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县以上

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
生活会若干规定》，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民主生活会是党内
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发扬党内
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依靠领导班
子自身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
要方式。坚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
制度，是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大法
宝。修订和实施《若干规定》，对坚
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引导党员领导

干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特别是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严肃认真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忠诚干净担
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从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的高度，充分认识坚持
和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的重要性
紧迫性，切实抓好《若干规定》的学
习贯彻。要认真组织开展学习培
训，使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
部深刻理解《若干规定》基本精神
和要求，进一步增强开好民主生活

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民主生
活会制度，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
锐利武器，不断增强发现和解决自
身问题的能力。上级党组织应当
通过派出督导组、派人列席等方
式，对下级单位召开的民主生活会
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对问题突
出的领导班子，上级党组织主要负
责人应当亲自过问，派出得力的负
责人列席民主生活会，严肃指出问
题、深入分析原因、切实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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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报道：近
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第
四批美丽宜居小镇、美丽宜居村庄示
范名单中，我市通山县九宫山中港
村、洪港镇西坑村双双入选，成为我
市首次入选该示范名单的村庄。

据了解，在各地自愿、择优推荐
的基础上，经专家组审查遴选确定的
美丽宜居小镇、美丽宜居村庄，旨在
通过编制示范案例，在宣传推广的基
础上，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理念
和方法，推进宜居小镇、宜居村庄建
设。其中，宜居小镇示范要求风景宜
居、街区宜居、功能宜居、生态宜居和
生活宜居，宜居村庄示范要求田园宜
居、村庄宜居和生活宜居。

自2013年以来，住建部先后发布

的四批美丽宜居小镇、美丽宜居村庄
示范名单，共确定190个镇为宜居小
镇示范，565个村为宜居村庄示范。

我市九宫山中港村以列入全省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家大屋”闻
名于世，在通山古民居的群体当中，
以“大屋”为名称的，唯独只有“周家
大屋”，其作为九宫山七大景区之一，
占地面积 4400平方米，由青石、青
砖、青瓦、青木构成，内建有厢房、祠
堂、小姐闺阁，大小房间132间，天井
48个，整个周家大屋家家相通，户户
相连，在屋内周游，晴不戴帽，雨不打
伞；洪港镇西坑村，是2016年“全国生
态文明村”，村里有丰富的楠竹资源，
西坑人在竹制品加工上也探索出了
一条成功之路。

本报讯 特约记者童金健报道：
6日，记者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获悉，
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入
围2016年度中国茶叶行业综合实力
百强企业，位列第28位。

据悉，作为赤壁市龙头茶企之一
的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
能跻身百强茶企，得益于该市积极对
接“一带一路”大力发展茶产业。

近年来，赤壁市坚持“擦亮千年
品牌、打造百亿茶业、重振万里茶道、
造福亿万民众”发展战略，通过强基
固本、创新升级、科技支撑等措施，使
得茶产业发展风生水起。

该市整合资源，推动园区建设。
赤壁砖茶产业集群以省级农业（砖
茶）产业化示范园区和省级砖茶科技

示范园为基础，推动企业扩大产能，
产业集群建设取得突破性发展。省
农资集团投股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
限责任公司，中粮、联投两大集团与
赵李桥茶业成功签约。乾泰恒茶业
与台湾康师傅集团合作开发砖茶饮
料项目，已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为对接市场，赤壁市大力推进技
术创新，鼓励企业定点研发适销对路
的青砖茶产品，在茶食品、茶饮料、茶
保健品等领域内开发适应不同市场
需求的功能型、便捷型、时令型高端
砖茶产品26个。

据了解，2016年赤壁市茶叶示范
基地面积增至15.2万亩，茶叶总产量
3.7万吨，茶叶生产总产值8.3亿元，
茶产业链产值32亿元。

九宫山中港村 洪港镇西坑村

入选全国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
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

入围中国茶叶行业综合实力百强

日前，我市关心下一代工作暨现场
经验交流会明确提出，要不断优化社会
代际传递，推动社会物质精神财富薪火
相传，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才创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

