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张敏

电话：0715－81287702版
2017年２月17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综合新闻

咸安区纪委打好

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钰、通讯员李志报道：13日，

在咸安五届二次全会会场，区纪委委员对双溪桥镇、大
幕乡等单位党委书记进行提问，再进行民主测评。

这是咸安区加强执纪监督，聚焦专责，推动该区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表现之一。

2017年咸安将驰而不息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持
久战，继续保持整治“四风”的高压态势，严厉整治为官
不为，持之以恒推动作风建设风化俗成，激励干部干事
创业；保持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运用好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严肃查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突出纪律
审查重点，持续震慑；较真碰硬用好问责“撒手锏”，严
格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打准打实问责“板
子”，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充分发挥巡察监督派驻监
督作用，层层传导压力，增强监督合力，推进正风肃纪，
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严管厚爱锻造纪检监察“铁军”，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监督，加大追责问责力度。

李奇珠拾金不昧

寻失主送钱上门
本报讯 通讯员沈二民报道：“你真是大好人哪，

太感谢你了。”12日，看到失而复得的钱和包，崇阳铜
钟乡清水村村民的谭早香对送来钱包的李奇珠说道。

李奇珠原是县旅游局副局长，现已退休在家。5
日这天，他开车带侄子到县医院去作检查时，捡到一个
手提的小花色布包。根据包里有一叠现钞和一个存折
的情况，他判断出失主可能是到医院看病的农村妇
女。随后，他联系了派出所，然而，几天过去了却没有
找到失主。

12日，李奇珠根据存折信息来到铜钟农商行，柜
台人员当即配合查出了存折户主登记的家庭住址，让
他找到了铜钟乡清水村七组的失主谭早香。

经清点，包里的2500元现金和一个万余元的存折
分文不少。钱包的失而复得，让谭早香感动得不知如
何谢谢李奇珠，李奇珠却说这是小事。

官埠桥镇

营造浓厚征兵氛围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王勤耕、胡春丽报

道：春节以来，官埠桥镇抓住大量在外务工、上学的优
秀青年返乡的时机开展征兵宣传，营造了适龄青年“参
军光荣，当兵有为”的浓厚氛围。

大年初二，该镇就开展进村入户活动，走访慰问了
全镇48户已应征入伍的军属家庭，并为有报名意向或
想了解征兵政策的群众答疑解惑，帮助适龄青年算好

“政治账”、“经济账”、“前途账”。
同时，该镇不断创新宣传方法，除了在醒目位置张

贴标语、悬挂横幅外，还深入挖掘该镇现役军人中晋升
立功和当地退伍军人中创业致富的先进典型，鼓励适
龄青年积极参军入伍。或借助短信、微信、QQ等新媒
体将征兵政策、法规编成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发送到全
镇适龄青年的手机终端，激发适龄青年的应征热情。

截止目前，该镇已有超过20名适龄优秀青年，在
全国征兵网上完成自主报名，其中高校毕业生3名。

今日
聚焦 培育发展新动能

——解读我市重大项目建设“211”工程
记者 王莉敏 通讯员 方晓松

何谓“211”工程？
—— 20个产业项目、10个基础设施项目、10个文化旅游服务业项目

听到“211”工程，人们首先想到的估
计是重点大学。然而，何谓我市重大项目
建设“211”工程？昨日，市发改委投资科
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详细解读——

“211”工程包括20个产业项目、10个

基础设施项目、10个文化旅游服务业项
目，总投资887.3亿元，

20个产业项目总投资231.9亿元，包
括奥瑞金两片罐及蛋白饮料、立邦涂料产
业园、南玻导光板光电材料生产线建设、智

能钢质门生产基地、喜马拉雅氢燃料电池
产业化、三环汽车动力转向器生产线机器
人示范应用和智能化改造、海威船舶海洋
工程高新复合材料等项目。

10个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387.3 亿

元，包括嘉鱼长江大桥、赤壁长江公路大
桥、武深高速嘉鱼北段、咸宁通用机场、淦
河上游水环境综合治理、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斧头湖流域湖堤加固工程等项目。

10个文化旅游服务项目总投资268.1
亿元，包括际华园、咸宁高新区金融信息
港、九宫山提档升级、大洲湖生态示范区、
中华文明园、梓山湖大健康产业示范区、向
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嘉鱼国家乡村公
园等项目。

