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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清江方山建最长悬崖玻璃栈道,全长 236 米, 4
月 26 日对外迎宾,这个可眼观四方美景，尽享惊险刺激
的玻璃栈道,与谷底高差166米，是国内目前最长的绝壁
玻璃栈道,美得让人惊吓、惊叫、惊叹。 （本报综合）

国内最长绝壁玻璃
栈道迎宾

2020尾中华鲟昨放流长江
首次使用卫星标记监测

4月24日，中国三峡集团和宜昌市政府在宜昌胭脂
园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举办第58次中华鲟放流活动，
2020尾大规格全人工繁殖子二代中华鲟放流长江。

此次放流的中华鲟为2009年以来五个年份繁殖的
鱼种，年龄梯队为历年最全，平均体长和体重再次刷新
长江中华鲟放流史上的纪录，其中最长的一条中华鲟体
长达1.8米，体重达40千克。

除了沿用以往的体外T型、PIT和体内植入声呐标
记外，今年还率先采用了卫星标记技术。卫星标记悬挂
于中华鲟体表，分别设置在放流后70天、90天、120天和
150天后脱落，并自动浮出水面链接卫星，发回洄游路径
水温、盐度及轨迹等相关信息。

此次卫星标记技术的使用，意味着人类将首次初步
获取中华鲟海洋生活信息，对揭示中华鲟洄游习性与环
境的相关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华鲟被誉为“水中大熊猫”。多年来，三峡集团和宜
昌市持续开展中华鲟放流活动，中华鲟放流数量已超过
500余万尾，其中全人工繁殖子二代中华鲟17000余尾。

湖北省重点旅游项目——荆州关公义园建设工程已
到了最后冲刺阶段，由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先生设计的世
界最大关公雕像，正层层撤去脚手架，露出伟岸雄奇的真
容。今年6月，荆州关公义园将建成开放，为古城荆州增
添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

关公雕像总重5000吨，高58米，相当于19层楼高，
外贴4000多片纯青铜，耗费青铜1200吨。仅关公手中
大刀就重136吨，需500吨级吊车才能顺利吊起。在荆
州古城东南的护城河畔，这尊关公圣像威风凛凛，栩栩如
生，它的脚下，是投资15亿元建设的关公义园。

关公雕像如何承载总重5000吨的青铜？
荆旅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五位权威专家的反

复论证，他们采用打桩加沉降层的办法解决。这样一来，
整个建筑的基础非常稳定。即使有少许下沉，也是整体
下沉，不会出现倾斜等情况。同时，关公铜像所有的脚手
架全部采用双钢管，虽然成本增加，但比常规的单管更稳
定。

目前，总高48米的关公圣像主体部分已经全部完
成，四月底全部安装完成。

据介绍，关公义园内的园林景观、管网铺设等大部分
配套工程已接近尾声。关公雕像基座内是一个中空的剧
场，目前舞台已初具规模，表演设备已经安装完成，剧场
内部装修也基本完成。 （本报综合）

荆州“世界之最”雕像横空出世
总重5000吨

21日上午，黄石市卫计委召开专题
会，肯定和倡导黄石市中心医院取消门诊
成人输液的做法，向过度输液说“不”。

18日，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
在湖北省率先取消门诊成人输液，这意味
着该院运行60年的门诊成人输液将成为
历史，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引起广泛
关注和好评。

黄石市中心医院执行院长胡亚华说，
取消门诊输液并非取消医院的所有输液
治疗，如果患者出现吞咽困难、呕吐、严重
腹泻等，以及病情发展迅速，确需输液的
病人可以转急诊科进行治疗，或住院观察
治疗。对于平诊无需输液的成人患者，医
院可以说“不”。

“能吃药不打针，能肌肉注射不静脉

输液”，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合理用
药原则。静脉输液是公认的最危险的给
药方式，尤其是抗生素的滥用，增加耐药
细菌，导致无药可用。

