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邓昌炉

电话：0715－81287706版
2017年1月12日 星期四

E-mail:xnrbxwb＠163.com 纵览天下

根据《关于深化“最洁净村庄”评选活动 推进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的实施意见》（咸垃治组〔2016〕1号）文件精
神，经请示市考评办同意，我市于12月下旬开展了2016
年下半年“最洁净村庄”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年度考评工
作，现将检查考评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评选和考评工作由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和市“三万”活动领导小组牵头组织，从市委农
办、市住建委、咸宁电视台抽调人员组成2个检查组，对
照考评标准，开展五个方面的考评检查工作。一是对各
县（市、区）县级“最洁净村庄”评比前三名的行政村进行
逐一检查，按照得分情况确定全市“最洁净村庄”；二是
对县（市、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进行考核排名，每
县（市、区）随机抽查1个乡镇，每乡镇抽查1个村，每个
村现场查看3个组；三是对各县（市、区）推荐申报的农村
生活垃圾全域治理示范乡镇进行检查验收；四是对2016
年新建的乡镇垃圾中转站进行检查验收；五是对各县
（市、区）评选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示范村庄进行抽查。
检查采取听汇报、查资料、看现场等方式进行，随机抽查
和现场反馈，做到了实事求是和公正、公平、公开，如实
反映各地工作情况。

二、检查考评工作总体情况
2016年，我市扎实稳步推进我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工作，完善农村清扫保洁制度，逐步建立农村生活垃圾收
集转运体系，深入推进“最洁净村庄”评选和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考评，取得了较好成效，相关经验做法得到了省垃
治办的充分肯定。全市14个乡镇垃圾中转站投入使用，
村庄保洁基本覆盖，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率达到了
55.3%，较2015年提高了20.8个百分点。

1、自下而上，分级评比。各县（市、区）和乡镇基本形
成了每季度开展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检查排名和“洁净村

庄”评选工作机制，保持力度不减，压力不松，重点检查组
织发动情况、环卫设施配套、治理实际成效、卫生习惯培
养等，考评结果均实施通报，并和村庄保洁经费挂钩增强
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氛围，农村群众逐步提高了思想
认识。2016年上半年检查工作创新方式方法邀请各县
（市、区）同志参与评比，相互学习好的经验做法。全年两
次检查都聘请了市级新闻媒体全程跟踪采访，保证了评
比工作的有效开展。

2、突出重点，分步推进。2016年检查考评突出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成效，注重乡村环境的洁化、美化；突出树
样板，抓示范，重点检查“一横两纵”（咸嘉生态文化城镇
带和106、107国道沿线）乡镇和村庄，重点查看沿线乡镇
集镇和村庄生活垃圾清收、转运、处理及河道、沟渠环境
保洁问题，全力打造“一横两纵”干净整洁的美丽新农村。

3、投入加大，成效明显。2016年各县（市、区）和乡
镇、村各级积极主动抓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加大了农
村环卫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组织农村群众广泛开
展村庄垃圾清理和环境整治工作，全市农村地区积存垃
圾和暴露垃圾明显减少，农村环境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提
升。各地还积极探索建立保洁清运的长效机制，不断做
好宣传教育工作，群众的卫生习惯有了一定的提升。

三、全市2016年下半年“最洁净村庄”评选结果
检查组对每个县（市、区）自评推荐3个村庄共计18

个村庄考评打分，按得分高低排列最终确定全市2016年
下半年12个“最洁净村庄”，具体名单如下：

柳山湖镇宝塔山村（95分），官埠桥镇小泉村（94
分），金塘镇石店村（94分），五里镇何家村（93分），官桥
镇阴山村（92分），通羊镇李渡村（92分），麦市镇长冲村
（91分），马桥镇严洲村（91分），高铁岭镇杨山村（91
分），车埠镇梅湖村（90分），南林桥镇南林村（90分），青
山镇吴城村（90分）。

