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IZHOU RIBAO2021年 5月

辛丑年四月十一

22
第 9724期 今日 4版

星
期
六

中共随州市委机关报
随 州 日 报 社 出 版

国内统一刊号：CN42—0026 邮发代号：37—52 E-mail:szrbs@21cn.com

随州新闻网：http://www.suiw.cn
随州论坛：http://www.szbbs.org

编审：陈晓林 编辑：陈长军 毛传荣 检校：唐天才 版式：敖翔地址：随州市曾都区编钟大道1号 邮编：441300 随州地区天气：小雨 温度：20℃至 26℃

温馨提示：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用公筷；行车慎为本、开车礼当先；车不超速、人走行道；消防安全齐参加，预防火灾靠大家；
生产再忙，安全不忘。 （随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随州市安委会）

距辛丑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开幕还有 天15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向
凯君）5月 20日—21日，省委依法治省
办第三督察组组长、省公安厅党委委
员、副厅长董煜华率省委依法治省办
第三督察组一行，来我市开展法治建
设“三项重点工作”实地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中期督导。督察组先后到曾
都区、广水市及部分市直部门进行了
督导，并听取我市整改工作汇报。

市委副书记、市长克克汇报我市
整改情况。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甘国
栋主持汇报会。副市长、市公安局长
熊桢，省委依法治省办第三督察组全
体成员参加活动。

2020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5 日，
省委依法治省办第三督察组进驻我
市，开展了法治建设“三项重点工作”
实地督察。今年 1 月 22 日，督察组向

我市反馈了督察意见。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以最坚决
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严格的标准、有力
的措施，全力推动整改落实。截至目前，
31项整改任务已基本完成 25项，其他任
务正在有序推进，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果，有力促进了全市法治建设水平的
提升。

省督察组对我市法治建设“三项重
点工作”前期整改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强
调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压紧压
实工作责任，不折不扣完成整改任务。
要强化担当履职，认真分析问题、拿出过
硬措施，将法治建设“三项重点工作”督
察事项整改纳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
治建设重点任务，及时研究解决整改过
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推动整改工作取得
扎实成效。要强化统筹协调，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对照整改责任清单，明确责
任主体和整改时限，确保整改工作不
留死角。要坚持标本兼治，继续在落
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打造法
治政府、学法普法用法等工作上下功
夫，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法治随州。

克克在汇报时表示，随州将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
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法治建设部
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
果导向，以法治建设工作督察为契机，
抓紧抓实督察反馈交办问题整改，切
实巩固整改成果，提升整改质效，深入
推进法治随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
体建设，为打造“汉襄肱骨、神韵随
州”、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法治保障。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5 月 21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
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
方案》、《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改革的意见》、《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
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意见》。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加快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要用好科技成果
评价这个指挥棒，遵循科技创新规律，

坚持正确的科技成果评价导向，激发科
技人员积极性。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
的重中之重，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
学校教书育人主体功能，强化线上线下
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要强化基本
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深化医疗服务
价格改革，建立合理补偿机制，稳定调
价预期，确保群众负担总体稳定、医保
基金可承受、公立医疗机构健康发展可
持续，提高医疗卫生为人民服务质量和
水平。要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
加强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衔接，
进一步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发
挥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导向作用。要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
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部署推进科技评价体系改革，聚焦

“四个面向”的科技成果评价导向逐步
确立，激励创新的环境正在形成，带动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同时，
分类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指标单一化、标准定量化、结果功利化
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 5月 21 日电 5 月 21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北京以视
频方式出席全球健康峰会，并发表题为

《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
讲话。

习近平指出，一年多来，新冠肺炎疫
情起伏反复，百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大
流行仍在肆虐。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
济增长，是国际社会首要任务。二十国
集团成员应该在全球抗疫合作中扛起责
任，着力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提出 5点意见：
第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抗

击疫情是为了人民，也必须依靠人民，必
须以极大的政治担当和勇气，以非常之
举应对非常之事，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
命价值和尊严，保证人民群众生活少受
影响、社会秩序总体正常。

第二，坚持科学施策，统筹系统应
对。要统筹药物和非药物干预措施，统
筹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应急处置，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二十国集团成
员要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维护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畅运转，继续

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
的脆弱国家。

第三，坚持同舟共济，倡导团结
合作。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理念，坚决反对各种政治化、标签
化、污名化的企图。搞政治操弄丝
毫无助于本国抗疫，只会扰乱国际
抗疫合作，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
大伤害。