鄂东医疗集团总院长张杰说，在门诊
看病，70%的输液是不必要的，可改用口
服药。黄石市中心医院作为湖北省首家
叫停门诊成人输液的医院，这是一个好的

开端，希望更多的医院参与，共同遏制过
度输液，引导患者合理就诊，提高患者看
病的品质和安全。 （本报综合）

4月21日，武汉市公共服务和社会资
本合作促进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大
会（简称促进会）在武汉市会议中心召
开。会上，选举武汉市市值管理有限公司
当选第一届促进会会长代表单位。

武汉作为中部崛起的特大省会城市，

一直以来都在率先宣传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 作 模 式（public-private-partner-
ship，简称PPP）。促进会发起人之一、筹
备组组长陈骏涛认为PPP不是教条，而是
一种方法，一种新型发展模式，一种思维
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

论。促进会的成立，正是顺应了时代的发
展趋势，是解决PPP事业咨询服务、资料
学习、资源共享的平台。

会上，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PPP专
家谷卫彬博士作了主题演讲，他表示促进
会的成立是武汉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中一件大事，标志着武汉市PPP项目工作
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谷卫彬表示,PPP
项目的落地和实施，还需要结合当地的实
际情况，尤其是需要听取项目当地专家学
者的专业意见，才能有效保障PPP项目的
顺利进行。

全国首家PPP促进会在武汉成立

黄石医院率先取消门诊成人输液

路口镇推进“一带
一廊”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沈二民、陈文雅、卢晓霞、沈君
报道：今年以来，崇阳县镇党委、政府全面推进“一带
一廊”发展战略。

该镇对金沙全域封山育林，保持原生态景观，大
力推进樱花带、红豆杉带、银杏带等自然旅游景观带
建设，将25家干休所权属收归集体，通过整体开发
盘活存量资产，通过招商引资对干休所进行改造升
级。

该镇规划建成环白羊山绿色经济走廊，在田铺、
白羊、下岩、棠棣、团山、洋港、桥边、泉口等村新建油
茶基地5000亩，在金沙和雨山片新建5000亩楠竹
基地，在田心片新建500亩油牡丹基地。

集镇建设再造
一个新路口

本报讯 通讯员沈二民、陈文雅、卢晓霞、沈君
报道：今年以来，崇阳县路口镇把新集镇建设作为重
点工作来抓，省横路线绕镇发展大道和路口新街将
呈“人”字形拉开路口集镇“大三角”发展框架，再造
一个新路口。

全镇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集约节约用地的
原则，在200亩发展区按功能分区分别规划建设行
政区、商业区、休闲区、公共服务区等，逐步形成水电
气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到位、商贸物流网点布局合理、
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功能齐全的

“路口新区”。路网修通后，镇公租房、福利院、派出
所、工商所等行政单位将入驻新区，同时规划建设一
座大型文化广场和停车场，新区绿化、亮化、美化工
作同步进行。

路口镇力争今年
脱贫率35%以上

本报讯 通讯员沈二民、陈文雅、卢晓霞、沈君
报道：今年以来，崇阳县路口镇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县
委县政府精准扶贫“36580”行动计划，扶智强一批，
扶业富一批，扶迁稳一批，扶病帮一批，扶养保一批。

镇、村扶贫专班与驻村帮扶工作队无缝对接、密
切配合、合力攻坚，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帮助重
点贫困村泉口村和周家村出列，落实七大类别项目
支持（产业扶贫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安居工程项目，
科技扶贫项目，电商发展项目，生态旅游项目，社会
事业项目）、创新五项推进机制（产业发展机制，金融
扶贫机制，驻村帮扶机制，社会参与机制，改革助推
机制），争取2016年全镇脱贫率达到35%以上。

近两年，崇阳县路口镇确定“抓经济必
须抓稳定，抓稳定必须抓信访”的工作思
路，创造性地开展信访维稳工作，真正做到
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有效预防和控制了集
体访、越级访和重复访的发生。

据统计，两年间，群众上访反映的148
个信访问题，已解决了132个，结案率达
89.2%；越级信访问题49个，已解决46个，
剩余3个正在协调解决当中；全镇梳理出来
的39个重点信访问题也得到了较好解决。

