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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14～15日受台风外围偏东气流影响，雨量增多；16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多云到晴天。具体预报如下：14日：多云，东北风2～3级，20～29℃；15日：多云，东北风2～3级，20～29℃;16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18～30℃。今天相对湿度：60～95%

本报讯 记者贾真、实习
生蒋敦文报道：6日上午，市检
察院联合咸安区检察院在青龙
山高中开展“法治进校园”活
动，为师生送上内容全面、知识
丰富的法治教育大餐。

市检察院的青年干警针对
当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点
及成因，结合发生在学校周边、
学生身边的鲜活案例，采取以

案讲法、以案学法等方式，深入
浅出地为学生们讲解了如何加
强自我保护等法律知识和安全
防范常识。要求学生们养成良
好习惯，认真学法、知法、守法，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以前我总是把自己的真
实信息透露给陌生人，这一堂
课后，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自
己。”一位学生感慨道。

市区检察院

联合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评起来 亮起来 比起来

咸安推进平安创建促和谐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迅员邓
丹、李永忠报道：6日晚11时40分，八
名巡逻员整齐列队，从嘉鱼县官桥八组
田野山庄前经过。

这是嘉鱼县各镇巡逻队夜巡工作
的一个画面。

与此同时，官桥镇田野集团警务室
里，值班人员正通过各监控摄像头查看
各路段情况，若有异常将立即呼叫巡逻
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查看处理。

“主干道上有人巡逻，一些背街小
巷有摄像头监控。现在不担心家里被
偷被盗了。”官桥八组居民周庭涛说。

今年以来，嘉鱼县扎实推进立体治
安防范体系建设，在县局成立了120人
的巡逻防控应急处突队，各镇分别成立
了15人的专职巡逻队，夯实了平安建
设基础。

通过开展多次专项整治行动，该县
警方破获各类刑事265起，同比上升了

79%，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46人，强制
戒毒78人，同比上升了61%。“平安咸
宁”整治行动在全市排列第二，“一感两
度两率”测评情况占全市前列。

在治安硬件建设上，该县今年也有
不少大手笔：投资7000万元的看守所、
投资2000万元的警训中心、投资1000
万元的新街派出所、办案中心等项目，
启动以来进展顺利，均在按进度计划稳
步推进；已经完成了视频监控二期工

程，将在全省率先完成农村地区视频监
控全覆盖；投资80万元，建成了嘉鱼县
应急处突合成作战中心。实现了指挥、
情报、网安、治安、刑侦等8个部门合署
办公，为处置突发事件和重特大案件侦
破提供了高效平台。

“下一步，我们将着手建设电子围
栏、人脸识别、‘地网’工程等一些实战
应用科技项目，筑牢全县治安长城。”该
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软件升级 硬件提质

嘉鱼打造立体治安防范体系

他是第四届、第五届市人大代表，
多年来，一直默默坚守着企业家的社会
责任，通过多种方式帮扶群众脱贫致
富，用行动彰显了一名人大代表的为民
情怀。他就是湖北隐水洞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余俊。

自2008年开张营业以来，隐水洞
景区以其独特的旅游体验吸引了大量
游客。景区火了，周边的经济也跟着带
动起来。

“当时，我向公司建议，在景区出口
处建设商业一条街，把20个门面全部

租给当地群众，帮助他们销售农副产
品。”余俊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当地群众
能够分享客流带来的“红利”。

另外，按余俊的想法，公司还在规
划设计时，无偿为零售商户划定了销售
摊位，附近农户可以自由进入景区，向
游客销售农副产品。

尤其每年枇杷、柑橘成熟的时候，
景区积极宣传并为游客设计互动项目，
把游客带到周边村庄群众的田间地头，
让他们体验采摘的乐趣，有效带动了枇
杷和柑橘的销售。

“游客多了，我们的生意也就更好
做了，每天摆摆地摊，卖卖农产品，一
天下来，也能收入不少。”正在景区商
业一条街摆摊售货的村民告诉记者。

除了帮助农户销售产品，余俊还主
张雇用当地困难群众。用他的话说，这
不仅仅是自己个人的意愿，也是公司社
会责任担当的有力体现。

据了解，隐水洞公司现有员工近
200名，其中90%以上的员工都是附近
村民，月平均工资可达2000元以上，很
多困难家庭因此脱贫。

在狠抓隐水洞景区发展的同时，余俊
和公司还常常慷慨解囊，帮助村组发展集
体经济，改善基础设施。

2011年，公司捐资45万元，帮助
隐水村发展村集体经济；2015年，投
资40万元，配合县交通部门对隐水洞
出洞口处地质公园碑牌至隐水村西屋
下的道路进行了改造，为当地村民的
出行带来了便利；今年春节，又拿出
15万元资助景区周边三个村的困难
群众……