第四，坚持公平合理，弥合“免
疫鸿沟”。要摒弃“疫苗民族主义”，
解决好疫苗产能和分配问题，增强
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疫苗研发和生产大国要负起责任，
多提供一些疫苗给有急需的发展中
国家。多边金融机构应该为发展中
国家采购疫苗提供融资支持。世界
卫生组织要加速推进“新冠肺炎疫
苗实施计划”。

第五，坚持标本兼治，完善治理
体系。要加强和发挥联合国和世界
卫生组织作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更好反映发展中国家合理诉求。要
提高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能力、重
大疫情救治能力、应急物资储备和

保障能力、打击虚假信息能力、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支持能力。

为继续支持全球团结抗疫，习近平
宣布：

——中国将在未来 3年内再提供 30
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
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已向全球供应 3 亿剂疫
苗，将尽己所能对外提供更多疫苗。

——中国支持本国疫苗企业向发展
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开展合作生产。

——中国已宣布支持新冠肺炎疫苗
知识产权豁免，也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等
国际机构早日就此作出决定。

——中国倡议设立疫苗合作国际论
坛，由疫苗生产研发国家、企业、利益攸
关方一道探讨如何推进全球疫苗公平合
理分配。

习近平最后强调，让我们携手并肩，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
同守护人类健康美好未来！

全球健康峰会由二十国集团主席国
意大利和欧盟委员会联合倡议举办。会
议以视频方式进行，主要讨论合作应对
疫情、加强今后大流行防范等问题。

习近平出席全球健康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5 月
18 日至 20 日，市委书记钱远坤带队赴
京，拜访新兴际华集团党委副书记、董
事、总经理贾世瑞，中国建材集团总经
理曹江林和北新建材董事长王兵，字
节跳动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封
开许，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朱
德权，就进一步加强双方在相关领域
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在与贾世瑞会晤中，双方回顾了
新兴际华在随合作项目推进情况，就
提升汽车铸件生产规模、推动应急装
备研发创新等方面交换了意见。双方
一致认为，新兴际华与随州在应急产
业发展战略及举措上高度契合，将持
续深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合作。双
方将于今年寻根节期间，共同主办应

急装备创新论坛。
在与曹江林和王兵会晤中，双方

就推进合作意向加快落地交换了意
见。钱远坤说，随州的资源禀赋、产业
基础、交通区位等与北新建材的产业
布局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在新型建筑
材料、物流园区建设等方面加强合
作，尽快推动洽谈项目取得实质进
展。曹江林和王兵表示，将加强与随
州对接，推进相关项目尽快在随州落
地见效。

在与封开许会晤中，钱远坤一行
参观了字节跳动公司展厅，对字节跳
动不断用技术催生蝶变、用智能改变
生活、用情怀回馈社会的发展历程表
示钦佩。钱远坤表示，希望字节跳动
在推介文化旅游资源、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与随
州开展深度合作。封开许及远程端武
汉区域负责人对此积极回应。

在与朱德权会晤中，钱远坤一行
详细了解了清华工研院科技成果转化
孵化的成功经验，考察了亿华通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研制情况。钱远坤感谢
朱德权长期以来对家乡随州经济社会
发展的关心支持，希望借助清华工研
院在创新、机制、人才、金融等方面的
优势，在随设立分支机构，推动孵化成
熟项目落地实施，助力“汉襄肱骨、神
韵随州”建设。

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吴丕
华，市政协副主席周峰，市经信局、市
驻京联络处、曾都区、随州高新区负责
同志等参加活动。

钱远坤赴京拜访新兴际华北新建材
字节跳动清华工研院领导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强调

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开展法治建设“三项重点工作”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中期督导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

省委依法治省办第三督察组来我市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5 月
21 日，市委书记钱远坤主持召开市委
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忠林来随调研
时的讲话精神，审议《中共随州市委
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随州高新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意 见》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实施方
案》，研究有关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卫东，市委
常委杜文清、林常伦、甘国栋、张卫、刘
宏业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立足我市水情实际，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积极争取更多政策、项目和资金
支持，加快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加
快推进鄂北水资源配置二期工程建
设，加大配套建设力度，不断提升我市

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王忠
林同志来随调研讲话精神，打好产业
优化升级攻坚战，推动特色优势产业
补链延链强链，以技术改造、科技创新
等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打好
农业产业化攻坚战，聚力农业产业化，
激发农业发展新动能、新活力，加速推
动随州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迈进；
打好招商引资攻坚战，掀起招商热潮，
提高招商质效，狠抓招商入库；打好企
业服务攻坚战，在转变作风、再造流
程、优化服务等方面再下功夫，努力打
造更优营商环境，让企业留得住、活下
来、发展好。要科学精准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做到防控不松懈、发展不停
步。

