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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27日，在咸安区双溪镇三
桥村，村民李群拧开水龙头，在厨房里忙着
洗菜，他指着院子里已经被封口许久的压
水井，感触颇多：“过去吃水全靠它，现在用

不上了。”如今，他家楼上楼下都通了自来水，热水器、洗
衣机等电器一应俱全……

据介绍，以前吃水特别难，村里每家都有一个壮劳力被
拴在家里拉水，现在水龙头一开就能吃上自来水，爽口方
便。自从通水后，再也没为吃水犯过愁。村里好多家都用
上了洗衣机、太阳能，24小时热水，像城里人一样。

据介绍，三桥村自来水主管道是咸安区水利局组织
实施，支管网及入户管网由双溪水厂施工，咸安区水利局
调拨支管网及入户管网部分管材予以支持，于2016年7月

开始施工，11月完工。
2016年，省发改委、省水利厅下达了我市2016年农村

饮水巩固提升工程投资计划，总投资3343万元，计划解决
饮水困难贫困人口为 3.5325万人，计划下达后，市水务局
督促县市区迅速分解投资计划到行政村，并抓紧开展工
程建设。

在咸宁市实验小学，学生口渴了，打开水龙头就能喝
到温度适宜、清甜可口的纯净水。据介绍，直饮水直接连
接自来水管，水进设备后过滤，烧开，再冷却至 30℃~
50℃，让学生喝得安全放心。投入使用前，学校将水样送
至相关部门检测，经检测，水质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相
比以往保温桶开水和“饮水机+桶装水”等饮水模式，“直
取直饮”的饮水模式更为安全。

走现场走现场

【看答卷】
截止2016年12月底，各地已经完成了工程

建设任务，解决饮水困难贫困人口为3.5325万
人。到目前为止，6县（市、区）和市直中小学已
实施了直饮水设备的安装，安装直饮水设备
2515台（套）。

【晒承诺】
2016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市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省定目标要求，在全市义务教
育学校安装直饮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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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元旦小长假，对于朱群芳和她的团
队伙伴来说，繁忙而充实。

朱群芳忙着考察和开拓湖南、江西市
场。她的100多位团队伙伴，正忙着为客户提

供细致周到的服务。
去年年初，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朱群芳，决定在化妆品领

域放手一搏。但创业资金短缺，成了横亘在她面前的一道鸿沟。
经朋友介绍，朱群芳获知，像她这样的创业者，可以申

请到创业扶持贷款。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朱群芳按照贷款
要求，向人社部门提供了相关资料。不到一个月时间，20万
元贷款就打到了她的账户上。

解除了资金的束缚，朱群芳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一年时光匆匆而过，梦想终于照进现实。在咸宁，朱群

芳经营的化妆品已经有了1000余名固定会员和忠实客户，

朱群芳月收入近万元。
让朱群芳最有成就感的是，她的团队里 100多名小伙

伴也实现了就业梦。
“没有创业贷款‘雪中送炭’，就没有我和团队的今天。”

朱群芳说，今年，她计划将业务做到湖南、江西、广东等地，
让更多的伙伴实现就业、创业梦想。

朱群芳创业梦圆，得益于我市围绕就业培训、创业扶持
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2016年，我市坚持把创新创业作为发展之基，着力优化
创业就业环境。通过“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等就业服
务专项活动，全方位开辟就业岗位促进就业。积极落实各
项优惠政策，通过创业带动充分就业。截至 2016年 12月
底，全市新增城镇就业50095人，全市组织各类就业创业培
训班201期，16149人接受就业技能培训。

走现场走现场

创业贷款促圆梦
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冯国瑞

2016年 12月 31日，通山县慈口乡大竹
村内，空气格外清新，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
让人心旷神怡。

位于 5、6组的黄岩基地内，油茶、楠竹、
泡桐等苗木成行成列，绿意盎然，衣着简朴

的贫困户余圣才正俯身打理着枝条。
余圣才是该村精准识别贫困户。由于妻子身患残疾，

没有劳动能力，年近 40岁的儿子至今未婚，一家人缺少稳
定的经济来源，生活举步维艰。

“自从来到基地做事后，我们跟着大户一起种植苗木，
既绿了山头，又富了口袋，每年仅工钱就能收入 5000 多
元。”余圣才说。

为打破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落后的条件枷锁，拓
宽百姓增收渠道，自去年底开始，该村因地制宜，建成1000