关于2016年下半年“最洁净村庄”评选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考评情况的通报

名次

1

2

3

4

5

6

县（市、区）

咸安区

崇阳县

嘉鱼县

赤壁市

通山县

通城县

抽查乡镇

官埠桥镇

金塘镇

渡普镇

赤壁镇

南林桥镇

大坪乡

得分

85.5

84.5

84

82

81

78

县（市、区）检查各乡镇排名

1、汀泗桥镇，2、官埠桥镇，3、高桥镇，4、向阳湖镇，5、马桥镇，6、双溪桥镇，7、贺胜
桥镇，8、桂花镇，9、大幕乡，10、浮山办事处，11、奶牛场

1、金塘镇、2、肖岭乡，3、路口镇，4、青山镇，5、白霓镇，6、铜钟乡，7、天城镇，8、港
口乡，9、石城镇，10、沙坪镇，11、桂花泉镇，12、高枧乡

1、潘家湾镇，2、渡普镇，3、牌洲湾镇，4、鱼岳镇，5、高铁岭镇，6、陆溪镇，7、官桥
镇，8、新街镇

1、柳山湖镇，2、赤壁镇，3、中伙铺镇，4、黄盖湖镇，5、新店镇，6、茶庵岭镇，7、车埠
镇，8、神山镇，9、沧湖农业开发区，10、余家桥乡，11、蒲圻办事处，12、官塘驿林场，
13、羊楼洞茶场，14、赤马港办事处，15、赵李桥镇，16、官塘驿镇,17、陆水湖办事处

1、南林桥镇，2、闯王镇，3、大畈镇，4、杨芳林乡，5、通羊镇，6、九宫山镇，7、厦铺
镇，8、大路乡，9、黄沙铺镇，10、燕厦乡，11、洪港镇，12、慈口乡

1、大坪乡，2、麦市镇，3、石南镇，4、五里镇，5、北港镇，6、关刀镇，7、沙堆镇，8、四
庄乡，9、塘湖镇，10、马港镇，11、隽水镇

五、相关要求
一是进一步做好评比检查。各地要认真总结推广“最

洁净村庄”好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工作，每季度开展好县级评比检查工作，促进农村环境面
貌不断改善。

二是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各地要不断加大资金投
入，落实村庄清扫保洁经费，加快乡镇垃圾中转站和农村
环卫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户分类、组保洁、村收集、镇
转运、县处理”体系。

三是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各地要充分利用电视、广

播、报纸、网络等现代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采取倡议书、
宣传栏（牌）、村规民约、门前三包制度、清洁户评比等方
式，大力宣传农村垃圾治理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倡导移风
易俗，树立“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可耻”的观念，强化群众
的环保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群众参与水平，自
觉维护环境卫生。

咸宁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咸宁市“三万”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月6日

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年度考评情况

遗失声明
父亲吴利峰，母亲何代莲，遗失吴可儿（女，出生日

期 ：2016 年 4 月 11 日）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
P420673642，特声明作废。

吴晓兵遗失国税发票领用簿，纳税人识别号：
4223017002071211，特声明作废。

鲁雅琴遗失咸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咸宁碧桂园淦河茶韵七街51号购房票据一张，号
码：00719341，金额239600元，特声明作废。

明娜遗失长江大学文理学院文学学士学位证书，
学位证书编号：1324642012072632，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金南木业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764131254，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金南木业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证号：4223221010261，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粗茶淡饭酒楼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4212210001949，特声明作废。

全永相遗失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证号：
422325197307181076，原证编号：4200373485，特声
明作废。

湖北幕阜山樱花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24MA48A3PE8K，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五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张司边煤矿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00000044908，特声明
作废。

赤壁市五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张司边煤矿遗失行
政公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指导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
和方式也在不断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政府配置的资源主要是政府代
表国家和全民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经济资
源和社会事业资源等公共资源。为解决当
前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市场价格扭曲、
配置效率较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突出
问题，需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
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创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
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

《指导意见》强调，创新政府配置资源
要遵循问题导向、分类施策，提高效率、促
进公平，平台整合、信息共享，依法依规、
创新监管的基本原则。

到2020年，公共资源产权制度进一
步健全，形成合理的资源收益分配机制，
资源所有者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行政性
配置范围进一步厘清，结构进一步优化，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增强；以

目录管理、统一平台、规范交易、全程监管
为主要内容的新型资源配置体系基本建
立，资源配置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公共资
源配置的效益和效率显著提高。

《指导意见》还就创新自然资源配置方
式、创新经营性国有资产配置方式、创新非
经营性国有资产配置方式、创新资源配置
组织方式、创新资源配置监管方式、强化
组织领导和实施保障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要求