会议指出，制定出台《关于促进随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是加快随州高新区高质量发
展、提升随州城市能级的重要举措。

要聚焦高新区“高”“新”发展定位，持
续提升创新能力，加快推动优势产业
延链补链强链，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做大做强产业集群；要强化要素
保障，健全保障协调机制，加强财政
金融支持，完善畅通项目及资金申
报、拨付机制和渠道等；要深化管理
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授权事项清单制
度，建立政府部门服务事项及时跟进
机制，支持高新区探索新型治理模式
等，把高新区建设成为全市创新发展
引领区、工业倍增核心区、产城融合示
范区。

会议要求，“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内容，
要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党员领导干部
要牵头领办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广大
党员要立足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用心用情用力把为民实事办实、好事
办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加快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用水安全
做优做强产业园区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通讯
员张志）近日从广水市交通部门获悉，
备受当地市民关注的应山河大桥拆除
重建项目旧桥已全面拆除，新桥施工
全面启动。

广水市应山河大桥是 346 国道上
的重要交通桥梁，是广水应山街道办
事处城区重要跨河大桥。老桥原宽
12.5 米 ，为 2 车道 ，投入使用了近 20
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该桥交

通量日渐增加，旧桥已无法满足车流
通行需求，且旧桥多次被洪水淹没，出
现了安全隐患。4 月 20 日，广水市全
面启动旧桥拆除、原址建新桥项目。

新建应山河大桥全长 186米，桥面
宽 27 米，为双向 4 车道，桥两侧分别设
有人行道、非机动车道。项目总投资
2740 余万元，资金来源为上级补助和
地方自筹。该桥采用双塔双索面斜拉
桥造型，主塔采用抛物线型钢管拱，达

到“一桥一景”的效果；斜拉索与主塔
相互依靠，寓意作为双拥名城的广水
市军民紧紧相拥。

目前，旧桥已完成拆除，新桥建设
正在进行桩基作业。施工现场采取全
封闭模式，过往车辆和行人可沿军民
一路经应山河车行桥沿迎宾大道绕
行。新桥将于 2022 年春节前建成通
车，届时有效缓解应山城区交通拥堵
现状，大大改善区域交通通达性。

2022年春节前建成通车

广水应山河大桥拆除重建全面动工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5 月
21 日，随州市培育镇域“小老虎”现场
会暨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
曾都区何店镇举行。市委书记钱远坤
出席活动并讲话，强调要主动作为、奋
发有为、担当善为，持续转变工作作
风、优化营商环境，抓紧抓实抓细各项
重要工作安排，奋力打造有名有实、形
神兼备的“小老虎”，推动镇域经济整
体跃升，努力壮大“众星拱月”发展矩
阵，加快建设“汉襄肱骨、神韵随州”。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卫东，市领
导林常伦、甘国栋、吴丕华、张卫、韩锐
出席活动。林常伦主持现场会和开工
活动。

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汉襄肱

骨、神韵随州”建设。聚力城市品质提
升，以神韵随州补短板品质提升三年行
动为抓手，加快补齐城市建管短板，不断
提升城市文明水平，打造“内外兼修”的
产业新城、生态绿城、文旅名城。聚力园
区建设，把技改创新作为最现实的生产
力、把混改嫁接作为最有效的招商模式、
把平台改造作为最有潜力的风口、把园
区改创作为提升城市能级的最大引擎，
推动产城融合发展，打造高质量发展增
长极。聚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压紧
压实招商责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完善
招商引资政策，突出产业链招商、回归招
商、“头部企业”招商，做好建链、延链、补
链、强链文章；加大项目谋划、争取、推进
力度，健全完善项目推进机制，推动更多

项目早日落地见效。
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县域争百

强，千方百计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培育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进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要加快培育镇域“小老虎”，
坚持规划引领，依托资源禀赋、基础优
势，做大特色产业，打造亮点区块，连
点成线、连线成片打造美丽乡村，推动
镇域经济多点发力。要因地制宜探索
设立“人民公司”，打造具有市场功能
的集体经济、具有民生性质的市场主
体，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努
力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下转第二版）

主动作为奋发有为担当善为
奋力打造有名有实形神兼备的镇域“小老虎”

全市培育镇域“小老虎”现场会暨二季度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何店镇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