追根溯源剖“病因”

路口镇是崇阳“东大门”，曾因历史遗
留问题，致使原乡镇企业改制下岗职工、

“两参”人员、退休村干部、镇政府机构改革
不彻底人员，一度成为远近闻名的“状窝
子”。部分群众赴京省市县上访、缠访，甚
至群体在政府院内拦车、堵门，纠缠政府领
导，不仅损害了地方形象，也给路口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面对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和信访问
题，以党委书记李晚清、镇长王志刚为首的
路口镇新一届党政班子，下决心沉下去摸
底排查，追根溯源，查找“病根”——

群众思想认识存在误区。突出表现
在：信“多”不信“少”，认为只要人多，造成
的影响大，对党委、政府的压力就大，问题
就容易得到解决；信“上”不信“下”，喜欢越
级上访；信“闹”不信“理”，认为凡事只有不
停地闹，就会引起政府重视进而得到解决；
信“访”不信“法”，认为通过信访途经，逼迫
政府采取行政手段解决问题更快也更好，
不愿走司法途经。

上访群体获利预期严重。纵观该镇近
年来得到处理的群体性事件，无论是有理
还是无理，上访群众都从中得到了一定的
补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负面的“激励机
制”，促使群众不断地闹事上访，形成“闹事
上访”的恶性循环。

违法违规上访成本过低。对群体性事
件中发生的违法行为已触犯法律，如挖断
公路、辱骂殴打干部、跟踪骚扰干部等，都
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甚至有时还更
嚣张，助长了违纪违规上访的风气。

部分干部工作不尽力。对可能发生的
群体性事件，部分村组干部没有进行及时

有效的制止，怕得罪人，有的甚至暗中支持
闹事村民，损害了党委政府的形象。

扛责在肩解“症结”

百炼成钢，自身过硬。镇党委始终强
调班子和干部队伍要加强政策法律法规的
学习，不断提升做群众工作、处理信访问题
的能力和水平。要团结共事，在对待信访
对象、处理信访问题上要达成共识，始终坚
持一个原则、一个标准、一个声音——

一个原则就是坚决支持、及时处理合
理合法诉求，坚决教育警示违法违规上访
和不合理诉求，严厉打击为谋取个人私利、
组织唆使他人上访、制造群体访、蓄意破坏
稳定的不法分子；

一个标准就是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法规为准绳，镇党委集体研究达
成的信访案件处理方案，不允许再有其它
不同意见和随意更改，决不允许干部做老
好人、办无原则的案子；

一个声音就是要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步调一致，同甘苦、共进退，在警示打击
对象上不准有包庇和说情，更不允许疲软
散慢，出勤不出力，怕得罪人。

今年元月，棠棣村3组近20名群众因
小农水项目实施中没有为该组修塘一事上
访至政府，经几次协调，因施工方机械无法
进入未能解决，近20名群众到镇政府堵
车、关门，甚至殴打干部，镇政府及时制止
了这次群体性事件，对首要分子进行了行
政拘留，并派员到该组召开群众大会，共同
协商解决修塘事宜，目前，所有群众表示满
意，放弃上访。

自身过硬的另一方面就是强化基层党
支部干部管理，尤其是加强基层党务村务
财务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了党务村务财
务定期公开公示制度，成立了村务财务监
督委员会，对违反财经手续、不合理开支坚
决予以取缔，对拒不执行财经制度的村干
部坚决予以处分。2015年，该镇对村级财
务上存在问题的2个村当事人依法依规进
行处置，及时刹住了违纪违规的不正之风。

层层分解，责任上肩。该镇进一步明
确信访稳定“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
体抓，各村、部门齐抓共管的要求，调整充
实信访维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设立了机

关信访接待室，抽调人员配齐配强了信访
维稳队伍。同时，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分
别与各片线、各村签订责任状，制订了领导

“包案制”，将社会稳定任务细化量化为每
月的具体工作，落实到片线和村，把“保稳
定、促和谐”的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

