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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

视察公众安全工作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

昨日，市人大常委会就公众安全
工作进行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副主任胡毓军、副主任彭
方全、刘复兴等参加。

视察组一行在交警二大队实
地了解便民服务工作，实地察看
了咸安阳光社区吸毒人员社戒社
康工作，观看了咸安巡特警大队
巡逻防暴汇报演练，并视察温泉
白茶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和消防
支队三号桥执勤点应急救援工
作。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副市
长、市公安局长胡甲文所作的相
关工作汇报。

胡毓军对我市公众安全工作
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
说，公众安全是公众安居乐业的

基石，公安核心价值之所在，要
采取足够的有效的措施，为公众
安全提供保障。要切实加强能
力建设，培养人民群众放心的公
安队伍；充分发挥宣传教育作
用，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安全
遵循；筑牢公众安全工作基础，
为公众安居乐业提供制度保
障。要以忠诚担当和奉献精神
的思想建设，实现业务能力提升
和形象能力提升；向公众提供自
我保护、风险防范、行为规距的
基本遵循，既可以少出事，也可
以增加对公安的好评度；群众基
础牢、防控基础固、组织基础密、
保障基础实，就能进一步增加公
众安全感，让公众安全获得全面
的可持续的保护。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报道：2日
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强就社
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经济运行情
况，到通城开展专题调研。

丁小强一行来到通城县坪山高新
产业孵化园施工工地，实地了解项目规
划及推进情况，走进三赢兴电子、瀛通
电子等企业，详细了解生产情况。随后
听取了该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

丁小强说，通城城乡面貌有了新
变化，园区建设有了新思路，经济社
会发展出现新气象，重点项目推进取
得新突破。当前，要按照省委、省政府
决战四季度的要求，继续坚持以项目
建设为中心，强力推进有效投资。高
新产业园区建设要高标准、高定位来
规划和建设，按照产城一体的要求，瞄
准现代化工业新城的发展目标，抓好

空间布局的统筹和产业发展的谋划；
要结合乡镇特色和资源禀赋，打造乡
镇特色产业，鼓励和支持乡镇企业发
展；要充分利用好国家返乡创业试点
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及我市幕阜
山绿色产业带建设等重大政策和机
遇，争取政策、资金支持。

丁小强要求，要继续推进政务、
服务改革，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牢

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抓好突出环境
问题整治，保护好生态；要下大力气
抓好社会综合治理、信访维稳工作，
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要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营造“亲商
安商富商”浓厚氛围，以实际举措、实
际行动服务企业，支持企业发展。同
时，要着力抓好党的建设，营造良好
的政治生态。

丁小强在通城调研经济工作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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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梁甜
报道：昨日，市委书记李建明、市委副
书记、市长丁小强专题调研武咸城际
铁路有关工作。市领导要求，要让武
咸城际铁路发挥最大效益，高位对接

“大文化、大旅游、大健康”三大产业，
加快推进武咸同城。

武咸城际铁路运营长度91.56公
里，建设长度（南湖东站—咸宁南站）
77.04公里，途设11个站点。其中，咸
宁境内设有贺胜桥东站、横沟桥东
站、咸宁东站、咸宁南站4个车站。作
为全省地级市中第一条开通的城际

铁路，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起了推动
促进作用。

李建明、丁小强一行从咸宁南站
出发，登上C5002次城际铁路列车，
了解今年来城铁运营、当前客流、列
车运行时刻等有关情况。

李建明、丁小强在列车上召开现
场办公会议，与省铁投集团董事长黄
建宏、铁投集团副总经理兼城铁公司
董事长高平、省城际铁路公司副总经
理藏秀杰、武汉铁路局副局长包楚雄
共同研究当前武咸城际铁路运营情
况，谋划未来发展规划。

在现场办公会上，我市提出要进
一步抓好城铁运营和发展规划。一
是优化运营时间，首班提前，晚班推
后，开启“早出晚归”模式。二是密集
直达车发车车次，吸引客流。三是推
动武咸城际铁路与武汉市地铁、公交
实行一卡通。四是加快光谷南站规
划建设，尽快实现与黄石、黄冈、鄂州
等市城际铁路互联互通。五是共同
争取支持，规划建设武汉至厦门（咸
宁至宜春至井冈山）高速铁路，解决
武咸城际铁路“断头路”问题。

