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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十九大 创造新业绩

“打车巡山看崇阳，隽水河中鱼
打浪；夜合山间现仙道，大湖山上车
正忙；芳世湾上彩虹渡，洪下美景赛
漓江……”

出县城，过浪口，穿茅井，上葛仙
坪，走芳世湾，经柃蜜镇，到夜合山……
万山红遍，剪开了眼瞳中的风景；层林
尽染，着色迤逦婉约的画廊。

所有的人都涨满了一种情绪：
震撼！
崇阳秀美的山水，丰富的资源，现

代人向往的梦境，被一条灵感十足、气
魄非凡的路“修”了出来……

一条路，洞破贫困

盘旋的苍鹰，霜染的红叶，飘零的
渔舟，一连串剪影，点燃了天城镇茅井
村的秋韵。

“今年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游客

络绎不绝。”村支书熊月明感慨：村子的
大发展，就是修通了这条路！

车子沿茅井村至葛仙山的公路盘
桓，绵延的田垄、民居、竹林、树林，远方
崇山叠嶂，近处溪水村舍，这儿辽阔壮
美，那儿婉约细腻……

崇阳地处幕阜山脉中段，是全省扶
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八山半水分半
田”，是上苍赐予的自然条件。和其他
山区一样，很多村组都有着大山阻隔的
现实窘境。

扶贫从哪里切入？
要脱贫，先修路！伤其十指，不如断

其一指。崇阳人似乎要毕其功于一役。
县委书记杭莺说，交通是一个地方

发展和繁荣的命脉。要把公路建设作
为服务全县经济发展、服务民生事业、
服务生态环境的首要工程来抓。

县长郑俊华说，筑牢大底盘，打造

硬支撑；建设大交通，发展产业带。
近几年，全县交通大项目一个接一

个，交通大会战一轮接一轮接一个。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白加黑、5+2”……

起于铜钟乡，途经佛岭、东流、盘
山、尺冲、高枧、中山、小山等地，终点与
江西省的小山界接壤……正在建设中
的铜钟至小山界公路，全长40.6公里，
按二级公路标准设计，路基宽8.5米，
路面宽7米，总投资3.8亿元。

“铜钟至高枧段的28公里已经通
车，高枧乡至小山段12公里已全线开
工，完成路基10公里、桥梁4座，其他3
座中桥及剩余路基正在加紧建设中，计
划年底完成路基及桥涵工程。”站在30

多米高的峭壁，湖北通远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汪正榜如数家珍……

全路修通后，既是“内循环”，又有
“外通口”，带动12个乡镇30多万人口
的经济带，使5.6万人走出贫困，成为

“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富一方百姓”的
典范！

一条路，贯穿全局

截至目前，该县今年新开路基里程
数达66.6公里，路面刷黑里程数达到
64.6公里。

葛仙山、芳世湾、陆水湿地公园、洪
下十里画廊、三特浪口温泉被这路串成
一个“圆”。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报道：16
日，入选全省2018年度美丽乡村
建设试点的285个村公示期满，我
市 12个村正式被确定为试点单
位。

这12个村分别是：咸安区向
阳湖镇宝塔村、高桥镇白水村，
嘉鱼县渡普镇东湖村，赤壁市蒲
圻办事处金潭村、车埠镇马坡
村，通城县关刀镇高冲村、塘湖
镇荻田村，崇阳县金塘镇畈上
村、铜钟乡坳上村、桂花泉镇桂

花村，通山县慈口乡大竹村、九
宫山镇程许村。

2016年8月，省政府办公厅发
布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
明确从2016年起，每年重点支持
300-500个村开展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试点。到2020年底，全省建
成2000个左右美丽宜居示范村，
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美丽宜居乡
村发展模式，加快推进全省新农村
建设。

据了解，入选全省美丽乡村

建设的试点村，每个村将获得中
央和省级补助资金，县市区也将
同步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统
筹安排、筹措美丽乡村建设资
金。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健
全公共服务设施、开展综合整治
环境、提升形象，进一步加快城乡
一体化进程。