浏览我市2017年“211”工程重大项
目表，每个项目简介后，都明确标注着牵头
领导、责任人、责任单位、今年完成目标等。

这是我市推动“211”工程的重要举措
——市“四大家”领导包保制度。每个重大
项目都安排市领导牵头，作为第一负责人

亲自带领责任部门、责任人，亲自深入现场
办公推进项目，亲自带队向上沟通项目，亲
自协调督办项目。

量化要求市领导每周听一次项目进展
情况汇报，每半月一调度，每月一督办。

项目进度要求是，新开工项目要求一

季度前开工率达50%以上，二季度达80%
以上，年内全面开工；续建项目和需要加快
推进的项目，要求10月底全面达到时序进
度；今年计划竣工项目，要求10月底竣工
率达到80%，年内全面竣工。

针对每个项目，责任单位要详细制定

推进工作方案，责任单位一把手亲自负责
抓项目，积极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审批、用
地等难题，深入项目现场，能解决的尽快解
决，不能解决的及时汇报，共同推进项目建
设。

同时，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完善重大项目绿色通道，推
进并联审批，简化程序，确保项目早落地。
在定期督查中，我市将对工作不主动、行动
不及时、效果不明显，项目进度滞后的，实
行点名通报，限期整改。

如何推动“211”工程？
——市“四大家”领导牵头、责任明确到人、进度严格要求

据介绍，入选“211”工程的40个重点
项目，涵盖我市三次产业，代表性突出，具
有很强的带动性。在“211”工程项目表
上，记者看到，入选的40个项目总投资都
较大，每个项目总投资额至少在亿元以上。

40个项目中，总投资额最大的是基础

设施类项目——“一港两园”项目，投资
165亿元建设潘家湾综合码头、物流园、产
业园，2017年完成物流园、产业园手续办
理。其次是产业类的喜马拉雅氢燃料电池
产业化项目，投资额达百亿，用5年时间进
行氢燃料电池产业研发和生产线建设，到

2020年建成年产3000台自动化生产线。
此次筛选，侧重重大产业项目，尽管上

海丰野新材料项目总投资额仅达亿元下
限，也成功入选，这个主要生产和经营镀锌
用无铬钝化液、镀锌用无铬耐指纹液等金
属表面处理剂的项目，近期必须完成规划

设计、图审，确保3月份开工建设。
当然，投资额不是这40个项目入选

“211”工程的唯一条件。前期准备工作比
较完备，今年能开工建设，并取得实质性进
展等，也是筛选时必须考虑到的条件。

据透露，市委书记丁小强亲自对每个
项目进行了把关，对于金盛兰、贺胜金融小
镇等投资额虽大，但都已经步入正轨，能够
按部就班推进的项目不予纳入。而是选择
特别需要支持的，有些甚至是已经开工，但
仍需大力推进的项目。

缘何选中“211”工程？
——投资都在亿元以上、今年要开工建设、确保有实质性进展

焊花飞溅开工忙
10 日，赤壁市光谷中伙产业园，湖北

华舟重工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工
人们正在赶制一批产品。据了解，今年春
节一过，该公司近千名员工全部到岗到位，
开足马力赶制产品。

记者 夏正锋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王运生 摄

本报讯 记者江世栋、通讯员白惠文、
李婷婷报道：14日，咸安区温泉办事处召
开全处三级干部会议，提出今年力争经济
实力在全省20强中争先进位，确保在全市
排名第1位。

2016年，是温泉街道办事处经济社会
发展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取得显著成效的
一年，也是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发展质效持
续并进，发展气场持续提升的一年。

2017年，温泉办事处的主要预期目标
是：六增一进一保四突破。

“六增”：全处税收收入增长20%，达

到2000万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9%，达到14.7亿元，新增2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达到
25.3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206%，
达到5.5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5%，达到12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9%。

“一进一保”：力争经济实力在全省20
强中争先进位；确保在全市排名第1位。

“四突破”：招商引资有新突破；农民增
收途径有新突破；项目协调有新突破；社区
品牌创建有新突破。

温泉办事处奋力争先进位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孙跃峰、

杨怡报道：“人情繁多，礼金越送越多，群众
负担沉重，确实需要党委政府加以正确引
导和有效约束。”13日上午，嘉鱼簰洲湾镇
广福庵村村支书王后军参加完该镇三级干
部会后感慨道。

当天，该镇在三级干部会上倡导全镇
广大干部群众移风易俗，并印发倡议书，由
各村干部发放并张贴到全镇各户。

该镇在全镇范围内倡议广大干部群众
不以本人或家庭成员子女周岁、个人生日、
长辈寿辰等名目操办酒宴；不以“喝茶”、

“上梁”等为由头收取礼金；不参加非亲戚
人员操办的宴请；喜事控制在1-2天，丧
事不超过3天；礼金控制在300元以内。

“我收入不多，除去繁重的人情开支，
一年下来存不了多少钱。但按照这个倡
议，我能省不少钱，负担也轻多了。”拿到倡
议书的中堡村村民胡开付表示，他支持移
风易俗，希望这样的倡议能得到落实和坚
持，为村民们“减负”。

