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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入户登记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入户登记

农业普查知识专栏
八、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由谁组织实施？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规定，第三次全国

农业普查的组织原则为“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
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在国务院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国务院、省、市、县（市、区）设立农业普
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乡镇、列入农业普查范围的街道和具有
乡镇政府管理职能的农（林、牧、渔）场设立乡镇农业普查办公
室。行政村、列入农业普查范围的居委会和具有村级行政管理
职能的农（林、牧、渔）场设立农业普查工作组。省、市、县级农业
普查领导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规划并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农业
普查工作。乡镇农业普查办公室、村级农业普查工作组的主要
任务是做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

砥砺奋进砥砺奋进
成就辉煌成就辉煌

喜迎党代会①

高新区产品不断填补国内空白，生态文化城
镇带重点项目扎堆，大文化、大旅游和大健康产业
风生水起，咸宁进入绿色发展“新蓝海”；

以“PPP”模式打造金融信息港，以“九规合一”
加速产城融合、镇区一体，以“互联网+”优化政务
服务，咸宁迎来理念创新“新风口”。

初冬季节，记者走进乡镇、园区和企业，感受
香城泉都绿色崛起的铿锵脚步。

“绿心”理念：咸宁发展观的新飞跃，既连国家
新常态下发展总要求的“天线”，又接咸宁发展特
色、发展优势的“地气”

一望无垠的湖面上，一排排插入湖底的竹竿
围网，将湖斧头湖分隔成若干区域。当地养殖户
介绍，围网养殖产量比天然放养至少高1倍，“但明
年初就得全部拆掉喽”。

斧头湖管理局副局长杨振虎说，明年上半年，
18万亩斧头湖将全部拆除围网，涵养水质，恢复生
态。

斧头湖退渔还湖，是我市打造中部“绿心”的
例证。

绿色是生命的原色。把绿色坚定而鲜明地写
在发展的旗帜上，是市委四届一次全会以来不懈
的实践探索、不渝的历史担当。

市委四届六次全会提出，统筹推进小康、创
新、绿色、开放、幸福咸宁建设，打造中国中部“绿
心”和国际生态城市。

“绿心”理念体现了市委对咸宁未来走势、发
展取向的科学考量，既接国家宏观政策之“天线”，
又接咸宁实际之“地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
了空前重要的位置。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
确立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强调共抓长江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地处中部之“中”的咸宁，森林覆盖率高达
50%，重点水域水质达标率100%。曾几何时，咸
宁以“天然氧吧”引为自豪。可后发地区追赶的压
力和焦躁，导致挥霍“本钱”、滥用“容量”，不知不
觉间，空气优良天数在减少，环境质量在下降甚至
恶化……

“上好绿色大学，做足绿色功课。”市委从思想
上当头棒喝，在行动上踩急刹车，破解发展不足与
发展不优这一最大矛盾。

以“五城同创”为载体，打造具有绿色特征的生
态城市、文明城市、智慧城市、旅游城市、健康城市；

以“一区两带三大”为抓手，高标准建设咸宁
高新区，统筹发展咸嘉生态文化城镇带、幕阜山绿
色产业带，大力发展大文化、大旅游和大健康产
业；

以“三禁三治”为重点，打响蓝天保卫战，取缔

非法采石、采矿厂100多家；
开展“创森”工作 ，实施中心城区绿化、环城生

态屏障湿地保护等十大工程；推进“绿满咸宁”，每
年以30万亩的发展速度植树造林；实施退渔还
湖，恢复生态屏障……

“绿心”理念的提出，“绿心”工程的实施，树起
了咸宁发展史上的“绿色里程碑”。

绿色园区：咸宁高新区高标准打造“一港两城
五园”，高效率推进“五个一批”，蹄疾步稳迈向国
家级高新区

走进咸宁高新区，满眼皆是花团锦簇、绿树掩
映。记者采访得知，高科技给这个绿色园区添加
了更浓的绿色。

11月13日，湖北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新投
产的一条条生产线飞速转动，切割铝板、压制成
形，每年数亿个饮料铝罐从这里走向全球。

总经理于仙超介绍，投资17亿元建造的湖北
奥瑞金公司一期项目今年6月投产，年产铝罐13
亿个，二期明年投产后，年产铝罐将达20亿个，预
计年产值超过40亿元，成为我国最大铝罐基地。

“公司生产的250毫升容量的纤体铝罐，是国
内最新产品。”于仙超说，不仅密封性能好、开启轻
松，还比普通铝罐轻了一半。

摘取全国高科技产品皇冠，高新区好戏连
台。南玻集团投资的国内首个导光板光电玻璃项
目在这里奠基, 打破美、日等少数国家技术垄断；
立邦公司动工生产世界最先进乳胶漆，打造全国
标杆工厂；奥瑞德挟国际领先的大尺寸蓝宝石晶
体技术，砸下重金兴办企业…… （下转第二版）

