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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钰、特约记者胡
剑芳、通讯员葛薇、张军报道:6月30
日，咸安区委书记李文波在区常委扩
大会议上第一时间传达省党代会精
神。7月1日上午，咸安区召开全区领
导干部大会，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精神。7月3日，在“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中，9个区委常委到各
自驻点的村社区传达省党代会精神。

咸安将把自身放到全省全市大局
中去定位、去谋划，结合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主动对标调焦，做到同频

共振，找准发展定位，发挥比较优势，
突出自身特色，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在“市区一体”的独
特优势中，着力打造“改革创新试验
区、绿色崛起先行区、对外开放示范
区”。

咸安区将进一步对区第五次党代
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指标进行
分析研究，补短板，确保各项指标增幅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时，加快融入
武汉城市圈、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步伐，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特色小镇、特色乡

村，在项目建设、绿色发展、维护稳定、
城市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争当全市
的排头兵，实现发展质效在全省全市
争先进位。

该区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

的政绩”理念，牢固树立一切工作到支
部的鲜明导向，调动各方激情，形成工
作合力，为咸安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强
有力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咸安打造绿色发展首善之区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汪学
刚报道：6日上午，记者从市防指获悉，
根据水文部门综合分析，本次长江1号
洪水于7月5日14时从我市过境，20
时我市江段开始全线退水。

6 日上午 8 时，赤壁站水位为
31.62m，超警 1.12m，嘉鱼站水位为
30.90m，超警0.90m，余码头站水位为

30.51m，超警 0.81m，簰洲站水位为
29.64m，超警1.14m。目前水位处于
缓慢下降趋势。

受洞庭湖来水影响，我市江段从6
月23日开始起涨，6月30日18时进入
设防水位，7月2日13时全线超警戒。
根据遥测数据显示，余码头站于6月23
日18时开始起涨，起涨水位25.15m，6

月 30日 18时达到 28.20m的设防水
位，7月2日达到29.70m的警戒水位，
7月5日10时40分达到30.64m的洪
峰水位，超警戒水位0.94m，涨幅达到
5.49m。

目前，我市105.788公里长江干堤
未发生险情，7月4日，簰洲湾民堤发现
直径约0.1米的管涌险情1处，已得到及

时处置。沿江县市区长江堤防各堤段
指挥长坚守岗位，加强巡查值守。6日，
我市长江堤防防守人员5199人，不间
断开展巡查，确保长江大堤安全度汛。

市防指强调，尽管长江水位开始
缓退，但仍会维持高水位较长时间，要
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加强巡堤查险，确
保安全度汛。

“长江1号洪水”从我市江段安全过境

市防指要求继续保持高度戒备

开启新征程 创造新业绩
学习贯彻省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王凡、通讯员陈伦、陶然
报道：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到崇阳
县天城镇茅井片区参加人大代表小组“聚力
脱贫攻坚、五级代表在行动”活动。

王远鹤与小组第一分队人大代表一起，
深入贫困户郑保霞、徐红忠、熊春良家中，围
绕“监督政策落实、助力脱贫攻坚”开展调查
走访。每到一户，王远鹤详细询问其贫困原
因、脱贫方式、扶贫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及当
前需要解决的问题，鼓励贫困户坚定信心，
激发内生动力，早日脱贫。

走访结束后，天城镇茅井片区人大代表
小组全体代表在茅井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召开反馈会，集中对走访发现的医疗救助、
产业扶贫、政策兜底等问题进行梳理，提出
建议。并督促县、镇政府落实到位，按期回
复人大代表。

王远鹤指出，人大代表要当好宣传员，
紧密联系群众，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充
分调动老百姓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要当好服务员，深入贫困户家中，
嘘寒问暖、了解情况，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
问题。

王远鹤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行职
责，发挥监督作用。通过实际调查，充分听
取意见。要监督各项扶贫政策到村到户到
人情况，参与监督扶贫工作的考核考评，监
督扶贫干部作风实不实、效果好不好、工作
接不接地气的问题。

王远鹤要求，要发挥人大代表建言献策
的作用，发现问题，找准问题，向党和政府建
言献策。面对面、手拉手，倾听群众呼声，解
决实际问题。要俯下身子，真正帮助老百姓
做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让百姓
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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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长江大桥
安全度过洪峰