余亩苗木基地，先后带动17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今年以来，我市强化组织保障，健全脱贫攻坚指挥作

战体系，加快扶贫资金统筹整合，充实基层脱贫攻坚力量，
汇聚攻坚合力，为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提供有力保障。

全市各地把产业扶贫作为精准脱贫的主要抓手，通过
市、县、乡村、企业四方联动，加快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增
收脱贫。2016年，全市通过产业扶贫带动11.3万农户实现
增收，其中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4.2万人，占全市年度脱贫
计划的43%，占有劳动能力贫困户人数的82.8%。

此外，围绕国家精准扶贫“十大工程”，我市从全局和
战略的高度谋篇布局，因地制宜选择了易地搬迁扶贫、电
商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等一批适合市情的扶贫工程，
精准落子，重点推进，强化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加快全市脱
贫减贫步伐。

走现场走现场

【看答卷】

2016年，我市启动扶贫项目9602个，
受益贫困人口 162370 人，覆盖存量贫困
人口的68%，实现10.3万人顺利脱贫，超
额完成任务。

【晒承诺】

2016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推
进精准扶贫脱贫，完成减贫脱贫8.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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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在市四届人大六次会议上，时

任市长丁小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郑重承诺

继续为群众办理10件实事。

10项工作只是政府为群众办理众多事项的

一小部分，但是反映了市政府的关切点、市民的

敏感点。一年过去，这10件实事进展如何？本

报记者分头进行了探访——

近日，记者在市人社局公交站看到，黄
色的水马将川流不息的车辆阻隔在外，围栏
内几台挖机正在热火朝天地作业。

“原公交站台设置在绿化带上，公交停
车时占用车道，对长安大道车流影响较大。改造后，拆除绿
化带、站台、人行道，形成港湾式站台，将在春节之前可以完
工。”施工现场，负责人谢子彦说。

记者从城发集团了解到，目前，银泉大道桂泉小区站、妇
幼保健院站、长安大道市人社局站、交警三大队站正在建设，
淦河大道新华书店站及潜山商业街站正在进行招投标手续。

“设置隔离护栏后，我开车轻松多了。”市民吕航经常驾
车通过银泉大道，他说，以前开车时最大头疼的就是随意调

头、乱穿马路的现象很多，自己常被突然出现的人和车吓出
一身冷汗。

记者从城市执法管理局了解到，城区淦河大道、长安大
道、咸宁大道、银泉大道、桂香大道、文笔路、永安大道、宝塔
大道、温泉路等 9条主干道的隔离栏杆也正在紧锣密鼓地
制作、安装中，除长安大道与淦河大道外，其他路段将于 1
月22日前安装完工。

据悉，城市栏杆设计以“桂花、泉水、楠竹”等特色文化元
素为主题，全长约16372.6米，总投资600万。栏杆结合香城
泉都城市名片打造，整体色调为“桂花黄、泉水蓝、生态绿”，
塑造城市特色风貌，彰显地方特色文化，营造一路一主题、一
路一景观的特色景观带，绘就一幅丰富多彩的城市画卷。

走现场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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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答卷】

截至 2016 年 12 月 28 日，除淦河大道新华
书店站及淦河大道潜山商业街的港湾式站台正
在进行招投标手续以外，其他四个路段正在建
设，预计年前建成；除长安大道与淦河大道外，
其他路段的隔离护栏将于1月22日安装完工。

【晒承诺】

2016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城市主
干道隔离护栏和一批港湾式公交站台，改造城
区拥堵路段。

2016 年 12月 26日，咸安区鱼水路，执
勤交警示意一辆正在行驶当中的黄标车靠
边接受检查。“依据规定，我们要对您的车辆
信息进行登记，一定要抓紧整改啊。”在交警

的提醒下，驾驶员蔡某表示，一定遵守限行规定，按时报
废注销。

今年以来，我市对非营运类高污染车辆“鼓励更新、
限制使用”，对营运类高污染车辆“按期报废、强化监管”，
采取综合措施，不断完善配套政策，严格落实责任，顺利
完成了2016年黄标车淘汰任务，促进大气质量持续改善。

