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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 创造新业绩

问政之后再问啥？
□柯建斌

今年以来，市纪委监察局牵头的“三抓一优”作风督查
以“一月一主题、一月一问政”活动为载体，坚持问题导向，
集“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于一体，既问了“为什
么”，又问了“怎么办”；既问了廉，又问了责：既问出了新问
题新情况，又问出了新作风新气象。那么，下一个问题随之
而来——问政之后再问啥？

老百姓的期盼是——问政之后再问“效”，问整改时效，
问整改“显”效，问整改“潜”效。

整改时效必须问。因为整改时效体现的是态度，表现
的是速度，展现的是力度。倒排了整改时间表，设计了整改
路线图，明确了整改责任人，兑现了整改承诺书…… 这些
举措都能反映整改单位的政治站位和时效观念。整改需要
的是雷厉风行，老百姓欢迎的是快刀斩乱麻。

整改“显”效必须问。老百姓关心整改时效，更关心看
得见摸得着的整改实效。套取的“救命钱”是否归位，会不
会“先归位再挪位”？困扰群众的水患如何终结，会不会“一
问了之，不了了之”？ 会不会出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会不会出现“割发代首”或是“丢车保帅”？对于整改问题，
能立行立改的绝不能等，更不能拖。对整改事项，专职专责
的部门绝不能上推，更不能下卸。把整改“显”效做出来，还
需要锲而不舍地开展“走村巷连民心”活动，面对面地了解
老百姓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

整改“潜”效必须问。问政是为了促廉政促勤政，是为
了推进“三抓一优”。因此，不能让问政成为一阵风、一场
雨，风雨之后仍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也不能让问政
对象“问时惊慌失措、问后万事大吉”。 问整改“潜”效，关键
是问一问如何建章立制，让健全的制度发挥应有的“潜”效。
要针对整改问题开展警示教育，提醒本单位人员引以为戒。
要针对制度漏洞，建立防火墙，设立隔离带，完善风险防控机
制，特别要防止制度建设中“拆东墙补西墙”现象。要建立健
全治理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党
员干部自觉辨错纠错的能
力，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勤廉
为民的服务意识。

新华社武汉8月16日电 “首出庶物，
万国咸宁”——地处湖北“南大门”的咸宁
市，是享誉全国的桂花之乡、楠竹之乡、苎
麻之乡、茶叶之乡，并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国
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殊荣。2016
年，咸宁获批成为全国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示范城市之一，“信用咸宁”建设取得了
丰硕成果。记者近日就城市信用建设问题
采访了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

记者：自列入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示范城市以来，咸宁市相关工作取得了哪
些进展？

王远鹤：咸宁市地处鄂东南，是湖北的
“南大门”。咸宁市政府对信用建设高度重
视，成立了以政府一把手为组长的各级信
用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把改善信用环境作
为发展咸宁经济的头等大事来抓，确定了

“信用高地就是资金洼地，信用品牌就是发
展平台”的理念。在历届政府领导的高度
重视下，经过十余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咸宁
已经成为了信用环境指标领先、信用品牌
知名的信用建设先进地区，吸引了金融资
本的不断流入，咸宁的经济社会也因此步
入了健康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咸宁市连续
14年被湖北省政府授予“金融信用市州”，
辖内6个县市区全部被评为“金融信用县
市”。2008年以来，咸宁市的信用环境监
测评价指标连年位居全省前三。在今年6
月份的全国城市信用监测评估中，咸宁位
列全国第37位。

自 2005年以来，咸宁市的贷款增速、
GDP增速等指标连年位居全省前列，2016年
全市GDP比2005年净增4.43倍，呈现出信
用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促进的良好局面。

记者：体制机制方面的建章立制，是信
用建设的重要内容，咸宁市在此方面有什
么举措？

王远鹤：法不授权不可为，法已授权必
须为。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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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举行任命人员宪法宣誓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通讯员曾欣宜报道：昨日上午，