对于余俊和公司来说，这样的事例
不胜枚举。

“企业家应秉持为民情怀，而人大
代表理当履职为民，所以，今后我还将
用更多的实际行动，帮助困难群众脱贫
致富。”余俊说。

一个企业家的为民情怀
记者 程慧 通讯员 阮姝 倪亚生

“这是山里与山外的唯一通道，洪
灾把路冲毁了，在外的人想回来看看
家里的老人都难。”12日，走进崇阳县
沙坪镇庙铺村，年近70岁的老支书王
进保边带着村民修路边说道。

现场村民们分工合作，有的从附
近的河里挑水，有的运水泥和石块。

“山里修路不比平原，大型机械设
备难以进入，道路外侧都是深沟或悬
崖峭壁，困难可想而知。”王进保说，每
天天刚亮，大伙儿便扛着铁锹、铁镐、
铁锤等工具开始忙活。

据悉，庙铺村连续遭遇几场暴雨
侵袭，通往该村的路面被洪水冲刷后，
有的全部被冲垮，有的坑坑洼洼、泥泞
不堪。

“撇开孩子上学不说，我们这里没

有半亩水田，全部靠山上的竹子为生，
路不通，竹子卖不出去，大伙儿生活都
难。”五组村民陈克华说，洪水把路冲
毁后，家里整个夏季一根竹子都没卖
出去。加上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年人，
山里又没信号，大伙儿想买油盐都难。

洪灾发生后，该县农村公路养护
管理所第一时间对受损情况进行实地
勘察、摸排，提出该路段修复方案，安
排相关人员进行水毁修复工作。

为了保证道路质量，在村里当了
20多年村支书的王进保，每天主动在
施工现场巡察，一天要巡察多次。

在大家共同
努力下，目前工程
进展很快，预计9
月底可全部完工。

“为什么要保护湿地呢？”
“因为湿地就像咱们人类的肾，是

净化水体的……”
7日上午，向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管

理处走进咸安区向阳湖镇甘棠中小学，
从向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类型、特点以
及如何保护湿地等入手，举办了一场以

“保护湿地资源，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
的生动活泼的湿地知识讲座。

向阳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斧头湖
和西凉湖之间，成立于2016年，面积有
9万亩，2019年将迎来国家验收。

为了转变湖区村民捕鱼打鸟的陋
习，管理处在湿地
公园做了40余块
宣传牌、建立了远
程监控系统和村

村响装置。
同时，在湿地公园边的官埠桥镇、

向阳湖镇，还开展湿地宣传进校园活
动，让湿地保护从娃娃抓起，不仅让孩
子从小树立保护湿地的意识，还让孩子
们去做父母工作，共同保护湿地。

“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向阳
湖湿地公园，共同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
更加美丽……”学校师生保护湿地的宣
誓响亮有力，纷纷表示做好湿地宣传
员、保护员和监督员，主动与湿地和谐
相处。

活动当天，甘棠中小学700余名师
生参加了保护湿地签名活动，观看“咸
安湿地风采”、“情系向阳湖”、“鸟类的
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等湿地宣传
展板等。

深山抢修水毁路
记者 马丽娅 特约记者 汪佳 通讯员 胡浩

湿地宣传进校园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吴翔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昨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
金融事业部咸宁分部在温泉正
式挂牌成立，市内各二级分行
及一级支行三农金融事业部也
同步挂牌成立。此举标志着邮
储银行咸宁分行在发展普惠金
融，支持我市“三农”发展方面
将更加专业化、系统化。

邮储银行咸宁分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未来将以分部成立
为新起点，优化“三农”专业服
务体系，探索“三农”服务新模

式，深入贯彻党中央、市委市政
府的各项要求，在服务“三农”
和发展普惠金融工作中做出更
大成绩，为农业发展、农村建设
和农民致富作出更大贡献。

邮储银行咸宁分行始终坚
持服务“三农”战略定位，做好
支农惠农工作。全市已建成
366个助农取款服务点，累计发
放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7亿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2亿元、
精准扶贫贷款0.6亿元，涉农贷
款余额14亿元。

邮储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

咸宁分部成立

温泉景区
检修迎客
7 日，温泉谷度假区温泉泡池片

区，工人们忙着检修供电设施，更换泡
澡池缺损的瓷砖，畅通进出水系统等
景区的维护和设备检修，以确保9月底
迎客时让客人宾至如归。

记者 陈红菊 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通讯员
陈洁琼报道：“除了严格教育孩子遵纪
守法，严守村规民约，维护家庭和邻里
安全，此外多年来没出一起安全事故，
我自荐为平安家庭。”8日，在咸安区大
幕乡南山村平安家庭评选现场，二组村
民王晚喜自荐道。

