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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今年1至8月，安顺市公安机关
共破获毒品案件160余起，抓获毒品
犯罪嫌疑人200余名；建立禁毒网格
70 余个，新增吸毒人员同比下降
30.53%，其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新
增吸毒人员下降32.35%，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执行率、戒断巩固率持续提升。

全市已累计开展禁毒宣传1454
场次，设立固定禁毒宣传标语、广告
4285条，在高速公路、高铁站、城区主
干道设立高杆广告15块，建立学校禁
毒园地、长廊、图书角320个，建立禁
毒示范街区、主题公园、广场44个，运

用传统媒体和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
新媒体广泛发布创建工作动态1000
余条，点击关注量近50万人次。

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全国禁
毒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坚持党委、政
府统一领导，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共
同参与，不断加强组织保障、强化禁
毒队伍建设、全覆盖立体宣传、狠抓
本地打击、真情帮扶管理……多措并
举全力推动禁毒人民战争向纵深推
进，全力遏制毒品问题蔓延，为人民
群众和谐稳定生活环境护航。

（详情见第十版）

9 月 26 日，航拍贵
州安顺黄果树瀑布（无
人机拍摄）。

当日，受强降雨及
上游来水的影响，黄果
树瀑布迎来 2018 年入
秋以来最大洪峰，流量
达到 376 立方米每秒。
为确保游客安全，黄果
树景区封闭了部分观赏
区域和路段。

□古尚台 记者
卢维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兰） 9月 26日，
2018年安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代表小组活动开展，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赵贡桥参加活动。

此次代表小组活动主题为“聚力脱
贫攻坚 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以实地
调研和座谈讨论的方式进行。

调研中，小组代表们走进西秀区华
西办竹林村藤椒种植基地和欢喜岭村
工业园区，详细了解了各调研点发展规
划、产业布局、产值、与贫困户利益联结
机制等情况。

座谈会上，在听取华西办事处脱贫
攻坚产业发展情况介绍后，代表们从各
自职能角度和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出
发，对华西办事处脱贫攻坚工作提出了
意见建议。

赵贡桥在发言中指出，华西办地处
西秀区城郊，作为典型的城中村，不仅
工业产业发展成气候，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也有规模。在推进脱贫攻坚、促进农
民增收和改革发展等方面理念新、力度
大、效果好。

赵贡桥强调，西秀区成功退出国家

贫困线，在倍感振奋的同时，要继续加
大脱贫攻坚力度不松懈，注重短期、中
期和长期产业的协调发展，确保短期见
效的产业能够持续产生效益，中、长期
见效产业不断稳固推进。要努力推动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发
展相结合，防止返贫现象发生，不断提
升脱贫成果，加快全面小康建设进程。
要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勇于探索发展
道路，高起点做好规划建设，不断加大
环境整治和城市形象改善力度，使生态
环境和城市建设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求。要在壮大本地产业规模的
同时，积极开拓对外市场，寻求战略合
作；政府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服务、扶持
好企业，另一方面要注重培养企业反哺
社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共同努力
助推我市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要
进一步增强安全维稳意识，解决防范可
能出现的发展与稳定之间的矛盾；不断
完善消防等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我市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同步小康奠定良好的基础。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在中央
电视台建台暨新中国电视事业诞生6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
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全体干部职工、全国广大电视工作
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电视事业是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60年来，广大电视工作者在党的领导
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宣传党的主张，反映
人民心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
党和人民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
建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积极推
进深度融合、优势集聚、资源共享，深入
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着力打
造精品力作，创新对外宣传，为人民提
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向世界展现了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习近平希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全国广大电视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统筹广播与电
视、内宣和外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锐意改革创
新，壮大主流舆论，努力打造具有强大
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
型主流媒体，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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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
京举行纪念大会，会上宣读了习近平
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大会并讲话。他
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自觉担当新的使命任务，锐意改革创
新，提高质量水平，努力打造国际一流
新型主流媒体，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作出新贡献。

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负责人和
职工代表、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发言。

中央电视台成立于1958年5月1
日，现开办41个频道，年播出32.9万小
时，是全球唯一使用6种联合国工作语
言不间断对外传播的电视媒体。今年
3月，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整合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今年是安顺学院建校80周年。
八十年的办学历程，安顺学院栉风沐
雨，历经沧桑。校名几经更改，校址几
经变迁，停办、复办，几经磨难，几多艰
辛。八十年来，安顺学院为社会培养
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们在各条战线上
发挥着突出的作用。