健全机制，规范管理。该镇结合不同性
质和群体信访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行之
有效的约访和上门回访活动，镇领导定期不
定期约访18次，回访23次，通过约访、回
访。该镇还始终坚持“一周一小查，半月一
大查”的排查工作机制，加强信访信息的及
时收集与处理，制订群众性上访案件处置应
急预案，始终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把
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2015年12月，全镇
20多名退休村干部准备大规模到市政府上
访，要求增加退休干部工资补助。掌握情况
后，该镇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第一时间联
系信访骨干人员，及时进行了约访，在学习
大量的相关政策和耐心细仔的疏导解释工
作之后，退休村干部知道上访要求没有政策
依据，最终放弃集体上访的念头。

狠抓源头，解决问题。满足信访人合理
诉求和利益是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问题的关
键。该镇认真执行“两个把握”，即“把握合
情合理，把握法律法规”，对正当诉求，争取
上级政府的政策扶持，努力予以解决。近两
年来，通过努力向上争取，妥善解决了泉口
村孙叔同通山石门水库承包期被终止造成
的损失款70余万元；为两参人员安排最低
生活保障；自筹资金，为每名退休村干部每
月增加退休工资20元。争取资金260余万
元，为金沙坪村新建水池、安装引水管，解决
了多年来该村群众无吃水、一直集体上访的
问题；争取交通部门项目支持，硬化了棠棣
村倒水冲至横路线公路2.5公里，解决了群
众出行难集体访问题。一系列实实在在的
工作，解决了大规模群体上访的主要矛盾，
从而较好地从源头上遏制了信访势头。

扶正祛邪促和谐

近两年，路口镇正是用这种追根溯源、
对症下药处理信访事件的举措，历经由乱
到稳的层层阵痛，始终坚持原则、敢于担
当、主动作为，用不断上升的正气稳稳地压
制住了四处流窜的邪气，全镇信访秩序自

此有了非常明显的改观。
——强化了法治意识。通过化解信访

积案，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规矩得到进一
步严明，法律这一“神器”在基层行政体制
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收到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遵守。

——规范了信访秩序。群众利益无小
事。该镇上下不等不靠、不避不让，群众合
理述求得到合理解决，不合理述求依法驳
回。大事小事全部按照镇办公室接待、村
干部、驻村干部、分管领导、主要领导“五级
联动”的模式逐级得到化解，从此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

——改善了干群关系。政府全心全意
为群众解困难办实事，群众相信政府，党
群、干群的鱼水联系进一步融洽。目前该
镇全面推进“一带一廊”发展战略，大力实
施产业建设和生态旅游开发、精准施策落
实精准扶贫政策、加快推进城乡建设，全镇
城乡人文面貌焕然一新、生机勃勃。

——开创了平稳局面。随着一批老大
难信访积案得到化解，一批老上访户息访
乐业，如今的路口真真正正是“潮平两岸
阔，风正一帆悬”，全镇社会正逐步形成了
风清气正的强大气场，“平安路口”实至名
归。全镇再无越级上访、群体访、缠访、闹
访等情况发生。

今年以来，镇党委政府进一步统一思
想，明晰思路，努力实现“三大破题”——

道通路“阔”，集镇建设大破题。道路
交通像路口，城镇建设像路口，镇区管理像
路口，经济发展像路口，在省横路线绕镇发
展大道和路口新街呈“人”字形拉开路口集
镇“大三角”发展框架，形成布局合理、功能
齐全的“路口新区”。

乐业居“安”，新农村建设大破题。沙
墩、田铺两村的新农村建设，由村委会负责
选址、设计、修建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其
中，沙墩村的20套新居主要面向库区移
民，田铺村的两期共60套新居主要面向扶
贫对象。

生态“活”镇，金沙旅游建设大破题。
依托金沙现有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对
历史遗留的干休所进行升级改造。同时，
借力金沙旅游产业，与精准扶贫长短结合，
让旅游兴镇，生态活镇。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崇阳县路口镇加强信访维稳工作纪事

通讯员 沈二民 王建华 沈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