省铁投集团和武汉铁路局领导

表示，将和咸宁一起共同呼吁，积极
争取咸宁至宜春至井冈山高速铁路
规划。省铁投集团和武汉铁路局将
创造条件，抓好配套设施建设，在地
方政府的支持下，解决咸宁南站始
发问题。要加快光谷南站规划建
设，实现城铁与其它铁路跨线互通
互联。尽快引入中国铁通支付卡，
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和商务人士出
行。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汉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熊征宇等参
加。

市领导专题调研武咸城际铁路工作时要求

发挥最大效益 加快武咸同城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通讯
员丁永涛报报道：昨日下午，我市
举行2016咸宁国际温泉马拉松誓
师大会并开展“咸马”安保实战演
练。

市委书记李建明出席誓师大
会并宣布马拉松安保实战演练开
始。

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强发
布动员令。他说，咸宁国际温泉
马拉松是市委、市政府发展“大健
康、大文化、大旅游”产业的有效
平台，具有开放性、国际性、群众
性、经济性等特点，是我市多年来
共同扮靓做美城市的集大成展
示。举办这一国际性赛事，既是
健康中国、健康咸宁建设的重要
内容，又是我市提升城市管理能
力的重要平台、干部能力水平大
练兵的特殊舞台。

丁小强要求，参加“咸马”安
保工作的全体公安民警、武警、消
防官兵及相关志愿者要切实提高
认识，增强做好“咸马”安保工作
的责任感、使命感。切实到岗到
位、履职尽责，将“咸马”安保当成
锤炼水平的训练场、保卫安全的
主战场，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投入
咸马安保工作，力争实现“车不擦
漆，人不破皮”的目标，为成功举
办马拉松赛以及打造中国中部

“绿心”、建设国际生态城市做出
应有的贡献。

来自武警、交警和各县市区
的800余名安保代表参加实战演
练。各警种负责人现场宣誓：将
举全警之力，恪尽职守，全力以
赴，坚决完成好“咸马”安保任务。

市领导吴晖、镇方松、胡甲文
等参加誓师大会。

800安保人员参加“咸马”誓师大会

确保“车不擦漆，人不破皮”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报道：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
强率相关部门负责人检查咸宁国
际温泉马拉松赛道，并作赛前总
动员。

从人民广场比赛起终点，沿
42.195公里比赛赛道，丁小强一
行边走边了解准备情况，并针对
存在的问题逐一提出解决方案。

丁小强指岀，在全市各级各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咸宁国际温
泉马拉松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基本
就绪。从检查情况看，马拉松沿
线展示了咸宁“小巧、精美、灵秀”
的“小精灵”城市形象。

丁小强要求，必须在赛前的
40小时内，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
接待、安保等部分细节。要按照
秀美、整洁的要求，加大城市环境

卫生的治理，让城市更整洁、干
净；要加强通讯、电力等后勤保障
工作，迅速进入实战状态；要热
情、周到、细致、大方地做好国内外
参赛选手的接待工作，体现咸宁人
民主人翁的姿态。要按照市委、市
政府“隆重、安全、节俭、特色”的办
节要求，尽快进入实战状态，做到
人到心到，履职尽责，用心投入，注
重细节，为建设健康咸宁，推动国
际生态城市建设做出贡献。

市委副书记吴晖要求，在活
动的冲刺阶段，各相关责任单位
务必重新梳理工作要点、排查工
作漏洞，分兵把口，迅速行动，现
场解决问题。

市领导张方胜、曾国平、熊征
宇、镇方松、胡甲文、尤晋等出席
会议。

“咸马”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丁小强作赛前总动员

种植香菇
助脱贫

1日，通山县大路乡新桥冯村香

菇基地内，当地村民在进行香菇增氧

处理。

近年来，通山县采取“合作社+村
委会+农户+基地”等模式，大力发展

香菇种植业，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

目前，该县已建立香菇基地 24个，成

立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 16 个，带动

200多家贫困农户从事香菇种植。

记者 袁灿 摄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熊婧
报道：昨晚，市委书记李建明、市委副
书记、市长丁小强会见了以中国驻白
俄罗斯大使崔启明为团长的外交部
驻外使节考察团一行。省外侨办党
组成员、副主任冯细国，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熊征宇参加会见。

