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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10日，市
委书记丁小强主持市委中心组专题研
学，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十八届
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和省委常委班子民
主生活会精神，研究部署市委常委会专
题民主生活会和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等市委中
心组成员参加研学。

丁小强指出，要坚持学思践悟，在
深入持续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上当
好表率。作为市领导班子成员，要把深

入持续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抓
紧抓实，充分发挥“立标杆、作表率”作
用。要深刻认识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牢固树立和增强“四个意识”，抓好《准
则》和《条例》的贯彻落实。

丁小强要求，要坚持以身作则，在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上当好表率。要以
更严的标准落实“六个从严”。在新的
五年要树立上游意识，确保各项工作在
全省有位次。要以更严的标准查摆自
身问题。对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

求，对照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准则》
和《条例》，聚焦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
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坚持问题
导向，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和工作摆
进去，对标调焦、从严检查、深刻剖析，
使市委专题民主生活会达到红红脸、出
出汗的效果，使每一名班子成员都经受
一次党性的锻炼，经历一次严肃的党内
政治生活洗礼。要以更严的标准强化
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丁小强强调，要坚持主责主担，在落

实管党治党责任上当好表率。要突出关
键少数，突出追责问责，突出解决问题。
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
从严治党不力的突出问题，维护好党内政
治生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上，程良胜、王济民、何开文、张
方胜、闫英姿、熊征宇、周勇等市委中心
组成员围绕“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各项工
作，深入学习《准则》和《条例》，促进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主题作了
中心发言。

嘉鱼举行首届马拉松赛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通

讯员熊琦报道：8日，2017中国
嘉鱼“环三湖连江”四分马拉松
比赛成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4086名选手尽情享受长跑
健身带来的快乐，在奔跑中感
受了嘉鱼山水的秀美。

清晨7时许，二乔公园已
经人声鼎沸。本次马拉松比赛
以生态、健康、快乐为主题，展
现嘉鱼城市特色及区域文化，
传播嘉鱼美丽、活力、幸福城市
形象。比赛设有男子、女子四
分马拉松(10公里)和男子、女
子微型马拉松(5公里)。微型
马拉松有3100人，四分马拉松
有986人。其中，最高龄选手

达到65岁，年龄最小的跑者只
有6岁。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烈角
逐，最终，“半马小王子”李少壮
凭借专业的赛跑功底，以28分
29秒的成绩，夺男子组四分马
拉松冠军。本届赛事热门选手
伍玲以35分48秒的成绩获得
女子组四分马拉松冠军。

本届马拉松赛由嘉鱼县
委、县政府主办，县文体广新局
承办，县直机关工委等13家部
门联合协办。比赛根据枪响计
时成绩，录取男子前50名运动
员、女子前50名运动员给予奖
励。其中，男子第一名和女子
第一名将分别获3000元奖励。

本报讯 特约记者童金健报道：9日，
在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砂子岭社区，社区干
部、网格员正在向社区居民发放《赤壁市城
区禁鞭致市民的一封公开信》，号召社区居
民及家人春节期间不燃放烟花炮竹，文明过
节。

在神山镇西凉湖畔，养殖大户陈长青带
头拆违，西凉湖养殖围网围栏拆除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

保护环境，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正
成为广大赤壁市民共同的心声和行动。

赤壁市积极回应公众关切，以“转型升
级,绿色崛起”战略统领环境保护工作，持续
实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工程，加强环境监
管，强化污染防治，狠抓污染物减排，努力改
善环境质量。

该市强力推进“蓝天工程”，重点以“三
禁三治”（禁鞭、禁烧、禁煤和非煤矿山治理、
扬尘治理、尾气治理）专项治理为抓手，持续
发力不断档。共清理城区鞭炮销售点698
户，查处、劝停鞭炮燃放行为35起，查处秸
秆禁烧案件2起，通报乡镇政府9次，中心城
区已拆除、停用燃煤锅炉27台。从2015年
8月起至今，对23家不合规非煤矿山停产整
顿、停发炸药。查处万泰华府等9处扬尘处
理不到位的施工工地，查处超限车辆134台
次，淘汰落后产能企业3家。

该市扎实开展“碧水工程”，加强非法码
头治理，整治非法采砂行为，整治工业污水、
生活污水和农村面源污染。大昇印染和晨
力纸业实施停产整治，关停陆水河、宋河、汀
泗河、蟠河等流域畜禽规模养殖场22家。
加强治理陆水湖、黄盖湖、西凉湖，打击沿湖

“乱挖、乱填、乱建、乱伐、乱捕”等违法违规
行为，西凉湖309户养殖户签订拆除协议。

该市有序推进“净土工程”，全面开展危
险废物专项整治。加大农技服务，在全市
148个村推广测土配方施肥110多万亩。
加快建设中国绿色生态产业展览交易基地，
荣获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形成了有机
水产、有机蔬菜、有机茶叶、有机水果、有机
稻五类示范基地同步发展格局。加强山体、
水体、湿地保护与修复，对陆水库区所有岛
屿和沿岸纵深200米范围内的树木、楠竹全
面实行禁伐和限伐管理，对陆水湖湿地公园
8万亩山林全部实施封山育林。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该市持续推进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工程，一个空气更清
新、河水更清澈、环境更优美的新赤壁正逐
步呈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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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小强主持市委中心组专题研学强调

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上当好表率

恒升包装
赶制出口订单

2016年12月28日，崇阳县经济开
发区，恒升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车
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订单。

