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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咸安区召开乡（镇、办）党委
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议暨
2018年组织工作会议，区“四大家”党员
领导参加会议。（杨桥、万芳）

★为扎实推进河（库）长制工作，6
日，官埠桥镇积极组织开展清湖“迎春行
动”，打响碧水保卫战。（徐杰、程小芳）

★为进一步加强精准扶贫工作，查
找短板，提升群众满意度，日前，区统计
局局长王平带领扶贫工作队在窑嘴村
开展扶贫慰问调研活动。（李玺）

★5日，区委老干部局开展了2018
年第2期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该局全
体党员及退休党员 20余人参加了活
动。 （李媛媛、李莉）

★5日，区委组织部开展了2018年
第2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认
真组织学习了新《党章》及革命先烈陈

寿昌的事迹，并组织民主评议党员，召
开机关支部组织生活会，发展吸纳了一
名新党员，分两个党小组组织党员开展
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金志兵、万芳）

★10日下午，区公务员局党组召开
了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由区公务员
局党组书记、局长徐炎良主持，区纪委
派驻财政局纪检组组长张柏林到会指
导。（黄珂、万萌、邓青）

★5日，贺胜桥镇以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为契机，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开展河
道清理行动，对新屋王协谋河道、河滩
和公路两侧的垃圾进行清理保洁。

（余静、徐甜甜）
★8日上午，温泉街道办事处召开

了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班子成员
逐一作了个人对照检查，开展了批评与
自我批评，起到了相互教育、警醒的效
果，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凝聚力
量的目的。 （朱芳菲、陈清明）

★春节将至，永安街道办事处利用
干部例会，传达学习了上级有关春节期
间重申纪律要求的文件精神，确保节日
期间风清气正，廉洁过春节。

（陈演、李莉）
★为切实做好春节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让全处人民过上欢乐、祥和的节
日，近日,永安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了
安全生产大检查，对辖区内涉及安全生
产的单位、企业进行了全面排查。

（陈演、李雄娟）
★为方便群众及时看病就医报销，

市、区人社局开放两定机构身份证号结
算权限，7月1日前，对已参保登记缴费
可享受医保待遇、但未领取社保卡的城
乡居民，可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就
医。（周舟）

★为建立安全生产“打非治违”长
效机制，推动全镇安全生产“打非治违”
工作常态化、制度化，7日，官埠桥镇

“打非治违”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区商务

局和官埠桥镇派出所开展了“打非治
违”大检查。 （徐杰、吕威）

★2日，温泉街道办事处金叶社区
在金叶幼儿园多功能报告厅举办了自
成立社区以来的首届迎新晚会。12个
节目，展现了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对社区大家庭的热爱，以及对祖国
的良好祝愿。(董梦平、李莉)

★7日，马桥镇组织开展了全镇扶
贫慰问调研活动，此次活动内容有“三
个一”，即帮贫困户在春节前打扫一次
卫生、与贫困户拉一次家常、与贫困户
谈一次心，切实解决贫困对象最迫切的
生产生活问题，让贫困群众度过安详和
谐的春节。（陈成、方娇）

★7日，马桥镇召开2018年企业家
新春座谈会，该镇党委书记刘洋、镇长曹
凯与来自园区的10余名企业负责人集
聚一堂，共商发展。各企业表示将继续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共同推动马桥更好
更快发展。（方娇、邓青）

香城简讯

招商引资
开门红

2 月10 日，咸安区举行“2018 年企业
家迎新座谈会暨项目集中签约活动”，来
自建筑、环保、智能制造等 15 个行业的
120 余位企业代表和咸安区相关部门参
会。

会 上 共 签 约 项 目 7 个 ，总 投 资 达
107.3亿元，实现全区2018年招商引资工
作“开门红”。

通讯员 吴涛 吴丰 摄

2月10日，咸安区汀泗桥镇程益桥河段,施工人员正在清
理淤积物。入冬以来，汀泗桥镇积极组织开展冬闲整修小水
利项目，为春耕灌溉作好准备。通讯员 吴涛 吴中奇 摄

咸安落实危房改造政策

317户贫困户圆了安居梦
本报讯 通讯员金志兵、张炜、刘洁报道：“钱款已经

收到了，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现在我们住进了舒
适、安全、崭新的房子，能安安心心过春节了。”近日，咸安
区杨下村村民聂恩平高兴地说。

据悉，区住建局为切实助推精准扶贫，确保辖区内C、
D级危房贫困群众能住上安全、舒适的房屋，2017年度投
入资金共计477万元，惠及全区12个乡镇办317户贫困
户，其中292户为精准扶贫户。