连日来，正在紧张施工的嘉
鱼长江公路大桥迎来了一轮又一
轮洪水袭击，大桥南北主塔施工作
业平台、桥梁预制厂、民工住宿区
等地段洪水暴涨，防洪度汛形势异
常严峻。

嘉鱼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高
度重视，迅速组织应急抢险突击党
员先锋队，奔赴大桥南北主塔作业
区建设施工处等地开展应急抢险。

至 7 月 6 日晚上 10 时，长江 1
号洪峰安全度过嘉鱼长江大桥，南
北主塔、桥梁预制厂及墩柱均未出
现任何损坏，未出现任何人员伤
亡。

通讯员 周漓 左征辉
李东锋 摄

青山镇街道社区的居民早晨醒
来，打开房门惊讶发现：一夜间，门前
那条“光灰”的坎坷路，变成了平坦美
观的刷黑沥青路。

这些年，这些月，这些天，这种“愚
公新话”，几乎发生在崇阳山区的每一
个村湾。

“山里人”都普遍感受到时空变
了，自己的“作息”起居得改改了，挥别
祖辈肩挑背驮的苦痛，翻去路难行的
千年史页，这一切来得如此迅及……

真扶贫要有硬支撑：崇阳决策者
意识到，大交通就是精准脱贫的硬支
撑，砸锅卖铁也要修路！

交通先行，崇阳人走在前列。
崇阳是省级贫困县，“八山半水分

半田”，山区面积大，贫困人口多。
崇阳县决策者早就意识到，要让

山区群众实现“真脱贫”，不仅要有“绣

花”的细活，还得有“打铁”的硬功。
“对于山区贫困县来说，交通就是

第一民生，是脱贫致富的硬支撑，砸锅
卖铁也要修路！”县委书记杭莺说。

“建设大交通，有条件要上，没有
条件更要上！”县长郑俊华说。

争取政策项目要、财政勒紧裤带
挤、撬动社会资本融。近五年，全县农
村公路建设投入资金10亿多元。

“基地建到哪，公路修到哪；工业
园区发展到哪，交通主干道延伸到哪；
新农村搬迁到哪，路铺到哪；旅游景点
开发到哪，路美化到哪；精准备扶贫村
点定在哪，路面硬化到哪；重要资源在
哪，公路规划开发到哪；农村客运班车
通到哪，道路保护设施保障到哪，所有
公路建到哪，道路两旁绿化到哪……”

县交通局局长周国香介绍，农村
公路建设今年新增138公里旅游公路，
目前已完成路基40公里……

只有修路，没有退路；只争朝夕，

抢跑冲刺。这是交通人多年一贯的工
作节奏和状态。

出行路变成景观带：崇阳交通建
设的规划设计者认识到，高标准修好
路，就是为未来勘探，为小康奠基。

曾经，司机也好，旅客也好，山里
人也好，城里人也好，“宁跑一趟百公
里外的武汉，也不愿进一趟50公里的
山区”。

在崇阳，年稍长点的人都对以前
的“石子岭”、“佛岭”皱眉色变。过去
这儿山高路险，交通事故频发，活脱就
是进出山的“拦路虎”、“鬼门关”。

就是这曾经的“拦路虎”和“鬼门
关”，如今已变成游人驻歇把玩的“风
景点”和“休闲区”。幕阜山旅游公路
的修通，让这一切变成往事。

“危险点”变成“景点区”，“隐患
路”变成“景观带”，人们不得不叹服崇

阳交通建设的“巧夺天工”……
今年3月28日，铜钟乡大岭村举

办野樱花节，县交通部门在大岭旅游
公路上监测日车流量，达到 5860 辆
次。这在曾经闭塞的山区，无法想象。

忽而一条大路通，游人不觉山里
深。

穿林海，过溪河，竹影松风，水光
山色，两窗美景看不够，只因车在画中
行。

公路规划设计者一开始就不仅只
“为打开山门”而修路。

崇阳山青水秀、生态优美的禀赋
成为路网规划设计的参照和灵感。

何不让一条路，把生态美景串起
来，让崇阳的秀美山区变成一个大公
园？

他们按照“四好农村路”的要求设
计建设。指示牌、凸形镜、百米桩、减
速带、钢护栏、防护墩、太阳能路灯等，
一应俱全。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陈新、李嘉、
特约记者刘建平、通讯员闫雯雯
报道：“瀛通通讯捐款1000万元、
通城医药行业协会 45.75万元、
武汉通城商会23.8万元……”