据了解，该镇除了发放倡议书，还在各
村悬挂移风易俗宣传横幅及标语，狠刹人
情风的专项整治方案也将于近期下发。

簰洲湾镇移风易俗解民忧

全市组织部长会议要求

聚焦主业 大干一场
本报讯 记者王凡报道：昨日，全市组织部长会议

召开，回顾总结2016年全市组织工作，安排部署2017
年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济民出席会议并讲
话，要求聚焦主业、提升境界、摩拳擦掌、大干一场。

会议指出，2016年，在服务大局中，组织工作作用
价值不断彰显、规范管理不断加强、特色亮点不断涌
现、发展后劲不断夯实。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
位，坚定不移紧扣喜迎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召开主线，坚定不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坚定
不移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咸宁实施。

会议要求，2017年，要推进以“主题党日+”为载体
的“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不断提升党员队伍的思
想力；要推行“两工程、两机制”，不断提升领导班子和
干部队伍的执行力；要构建全面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大
格局，不断提升组织系统对干部的监督力；要推动基层
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不断提升基层基础的组织力；
要落实人才新政盘活“一池春水”，不断提升人才队伍
的创造力；要持续深入推进组织部门自身建设，境界要
提得更高，基础要垒得更实，力量要用得更准。

不少人谈蛇色变，但在嘉鱼新街镇蜀
港村贫困户姜太山眼里，蛇却是他脱贫致
富的“宝贝”。

姜太山今年45岁，2011年遭遇车祸，
断了7根肋骨，不能再干农活，家庭经济状
况一落千丈，去年他家被认定为贫困户。

在精准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姜太山
决定尝试养蛇。一来自己从小就不怕蛇，
二是因为养蛇不需要重体力，自己的身体

基本上吃得消。
拿定主意后，姜太山还专程到赤壁一

个养蛇场学习取经。在亲戚朋友的帮扶
下，姜太山建蛇屋，引蛇苗，养蛇场很快就
步入正轨。

蛇场忙的时候，姜太山还请了附近的
5个贫困户来帮忙，给他们开工资的同时
也免费传授他们养蛇经验，让他们也能通
过养蛇脱贫致富。

12日，记者前往蛇场采访时，姜太山
正在蛇屋里忙活：投放饵料、调节室内温
度、查看蛇床湿度。

“他这些蛇可都宝贝得很，你看，这里
空调、温度计什么都有，这些蛇都睡在发热
板上，温度是固定的，达到温度就自动断
电，温度不够就自动通电。这些蛇可比他
自己都娇贵，他都舍不得吹空调呢。”随行
的村干部向记者讲起了姜太山的“良苦用

心”。
“去年我养的蛇下了三四百个蛇蛋，如

今都孵成小蛇了。看到我的蛇屋效益好，
有好几家贫困户都来向我取经。”姜太山笑
着告诉记者。

据介绍，目前姜太山主要养的是王锦
蛇（俗称大王蛇），他正计划引进水律蛇和
市场俏销的泰国眼镜蛇。

“通过大半年的养殖，我摸索出了不少
经验。目前，肉蛇在市场上很紧俏。今年
准备扩大规模，养更多的蛇，也让更多贫困
户参与进来，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和大
家一起脱贫致富。”提起未来，姜太山信心
满满。

姜太山养蛇记
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邓丹 李雄

咸宁天气：今天，多云有小雨，气温下降；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具体预报如下：17日：多云有小雨，偏北风2～3级，12～18℃；18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9～18℃；19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10～24℃。今天相对湿度：40～95%

市纪委召开常委务虚研讨会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开好局
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通讯员蒋扬眉报道：15日

下午，市纪委召开常委务虚研讨会，围绕“如何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纪检
机关专责监督作用，强化党内监督”等课题，推动纪检
监察工作开好局、上台阶。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程良胜
出席会议并讲话。

2017年，市纪委监察局进一步把力量向纪律审查
一线倾斜，对3名室主任、4名副主任进行轮岗，调整充
实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到执纪一线，加强纪律审查工
作。表彰向纪律审查一线倾斜，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纪检监察室均被评为2016年度市纪委监察局绩效考
评优胜单位；收集监督执纪问责创新意见向纪律审查
一线倾斜，形成了“1+7”（“1”是龙头，就是突出纪律审
查工作；“7”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纪检监察室和信
访室、案件审理室、案件监督管理室）等一系列建设性
意见建议。

程良胜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纪检
机关责任重大，只有自身过硬，才能挺直腰杆去监督执
纪问责。要切实做到准确把握新精神新要求，保持政
治定力；聚焦党内专责监督，确保监督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