当前，“校园欺凌”、“女生裸贷”等
青少年行为失范现象时常见诸媒体。这
既反映出相关部门存在监管、防范不力
的问题，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家庭教育
的缺失和家风涵养的不足。类似事件提

醒人们，要培育好孩子，离不开好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

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
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
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

由此可见，要把尊老爱幼、妻贤夫
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
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
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每

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每一个中国
人的血脉里，离不开良好家风的培养。

俗话说，成风化人，有范可效。良
好家风的培育，家长们负有重要的责
任。只要广大父母都能以身作则，通过
日常的言传身教，引导孩子养成友爱、
担当、诚实、善良等良好品格，一个人人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崇德向善、友爱互
助的和美淳良小家，一定能成为国家发
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

为千千万万家庭的共同价值追求，从而
支撑起整个社会大家庭的风清气正。

愿我们都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
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
的第一颗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
阶。以良好家风，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
下一代，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汇聚
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用良好家风教育下一代
○柯常智

欧维姆缆索
俏销市场
10日，嘉鱼县欧维姆缆索有限公

司技术人员在加班生产缆索。该项
目位于嘉鱼开发区，占地面积510亩，
总投资 5.4 亿元，由柳州欧维姆缆索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田野集团共同
投资兴建。

近年来，该公司加大研发力度，
自行生产的700米缆索生产线达到国
内外先进水平，产品广泛被大型桥梁
施工企业所选用。目前，公司产销两
旺，预计年实现销售额5亿元。

记者 袁灿 摄

打造中国中部“绿心” 建设国际生态城市

本报讯 记者王远远、吴晓
莹、通讯员张春华报道：9日，在
咸安区大幕乡泉山口村，拦水堰
整修工程已近尾声。

据悉，该区利用中央财政农
田水利项目建设资金，对大幕乡
泉山口村、金鸡山村、井头村进
行全面的水利工程建设，计划整
治水塘67座、拆除重建泵站9
座、整修拦水堰8座，以及衬砌
斗农渠、清淤挖沟等。目前，已
完成水塘整治62座、拆除重建
泵站2座、整修拦水堰5座。

该区抢抓秋冬水利建设“黄
金期”，全力推进水利工程建设，
特别抓好水毁工程修复，先后完
成东边塘等13座新注册小型水
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全区93
座小型水库至此全部进行了一
次整险加固，防洪能力大为提
高。按照水利工程水毁情况，一
方面，按属地管理原则，区政府

拿出300万元，采取“以奖代补”
形式，要求各乡镇负责各自辖区
内一般水利工程的水毁修复；另
一方面，区水利局负责全区面上
重点水毁工程修复，全区已修复
水毁工程300多处，投入资金
1600多万元，水毁工程基本修
复完成。在紧抓工程建设进度
的同时，区水利局坚持建设和管
理两手抓，建立健全工程质量监
督和安全管理监督制度，严格安
全生产和质量监督，严格廉政建
设，全力打造优质、安全、效能的

“亮点”工程。
据悉，2016年该区完成水

利工程建设固定资产投资2.5
亿元，先后完成了中央财政小农
水重点县、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
程、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小型农
田水利设施维修养护工程、水生
态文明城市试点补助项目等10
个重点工程项目。

咸安水利建设提质增效
去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5亿元

本报讯 记者王凡、特约记者汪
佳、通讯员陶然报道：流淌的隽水河
中，倒映着市民健身的身影；青山水
库，络绎不绝的市民在飞驰的快艇
里释放着青春热情……5日，在腊八
节期间，武汉游客赵骁骥到崇阳游
玩，在朋友圈晒出行程发出感慨：

“山城，活力无限，健康生活已成时
尚。”

健康生活的风靡，源于基础设施
的完善。行走崇阳县城，老城区改造
和城市道路升级齐头并进：绿化后的
桃溪大道，两旁划着整齐的停车位；
人民大道，景观带统一规划，健身步

道沿河而建、顺山而修；新修大集公
园、天城公园、六小游园等，每晚散步
的居民成群结队。

秉承“生态、特色、宜居”的理念，
崇阳投资1500万元，完成全线城乡
建设总规、详规及专项规划，实现城
乡规划全覆盖；投资16.47亿元，实施
城建重点项目126个，立体铺开“大天
城”建设。