30日，在咸宁市华中包装有限公司的锅炉房里，原先
陈旧的蓝色方形燃煤锅炉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绿色圆

筒形的天然气锅炉，印象中煤灰漫天的场景不见了，整个锅
炉房变得干净整洁，排放的气体也没有了刺鼻的气味。

据该公司负责人楚四名介绍，现在主要靠华润天然气
公司定期为天然气罐充气来保证锅炉运转，今后会继续铺
设天然气管道，保证供应。“虽然购买和安装天然气锅炉共
花费近30万元，但是整改后，企业通过了环保验收，保证了
生产，也为咸宁的空气质量做了一份贡献，还是值得的。”

这只是47家燃煤整改企业的一个缩影，今年我市中心
城区47家燃煤企业中，19家已改天然气或电、16家已改生物
质、8家已关闭，4家未按时完成改造任务的全部停产整改。

通过淘汰黄标车，整改燃煤企业，今年我市空气质量
相较去年实现大幅提升，顺利完成年初目标。

走现场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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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承诺】

2016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整改中心城
区47家燃煤企业，全面完成国家黄标车淘汰任
务，空气优良率提升2个百分点。

【看答卷】

截至2016年12月26日，全市47家燃煤企
业已全部完成改造淘汰工作。淘汰黄标车
3158 辆，超额完成全年 3006 辆黄标车淘汰任
务。截至 12 月 29 日，城区环境空气有效监测
358天，其中优68天，良204天，轻度污染83天，
中度污染3天，优良率为76.0%，比2015年同期
空气质量上升8.0%。

“现在看病拿药还真方便……”2016年
12月 23日，崇阳县铜钟乡大岭村村民沈佳
明，因患胃绞痛在该村卫生室输液后，对卫
生室干净舒适的环境和医生细心周到的服

务赞不绝口。
在大岭村卫生室，电脑、打印机、电视机、VCD等设备

逐一有序摆放，像沈佳明一样来此看病打针的村民不在
少数。

村卫生室负责人金次和介绍，村卫生室已完成升级
改造，通过更新设备来打造村卫生室建设标准化、运行信
息化，10月中旬，村民健康信息已可全部实现电子管理。

去年初，全市启动以“产权公有化、建设标准化、服务
规范化、运行信息化、管理一体化”为目标的“五化”创建
活动，保障农村居民获得均等化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安全、

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当日，在大岭村卫生室电脑桌前，医生通过输入姓名

找到了村民沈佳明的电子健康档案，他的既往病史瞬间就
呈现在电脑上。排除过敏用药后，医生熟练地开了两副药。

“不用带病历，医生也可以对我的病情了如指掌。”沈
佳明对本村的“五化”卫生室竖起大拇指。他直言，如今在
家门口看病，不仅就医环境、服务态度得到了提升，信息化
的运行和管理也让医生和病人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目前，除却享受“五化”带来的红利，“两癌”免费检测
已覆盖农村贫困妇女。全市已基本建立起“以市直医疗
机构为引领，县直医疗机构为重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基础，其
他医疗机构为补充的医疗服务体系，整体上提高百姓健
康水平。

走现场走现场

【看答卷】

截止 2016 年 12 月 20 日，100 家村卫生室
“五化”创建全部达标，全市农村贫困妇女“两
癌”免费检测实现全覆盖。

【晒承诺】

2016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成100 家
村卫生室“五化”建设，开展农村贫困妇女“两
癌”免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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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 28日，记者在市区温泉中
心花坛路段看到，近十台挖机、200名施工
人员同时作业，温泉中心花坛综合改造工
程正紧张有序地推进中。

温泉中心花坛是市区传统商业中心，近年商家更是
扎堆聚集。巨大的人流物流车流造成交通拥堵现象较为
严重，综合改造迫在眉睫。

据悉，温泉中心花坛综合改造工程总投资2720万元，
包括市政道路、园林绿化和强电入地三部分内容。市政
道路的主要建设内容是淦河大道与温泉路交叉口改造、
桂花路与温泉路交叉口拓宽改造、温泉路刷黑整治及中
百路、瑞融路贯通至幸福路的微循环道路改造等；园林绿
化的主要建设内容是花坛改造提升及渠化岛、分隔带建
设等，总面积约 3140平方米；强电入地主要建设内容是
2100米强电入地管道（含弱电管入地）、30盏路灯、人行道