据了解，该公司主要生产各种商
品包装，拥有德国进口的印刷设备和
国内先进的印后配套设备。产品主要
销往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截至
目前，销售额已达5000余万元。

记 者 夏正锋
特约记者 汪 佳 摄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特约记者刘
健平、通讯员吴林森、罗全新报道：如何
确保“精准扶贫,不落一人”？ 通城给
出的答案是：一保二提三救助，落实好
政策兜底保障。

该县落实农村低保和农村五保“应
保尽保”政策，根据精准识别认定的政
策兜底贫困户，只要是符合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条件家庭和农村五保条件对象，
均按程序纳入低保和五保范围。该县

2016年全年享受定期保障的各类困难
对象共计26910人，目前，已发放救助
资金5918万元。

该县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提高低保补助水平。2016年，该县将
农村低保标准由每人每年3770元提高
到4000元。对全县2016年出列的12
个贫困村及全县政策兜底贫困户7733
户18680人，均按照年收入4000元标
准进行收入核算差额补齐，目前已基本

完成，发放补助资金600余万元；该县
对家庭经济收入基本无变化的低保对
象每人每月提标40元作为兜底补差，
对家庭经济收入情况有变化的则按政
策落实兜底补差。

为落实临时救助、大病医疗救助和
低保生活救助，县里对政策兜底贫困户
因遭遇火灾、交通事故、突发重大疾病
或其他特殊困难，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严
重困难的家庭和个人给予临时救助。

去年，全县共临时救助7700人次，发放
资金 620 余万元，人均救助标准 800
元；将农村低保对象住院个人负担合规
医疗费用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70%，
全年医疗救助 6100 人次，发放资金
1350余万元，人均救助2200元；对符
合农村低保条件贫困家庭和列入政策
兜底贫困户，按程序及时纳入农村低保
生活救助，充分发挥低保兜底的社会保
障作用。

应保尽保 提高标准 落实救助

通城政策兜底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卫民、通讯员
程良万、徐世聪报道：6日，记者走进通
山县经济开发区，在湖北新亿通机车配
件有限公司车间，现场机械打磨、切割、
焊接，一片热火朝天。

该公司是集自主设计研发、内外贸
于一体的机车配件公司，向全球市场提
供摩托车刹车蹄块。“我们引进、自主研
发压铸机械设备和压铸技术，选用优质

的原材料，实行国际标准的质量检验，
产品畅销亚洲、非洲、美洲等各大摩配
市场，是通山重点打造的工业企业。”公
司副总经理阮开义介绍。

最让阮开义自豪的是，公司去年
自主研发的机械化喷胶流水线技术获
得了省科技厅的认定，成功晋级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这项技术弥补了传统
摩托车刹车片磨合度不够，稳定性不

高的问题，能减少成本近百万元。”阮
开义说。

近年来，通山县大力实施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计划，通过强化政策宣传和高
新技术企业申报培训，提升企业技术研
发和成果转化水平，培育了一批技术创
新能力较强、发展势头较好的企业，有
力地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和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2016年，该县有湖北葆丰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成功申报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超额完成市定任务。高
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约25亿元，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约7亿元，高新技术
企业已达10家。通山县电子商务服务
中心被认定为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全
年完成技术合同交易额登记1.5亿元，
登记科技成果6个。

通山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去年高新技术企业创产值约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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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香城都市报记者
葛建伟、通讯员彭婷、江涛报
道：昨日，记者从咸安区政府获
悉，今年，该区宜居村庄建设将
完成2至3个命名申报，力争1
至2个村落成功申报全国第四
批传统村落。

据悉，该区将进一步贯彻
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建设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促进传统
村落的保护发展，建设美丽咸
安、美丽乡村。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文

化部、财政部关于加强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工作指导意见》，结
合咸安实际，区住建规划部门
做了大量工作，对咸安区域传
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进行综合研
究和规划。从前几年开始，在
区住建局的牵头组织下，召开
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建设座谈
会，收集相关资料，发放调查
表，征求意见，实地考察，经各
级专家评审，先后成功申报桂
花镇刘家桥村、马桥镇垅口村
垅口冯入选一、二、三批省级、
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

咸安加快宜居村庄建设
加紧申报全国第四批传统村落

打造中国中部“绿心”
建设国际生态城市

据新华社武汉1月11日电 被
称为湖北“四板”的武汉股权托管
交易中心11日正式推出首个贫困
县域“绿色脱贫板”，来自十堰市郧
阳区的54家绿色发展助力脱贫的
企业集体登陆。

据十堰市郧阳区副区长陈茹
介绍，郧阳作为湖北省精准扶贫的
重点片区和国家南水北调中线核
心水源区，当地按照生态、产业、经
济融合发展思路，构建全新生态产
业体系。当天启动的“绿色脱贫

板”54家企业均为当地绿色发展
助力精准脱贫的代表企业，其中包
括工业企业 23 家，农业企业 23
家，旅游企业8家。

来自郧阳的湖北佳恒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永明说，通过
登陆湖北“四板”，将有助于企业展
示形象吸引资本关注，进而逐步借
助资本市场实现企业创新转型发
展，更好地带动“国贫县”的区域经
济发展。

据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董

事长龚波介绍，中心成立和运营5
年多来，已经发展成为在全国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运
营机构。截至11日，湖北四板托
管登记企业3045家，托管总股本
1262.41亿股；挂牌交易企业2293
家，累计成交53.27亿股，成交总金
额94.89亿元。

湖北区域股权市场

推出首个“绿色脱贫板”

我市筑牢安全生产防护墙
（详见第四版）

全国大中小学教材今年春季起

“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
（详见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