绿色崛起的咸宁战略
记者 陈 新 通讯员 李朝阳

梓山湖新城鸟瞰。 记者 张大乐 摄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李红梅、洪
新强报道：“给予中伙铺镇财经所副主任龙
某行政记过、中伙社区专管员丁某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给予陆水湖办事处财经所副书记
李某行政警告、青枫岭村专管员王某诫免谈
话……”5日，赤壁市纪委通报了一批村级
招待费违规问题，11名党员干部受处分。

11月22日，咸宁市电视问政反映赤壁
市乡镇财经所对“村级零招待”“默许”问
题。经查，2015年度，中伙铺镇中伙社区以
支农工作、计划生育检查等村级事务性工作
为由报销就餐费37次，共计20110元；陆水
湖办事处青枫岭村村“两委”会干部及群众
因计划生育、纠纷调解、土地确权、党员会议
等开展村级事务性工作，在农户家中误工用

餐56次，报销总金额11021元。
问题曝光后，赤壁市财政局立即成立

“村级零招待问题”专项核查领导小组和工
作专班，对此事开展专项核查，并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作出处罚决定。

为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赤壁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举一反三，在全市开展村级
零招待问题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中央八项”
和“六条禁令”精神出台后，特别是2014年
村级换届以来违反村级零招待规定的有关
违纪违规问题。同时，责成赤壁市经管局和
赤壁市农村财政管理局进一步细化岗位职
责和问责办法，建立健全全市农村财务管理
的考核机制，把该市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抓
细抓实，抓出成效。

立行立改 追责到位 举一反三

赤壁重拳整治村级招待费违规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
段志刚报道：8日上午，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贯彻市委书记丁小强在市人大
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胡毓军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丁小强在市人大
调研时的讲话站在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高度，充
分体现了市委对人大工作的高度
重视，对做好当前和今后的人大
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会议要求，要迅速传达学习

贯彻市委书记丁小强的讲话精
神，切实增强做好人大工作的责
任感、使命感；要牢固树立和增强

“四个意识”，保证人大工作正确
的政治方向；要始终把党的领导
贯穿于人大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
程，确保市委的决策部署落实到
人大职能中；要更加自觉贯彻落
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推动民
生问题的改善；要更加自觉履行法
定职责，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
任；要切实抓好当前各项工作，认
真做好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
工作，认真谋划好明年的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贯彻丁小强在市人大调研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通讯
员付强报道：昨日，我市召开绿满
鄂南行动暨森林防火工作电视电
话会，市委副书记王远鹤、副市长
杨良锋出席。

会议指出，绿满鄂南行动已
经进入了攻坚拔寨的重要时期，
做好今冬明春造林绿化工作，关
系到三年绿色全覆盖目标的实
现，各地各部门要提高认识抓绿
满，明确差距抓绿满，突出重点抓
绿满，创新机制抓绿满。要坚持
预防为主、打防结合的工作思路，
重点抓好人防、物防、技防、扑救、
查处等方面的工作，做到森林防
火全覆盖、无死角。

会议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强
化工作部署，明确责任分工，认真
抓好落实。要夯实工作责任，做
到一级抓一级，层层签订目标责
任状。要加大财政投入，把两项
工作作为当前大事、任务和职责，
集中精力抓好落实。要加强舆论
引导，新闻单位要广泛宣传两项
工作的重大意义，提高人民群众
的参与度。要落实检查督办，对
工作中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
的现象要严格责任追究。要注重
抓好松材线虫防控，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强化政府主导，认真履职
尽责，科学制定防治方案，保护绿
满鄂南成果。

绿满鄂南行动暨森林防火电视电话会要求

绿满全覆盖 防火无死角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8日，市委书记丁
小强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王岐山
同志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
希同志署名文章《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听
取2016年综合考评有关事项的情况汇报，讨
论审议《关于进一步完善以“主题党日+”为载
体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的实施意见（讨论
稿）》等文件。

会议指出，王岐山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对
我们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准确
把握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市委常委会
班子成员要把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同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结合起来，自
觉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进
一步全面、科学、系统、准确地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化对管党治党、全
面从严治党的认识，增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坚定理想信念，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要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
立标杆、作表率。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追究问责。要坚定
不移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构建“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会议指出，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保证，对于加强和规范
党内政治生活、营造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良
好政治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选人用
人中，要严格执行党章规定的干部条件和好干
部标准，坚持事业为上，以事择人、依岗选人、
人岗相适。要强化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
把公道正派作为干部工作核心理念，自觉防范
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种种偏向。对咸宁
而言，抓发展要抓投资，抓投资要抓项目，抓项
目要抓招商，抓招商要抓环境。要选优配齐干
部到一线比作为拼贡献，以真抓实干、务实重行
精神，推动咸宁加快发展。要围绕弥补短板、推
动发展选用干部，为咸宁创新驱动、绿色崛起提
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保证。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以
“主题党日+”为载体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的
实施意见（讨论稿）》、《咸宁市基层思想政治工
作改革创新实施方案（讨论稿）》、《关于加快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讨论
稿）》等文件。会议决定，根据会议讨论意见，
将意见、方案（讨论稿）等文件进一步修改完善
后按程序印发。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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