伴随“1+6一刻钟”和“1+5半小
时”交通圈的形成，崇阳区位优势进
一步凸显，正成为武汉、岳阳、长沙等
的“后花园”，适宜户外旅游、度假养
生和户外拓展。

“十二五”期间，崇阳便顺应群众
户外健身运动的需求，打造全国标准
化健身步道，跻身国家级健身步道标
准。

县委书记杭莺表示，将以“全域
旅游、旅游全域”概念，把崇阳打造成
为集旅游、休闲、运动、养生、度假为
一体的华中旅游名县。

崇阳县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对
标“大健康、大文化、大旅游”，大力发
展旅游业，以旅游撬动第三产业。按
照“彩线串珍珠”的构想，将实施差异
化设计、个性化发展、一体化经营发
展规划，加快崇阳青山国家湿地公园

和崇阳桂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创建
一至两个4A级景区。

依托绿水青山、田园风光和乡
土文化，该县打造系列旅游名村名
镇。加快建设幕阜山绿色产业带，
加大项目配套力度，实施“旅游+”，
把荒山建成绿林，把道路建成画廊，
把河流建成景观带，把基地建成景
区，让崇阳成为“慢生活”旅游度假
胜地。

目前，到大觉山的健身步道已修
好，天城公园至浪口大桥的“一河两
岸”健身步道已投入使用，铜钟乡大
岭村骑行绿道正在规划建设之中。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卫民、通讯员徐世
聪、郭细军报道：连日来，通山县大畈、慈口、燕
厦等涉富水湖乡镇，正组织人力加紧开展网箱
拆除和奖补工作。截止9日，全县已拆除网箱
14847口，拆除网箱围汊约14万平方米。

县环保局局长曹经久介绍，作为省环保督
察组重点交办的突出环境问题之一，富水水库
网箱养殖拆除整改情况已通过市突出环境问
题整治指挥部督办审查，在元月初顺利销号。
截止今年元旦，省环委会、市政府督办通山县
15个突出环境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工作目
标，按期全部销号。

去年6月以来，通山县把整治突出环境问
题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民生工程来抓，由
县委书记石玉华任指挥长，靠前指挥，高位推
进，并实行一周一督查、一周一通报的工作机
制，强力推进环境整治工作。

目前，该县已对金荞酒业等5家环保违法
企业进行整顿和处罚，对康泰医院、富锦牧业
等5个突出环境问题完成整治。九宫山自然
保护区、富水水库、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和
现代牧业5个突出环境问题正在进行后续对
标整改，其中九宫山自然保护区已关停6家矿
山企业，违法建筑和设备全部拆除，大坑回填
和拦渣坝全面完成，补植复绿工作正在加紧开
展，已种植杉树30万株。

据悉，该县拟投入1.26亿元进行后续整
改，目前已完成8400万元，有望在2017年全
面完成整改任务，还“绿”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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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打造华中旅游名县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特约
记者刘健平报道：10日，位于通
城经济开发区的宝塔光电项目，
正在安装调试生产设备，预计年
内可投入试产。

据了解，宝塔光电项目占地
2400亩，计划总投资20亿元，
由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和
通城宝塔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兴
建，将建设5栋多层厂房，20条
生产线。项目建成后，主要生产
蓝宝石、玻璃3D材料防护屏和
新型陶瓷材料。产品将广泛应
用于手机、汽车、U盾等行业，预
计年产值可达80亿元。

通城县把宝塔光电项目作
为一号工程来抓，成立专班服务

项目建设，全力完善园区的基础
配套设施。特别是去年该县启
动项目建设“百日会战”后，项目
建设速度大幅提升，主厂房一号
楼建设快速推进。

目前，项目一号楼建设已基
本完成，正在铺设园区道路。一
号车间生产设备已全部进场，正
在进行安装调试，为全面试产做
准备。项目生产用电用水等问
题已基本解决，预计年内即可实
现一号车间的开机试产。

据悉，该县将继续全力服
务和推进该项目，力争按每季
度建成一栋厂房的速度推进
园区建设，确保项目早日全面
建成投产。

宝塔光电项目快速推进
年内有望开机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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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