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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1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10
月 15 日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军民融合发展法
治建设的意见》。习近平强调，强化责
任担当，狠抓贯彻落实，提高法治化水
平，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协同创新，
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民融
合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王沪宁、韩正出席
会议。

会议认为，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问题
导向，强化顶层设计，全面改革创新，积
极探索实践，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会议强调，要抓好《关于加强军民
融合发展法治建设的意见》贯彻实施，
完善法律制度，推进军民融合领域立
法，尽快实现重点领域立法全覆盖。要
提高立法质量，立改废释并重，及时修
改、废止不适应实践需要的法规文件，
增强法律制度时效性、协调性、可操作
性。要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在法律范围
内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大幅度
精简审批事项，降低准入门槛，降低制
度性成本，释放社会生产力。要坚持依
法决策，确保决策科学、程序正当、责任
明确。

会议指出，要加快职能转变，降低
准入门槛，优化付款、退税、资质办理
等流程，降低制度性成本，释放社会生
产力。对需要公众参与的事项，要依
法有序公开。要营造公平环境，推行
竞争性采购，引导国有军工企业有序

开放，提高民口民营企业参与竞争的
比例。要按照规则公平的要求，完善
投资、税收、评标等方面的政策，把权
利保护贯穿于军民融合发展立法、决
策、执法、司法各环节，有效维护各类
主体合法权益。

会议强调，战略性重大工程是推动
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要着力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立足最复杂、最困难的情
况，以工程建设为牵引，集中优势力量
协同攻关，早日取得突破。要扩大国产
技术和产品规模化应用，更多立足国
产产品开展研制，在使用中不断迭代
优化，进而带动国家整体创新实力提
升。要提高工程建设效益，统筹配置资
源，努力实现整体性能最优、综合效益
最大。

会议要求，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统一协调
相关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项目，统
一调动所需的人、财、物等创新资源，形
成整体合力。各有关部门和地区要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发扬
钉钉子精神，实干苦干，不断取得军民
融合发展新成效。要加快工作机构建
设，尽快实现机构到位、职能到位、人员
到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敢于啃硬
骨头，积极开展创新实践。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把抓军民融合发展任务落实作
为重大政治责任，自觉在大局下把方
向、定政策、抓落实，勇于革故鼎新，坚
持埋头苦干，不断开创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委
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本报讯 10 月 15 日 ，市 委 副 书
记、市委党校校长黄林沐以《黄山市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思考》为题，为
市委党校 2018 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学
员授课。

黄林沐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
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对黄山来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一个发展的
新窗口。希望大家把乡村振兴这个时
代课题想清楚想明白，更好推动改革创
新、政策结合、规划实施、任务落实等工
作，激活我市乡村发展的无限潜力，推动
我市乡村振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黄林沐强调，要深刻理解乡村振
兴战略的时代意义，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深
刻理解中央和省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安排部署，准确把握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工作要求，不断增强责任感、紧

迫感和使命感，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切
实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
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
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黄林沐强调，我市农业资源丰富，
传统文化厚重，基础建设完善，生态环
境优美，区位优势明显，必将孕育出乡
村振兴的强大动能。我们要以乡村振
兴“六有”思路为总遵循，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抓手，推动乡村环境美、人气旺；以
农业农村现代化为重点，推动乡村产业
美、生意旺；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
动乡村民风美、文化旺；以治理体系创
新为关键，推动乡村秩序美、生活旺，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在乡村振兴中展
现新担当新作为，努力实现我市乡村
振兴战略的良好开局。要加强和改进
党对“三农”工作的指导，以责任落实
加强党的领导，以深化改革推动要素
集聚，以激励评比浓厚振兴氛围，以执
纪问责保障工作推进，为实现乡村振
兴提供坚强保证。 ·刘晨 杨育童·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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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致信祝贺西藏民族大学
建校 60周年，向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和
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西藏民族
大学建校以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为党
和人民、为西藏各项事业发展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西
藏民族大学 60年来取得的成绩，是在
党的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西藏各族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生动体
现。

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希望你们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教
育教学水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
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
结，全面推进学校各项工作，努力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
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西藏民族大学坐落在陕西咸阳，
前身为 1957年中央指示创办、1958年
开学的“西藏公学”，是西藏和平解放
后党中央在祖国内地为西藏创办的第
一所高等学校。

10 月 11 日，秋风和畅，阳光温暖，
黄山日报全媒体“走转改”采访小分队
走进休宁县龙田乡江田村，实地采访
该村从省级贫困村成为省级美丽乡村
的蜕变历程。

和很多贫困村一样，江田村产业
基础薄弱，经济相对落后，青壮劳动力
普遍选择外出务工。要将这样一个村
庄打造成美丽乡村谈何容易，而该村

不仅没有因自身不足而踌躇不前，反
而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建成了省级美
丽乡村。

采访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驻村
扶贫工作队和当地干部群众脱贫摘帽
的信心、决心：在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的
同时，把产业扶贫作为摘“穷帽”、拔

“穷根”、实现长远发展的根本之策，发
展泉水鱼、茶叶、笋干等优势特色主导

产业，切实把脱贫攻坚的工作重心由
精准识别转移到产业扶贫上来，产业
发展欣欣向荣。

而随着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村民
的物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精神扶
贫”的紧迫性也逐渐凸显出来：有的
群众脱贫主动性不足，对政策依赖性
太强，“等靠要”思想严重；有的群众
物 质 上 富 裕 了 ，文 化 生 活 却 单 调 贫