日前，咸安2017年度农村危房改造资金首批已经全部
发放到位，90%的危改户已入住新房，有效解决了农村贫困
群众的安全住房需求，圆了农村住房困难群众的安居梦”。

咸安4名党组织负责人

向区纪委全会述责述廉
本报讯 通讯员毛本波、刘洋报道：“针对扶贫领域工

作中频繁填表报数、迎评迎检、陪会参会等耗费扶贫干部
精力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您作为区扶贫办主任将
采取哪些措施克服？”

9日，咸安区召开区纪委五届三次全会，贺胜桥镇、永
安办事处、区卫计局、区扶贫办等4家单位的党委（党组）书
记上台述责述廉，并接受质询和测评。质询问题深刻尖锐有

“辣味”，4名党组织负责人不回避矛盾，实事求是现场作答。
会前，该区纪委通过广泛了解近年来巡视巡察、审计、执

纪审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等各方面情况，通过综合
梳理，现场向述责述廉对象交办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清单。

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述责述廉不是评功摆
好、走过场，重点是总结经验，倒逼查找问题短板，强化责
任担当，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

区检察院

帮教涉罪未成年人
本报讯 通讯员吕力、佘娟报道：8日，区检察院未检

办检察官组织5名被附条件不起诉涉罪未成年人走进咸安
区福利院，以公益活动形式深化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成效，
引导涉罪未成年人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

此次活动通过护理儿童生活、与老人交流谈心、打扫
环境卫生等方式，进一步增强涉罪未成年人对福利院生活
的切身体会，使他们在付出爱心和劳动的过程中增强社会
责任感，懂得感恩，珍惜当前的生活。

近年来，该院始终坚持践行柔性司法，依法少捕慎诉，
对主观恶性小、属于初犯偶犯从犯、确有悔改表现的作不
起诉处理，或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为涉罪未
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区公路局养护中心

多措并举保春运畅通
本报讯 通讯员周伟报道：2月1日，2018年度春运工

作全面启动，咸安区公路局养护中心多措并举，密切关注
天气、路况、车流量变化，对管养公路加强综合管理和全面
养护，全力以赴确保辖区公路春运期间安全畅通。

该中心制订了春运期间应急保畅方案，明确分工。为
消除公路安全隐患，该中心对沿线各路段指示标志、护栏
等缺损的及时补缺补差，对急弯、陡坡、易结冰的路段增施
警示标志；积极做好路面保洁、清淤疏涵工作，确保公路路
面整洁、涵洞、边沟排水畅通；积极储备砂石料、融雪剂等
应急物质，做好路面坑槽修补及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工
作，并加强了对养护应急机械、设备的维修和管理。

春运期间，该中心将加强公路巡查，及时掌握各条线
路状况，确保公路安全畅通工作。

吉狗旺富贵，岁岁有丰年。眼下，狗
年春节将至，香城咸安处处透露着春的
气息，年的味道。大街小巷，亲人朋友相
约购年货；乡村小镇，处处挂灯笼吟春联；
真是张灯结彩万家乐，欢欢喜喜迎新年。

连日来，区“四大家”领导李文波、魏
朝东、陈恢根、程朝阳、刘合权等带领全
区各战线领导干部陆续开展了春节大走
访大慰问活动，给老党员、老干部、困难
党员、贫困户等送去新春的祝福，给全区
人民送去来年的祝愿。

与此同时，全区各地各单位相继开展
新春祝愿慰问等活动，为新的一年祈福。

走访慰问暖民心

9日，区委老干部局干部职工深入浮
山街道办事处杨下村，开展精准扶贫“春

节走访慰问”活动，为办事处35户贫困户
送去了慰问品和新春祝福。

每到一户，慰问组都嘘寒问暖，与贫
困户深入交谈，仔细了解他们近期的生
产生活情况，询问贫困户2017年的收入
来源和生活现状，并给每户贫困户送去
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帮助他们欢度
温暖祥和的新年。

此次春节下基层走访贫困户活动，
进一步加深了该局包保党员干部与贫困
户的联系，使贫困人员感受到党和政府对
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增强了他们脱贫致
富奔小康、创建美好幸福生活的信心。

福利院里年饭香

9日，腊月二十四，农历小年，贺胜桥
镇福利院一片欢声笑语，20名孤寡老人

正欢欢喜喜吃年饭。
桌上摆满了烧鸡、烧鸭、腊肉、香肠、

鱼糕等丰盛的菜肴，老人们相互举杯，互
致祝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更让老人们高兴的是，贺胜桥镇志
愿者服务队在队长沈中的带领下，为每
一位老人送来了饼干、水果、桔子罐头等
新春礼包，并和老人们一起欢度小年。

“衣服穿得暖不暖和？”“身体还好吧？”沈
中一边嘘寒问暖，一边给老人夹菜。

“我今天可高兴了，福利院门窗换
了、换新床了、新增了一个冬暖娱乐室，
还吃着政府志愿队用心做的团年饭，真
的太开心了，这个小年过得可真不一
样，感谢政府、感谢志愿队，我们是越老
活得越有滋味了。”82岁的徐爹爹开心
地说。