不断创新政府资源配置方式

新华社长沙1月11日电 新华社记
者日前从教育部获悉，2017年春季教材
将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8年抗战一律
改为14年抗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认
为，14年抗战表述更完整、更全面、更客观。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
国开启抗日序幕。1937年7月7日，宛平
城外卢沟桥的炮声和枪响，把中国带入全
面抗战。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
爆发，中国是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

场。14年抗战比8年抗战的表述，更完
整、更全面、更客观。”11日，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对新
华社记者说。

位于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的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完好地保
存着1945年8月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投
降的旧址。1945年8月21日，中国在湖
南芷江以战胜国姿态接受战败国日本的
投降。日军方面向中国军队献交了在华
兵力部署概要图，在记载着投降详细规定

的备忘录上签字。芷江受降终结了14年
抗战，它是亚洲，也是二战东方主战场胜
利的标志点。

从1985年开放至今，以芷江受降旧址
为核心陈列的受降纪念馆已经接待了海内
外游客3000多万人次。吴建宏告诉记者，
日本也有部分人士前来参观和忏悔。

“日军在芷江向中国军民投降的视频
和文字资料不仅仅属于中国，它还是全世
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抗击法西斯取得
胜利的历史见证。”吴建宏表示，二战中，

中国的抗战起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条
件最为艰苦，付出的牺牲几乎是最惨重
的。受降纪念馆有一部分陈列，就讲述了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
北抗联奋起抗日的英雄事迹。14年抗
战，更完整、更全面、更客观展现了中华民
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

吴建宏说，教材全面落实14年抗战
概念，可以让年青一代勿忘历史。这同时
也警告日本右翼势力，必须要以史为鉴，
才能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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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春运 保畅通 护安全

1月11日，烟台港公安局民警在核验旅客身份。
日前，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针对今年春运客流高峰早、时间长、峰值高的特点，提前5天进入春运工作状态，保障烟台至大连

这条渤海“黄金水道”的高效顺畅，让广大旅客出行安全、舒心。 据新华社

2017 年春运临近，武汉客运段开
通“凤舞楚天高铁乘务队”微信公众
号，围绕旅客的需求，提供急救、订送
餐、失物招领信息发布、免费轮椅、列
车时刻查询等便民服务，让旅客出行
更加便捷，为春运助力。

临近春运，铁路运输压力变大，需
要检修保养的机车也越来越多。济南
铁路局青岛机务段提升值班班次密
度，并邀请外国专家对机车检修系统
进行优化升级，保障铁路春运的引擎
安全。

奥巴马发表告别演讲

强调美国面临挑战
据新华社芝加哥1月10日电 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

奥巴马10日晚在芝加哥麦考密克会展中心发表长达近一
个小时的告别演讲。他说，种族主义仍是美国的“分裂力
量”，美国面临挑战。

演讲中，奥巴马再次强调他8年前上台时喊出的“变
革”口号，称进步之路总是坎坷不平，每进两步就可能倒退
一步。他表示，当年他赢得总统选举胜利后，部分民众一
度认为美国进入了“后种族主义时代”，但这与现实不符。
他呼吁美国能够弥合分裂，团结在一起。

超6成瑞典民众认为

美给世界和平带来问题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月11日电 瑞典民事应急机

构日前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过6成的瑞典民众认
为美国给世界和平与安全事务带来问题。

据《南瑞典日报》报道，瑞典民事应急机构在名为
《2016年民意调查》的报告中发布最新民调数据显示，有
62％的瑞典民众认为美国给世界和平与安全事务带来“一
些或严重的问题”，而在2015年持有此观点的瑞典民众占
54％。

俄防长要求俄军

掌握新型武器和装备
新华社莫斯科1月10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0

日说，2017年必须继续平衡发展俄武装力量各军兵种，掌握
新型武器和技术装备，巩固俄战略核力量的作战潜力。

据俄国防部网站发布的消息，绍伊古当天在俄军高级
将领电话会议上表示，2016年俄军成功实施提高作战能力
计划，保证了国家防御能力达到应有水平。他强调，需要
监督实施2017年国防订货任务，将目前的俄军武器装备
更新速度保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