截至目前，我市先后有34个
村被纳入全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其中2016年度 11个，2017年度
11个。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员任
轩丹报道：23日，湖北咸宁第九届
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
——蜜月湾品牌发布暨央视《完美
婚礼》收官庆典在梓山湖蜜月湾集
装箱酒店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远鹤，省联投集团总经理李军出
席发布会并致辞。

王远鹤说，梓山湖新城是镶嵌
在武咸之间的一颗璀璨明珠。8年
前，咸宁市政府与联投集团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将梓山湖新城定位
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示范点、
大健康产业示范区、咸宁北部空间
卫星城，着力打造咸宁旅游文化新
名片。今年8月，咸宁市政府与联
投集团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议梓
山湖新城蜜月湾项目建设。仅仅
用了4个月的时间，蜜月湾集装箱
酒店拔地而起，垂钓公园成功承办
省级大赛，喜帖街实现开门迎客；
还有即将完工的足球主题公园、玫
瑰主题公园，正准备迎接八方来
客。项目接二连三，蓝图一步一步
实现，见证了咸宁速度、彰显了咸
宁效率。

王远鹤表示，今天的咸宁，正
乘着党的十九大东风，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打
造中国中部“绿心”和国际生态城
市，努力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
长极，必将为海内外客商在咸宁开
创事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巨大商机。

李军介绍，蜜月湾是联投集团
倾力打造的一处大型旅游休闲度
假目的地，该项目拥有最佳观湖视
野，是集休闲、娱乐、购物、度假及
一站式蜜月服务于一体的浪漫爱
情度假地。目前已经规划的七大
景点包括玫瑰园、垂钓公园、蜜盒
集装箱酒店、喜帖街、足球公园、永
恒教堂、蜜月朴树等。

发布会上，央视cctv-2《完美
婚礼》第二季收官典礼同步呈现，
表演了婚纱走秀、魔术、歌曲等精
彩节目。

第
九
届
国
际
温
泉
文
化
旅
游
节
系
列
活
动

蜜
月
湾
品
牌
发
布
暨
央
视
《
完
美

婚
礼
》
收
官
庆
典
在
梓
山
湖
举
行

崇阳看路
本报记者 刘文景 马丽娅

全省2018年度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公布

我市12个村入选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本报讯 通讯员镇治报道：11月
18日，由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
主办的“2017年全国民营医院发展年
会”在江苏常州市召开。会上，咸宁麻
塘风湿病医院荣获“全国诚信民营医
院”称号。

这是该院继2006年荣获首批“全
国诚信民营医院”，2016年再次荣获“全
国诚信民营医院”之后，第三次荣获这
一殊荣。

该院自2006年成功改制以来，一
直秉承“以诚信立院”的办院理念，始终
坚持“行医诚信、价格诚信、服务诚信、
技术诚信、宣传诚信”的服务宗旨，为更
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而赢得了良好的
社会口碑。

该院院长镇水清表示，将按全国诚
信民营医院的标准，履承诺，践诚信，持
续巩固创建成果，维护医院品牌形象。

麻塘风湿病医院

获评全国诚信民营医院
为贯彻落实市五次党代会精

神，树立正面典型充分发挥激励作
用，在全市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
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公务员奖励规定（试行）》《湖北
省公务员奖励实施办法（试行）》等
规定，市委组织部（市考评办）整理
汇总各地各单位申报的记功奖励事
项，及时组织各主管单位开展初审
工作，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
市委组织部部务会、市政府常务会、

市委常委会研究审定，同意21个集
体33名干部为记功奖励对象。现按
程序将拟记功奖励对象予以公示
（附表），公示期为7天。如有异议，
请 与 市 考 评 办 联 系 ，电 话 ：
0715-8126470。

附表：咸宁市拟记功奖励情况
一览表（见第六版）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
咸宁市公务员局