“感谢派出所帮我找回珍贵的盆
景和兰草等财物，挽回了损失。”8月
30日，桂花镇南川社区支部书记邓昌
盛给桂花派出所送上“铁拳匡正义执
法为民安”的锦旗。

为打造平安桂花，桂花镇开展形式

多样的平安创建活动，如平安家庭评选
会开到家门口，干警巡逻防控、设卡盘
查不法分子，在开学或节庆时守卫消防
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群众的安全
感和对执法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连日来，咸安区平安创建活动如火
如荼：大幕乡党委书记唐德文夜访乡
村，深入群众调研平安创建工作，广泛
征求群众意见，集思广益抓实平安创
建；永安办事处在平安创建活动中，开
展“三个一”活动即一千场平安创建宣
讲活动，评选一千户平安家庭，收集一
千条对平安创建的意见或建议；贺胜桥

镇印发《2017年平安家庭评选方案》，
通过发放宣传单、到村湾开展评选会、
家庭自荐或互荐、评选委员会审核等方
式，提高群众平安建设知晓率和参与
率。

在卫计系统，区卫计局局长陈斌洋
要求，要推进平安医院建设，切实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减少医患纠
纷，为群众提供良好的就医环境。在教
育系统，全区大力开展平安校园创建活
动，对校车安全、食堂安全作了严密的
部署。

“平安创建就是要让平安家庭评起

来，社区村湾亮起来，文明和谐比起
来。”说起平安创建，区政法委书记镇卫
军要求，用动态的评比，量化的数据、督
办的通报，驰而不息推动平安创建，提
升一感两度两率。

据悉，该区用“围绕一条主线、按照
两个标准、突出三个重点”三项措施抓
实平安创建工作，为十九大胜利召开创
造平安稳定环境。目前，全区13个乡
镇办场121个村40多个社区、百余家
区直单位开展了平安创建工作，实现了
平安创建宣传全覆盖，评选全覆盖，群
众参与率和知晓率明显提高。

8日，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该市文体中心项目正在施工。据了解，
该中心规划用地540余亩，将建设体育馆、游泳馆、少年体校及健身服务
中心，项目建成后，将集体育比赛、文艺展演、健康娱乐等功能于一
体。记者 夏正锋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舒俊杰 摄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报
道:昨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工
作约谈会，对未全面正确履行
安全生产职责的乡镇、部门和
企业进行约谈。市委常委何开
文参加会议。

会议对国家、省、市督查发
现的未全面正确履行安全生产
职责的乡镇、部门和企业进行
了通报；六家被约谈单位现场
汇报整改情况。

何开文指出，要坚决克服
麻木不仁、盲目乐观、心存侥幸
等心理和现象，确保安全生产
意识入脑入心。各级各部门要
始终把安全生产责任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
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强化工
作举措，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
故的发生。要深入推进安全生
产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隐患

“清零”攻坚行动，坚决消除不
安全因素，全力把安全生产工
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要关口前
移，从紧从严，进一步强化督查
问责的力度，促进安全生产责
任进一步落实，确保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

会上市纪委派驻市人大纪
检组负责人对被约谈单位开展
纪律教育。通城、崇阳、通山县
政府相关负责人作表态发言。

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工作约谈会

督促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
阮先强报道：昨日，全省农村社
区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暨村务
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培训班在我
市召开。全省17个地市州230
余名民政干部参加。省民政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叶景丽，副市
长杨良锋出席。

叶景丽说，近年来，咸宁在
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军队和国
防建设、促进基层民主、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等各个方面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咸宁的民政工作方
法值得在全省推广。

杨良锋说，我市紧紧围绕构
建和谐农村社区主题，以农村党
员群众服务中心为依托，以社会
治理为导向，以建设“居民自治、
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
生活共同体”为目标，高标设计、
高位推进，按照平原发达型、山区
贫困型、两型社会型、生态文化型
等四种类型，统筹规划，因地制
宜，积极稳妥推进农村社区基础
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我市将齐
心协力，奋发进取，开创农村社区
建设试点工作新局面，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全省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

推广咸宁民政工作方法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
讯员齐紫因报道：13日，市人
大常委会组织市教育局、市编
办、市财政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人，就我市城区义务教育一体
化改革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镇方松参加
调研。

调研组一行来到咸宁市第
九小学、咸安区实验学校、咸宁
市第十四小学、咸宁市第四初
级中学等学校，实地调研我市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新建（改扩

建）、学位供给、教师交流配备
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等情
况，了解掌握我市城区义务教
育一体化改革工作总体进展。

此次调研，旨在落实国务
院、省政府文件精神，进一步提
高审议质量，增强监督实效,推
动市城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标
准化、优质化、均等化建设，建
立健全校际间公平办学的长效
机制，促进市城区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提升全市基本公共
教育服务水平。

市人大开展专题调研

促进城区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