持续开展“关爱生命 预防
触电”用电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吁请市民遵
守电力法律法规，提高安全用电意识。图
为10月13日，公司党员服务队走进渔具经
营店，宣讲防触电安全知识。

摄影 记者 张曼 通讯员 汤济林

贤哥食品主要生产
“辣条”“鸡翅”“素牛排”等
休闲零食，每天可生产近
万箱，产品畅销湖南、四川
等地市场。图为 10 月 15
日，该企业生产线马力全
开，工人正在全力生产。

摄影
记者 刘贤双
特约记者 刘志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