2017年11月24日

公 示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
为。

办好“新时代咸宁讲习所”，讲授、
学习的效果，最终要靠新作为来检验。
无论是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
刻变化的重大判断，还是深刻领会分两
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目标，无论是对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还是聚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要体现在新作
为上。学而无为，等于纸上谈兵。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
咸宁而言，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解

决这个矛盾而开展，要在破解发展瓶
颈，推动咸宁绿色发展的实践中展现
新作为。

展现新作为，要体现在抓发展上。
要善于用发展的手段解决咸宁经济总
量不大、产业竞争力不强、基础设施建
设薄弱等不充分的问题，又要用改革的
办法破解我市南三县和北三县发展不
平衡、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行业与行
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要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构建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壮大
集体经济，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展现新作为，要体现在改革创新

上。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工业
投资项目建设“零审批”改革，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要持续深化民生领域改
革，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公共
服务等利益问题，一件接着一件办，一
年接着一年干，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使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展现新作为，要体现在加强党的建

设上。要继续开展领导干部“走村巷∙
连民心”活动，创新党代表联系基层服
务群众方式方法，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深化
细化市委改进作风“七条新规”，积极推
进监察体制改革，发挥巡察利剑震慑作
用，着力构建“三不腐”长效机制，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
伸，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咸宁全面
深化改革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执笔：邓昌炉）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

新时代咸宁讲习所新时代咸宁讲习所

11月 22日，通城县农业、
商务部门联合10余家超市、商
业广场、农贸市场、网络销售平
台，走进无土栽培蔬菜大棚，进
行实地考察和面对面洽谈，共
同为无土蔬菜拓展销售市场。

当天上午，各大商家相关
负责人和采购人员，先后来到
大坪乡石子洲果蔬基地、隽水
镇宏锦果蔬东港基地、隽水镇
阔田恭友无土蔬菜专业合作
社、四庄新联食用菌专业合作
社，对无土蔬菜育苗、管理、采
摘进行了全程跟踪考察。

鲜嫩可口的黄瓜、青翠欲
滴的生菜、郁郁葱葱的芽苗
……各类蔬菜生机焕发、绿意
盎然，均采取无土栽培技术，吸
引了众多商家的目光。

商家们主动向基地负责人
咨询无土蔬菜栽培、采摘和保
鲜技术，并就如何拓展无土蔬
菜市场出谋划策。

“无土蔬菜很有市场前景，
可在超市设立无土蔬菜专柜进
行销售。”状元广场经理李先生
说。

家联超市采购经理王先生
建议，可在超市开辟档位进行

现场烹制，让顾客免费试吃，并
由销售人员进行讲解。

世纪华联超市采购部负责
人陈涛，对恭友无土蔬菜专业
合作的生菜和黄瓜产生了浓厚
兴趣，现场抛出“橄榄枝”。

“这些蔬菜不施农药化肥，
品质有保障，从大棚采摘后可
以直接上市销售。”陈涛说。

“以往，通城从周边地区调
集蔬菜，人工成本较大，储存运
输过程中蔬菜品质降低，不能
满足市场需求。”隽水农贸市场
蔬菜部负责人李白凡说，“随着
无土蔬菜产业逐步发展，通城
蔬菜市场价格、质量、安全更有
保障，市民的‘菜篮子’将更加
丰富。”

县商务局副局长刘妮娜介
绍，无土栽培蔬菜是通城重点
扶贫产业，组织商家进行地实
考察，有利于加强“农超对接”，
为无土蔬菜拓展更加广阔的销
售市场，助推扶贫产业取得实
效，带动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

农超对接好前景
记者 李嘉

金欧米木业
一期投产
13 日，通山县金欧米木业有限公

司员工在加班生产。
该公司位于通山经济开发区，由意

大利ICM公司和广州金欧米木业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5.8亿元建设。目前一期
工程已建成投产，预计年生产100万套
木门，年创产值10亿元，实现税收2000
万元。 记者 袁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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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户外休闲运动的热土
（详见第二版）

33年，痴心不改绿色梦
（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