破损修复和管线迁改等。
工程自去年 11月 10日开工以来，市政府投资项目管

理局采取“5+2”、“白加黑”的工作模式，高效推进工程进
度。项目管理局负责人陈鹏提醒市民，施工区域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请注意绕行，切莫进入围观。

截至去年 12月 28日，工程市政道路基层及混凝土面
层基本完工，道路拓宽改造部分完成 90%；各类管线完成
90%，强电入地部分完成 80%。1月 3日，市政道路部分可
彻底完工。园林绿化部分正在进行土方平整及花坛路缘
石施工，全部工程确保春节前完工。

记者还了解到，银泉大道（含马柏大道）立面整治工
程目前已完工。整治工程范围从永安大道与银泉大道交
叉口起，至与南外环交叉口止，全长约8.2公里，主要内容
包括屋面改造、门窗更换、墙面装饰、店招及广告牌调整
等，进一步提升了温泉城区整体形象。

走现场走现场

2016年 12月 28日，在赤壁市蒲圻办事
处炭素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场，机声隆
隆，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

“目前，棚户区改造一期安置房105套，分
东、西两个单元楼同时进行，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及主体
楼建设，东单元楼建起 5层 20套房，西单元楼建起 2层 4套
房，投资700多万元。”社区党支部书记潘纯阶告诉记者。

据悉，炭素社区原来的建筑物大都建设于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群众改造愿望非常迫切。在 2016年第三期“主题
党日+”活动上，社区干部将棚户区改造列为炭素社区的十
件实事之一。如今，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工程如期开
工。

社区居民樊胜发乐开了花，“想不到我 60多岁了还能
住上新房子。”原来，樊胜发住的是 70年代的老房子，面积

不到 50平米，屋面漏雨，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此次改
造解决了他心头积压已久的烦恼。

去年以来，我市相继出台《咸宁市城区棚户区改造货币
化安置办法》、《加快推进市城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等
多项文件。各县市区和咸宁高新区同步推进棚户区改造工
作，落实“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个项目一个县级领导联系”
制度，在各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场设立指挥部和办公室，实时
实地指导工作推进，同时以市县投融资平台为基础，确定年
度棚户区改造项目和投融资规模，为棚户区改造提供资金
支持。

改造中，我市按照“以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以提升
城市景观为方向，以完善城市功能为目标，以平衡经济收益
为支撑”的思路，上下联动，提速加压，住房保障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走现场走现场

棚户改造暖民心
记者 黄柱 通讯员 胡松伟

33

【晒承诺】

2016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棚户区改造
24414户，基本建成8260户，分配入住4086户。

【看答卷】

截至2016年12月底，开工保障性住房、棚
户区改造共24414套（户），基本建成保障性住
房、棚户区改造共8430套（户），分配入住保障
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共4189套（户），全面完成
任务。

2016年 12月 28日，在九宫山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造林人员正在补种苗木，昔日因非煤矿山开
采导致的“裸露”的山体，正准备重新披上绿装。

九宫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非煤矿山治理是
省市交办通山县整改的突出环境问题。为守护绿水青山，去年
9月该县果断关停了位于核心区的6家非煤矿山，并通过采坑回
填、表层覆土、复绿复垦等方式，逐步恢复核心区生态功能。

“目前，采坑回填、表层覆土以及拦砂坝工程已进入收尾阶
段，接下来将着重进行植被复绿工程。”负责项目建设的咸宁市
鄂南地质基础工程公司经理陈如号介绍说。

强制关停非法采石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与非煤矿山企
业矿长谈心对话、开展超限运输专项整治……去年来，我市各地
根据市政府非煤矿山综合整治要求，结合辖区矿山分布特点，划
出了各自整治重难点整治区域，做到一矿一策，打响了非煤矿山

综合整治攻坚战。
市非煤矿山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截止目前，

全市非煤矿山 92 家矿山关停关闭，56 家矿山已办理关闭注
销程序，圆满并超额完成市政府年初下达的 64 家关闭矿山
的任务。

近年来，由于受利益驱使，长江咸宁段和市内部分河段非法
采砂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堤防、河道行洪和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在开展非煤矿山的综合治理的同时，我市加大对长江
干线非法码头、非法采砂的打击力度。

