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中国中部“绿心” 建设国际生态城市

“被洪水冲毁的大桥终于修通了，
村民们办年货、串门，娃娃们年后上学
就都方便了。”春节期间，站在新修好
的程丰大桥桥头，看着河两岸人流车
流畅通无阻，通城五里镇程丰村村支
书张劲严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程丰大桥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
是连接湖北通城和湖南岳阳的重要通
道。去年7月18日晚，遭遇多轮洪水
冲击的程丰大桥轰然倒塌。附近程丰
村、季山村和湖南金塘村等10多个村
组三万多村民出行受阻。

在上游搭建临时通道的基础上，
通城县在7月下旬便启动了程丰大桥
的规划设计和重建工作。新建的程丰
大桥总投资500多万元，全长117米，
宽12米，跟原桥相比宽了3米。

历经六个月的紧张建设，新建的
程丰大桥于1月21日竣工通车。

“没想到大桥这么快就建好了，而
且比以前还要宽阔。”听闻程丰大桥建
成通车的消息后，周边的群众纷纷聚
拢过来，一个劲儿的夸赞大桥重建速
度快，感谢政府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
实事大好事。

程丰大桥项目副经理陈世江告诉
记者，大桥重建原计划需要一年时间，
考虑到附近村民出行特别是小孩上
学等实际困难，施工方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多班次同时进场作业，终于赶
在年前建成通车，
给附近村民送上
了一份新年“出行
大礼”。

水毁大桥通车了
记者 姜明助

商贾云集谋发展
记者 程慧 特约记者 李江湖

春节前夕，通山县杨芳林乡行政
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内，一场以乡情、
亲情为纽带的招商推介会如期举行，
63名回乡过年的通山籍企业家汇聚一
堂，共商发展大计。

杨芳林乡位于通山县西南，幕阜山旅
游公路越境而过，区位优势明显。2016
年，该乡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稳步提升
民生保障，实现了综合经济较好较快
发展。看到家乡发展的良好势头，天
磊国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夏臣
昂喜上眉梢。他说，家乡的道路直了、
绿化多了、乡里乡亲房前屋后也变干

净了，优越的生态
资源环境进一步彰
显，更加坚定了他回
乡投资的信心。

忆江南项目投资人谢昌柒说，幕
阜山绿色产业带的建设一定要把握

“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提高企业准入门槛，同时要聘请专业
团队进行规划设计，确保生态农业、旅
游业的健康发展。

思想碰撞出火花，发展凝聚成共
识。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应该各尽所
能，出一份力、尽一份责，为家乡“绿色
发展”贡献力量。

“推介会是一个乡情和商情相融
的交流平台，我们希望在外成功人士
能够富而思源、回乡创业，为杨芳经济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乡党委书
记熊美萍说。

据悉，此次推介会共有5家企业现
场签约，签约金额达2.9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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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充电桩：方便绿色之旅
（详见第四版）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将更名
（详见第七版）

景区假日拥堵病怎么治
（详见第六版）

新春佳节万家乐。全市
人民度过了一个安定、祥和、
幸福的节日。长假结束，各行
各业的人们又回到工作岗位，
开始新一年的工作。值得提
醒的是，在喜庆的氛围中，大
家要警惕“长假后遗症”，迅速
进入工作状态。

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
春。然而，每年春节过后，总
有一些人仍然沉浸于“过年状
态”，纪律松散，工作心不在
焉，其潜意识里，是等过了正
月半，才算真正过完年。于
是，上班之后，一些人照例拜
年的拜年，赴宴的赴宴，迟到
的迟到，早退的早退。这种

