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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
公司迁址啦！

新升级3 .0 智能门店，欢迎来体验！
新职场地址：咸宁市银泉大道548号银泉名

座（原温泉中心客运站）
联系电话：0715-8255587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涉
及险种包括车险、财产险、意健险和农险业务。近年来该
公司正在积极推动食品安全责任险、环境污染责任险、诉
讼保全责任险、育肥猪价格指数保险等和社会生活息息相
关的新险种。2017年结案笔数8912笔，完成赔款8872
万元，当年实现地方各项税收1900万。

在业务高速增长的同时，该公司也在加强网点和队伍
建设。目前在赤壁、崇阳、嘉鱼、通城、通山所有县市相继
设立了四级机构，部分乡镇也将设置五级服务站，从而为
进一步履行平安的优质服务承诺提供更好的硬件保障。

在理赔服务方面，严格执行平安总部的要求，积极落
实510极速查勘、一键包办、人伤省心赔、云理赔、车主服
务中心、AI智能闪赔六大创新服务，同时积极做好防灾防
损服务工作。

近年所获荣誉
2015年“金融机构支持咸宁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奖”
2016年“金融机构支持咸宁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奖”
2016年“咸宁市民最满意优质服务窗口”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咸宁中心支公司奋进中的

热烈祝贺咸宁两会隆重召开

本报讯 记者朱哲、见习记者谭昌强报
道：11日上午，市委书记丁小强来到崇阳代表
团，和出席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们一起
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等报告。

代表们一致认为，“两院”工作报告实事求
是、思路明确、重点突出，较好地反映了去年的
工作，也清醒地看到了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过
去的一年，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坚
持公平正义，持续推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
信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为咸宁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杭莺、王爱维、
吴宏军、孙成兵等代表先后发言，围绕相关报
告提出建议意见。

丁小强指出，2017年，市中级人民法院和
市人民检察院坚持司法为民、维护公平正义、
服务发展大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希
望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动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
责，进一步勇挑工作重担、积极主动作为，全面
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丁小强强调，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司法工作的新目标、新
要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增强围绕中心、
服务中心意识，继续为咸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
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坚持补短
板、强弱项，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干部
素养和专业化水平，引进年轻司法人才，推动
新时代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新发展，为
咸宁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济民，市委常委、咸
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杨良锋参加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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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王恬、见习记者丁婉莹报
道：11日上午，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在市会议中心胜利闭幕。

大会执行主席曾国平，副主席熊登赞、吴鸣虎、郑
凌、孙基志、周辉庭、尤晋、冯春，秘书长游强进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

市领导丁小强、王远鹤、吴晖、王汉桥、程良胜、王
济民、张方胜、周勇、杨良锋、李逸章、镇方松、程学娟、
肖彬、万春桥、刘复兴、胡甲文、吴刚、汪凡非等到会祝
贺并在主席台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省人大、省
政协专委会领导胡毓军、胡建华，市老领导程光亮、饶
鹏、刘彦其、佘家驹、周力、殷德才等。

这次大会应出席委员318名，因事因病请假19
名，实际到会299名，符合规定人数。

上午8时30分，曾国平主持大会。市政协五届二
次会议全体委员表决通过了《大会提案审查情况报
告》、《关于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
大会《政治决议》。

曾国平在闭幕会上讲话（全文另发）。他说，会议
期间，各界委员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
题、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通过大会发言、分
组讨论、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认真履行职
责，踊跃建言献策。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是一次团结
民主、求实鼓劲的大会，是一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
大会，是一次广集民智、勠力同心的大会。新思想引
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程。我们要紧紧围绕团结
和民主两大主题，紧扣市委市政府工作中心，充分发
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促进政治协商更加规范有序、民主监督更加扎实有
效、参政议政更加广泛深入，积极投身新时代咸宁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奋力谱写新时代人民政协
事业新篇章。

曾国平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要坚定同心同向、团结奋斗的信念，在深入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中集聚新能量；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
的优势，在服务绿色崛起中建立新功业；要践行以人

为本、履职为民的宗旨，在增进民生福祉中作出新贡
献；要立足联系面广、包容性强的特点，在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中展现新作为；要增强积极进取、勇创一流的
意识，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中树立新形象。

曾国平强调，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时不我待。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新一年、新起点，新任务、新
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在中共咸宁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优建美香城泉都，率

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新时代咸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而
努力奋斗！

参加闭幕会的还有市纪委、市人民法院、市人民
检察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应邀列席闭幕会的有，驻咸
省十二届政协委员、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有关人
民团体负责人，市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大专院校、
驻咸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上午九时许，市政协主席曾国平宣布：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咸宁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

图为闭幕式会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摄

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闭幕
丁小强王远鹤吴晖出席 曾国平作闭幕讲话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报
道：11日上午，市五届人大二
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在市
会议中心举行。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
人丁小强主持会议。主席团常
务主席吴晖、王汉桥、王济民、
李逸章、镇方松、程学娟、肖彬、
万春桥、王勇及主席团其他成
员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委组织部常
务副部长、大会副秘书长徐仕
新关于代表联合提名各项候选
人名单及其情况介绍，确定了
联合提名候选人名单。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议草案；通过了财政经济委员
会关于计划的审查报告及决议
草案；通过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关
于财政预算的审查报告及决议
草案；通过了关于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通过了关
于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
决议草案；通过了关于市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以上各项决议草案经主席
团会议通过后，将提请全体代
表进行审议。

