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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咸安区法院党组书记、
代院长赵志刚一行深入桂花镇鸣水
泉村和刘家桥村，与精准扶贫驻点村
干部共商脱贫项目和措施，并为摔伤
的贫困户刘明全送上5000元慰问
金。 （徐德强）

★1日，来自咸安区委党校2016
年秋季干部培训班的学员和教职工
代表30余人，走进区养老院开展慰
问服务活动，并为孤寡老人、残疾儿

童捐资1000余元。 （李伟）
★11月29日，贺胜桥镇举行第

二次村支书月工作汇报会，组织村支
书进行月度工作述职，以进一步理清
村“两委”工作思路，为全镇统筹发展
奠定基础。 （余静）

★连日来，贺胜桥镇组织开展实
地走访、考察、登记等工作，拉开了该
镇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序幕。
截止 30日，已完成 4530户普通农

户、5家单位的摸底工作。 （余静）
★11月24日，咸安区在浮山中

小学举行“质量教育示范基地”授牌
仪式后，组织区外国语实验小学、浮
山中小学30名学生代表，走进黄鹤
楼酒业生产基地，实地观看酒类产品
生产、包装过程。（袁义军 孙梅刚）

★11月29日，贺胜桥镇政府与
斧头湖4户围网围栏养殖户签订拆
除协议书，标志着该镇拆除斧头湖围

网围栏工作全面启动。据悉，该镇斧
头湖共有围网围栏养殖户4户，面积
共计3160亩。其中，有3户、640亩
属违规养殖。 （徐苗）

★近日，温泉办事处对辖区内所
有工业企业逐一摸排整改，先后强制
关停了肖桥工业园内的高污染沥青
加工制造企业1家和“未批先建”企
业3家，并对辖区内的砖厂及砂石厂
进行了整顿。 （李婷婷）

永安办事处举办知识竞赛

扎实推进“两学一做”
本报讯 通讯员张虎报道：2日，咸安区永安街道办事

处举办“两学一做”专题知识竞赛，进一步引导全体党员深
入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党规党纪，坚定党的理想信念。

据悉，此次知识竞赛旨在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努力通过增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党务理论知识，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群众强化遵守党章、党纪的自觉性，提升党员干部
群众的整体素质，推动各项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当天，该办事处各办负责人和支部书记为领队人，办
事处各办和处属各基层支部（总支）组成的24支代表队参
加竞赛。竞赛中，参赛选手围绕党章、《条例》、《准则》等知
识要点激烈角逐，最终永安教育总支委员会代表队获得一
等奖。

该办事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这种寓教于学、寓教于乐
的知识竞赛形式，既促进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深入开
展，又极大地丰富了文化生活，更增强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
凝聚力、向心力。

本报讯 记者张敏、特约记者胡剑
芳、李旻媛报道：4日，记者从咸安区召开
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获悉，该区《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2017年将按照“市区一体、
城乡一体，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的发展目
标，全域统筹改善城乡面貌，着力打造小
康、创新、绿色、开放、幸福新咸安。

在服务主城区发展方面，该区将重
点做好温泉中心花坛、奥体中心、武咸
快速通道提档升级、咸宁大道向西延
伸、旗鼓大道向北延伸、大洲湖湿地公
园、城区绿道步道系统建设等重点项目
的协调服务，配合做好主城区交通微循
环、地下综合管网、防洪排涝工程、棚户
区改造等重点工程建设，完善城市功
能。

在加快永安城区发展方面，该区一
方面将启动怀德路向西跨淦河至宝塔
大道、城北路向北至107国道延伸工程
建设，策划东门和南门铁路桥拓宽、三

角洲片区综合改造工程建设，疏散交通
环境；一方面将启动朱家垅、毛巾厂、省
煤机等片区棚改项目建设，改善面貌环
境。同时，强力推进双龙山公园、孝子
山公园以及青龙山公园二期工程建设，
优化、美化生活环境。

在推进城乡发展方面，该区将通过
开展环境大整治，加强对城乡结合部、
城市出入口、背街小巷、集贸市场、城中
村、火车站、汽车站等重点区域的综合
治理，持续开展“禁煤、禁烧、禁鞭、禁
麻”“非煤矿山综合整治、道路扬尘综合
整治、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等专项行