安顺学院始创于风雨如磐的
1938年，最初校名为“管理中英庚款
董事会黔江师范学校”（简称黔江师范
学校）。2006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

学校升格改建为安顺学院。80年来，
安顺学院积极办学，茁壮成长，学校发
展到现在设有16个二级学院、4个教
研教学部、8个教学科研辅助机构。

近年来，安顺学院坚持依法治校
方针，走特色兴校之路，努力推进协同
创新。大力实施“质量立校、特色兴
校、人才强校、科研促校”战略，全面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社会服
务能力，学校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

（详情见第十一版）

安顺学院喜迎建校80周年
□本报记者 石江寒

刷牙只接半杯水
把垃圾分门别类的进行整理
去超市带上自己做的环保购物袋
把废旧的汽水瓶子做成精美的手

工艺品……
近年来，随着我市生态文明主题

教育工作的全面铺开，生态文明教育
正在成为社会共识，越来越多的市民
开始走出家门，成为生态环保理念的
践行者、推广者。

课堂是生态文明教育的主阵地。
我市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纳入重要议
事日程，要求各县区、市直学校把生
态文明建设内容纳入学校教学内容，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须开设环境教育
课程，且每学年不少于12课时。并
组织各学校积极编写生态文明教育校
本教材，开好生态文明校本课程。让
生态文明建设教育进校园、入课堂，推
动全市中小学生态文明教育不断向纵
深发展。

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就是我市首
批开设生态文明校本课程的学校之
一。2017年，安顺一中率先在高二文
科班由学生自主选择组建了《环境教
育》校本课程班，由张克芳地理名师工
作室承担该课程的教学，课程围绕绿
色消费、低碳生活、保护耕地、节约资
源、垃圾回收等内容，分专题、按学段
循序渐进进行教学，受到了学生的一
致喜爱。

“绿色教育对于促进国家的绿色
发展、保护社会的环境安全、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
克芳老师说道，校本课程的开设，既有
利于拓展教师的视野，锻炼教师的能
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对生态文明建
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环境道德意识
的培养，丰富学生的环保知识，使学
生的生态保护意识与保护行为形成
一致。

除开设校本课程，我市各级各类
学校还充分挖掘各门学科生态文明的
教育内容，将生态文明教育全方位地
渗透到学科教学中去。如对科学、社
会、语文、化学、生物、音乐等的课本内
容进行分析、归类，选出了有关生态文
明的篇目，适当地进行补充和扩展，使
这些课文的教学与生态文明教育有机
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
过程中，树立环境保护意识，从而推进
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

惟创新者恒强，惟实践者有成，要
想把“绿色”的种子真正种进心里，最
终要靠实践。在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
工作中，我市结合当前全市的创建工
作情况，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生态文明
教育和志愿者服务活动，大力营造浓
烈的环保宣传教育氛围，努力打造生
态文明教育特色。

2017年3月，安顺市中小学生环
境教育实践基地正式挂牌成立，基地
分别设在安顺市绿色动力垃圾发电厂
和安顺市污水处理厂。

在“世界地球日”、“世界卫生日”、
“世界洗手日”、“植树节”等重要时节，
我市积极组织开展“低碳生活进校
园”、“关爱地球、保护家园、绿色环保、
从我做起”、“除四害活动”、“春植树造
林计划”、“城乡环境整洁行动”等主题
实践活动和纪念宣传活动，号召学生
践行环保、服务环保、宣传环保，做生
态文明的倡导者、绿色家园的建设者
和保护环境的践行者，让学生将所学
到的生态环保知识落实到生活学习
中，落实到行为习惯上。（下转2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电视台建台
暨新中国电视事业诞生60周年

强调锐意改革创新 壮大主流舆论
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我市全力推进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 伍水清

安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代表小组活动走进西秀区华西办

生态教育伴成长
——我市扎实推进生态文明主题教育工作

□本报记者 康馨月

黄果树瀑布迎来今秋最大洪峰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主要内容见3-8版。）

推进乡村振兴的行动指南
——解读乡村振兴战略首个五年规划亮点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