截至目前，全市共取缔非法砂场 27家，非法洗砂场 2家，捣
毁采砂设备 8套件，现场切割非法采砂船舶 3艘，扣押装载机 1
台，刑事拘留 1人。并现场监督多家砂场清理采砂后堆放在河
道内的废料，铲除修筑在河道内的拦水堰 10道，非法采砂行为
得到有效遏制。

走现场走现场

绿水青山护家园
记者 朱哲【晒承诺】

2016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关闭非煤矿
山64家；开展联合整治非法采砂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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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答卷】

截止 2016 年 12 月底，全市非煤矿山 92 家
矿山关停关闭，56 家矿山已办理关闭注销程
序，圆满并超额完成市政府年初下达的任务。
各县市区加大对采砂的日常巡查和依法严厉打
击非法采砂，有效遏制非法采砂行为。

元旦期间，位于银泉大道上的泉塘小
学仍在抓紧施工。

已经封顶的 4层教学楼、综合楼、报告
厅由宽敞的廊道相连，浑然一体。

建筑群后方，一片运动场正在进行场地平整。据悉，
这里将建成拥有200米环形塑胶跑道，带篮球、排球、乒乓
球场的综合活动场地，一改过去孩子们在扬尘漫天的泥
土地上活动的场景。

泉塘小学校长刘胜利难掩兴奋之情，他介绍，泉塘小
学被列为市政府2016年十件实事后，市、区领导和教育主
管部门高度重视，多次现场调研，制订改造方案。经过高
起点、高标准的规划、设计，改造工程于8月启动。目前整
个项目进展迅速，按照计划将于今年5月竣工，建成后，学
校建筑面积由 1900平方米扩大到 5233平方米，各种功能

完备，可以确保9月1日新装开学。
届时，泉塘小学办学规模将由现在的 570人扩大到

1500人，办学条件和设施一跃成为市区小学的前列。
市区中小学校改造升级持续进行中。岔路口中学计

划扩容，新增用地41亩，新建一栋综合楼，新建300m环形
跑道运动场 1个、篮球场 4个。目前，已完成征地、立项、
规划、土方工程等工作。由碧桂园公司建设的麦笠山片
区小学幼儿园项目，占地36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新
增学位 1500个，已于 2016年 3月奠基。由省联投建设的
梓山湖片区中小学，目前正在进行主体施工。项目占地
80亩，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计划投资1.2亿元。

偏远山区学校和教学点的条件也在进一步改善中，
截止 2016年 12月 22日，全市 100所偏远山区教学点配备
教育信息化终端设备，总共投资526万元。

走现场走现场

学校提档家长乐
记者 向东宁 通讯员 张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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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答卷】

全市全面完成了在100所偏远山区教学点
配备教育信息化终端设备。泉塘小学主体工程
完工，运动场完成平整工作；梓山湖片区中小学
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晒承诺】

2016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泉塘小
学、岔路口中学进行升级改造，支持碧桂园集团
和省联发投新建中、小学，在100所偏远山区教
学点配备教育信息化终端设备。

【晒承诺】

2016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增城镇就
业4.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
完成各类就业创业技能培训1.5万人。

11

【看答卷】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全市新增城镇就业
50095 人，完成目标计划的 111.32%；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 1.78%内；完成各类就业创业技
能培训16149 人，实现目标任务的107.7%。

1010

【晒承诺】

2016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温泉中
心花坛综合改造工程和银泉大道街面整理示范
工程。

【看答卷】

截至2016年12月底，温泉中心花坛综合改
造工程市政道路基层及混凝土面层基本完工，
道路拓宽改造部分完成 90%；各类管线完成
90%，强电入地部分完成80%，全部工程春节前
完工；银泉大道立面整治工程完工，进一步提升
了温泉城区整体形象。

精准扶贫齐发力
记者 程慧

三禁三治守蓝天
见习记者 吴钰 通讯员 陈蔚 饶辉

清洁饮水入户来
记者 刘子川 通讯员 韩伟

村头就医实惠多
记者 王凡 通讯员 陈文雅 金静

道路隔离车畅行
见习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舒心驰 刘浩

中心花坛大改造
记者 饶红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