动，强化突出环境问题整治。
按照全域发展理念，该区将以主城

区、产业园、梓山湖三大区域建设为重
点，大力实施“三个一百亿元”投资计
划，开足区域发展的“发动机”，培育产
业发展的增长极，增强经济发展的原动
力。同时，坚持以特色产业发展为主攻
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以环境
综合整治为着力点，落实“一镇一业、一
村一品”发展规划，推进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工作，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村级集体
经济，促进整体生产生活环境提升，实
现全年创建宜居村庄20个以上。 咸安区

着力整治突出环境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吴超志、张亮、商蓉报道：2日，由咸安

区环保局、安监局、双溪桥镇政府组成的联合执法组，正式
向恒大制砂厂下达停产整改通知书，标志着该区突出环境
问题整治工作取得新突破。

3日上午10时，随着电闸应声拉下，恒大制砂厂的生产
线全部断电停产。

“这个厂虽然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但由于环保不达
标，对我们的危害更大。”附近的村民得知该厂因环境问题
被关停，纷纷拍手叫好。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参与整治的工作人员
算了笔账：双溪恒大制砂厂年制砂量超过100万吨，为附近
村民提供了30个就业岗位，但是生产的污染却危害了附近
800余名群众的身体健康。

据悉，自启动突出环境问题整治以来，咸安区通过各属
地单位自查、指挥部督查和接受群众举报等方式，开展“无
死角”清查整改，先后下发整改督办通知书67份，整改落实
突出环境问题41个，销号市督办的突出环境问题16件，有
效解决了道路扬尘、秸秆禁烧等一系列关系民生大问题。

区住建局开展专项检查

强化建筑施工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莫忆报道：11月25日，咸安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在全区住建领域展开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以
强化建筑施工安全。

为汲取江西11·24重大事故教训，该局此次大检查以
建筑施工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深基坑等危险性较大的项目
工程为重点，通过严格排查安全隐患，加强对遭水倒灌、周
边滞水严重或地质条件复杂的基坑、基槽支护结构的检查，
确保场区施工围墙、防护设施及悬挂物等牢固可靠。

该局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建筑施工企业建
立隐患台账，实施清单管理，即查即改，逐个销项。对不能
立即整改的安全隐患，要求管理部门逐一落实整改责任人，
排出整改时间表，挂牌跟踪督办。对违反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造成重大安全隐患的，一律停工
整改，坚决防范和遏制建筑施工领域重特大事故。

本报讯 通讯员莫忆、夏晖报道：
11月25日闭幕的中共咸安区第五次代
表大会，对咸安区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
进行了全面描绘。与会党代表围绕区
委书记李文波的工作报告，结合本职工
作畅谈发展变化，展望美好未来。

“按照未来五年农村发展规划，我
村将努力打造美丽乡村，切实抓好村级

集体经济，把蔬菜基地做大做强。”汀泗
桥镇古塘村委会副主任姚文祥说。

高桥镇党委书记王顺荣表示，将围
绕三大经济带发展目标，加快推进高桥
镇幕阜山绿色经济带建设，着力打造绿
色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餐饮农业。

“经济要发展，工业是关键。报告
中关于工业兴区、工业强区的战略规

划，更增添了我们进一步做大做强企业
的信心。”专做国外市场的汇美达公司
负责人孟怀望表示，该公司将继续在新
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方面下功夫，力争
取三年内实现公司上市，各项经济指标
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

区旅游局局长寇红说，按照加快绿
色崛起、打造生态旅游的发展规划，旅游

部门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包括三个方面，
分别是：抓重点项目的招商，特别是落实
花纹山、大幕山、星星竹海等重大生态旅
游项目招商；抓旅游和文化相结合，将
嫦娥文化、桂花文化、竹文化、温泉文化
融合起来，包装开发建设；抓幕阜山区
旅游公路建设，让沿线群众通过开办农
家乐、临宿、生态农庄等脱贫致富。

咸安区五次党代会代表

热议未来五年发展蓝图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
通讯员张俊娟 、孙兰艳报道：5
日闭幕的咸安区政协五届一次
会议，广大政协委员围绕区委区
政府确立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关注民生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累
计提交提案150件，其中，民主党
派提案5件，集体提案8件，委员
提案137件。

会议期间，与会政协委员围
绕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聚焦
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强化依法
治区和推进城市治理方面，说管
用的话，提务实的建议。既提交
了《关于尽快推进农村土地经营
权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关于进一步加大“降低企业成
本，优化发展环境”力度》、《关
于发展乡村旅游助推咸安经济
发展》、《关于做大做强我区电
商产业》等服务经济发展的提
案 68 件，也提交了关于加大对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整治和推
进精准扶贫工作等民生方面的
提案 44 件，以及关于加强老城
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
严厉打击向老人非法销售保健
品、医疗器械和落实禁鞭政策、
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提案提
案38件。