瘠，各种攀比、奢侈、浪费等陋习有蔓
延趋势。面对这些新问题，驻村扶贫
工作队把精神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
重要任务，更加关注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乡风民俗是否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此有温
度的扶贫工作，更加激发了村民们脱
贫致富的精气神。

让 物 质 扶 贫 和 精 神 扶 贫 并 驾 齐
驱，让物质充裕和精神丰沛相辅相成，
江田村就是一个示范。

只 有 精 神 扶 贫 和 物 质 扶 贫 两 手
抓，两手硬，扶贫攻坚战才会取得真正
胜利。

本报全媒体走转改采访小分队

习近平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贯彻落实
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黄林沐在市委党校授课时要求

在乡村振兴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习近平致信祝贺西藏
民族大学建校 60周年

深秋的阳光从高高的山尖上照进
村庄，皖浙交界处休宁县龙田乡江田
村格外温暖和煦。阳光下，三五成群
的村民悠闲地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话
说丰年。

干净，这是江田村给记者的第一
印象。这里屋舍靓丽、街巷整洁、溪流
清澈、绿植葱茏，公路两旁各种花草盆
景点缀，清新雅致。“以前是省级贫困
村，现在叫省级美丽乡村。”江田村第
一书记游振涛告诉记者。从省级贫困
村到省级美丽乡村，这几年，江田的变
化很大。

昔日，这个仅 500 多人口的小村
庄，因交通不便、产业发展受限、基础
设施跟不上等原因，曾被“挂号”为省
级贫困村。2014 年，市委宣传部作为
江田村对口联系帮扶单位，选派干部
到村担任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
长，由此开启了江田脱贫致富的新篇

章。
发 展 产 业 是 脱 贫 攻 坚 的 根 本 出

路。“既要坚持市场导向，也要考虑地
方实际；既要确保相对经济效益，也要
确保相对持续稳定。”扶贫工作队与村
两委一同谋划如何扭住产业的“牛鼻
子”，让江田走上一条可持续脱贫的新
路子。

江田村是钱江源头第一村，为水
流三州（徽州、衢州和赣州）之地，一湾
碧澈的源头活水为发展泉水鱼养殖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015 年，该村
成立泉水鱼养殖协会和泉水鱼专业合
作社，鼓励发动全村农户特别是贫困
户修建泉水鱼塘，加入合作社，发展泉
水鱼产业。3 年过去了，全村 42 口鱼
塘开始收益。“光养殖泉水鱼一项，每
年村集体经济多了近 3万元的收入，带
动 了 32 户 贫 困 户 ，户 均 增 收 一 两 千
元。”游振涛说，明年该村将建一座鱼
庄，增加产业附加值。

近年，随着泉水鱼的名气越来越
大，慕名来买鱼、吃鱼的人越来越多，
鱼的价格达到了每斤五六十元，成为
村集体经济和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之
一。“我们只管养，销售是不愁的。”贫

困户吴松发砌筑了 6口鱼塘，不仅拿到
了一次性养殖补贴，每年卖鱼还能多
挣一万多元。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产业发展拓
宽了江田致富的路径。不仅是泉水鱼

产业，村里还成立了茶笋专业合作社，
新建村集体烘干加工厂、现代化茶厂，
对当地农特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形成
特色产业优势。

（下转第二版）

江田村：从贫困村到美丽乡村的华丽转身
□ 本报记者 袁玉灵

让 扶 贫 更 有 温 度
记者手记

图为休宁县龙田乡江田村泉水养鱼基地。 樊成柱/摄

10 月 14 日，歙县军民融合产业园
项目成功签约，标志着该县在军民融合

产业和汽车电子产业发展迈出了重要
一步，有利于歙县引进和孵化先进装备
制造、新能源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制造
等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资 10 亿元，是一个
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
聚集的综合性管理运营平台，计划 5年
内累计完成孵化、引进企业 30 家以
上。 ·方凯 侯侃·

军民融合产业园项目落户歙县

在 10 月 14 日落幕的 2018 年安
徽省龙舟公开赛及总决赛中，徽州区
龙舟队勇夺安徽省龙舟公开赛冠军
及总决赛冠军。

据悉，本次比赛由安徽省水上运
动管理中心主办。比赛分 2018年安
徽省龙舟公开赛和第五届全省高校
龙舟公开赛两个组别进行，最后进行
总决赛。来自全省龙舟公开赛各站

比赛第一名的单位（6队）以及省内有
关高校（12队）共 18支代表队参赛。

徽州区龙舟代表队不畏强手，敢
于拼搏，最终以 200 米直道赛 50 秒
99和 500米直道赛 2分 11秒 53的积
分总成绩获得安徽省龙舟公开赛冠
军及总决赛冠军，再次展示了我市运
动健儿的精神风貌和良好风采。

·姚宁静 李静雯·

徽州区龙舟队勇夺省龙舟总决赛冠军
本版责任编辑/王翠竹 E—mail:hsrbzbb@163.com

10 月 11 日，在屯溪区帅鑫园区内的黄山良业阀门有限公司装配车间内，技
术人员正在组装调试智能型阀门电动执行器。

据了解，该产品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全新“拳头”产品，扭转了过去国内
市场基本依赖进口的局面，也为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促进转型升级注入了强
劲动力。截至目前，企业今年已经完成产值 1500 万元，同比去年增长 30%左右，
其中这款产品就占了企业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

路向荣 徐臻/摄

“拳头”产品引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