昨晚，通城县举办精准扶
贫慈善晚会。在一曲《明天会
更好》的主题曲中，晚会拉开序
幕，塘湖镇望湖村支部书记夏
扬九等6位扶贫之星、沙堆镇港
背村残疾人胡金贵等6名脱贫
之星的事迹，感动了场内外数
千观众，现场募捐达到1000多
万元。

县四大家领导、机关干部
及省市驻通城县精准扶贫工作
队代表、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
外地通城商会代表等齐聚晚会
并现场捐款。

去年以来，通城经过多方

努力，实现精准脱贫2.48万人，
目前还有5.55万贫困人口。为
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攻坚，
确保在2018年底实现全部脱
贫，县扶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统筹作战指挥部主办，
通城县委宣传部、统战部、扶贫
办等12家单位联合承办此次慈
善晚会。

晚会通过播放视频短片，
展示全县近年来社会力量通过
慈善组织参与扶贫工作取得的
成绩，从扶贫和脱贫两个典型
方面分别宣传推广精品慈善扶
贫项目。

据介绍，晚会采用现场捐
赠的方式，同时开通了现场爱
心热线。晚会筹集的全部爱心
捐款项将实行专账管理、专项
核算，用于专项精准扶贫。

通城举办精准扶贫慈善晚会
现场募捐1000多万元

“珍珠”是如何串成“项链”的
——在崇阳感受一条路带来的时空变换

本报记者 刘文景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6
日，我市召开信访维稳、平安建
设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吴晖出席会议并讲
话，强调要以群众满意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保安全、保稳定，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获得感和满意度。市领导何开
文、胡甲文出席会议。

在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
吴晖指出，安全稳定跟水和空
气一样重要，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深刻认识保安全、保稳定
的极端重要性，以强烈责任感
抓好工作落实，为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为推进咸宁改革发
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吴晖要求，要以坚定的政治
站位和政治自觉抓好安全和稳

定工作。要增强工作预判，从源
头上防范和化解矛盾风险，不断
夯实维稳工作的群众基础。要
以抽丝剥茧、到边到角的韧性
抓好安全和稳定工作。坚持抓
重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把
各项工作做深、做透。

吴晖强调，要坚持现代治
理，着眼长远、标本兼治，从系
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
源头治理入手，充分发挥职能
部门、基层和社会力量的作用，
合力化解各类矛盾风险。各级
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率先垂
范，对影响平安稳定的重大问
题、核心问题做到亲抓亲管。
要做到纪律严明，对工作不到
位、责任落实不力、失职渎职等
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吴晖在信访维稳、平安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安全稳定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一手抓综合整治 一手抓日常管理

我市打好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6日，

记者从全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
作专题会议上获悉，我市将一手打
好综合整治“攻坚战”，一手打好日
常管理“持久战”。

我市将强化条块管理，各办事
处、乡镇、社区（村）将对辖区内单位、
小区进行逐栋排查，落实责任人员，
全面整治所辖区域卫生环境和秩序。

市级包保领导进行检查，各包
保单位主要领导要亲上一线督查
推进。同时，加强本单位包街包社
区人员力量，解决责任地段的乱停

乱放、乱扔乱弃、乱拉乱挂、乱泼乱
倒、以街为市等不文明行为。

强化“门前四包”和环境卫生
“四包保”，确保本单位办公和宿舍
区域（包括老宿舍区和出租房产）干
净整洁，秩序良好，“十乱”现象得到
全面整治。公安、城管等部门重点
加大对机动车辆乱停乱放、流动摊
贩乱摆放、门店出店经营的整治。

咸安区、咸宁高新区、市公安
局、市工商局、市商务局、市城管
局、市食药监等部门将进一步加强
对市场内出摊占道的整治，确保市

场干净整洁，秩序良好。加大对城
区出入口和周边主要公路、铁路沿
线卫生整治，确保公路、铁路沿线
卫生达标。

市住建委、市城管局、市城发
集团将加强建筑工地、储备土地、
拆迁工地管理和整治。市直机关
工委将继续组织开展“万人洁城”
活动，进一步优化城区卫生环境。

据悉，市创卫办将进一步加强
督办和责任追究，通过层层督查，
查问题，促整改，以铁的纪律、铁的
作风改变城区卫生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