会议听取并表决通过了关
于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
并决定将该报告印发代表。

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特约记者汪
佳报道：2日，崇阳县铜钟乡大岭村“野
樱天堂”景区内，挖掘机、运输车来回穿
梭不停，工人们冒着严寒施工作业。

“为了确保景区按期开业，我们正
在加快施工进度！”村支书吴宏军介绍。

“野樱天堂”景区是崇阳县龙泉山
4A级景区项目，由中国500强民营企
业——湖北卓越集团投资打造。龙泉
山横跨该县金塘、港口、铜钟、青山4个
乡镇，10万亩野樱自然生长于山岭间，
每年三四月，野樱花灿若云霞。

近年来，崇阳围绕优势旅游资源，
精雕细琢，全方位打造，把荒山建成绿

林，把道路建成画廊，把河流建成景带，
把基地建成景区，把县内植成花海。
2017年7月，该县通过招商引资，与湖
北卓越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引资
10亿元，将龙泉山10万亩野樱花打造
成全国著名休闲度假景区，并于当年8
月1日正式开工建设。

“当前，景区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
心、停车场、步道、公厕等各种配套设施
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王良永介绍，该县加快景区建设步
伐，确保2018年3月份“野樱天堂”开业；
并同步推进景区规范化管理，努力为游
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

投资10亿元打造4A级度假景区

崇阳樱花景区气象新
本报讯 特约记者童金健、通讯员

余庆报道：5日，在赤壁市蒲圻办事处
鲫鱼桥社区，恰逢小学放学，孩子们背
着书包，走在宽阔干净的水泥路上，有
说有笑。

谁能想到，3年多前这里还是一片
“脏乱差”。“以前道路坑坑洼洼，没有路
灯，到了晚上居民都不愿意出门。”社区
书记周安亲说。随着“背街小巷工程”
的实施，该社区改造了7段道路，翻修
了400多米下水道，安装了路灯，社区
面貌一天天看着好起来。

2011年开始，赤壁市把“背街小
巷工程”作为十件民生实事之一，由住

建、市政、园林、环卫等部门联合现场
调研，征求所在地居民及相关单位的
意见和建议，对居民反映强烈的道路
破损、路灯损坏、下水道堵塞等问题立
项改造。

赤壁市住建局局长贺飞说，“背街
小巷工程”包括小区道路拓宽硬化、刷
黑、排水管道改造、路灯更换、绿化等，
这些工程小的耗资仅1万多元，大的花
费几十万元，通过改造，切实改善了居
民的生活环境。

据统计，自“背街小巷工程”连续6
年实施以来，赤壁市累计投入1亿多
元，先后完成了900多处改造施工。

连续6年完成900多个改造项目

赤壁背街小巷变化大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报
道：11日下午，市五届人大二
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在市
会议中心举行。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
人丁小强主持会议。主席团常
务主席王汉桥、王济民、李逸
章、镇方松、程学娟、肖彬、万春
桥、王勇及主席团其他成员出
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主席团常务主席王济民
关于湖北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咸宁市
监察委员会主任、咸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名单草案酝
酿、讨论情况的汇报，并确定了各
项正式候选人名单。

会议听取了市委组织部常
务副部长、大会副秘书长徐仕
新关于推荐监票人情况的汇
报，确定了总监票人和监票人
名单草案。

以上各项名单及名单草案
经主席团会议通过后，将提请
大会选举或表决。

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11日，市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市中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进行
了分组审议。

在审议“两院”报告时，代表们一致

认为，“两院”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坚持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全面履行法律监
督职能，司法行为全面规范，司法公信
力不断提升。

代表们建议，市中级人民法院要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在忠诚担当上有
新作为；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在平安创
建上有新作为；坚持服务发展大局，在
履职尽责上有新作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在服务民生上有新作为；坚持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在提升司法公信上
有新作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队伍
建设上有新作为。市人民检察院要主
动适应形势，自觉服务大局；全面履行
职能，全力维护稳定；强化制度建设，
增强工作实效；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基
层基础；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监
督。

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分组审议两院工作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1日上
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完成伟大事业必
须靠党的领导，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
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习近平指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
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
化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断
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坚强保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韩正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
引领伟大斗争、伟大事业、最终实现伟大梦

想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
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
们要乘势而上，牢牢把握加强党的长期执政
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
发挥标本兼治综合效应，确保党成为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
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后，我们紧紧盯
住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这个症结，坚持发扬我
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化
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创造新的经验，全

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成绩来之不易，经验
弥足珍贵，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断深化。
一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既要
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把坚定
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把制度建设贯穿到
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二要坚持使命引领和问
题导向相统一，既要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在
解决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又
要着眼未来、登高望远，在加强统筹谋划、强
化顶层设计上着力。三要坚持抓“关键少
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既对广大党员
提出普遍性要求，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
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

理和监督。四要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
相统一，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
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
抓住“问责”这个要害。五要坚持严格管理
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
严、长管长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
贯方针，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最大限度防止
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性。六
要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以党内
监督带动其他监督，积极畅通人民群众建言
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
论监督作用。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