李建明对驻外使节团到咸宁考
察表示欢迎。他说，咸宁地处中国中
部，是湖北南大门。当前，正在抢抓

国家“一带一路”等战略机遇，扩大对
外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平稳有序推
进各项工作，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十三五”时期，咸宁将坚
持创新驱动、绿色崛起，主动融入“一
带一路”、积极开拓“一江一山”，打造
中国中部“绿心”、建设国际生态城
市。驻外使节团的到来，是对咸宁开
放发展的重视和支持。希望驻外使
节通过此次考察加深对咸宁的了解

和认识，向世界宣传咸宁、推介咸宁，
为推动咸宁对外经济发展、文化交流
牵线搭桥。

崔启明在致辞中说，外交部驻外
使节考察团此次来湖北来咸宁考察目
的是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国情、民
情、社情，进一步提高对外工作服务国
内发展和改革大局的能力和水平。

考察团表示，将充分利用外交资
源，牵线搭桥，为咸宁扩大对外开放，

拓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建言献策，为咸宁加
强对外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作出贡
献。

据了解，考察团成员包括驻亚
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10多
个国家的大使、参赞。在咸期间，考
察团还将前往咸宁高新区、梓山湖生
态新城、贺胜金融小镇等地实地考
察。

外交部驻外使节考察团来咸考察

10月 28日，秋雨绵绵。在双溪
桥镇三桥村新建的8个养鸡钢架大棚
里，承包责任贫困户吴学忠一大早就
来到大棚查看鸡苗长势。

“老乡，这批鸡什么时候出？一
批鸡能赚多少钱？”咸安区委书记李
文波上任才第二天，就踏着泥泞、冒
着雨，来到驻点三桥村探访贫困户。

“三个月后就可出栏了，鸡苗、饲
料、防疫、销售都由温氏负责，一批鸡
下来可净赚1万元呢，一年至少出栏4

批鸡。”吴学忠说。
一旁的村支书吴长江介绍，吴学

忠家有4口人，本来一家人勤扒苦做，
日子还算过得去，可他去年得了一场
病，让家里陷入贫困。今年7月，村里
实施产业扶贫，村委会牵头建起9300
平方米的养殖小区，让贫困户自愿入
股，参与分红。每个鸡棚由一名贫困
户承包，同时吸纳4户贫困户务工。
吴学忠就是其中一个鸡棚的负责人。

得知吴学忠脱贫有了出路，李文

波十分高兴，并鼓励他树立信心，战
胜困难。

随后，李文波赶往三桥村四季腾
龙蔬菜基地。

“菜式苕叶尖味道好，俏销湖南、
长沙、荆门，本地市场需求量也很
大。”见有人来，蔬菜基地负责人张昆
自豪地介绍。

“能吸引多少贫困户做工？村民
工资如何？”李文波关切地问。

“目前，蔬菜基地一期已投资

1000万元，建成600亩基地，吸纳了
63户贫困户就业，等基地全部建成
后，用工量可达300人，人平年务工收
入2.5万元。”

看到田里有人劳作，李文波连忙
走进泥地里。“家里离这远吗？能照
顾到家里吗？”李文波问。

“家离这里就5分钟，中午还可回
家给家人弄饭，一天还能做个100元
工钱。”贫困户白玉仙开心地回答。

“我们要多听听贫困户的声音，
只要他们都生活得幸福了，脱贫就做
到位了。”李文波说。

冒雨走穷亲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旻媛

11月 3日 20时 43分，我

国最大推力新一代运载火箭

长征五号从中国文昌航天发

射场点火升空，约 30 分钟

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

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五

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成

功，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实

现升级换代，运载能力进入

国际先进行列。

（据新华社）

长五首长五首飞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