据悉，该区政协提案委将按
照《政协咸安区委员会提案工作
试行办法》，对提案进行认真审
理，并从中遴选10件重点提案，
按照归口办理的原则，交由各承
办单位办理。同时，积极督促落
实。对未立案的提案，将视不同
情况，分别通过不同渠道予以妥
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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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莫忆报道：“2017
年，本届政府将继续坚持情系百姓，发
展为民，关心百姓生活冷暖，再做十件
惠民实事。”4日，在咸安区五届人大一
次会议上，咸安区《政府工作报告》列出
的十件惠民实事，受到代表的一致肯
定。

该区政府承诺明年完成的十件惠

民实事是：新增城镇就业4500人，完成
城乡劳动力技能培训2700人次，转移
农村劳动力 2000 人；筹措资金 30亿
元，启动城区15个片区棚户区改造；完
成600户农村危房改造；筹措资金1.6
亿元，完成双溪李容至大幕双垅等9条
共72.12公里旅游扶贫公路建设；筹措
资金1800万元，完成桂花山下顾等10

座农村公路危桥改造；筹措资金1.6亿
元，完成南川水库、牛鼻潭和幸福堰拦
河闸除险加固、高桥河上游综合整治等

“八大水利”工程建设；筹措资金3600
万元，完成花纹水厂新建工程，解决以
贫困村为主的4万农村人口安全饮水
问题；筹措资金3300万元，启动咸安区
中医院门诊楼、住院楼新建工程建设；

筹措资金2160万元，完成西凉湖、斧头
湖 49126 亩围网围栏拆除；筹措资金
1000万元，建立1个大型秸秆收储中
心和 9个小型秸秆收储站；筹措资金
600万元，完成6个乡镇公共文化服务
标准化建设；筹措资金150万元，在横
沟桥镇林场新建咸安区病死畜禽收集
中心。

情系民生 发展为民

咸安敲定明年十件惠民实事

咸安壮大“绿满荆楚”版块
计划新增绿化面积2.3万亩

本报讯 通讯员吴翔报道：1日，笔者从咸安区林业工
作推进会上获悉，2017年，该区计划新增绿化面积2.3万亩，
向超额完成8.8万亩生态林建设的“绿满荆楚”目标迈进。

据悉，根据省级核查，2015至2016年，咸安共完成国
土绿化6.8万亩，占“绿满荆楚”三年总任务的77.6%，计划
完成率约101%，位居全市第二位。

在过去2年的“绿满咸安”行动中，该区整合1亿元部
门资金，完成了荒山造林5万余亩，绿化107国道、通江大
道等公路20多条，全区的铁路、高速公路和国省道绿化率
达到了95%以上；完成淦河、汀泗河、三八河等河道绿化
150多公里，全区乡村绿化覆盖面已达100%，建成省级绿
色示范乡村22个。

为确保按期完成新增绿化目标，该区将按照林业生态
建设要求，通过明确部门责任，着力抓好造林绿化、森林防
火、森林资源保护等重点工作。

浮山办事处多部门联手

整治街道卫生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吴柳竹、王清报道：11月中旬，咸安区

浮山办事处协同公安、城建、环卫等职能部门，对龙潭街道
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环境卫生专项整治。

为创造整洁有序的街道环境，该办事处一方面着力整
治违规摊点摊群。对违规占压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的4家
菜摊、3家摩托维修店、7家流动商贩，以及12家占道经营
的早餐摊点等进行了集中整治；一方面着力整顿各类交通
乱象，先后纠正违停行为86人（次），开具罚单11张。同
时，投入垃圾清运车5辆、清洗车3辆、保洁人员22人，对龙
潭街主次干道、背街巷道等多处环境卫生进行了彻底清扫，
并对公共区域的卫生死角、“牛皮癣”等“顽疾”进行了清除，
共清运垃圾6吨、清除违章小广告600余处。

为保持整洁的街容街貌，下一步，该办事处还将按照区
域化管理要求，对龙潭街道合理规划经营区和停车区，引导
流动摊贩到指定位置设点经营、倡导车辆有序停放。并通
过加派工作人员、加密机动巡查、加长服务时间等举措，形
成长效管理机制。

共建共享 互联互通

咸安全域统筹推进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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