“长假后遗症”既影响工作，也
破坏风气，必须予以整肃。

对咸宁而言，这个春天更
有特别的意义。闭幕不久的
市第五次党代会确定了“一个
全面建成，五个全面提升”的奋
斗目标，吹响了咸宁新一轮跨

越发展的号角，全市上下要紧
紧围绕这一目标，迅速掀起干
事创业的热潮，努力实现各项
工作“开门红”。

各部门和单位要在对新
一年工作早安排、早落实的同
时，通过召开“收心会”、开展

“明察暗访”活动、加强工作考
勤等办法，让全体工作人员迅
速进入工作状态。

每个工作人员要自觉调
整心态、进入状态，对自己一
年的工作要有一个周详的安
排，并以饱满的热情迅速投入
到工作之中，为新一年的工作
开好局、起好步，万不可得过
且过，从第一天起就“混日
子”。

让我们珍惜光阴，撸起袖
子干事业。

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晋言

景区人气旺
正月初四，记者在通山县隐水洞

景区拍摄到火爆场面。春节期间，我
市九宫山、温泉谷、隐水洞等景区人流
如织，人气爆棚。 记者 袁灿 摄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特约记者刘健
平、通讯员付婧烨报道：春节期间，通城

“四城同创”办公室禁鞭指挥部联合相关
职能部门，对隽水城区内的烟花爆竹生产
企业、批发场所、储存仓库和零售店进行
全覆盖式清理整治，从源头上为隽水城区
全面禁鞭打好铺垫。

据悉，从2月12日起，通城县隽水城
区范围内将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此
前的1月10日，该县“禁麻”指挥部撤掉中
心城区主干道所有“禁麻”卡点，将“禁麻”
范围由中心城区扩大到全县城区。通城
正式启动全城“禁麻”。

城区全面禁鞭、“禁麻”，是通城纵深
推进“四城同创”工作的一个缩影。

去年10月，通城召开誓师大会，明确
以“五禁五治五提升”为抓手，全力推进

“四城同创”（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平安城
市、生态城市和文明城市）工作。

随着“禁麻”全面推进，城区麻木车从
原有的7000余台减少到现在的不到200
台，城区道路交通秩序大为改观。为保障
公共交通需求，在用好用足原有的士和公
交运力基础上，新增加的79台出租车、65
台纯电动公交车陆续投入运营，公众出行
更加安全便捷。

该县通过大力推进城建项目实施，提
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和城市形象，城区交
通“肠梗阻”得以消除。通城大道景观工
程、城东新区路网、城西路网项目竣工在
即；雁塔广场、外贸片区棚户区改造、中心
城区亮化等项目均已启动实施。

该县综合运用多种形式和途径，始终
保持高压态势，强力推进禁赌、禁毒、禁黄
工作。通过持续开展“道德讲堂”、“文明
祭祀”、“文明餐桌”、“文明出行”等十大文
明专项行动，带动全县精神文明创建，推
动市民素质提升。

随着禁麻、禁鞭、禁赌、禁毒、禁黄五
项禁令联合发力，非法采矿、丧葬陋习、

“两违”乱象等五项治理整顿持续推进，通
城城区交通秩序，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和城
市面貌焕然一新。

“越来越有城市的感觉了，发展的精
气神也很足，通城人又找回久违的自豪感
了。”在通城当地网络和新媒体平台上，市
民、网友纷纷留言，为“四城同创”工作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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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元月26
日，市委书记丁小强，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远鹤率队检查春节值班备勤、安全生
产工作并慰问一线职工。

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市领导通过
视频工作调度和治安值勤抽查，了解全
市治安安全工作情况后，向奋战在全市
平安建设一线保安全的公安民警表示衷
心感谢和亲切慰问。

丁小强说，过去的一年，全市公安部
门圆满完成咸宁国际温泉马拉松赛、市
运会等多项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保卫，

各项工作得到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
的认可。新的一年里，希望全市公安部
门一如既往地做好平安建设、巡逻治安
等方面的工作，全面提升咸宁平安建设
水平，进一步打造一支过硬的公安队伍。

丁小强要求，要进一步提升公安系
统的技术装备水平，通过技术大比武等
形式，提升公安队伍的能力与水平；要
推进公安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警力下
沉，提高街头巷尾的见警率；通过开展
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突出的社会治安问
题，提升市民的安全感，为咸宁实现“十