健康幸福过大年

10日，高桥镇举行“相约白水畈，欢
乐红火年”为主题的2018年第二届高桥
民俗年货文化节，当天该镇开展了美食
展销、民俗表演等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参
加，年货展销红红火火，当地群众乐开了
花。

当天，官埠桥镇在小泉新村广场组
织开展了流动人口关怀关爱暨“健康幸
福过大年”宣传活动，让流动人口感受到
官埠的发展和进步。

活动现场，官埠桥镇计生协、镇卫生
院通过现场解答、发放宣传资料的方式
向流动人口传播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
策，宣传了婚前医学检查健康知识、国家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计生协志愿者
们为流动人口免费发放宣传折页、体温
计、控油盐壶的健康礼包。活动积极倡
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健康理念深入人
心，营造了健康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
会舆论氛围，切实增强了流动人口的幸
福感。

盛世有丰年，香城咸安正沉浸在春
节的祥和气氛中，迎接新年的到来。

欢欢喜喜庆丰年
—— 咸安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前活动

通讯员 金志兵 李媛媛 金艳 徐杰

本报讯 通讯员金志兵报道：一年
来，咸安区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严格按
照“三抓一优”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经济由中高速增
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抓项目、优产业、净环境，咸安经济
发展由量变向质变逐渐华丽转身，下一
步还将继续筑牢经济发展基础实现大飞
跃……”该区区委书记李文波、区长魏朝
东信心满满。

强化项目支撑。该区紧紧围绕“三
个三”策划、争取、引进、实施了一批重大
项目，进一步强化组织保障、人才保障、

机制保障、要素保障，确保各类项目早签
约、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全
年策划项目737个，计划总投资4000多
亿元；签约项目246个，到位资金218亿
元；实施项目338个，完成投资281亿元，
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增强经济发展
动力。特别是向阳湖康养小镇、高桥军
旅小镇+田园综合体、温氏食品产业园、
康笙源医药、江苏众网等一批项目成功
签约，实现了招大引强、新兴产业、总部
经济、“四新”经济招商新的突破。

该区不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做大做强精
密模具、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等绿色高端产业，并以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改造升级苎麻纺织、现代森工、机
电制造、防腐橡胶等传统支柱产业，加快
实现咸安制造向咸安智造、咸安产品向咸

安品牌转变，全年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2
家，总数达到35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积极抢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机遇，全年新
增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7家，新增农
民专业合作社85家、家庭农场5家，创建
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20个，认证“三标
一品”产品9个,“咸安砖茶”获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认证，“生甡川”获中国驰名商
标，“白水畈萝卜”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通
过农业部评审。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全面
融入市区“一城十区二十景”规划建设，推
进旅游融合发展，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力度，贺胜金鸡小镇、向阳湖名人文化
小镇、桂花小镇等一批特色小镇建设顺利
实施，汀泗熊家湾、星星竹海、刘家桥、沈
鸿宾故居、五七干校等景区景点提档升级
加快推进，向阳湖湿地花海、建国畈、大幕
山等乡村旅游人气高涨。

同时，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以突出环境问
题整治为抓手，逐一列出问题清单、制定
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期限，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的35个问题按期整改或达到序时进
度。深入实施“蓝天”工程，深入推进“三
禁三治”，开展农作物秸秆全量化利用试
点，开展黄标车淘汰治理。深入实施“碧
水工程”，严格落实河湖库长制，全面完
成“两湖”拆违面积近5万亩，关停畜禽养
殖场37家、改造升级206家、建成“零排
放”示范场7个。深入实施“净土工程”，
统筹推进废弃矿山修复及农业面源污染
整治，启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数字化监
管平台建设。同时，坚持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抓手，界定57万亩天然林保护区，完
成“绿满咸安”造林面积93616亩，8个村
入选2017年度“省绿色示范村”，2个村
入选2018年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

抓项目 优产业 净环境

咸安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浮山街道办事处

开展年度综合目标考评
本报讯 通讯员刘洁、李想报道：6日，浮山街道办事

处召开2017年度综合目标考评工作会，全面、客观、准确地
考评各村（社区）2017年度各项工作完成情况，进一步增强
村（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

办事处采取日常工作评价与年终集中统一听取汇报相
结合的方式评价各村、社区全年各项工作。其中日常工作
评分由各办按照考评对象的该项日常工作完成情况拿出评
分结果，分数占比50%；统一听取汇报环节，参会人员按照
述职情况现场逐个打分，其中党委打分占30%，各村、社区
互评打分占20%。

碧桂园社区党支部书记胡丹说：“参加这次考评会议，
让我看到了我们跟一些社区和村的差距，但也让我更有动
力去缩短这些差距。2018年，我们会再接再厉、团结协作，
以为社区居民服务为主旨，全身心投入到居民群众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