市人民政府任命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活动，在市人大会
议室举行。

根据《咸宁市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的规
定，参加宣誓活动的9 人都是今年以来市政府任命的各部
门和单位正、副职国家工作人员。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
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宣誓活动进行监誓；任命人员所属单位
干部人事科负责人对宣誓活动进行见证。

宪法宣誓仪式上，领誓人陈建华（市政府副秘书长）左
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抬起并拳心向前紧握；
胡广宏（市高新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等宣誓人左手持宪法
文本，抬起右手握拳一起大声诵读誓词。

这次宪法宣誓目的在于，要在我市进一步落实好宪法
宣誓制度，形成带头遵守宪法、学习宪法，用宪法维护人民
权益的良好社会氛围。

技改升级 动能转换

咸安工业发展按下快进键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员陈南阳

报道：昨日，记者从咸安区经济开发区
获悉，巨宁森工投资260万元引进了一
条德国先进生产线，爱尔木业自主研发
2.4米长木质地板，地板花色也都有个性
化的更新。

现代森工是咸安的传统支柱产业之
一，今年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改造

提升产品质量，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全区工业企业共实施技改项

目23个，12家企业申报列入省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计划。特别是洪盛模具投
资5000万元的轻量化零部件生产、天
成麻业投资4450万元的麻类原生物纤
维坯布产业化、精华纺织投资3500万
元的设备更新等一批重大技改项目的

实施，提高了供给质量和效率，传统产
业焕发新生机。

今年上半年，机电制造、苎麻纺织、现
代森工、橡胶化工四大传统支柱产业增势
稳健，成为拉动全区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动
力。元至 6月，四大产业实现总产值
111.4亿元，占全区工业比重达64.5%。

传统支柱产业稳健发展，以数控模

具、医药食品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也方兴未艾，加速了动能转换。今年，
开发区规划建设1500亩的模具产业园，
1500亩的医药产业园，1500亩的食品
产业园，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推动新
产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元至6月，数
控模具、医药食品产业实现总产值14.7
亿元，占全区工业比重达8.5%。

上轮“季考”，崇阳县项目建设综合
考评得分85.16，居各县市区之首；

半年“中考”，全县GDP同比增长
7.9%、排位第二，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23.8%、增幅第一。

骄人的成绩单，亮出50万崇阳干部
群众换道超越的竞进精神，也晒出县委
县政府推进“五个崇阳”建设的满意答
卷。

去年底召开的县第十四次党代会，
继续提出“五个崇阳”发展战略，把开放、
生态、富裕、文明、幸福写上发展大旗。

气可鼓不可泄。县委书记杭莺、县
长郑俊华说，“五个崇阳”建设，既需要
滴水穿石的韧劲，一届接着一届干；更
要唯旗是夺的锐气，一级逼着一级干，
干出一流业绩。

开放崇阳：一大批中字头企业、上
市公司、全球全国500强纷纷入驻，不
仅给崇阳带来重大项目投资，还带来新
一轮开放开发热潮

8月上旬，崇阳招商好戏连台。
正大集团高层前来洽谈50万头生

猪养殖项目。今后三年，这家全球500
强企业将投资20亿元，在崇阳建成饲料

加工、生猪养殖、屠宰加工等相配套的
产业链。

卓越集团高层前来出席万亩野樱
花景区开工仪式。这家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企业将投资10亿元，打造龙泉山
赏樱渡假景区，于明年3月竣工，目标锁
定国家4A级景区。

而在此前，中国国电龙源集团、中
广核集团、中电建水电顾问集团进驻崇
阳开发风电，省联投集团投资崇阳建国
家森林公园，上市公司华熙集团、红牌
集团布局崇阳搞旅游开发，都是十亿、
百亿元级的重大项目。

这些中字头企业、上市公司、全球全
国500强企业，不仅给崇阳带来新的项
目投资，还带来新一轮开放开发热潮。

开放带动全域开发。地处北纬29
度上的崇阳，崇山崇水瑰丽，风光风情
无限。过去囿于项目资金短板，旅游开
发小打小闹，难成大气候。如今，从隽
水河到青山湖，从龙泉山到熊家山，10
多个大项目、200多亿元投资次第展开，
全域旅游蓝图正变成现实。