三五”奋斗目标提供一个安定有序的社
会环境。

在市客运中心，市领导一行详细了
解了乘客出行量、安全设施配备等情况，
向一线司乘人员致以亲切慰问，并叮嘱
客运中心管理人员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
弦，严格落实车辆例行检查要求，坚决杜
绝“带病”车辆和超载客车出站；要做好
应急处置、运力调配等工作，确保节日期
间交通安全畅通无阻。

市领导一行还到咸宁供电公司、联
合水务、昆仑燃气等企业就春节期间水

电气供应保障工作进行检查。每到一
地，市领导都亲切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
员，向他们致以新春问候，并详细了解企
业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和供应保障措
施方案。市领导叮嘱各相关单位负责
人，春节期间自己过好年，也要保证用户
过好年。各单位要妥善安排好节日期间
值班人员，加大重点环节的安全生产检
查力度，切实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全市人
民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市领导何开文、张方胜、胡甲文、
汪凡非等参加检查。

市领导检查春节值班备勤安全生产等工作时要求

确保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咸宁“热汤白雪”引爆春节旅游市场
接待游客196.26万人次，综合收入9.95亿元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孔祥
轶报道：“冬天来咸宁泡温泉，真是一
件爽心事。”2日，三江森林温泉的氤氲
热气里，来自岳阳的游客陈霖说。

陈霖是特意趁着春节假期来咸宁
泡温泉的。她说，咸宁温泉品质高、环
境好，这已是连续第三年春节带着家
人前来泡温泉了。而在前一天，陈霖
一家还去了九宫山滑雪场，在白色世
界里驰骋，度过了快乐的一天。

春节期间，我市以“热汤白雪”为
主打的冬季旅游产品持续火爆，全市
旅游市场以探亲游、市内短程游、城郊
游为主，岳阳、九江、武汉、长沙、广州
等地来咸宁的游客明显增加，旅游产
品供给丰富、氛围浓郁、安全有序，呈
现出一派团圆、喜庆、欢乐、祥和的美
好景象，实现了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
收入的持续增长。

据悉，春节期间，赤壁古战场、隐

水洞、九宫山等为代表的重点老牌旅
游景区表现突出外，同时，乡村休闲、
民俗文化旅游精彩纷呈，旅游名镇、旅
游名村和乡村农家乐游客如织，乡村
旅游景区游人络绎不绝。

为丰富假日旅游产品，营造咸宁
特色节日气氛，我市为游客量身打造
了“旅游+”、“温泉+”等系列旅游产品，
丰富的旅游产品和优惠措施，让游客
玩得愉快。

市旅游委节前专门下发通知，引
导文明旅游，同时组织工作专班检查
组，对全市各旅游企业服务质量情况
进行了多轮明查暗访检查，确保节日
市场实现“安全、质量、秩序、效益”四
统一的目标。

据统计，春节长假全市共接待游
客196.2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9.95
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8.3%和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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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 财政部日
前印发《关于切实做好2017年基
本民生支出保障工作的通知》，提
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
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必须更好
地统筹民生政策与经济发展，优先
保障民生投入，保障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

通知要求，要切实保障困难群
众的基本生活。以失业人员、城乡
低保户、社会救助人群、受灾群众、
特困人员以及优抚对象为重点，积

极做好基本民生保障，要落实社会
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
联动机制，足额安排相关经费。同
时，密切关注困难群众数量、困难
面以及困难程度的变动，及时增加
相关经费预算，切实兜住民生底
线，做到应保尽保。

同时，根据通知内容，要全面
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加
强对脱贫攻坚的投入保障。支持
做好易地扶贫搬迁、资产收益扶
贫、产业扶贫等重点工作，加快改

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着力解决好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问
题。加强扶贫资金的监督管理，提
升资金使用成效。提高农村危房
改造补助资金的精准度，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集中用于低保户、农村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
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四类重点人
群。

财政部印发《通知》

今年加强脱贫攻坚投入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