开放助推产业转型。茶叶生产是
个传统产业，由于结构单一、效益低下，
种植面积一度由5万多亩萎缩到9000
亩。近几年，从浙江引进白茶、从江苏

引进红茶、从赤壁引进黑茶，原有的绿
茶也由一季采摘扩大到全年经营，“七
彩”茶品牌叫响全国，基地面积迅速扩
至6万多亩。

开放倒逼基础设施升级。基地建
到哪，公路延伸到哪；园区发展到哪，主
干道延伸到哪；景区开发到哪，道路美
化到哪。崇阳近五年筹资10多亿元改
造提升公路网，仅今年在建旅游公路就
达138公里，县城到主要乡镇、景区仅
15分钟。

开放的风气，发韧于开明的政治。
县委县政府高端谋定，向改革要红

利。在全省率先完成卫生计生机构改
革，“两局合一”“院站合一”的崇阳样板
在全省全国推广。在全市率先完成政
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建立新型
政务与资源交易平台。破除用地瓶颈，
创建全国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

向创新要效率。县委、县政府把常
委会、常务会开到项目建设一线。全县
组建招商、农业、旅游、商务、住建和发
改项目建设六联组，“四大家”领导和县
直部门、乡镇干部拧成一股绳。党政1+
1＞2，“四大家”1+1+1+1＝1。

向项目要发展，储备项目库和建设
项目库襄括140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近6000亿元；向文化要环境，培育“四
海一家，客商为大”的亲商文化、“你发
财，我发展”的双赢文化、“鼓励创新，宽
容失误”的包容文化。

在崇阳投资多个项目、被聘招商专
员的北京正基文化公司董事长王爱维
感慨不已：“崇阳的政治生态，像自然生
态一样宜人。”

生态崇阳：10多个“白富美”的特色
小镇凸显绿色发展成果，省级生态县、
国家园林县城创建引领绿色崛起之路

一年前还是名不见经传的荒山，如
今成为省内外聚焦的景区。在金塘镇
畈上村，一场“改天地”、“划时代”的巨
变精彩上演——

由500栋木屋别墅群组成的柃木花
苑景观核心区，凸显“旅居如家”、“柃蜜
小镇”特色；

占地2平方公里的水上乐园，总面
积1000亩的玫瑰花山，彰显“浪漫、欢
乐”风情； (下转第五版）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7 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
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
济发展的意见》，部署推进物流降
本增效有关工作。

《意见》从七个方面提出了27
项具体措施。

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
物流运营主体活力。年内实现跨
省大件运输并联许可全国联网，完
善城市配送车辆通行管理政策。
推动依托公路超限检测站，由交通
部门公路管理机构负责监督消除

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单独实施
处罚记分的治超联合执法模式常
态化、制度化。

二是加大降税清费力度，切实
减轻企业负担。完善物流领域相
关税收政策。做好收费公路通行
费营改增相关工作。选择部分高
速公路开展分时段差异化收费试
点。加强物流领域收费清理，着力
解决“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

三是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建设，提升物流综合服务能力。
支持地方建设城市共同配送中心

等，逐步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
基础设施网络。支持设立现代物流
产业发展投资基金，鼓励银行业金
融机构开发支持物流业发展的供应
链金融产品和融资服务方案。

四是加快推进物流仓储信息
化标准化智能化，提高运行效率。

五是深化联动融合，促进产业
协同发展。

六是打通信息互联渠道，发挥
信息共享效用。

七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营造
优良营商环境。

砥砺奋进的五年

崇阳崇阳：：奋发图强争一流奋发图强争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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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种植
助农增收

4 日，通城县大坪乡药材基地，农
户在白芨大棚内护苗。

据了解，该乡为打造药材特色小
镇，实施药材、药品、药市、药膳、药养

“五药”并举，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通
过专业合作社示范，带动40余户贫困
群众脱贫，基地每年可向社会提供中
药材种苗供应300万株以上。

记者 张大乐 摄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