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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市委主要领导在不同场合
多次强调“2020，看咸宁”，这是市委、市
政府基于咸宁市情的科学判断而绘制
的美好蓝图。

“2020，看咸宁”看什么？核心就是
一个字“绿”。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力争通过2到3年时间的
努力，推动咸宁发生根本性变化，尤其
是在绿色理念形成、绿色产业发展、绿
色城乡建设、绿色空间布局、绿色生活
共享等方面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毋庸讳言，咸宁作为新兴城市，生
态颜值高，发展态势好。抢抓高质量发
展机遇，咸宁完全可以发挥生态这个最
大优势，坚持穿“新鞋”、走“绿道”，靠绿
色赢得胜局，以特色赢得市场。

“2020，看咸宁”，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抓好环境突出问题整治、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是首要任务、底线任务。我
们必须以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
度，把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突出问题整
治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推动党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绿色发展各项决策部署在咸
宁落地生根，加快咸宁实现绿色崛起。

“2020，看咸宁”，坚守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率先在全省建成特色产业增长
极是务期必成的目标。要坚持以“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引领，大力推动
传统产业生态化、特色产业规模化、新
兴产业高端化，加快发展有技术含量、
就业容量、环境质量的绿色产业，积极
构建具有咸宁特色的绿色产业体系，实
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有机统一。

“2020，看咸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释放绿色发展红利，让全
市人民共享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带来福
祉是应有之义。要在增绿增效上下大
力气，在绿色生活上有新作为，努力用
好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片景，纵深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让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蔚然成风，真正把咸宁打造成“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
绿色森林城市。让湖北大公园，华中温
泉城实至名归。

2020看咸宁，看什么
□ 朱哲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
汪洋报道：11日，市安委会办公室发出
通知，要求在全市实行安全生产“两函
两书、一岗两卡”制度，解决安全生产工
作责任不落实、压力逐层递减等问题。

据悉，“两函”是指《安全生产工
作提示函》和《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
理督办函》。前者由市、县安办向履
职不力的单位下达，提出明确具体
要求，跟踪督办，限期整改，限时答
复；后者由市、县安办向事故发生单
位属地政府下达，要求在规定期限
内上报事故调查处理情况。

“ 两书”是《企业安全生产责任
告知书》和《企业安全生产承诺书》。
前者由监管部门向企业下达，明确监
管部门包保责任人，企业必须依法履
行的责任和义务；后者由企业法定代
表人作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和义务的
公开承诺，接受社会监督。

“一岗”是指企业全员岗位责任
制，“两卡”是指《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卡》、《岗位应急处置措施卡》。由企
业根据实际编制，保证员工持卡上
岗，并张贴在作业现场醒目位置。

市安委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两函两书、一岗两卡”制度，是在总结
安全生产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监管方
式方法的重大创新，是解决当前监管
部门不知道“管什么、怎么管”、企业不
知道“抓什么、怎么抓”、员工不知道

“干什么、怎么干”问题的重要举措，也
是今后须一以贯之实行的重要机制。

市安办将在5月份对“两函两
书、一岗两卡”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
查，将其作为安全生产等级评判的
重要依据和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参
考，并对工作推进不力、落实不到位
者严肃追责问责。

我市创新安全生产监管方式
实行“两函两书、一岗两卡”制度

本报讯 记者吴钰报道:
12日，市政协五届六次常委
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曾国
平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何开文应邀出席会议，
听取委员的意见建议。

会议传达了2018年全国
“两会精神”；协商通过了《关
于“打造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新格局，推动率先建成全省特
色产业增长极”的调研报告》
（审议稿）；协商通过了有关人
事事项。

据悉，市政协围绕“打造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新格局，
推动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
增长极”的主题，组织委员及
有关部门负责人，于2017年
11月至今年3月，先后深入市
直10个部门、咸宁高新区和6
个县市区进行调研座谈、视察
抽查，并赴武汉、荆门、岳阳、九
江等地考察学习，最终形成了
这一报告。与会人员对报告高
度认可，并一致表决通过。

市政协副主席熊登赞、郑
凌、孙基志、周辉庭、尤晋，秘
书长游强进参加会议。

市政协五届六次常委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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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张坤锋报
道：12日，我市举行野马汽车咸宁新能源
汽车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丁小强，富临集团董事长安治富
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致
欢迎辞，富临集团副总经理藤明波致辞。

一揽子协议先后在现场签订：市政府
和富临集团签订《项目合作框架性协议》;
咸宁高新区、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和富临集团签订《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合同
书》;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汽
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资合作协
议》；咸宁枫丹公司和四川野马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新能源客车采购协议》。

根据协议，野马汽车咸宁新能源生产
基地总投资21亿元，总占地面积近1000
亩，将建成自动化整车四大工艺生产线、
检测线，以及研发试验中心、三电系统配
套园等设施，具备年产能10万辆的整车生
产能力，将填补我市在新能源汽车整车生
产领域的空白。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
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税收约1.75亿元。

丁小强说，咸宁是湖北大公园，华中
温泉城。野马新能源汽车项目落户咸宁，
是一个圆梦之约、绿色之约、共赢之约。
咸宁将高度重视和珍惜与富临集团、四川
野马汽车公司的战略合作，希望野马新能
源汽车项目能够早日开工建设。市委市
政府将努力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马真”精神，竭
诚为项目提供“保姆式”“零距离”的优质
贴心服务，确保野马新能源汽车项目顺利
推进，共同把新能源汽车项目做大做优做
强，在新时代开启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安治富说，选择咸宁，我们满意；投资
咸宁，我们放心。衷心希望市委市政府能
够对野马新能源汽车项目高看一眼、厚爱
三分，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帮助我
们。我们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推动
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产，为咸宁经济社
会发展添砖加瓦。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谭建伟，副总经理任世界、樊成伟；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吴晖，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何开文，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
胜，市委常委、咸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杨
良锋，咸宁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夏福卿等出
席签约仪式。

微风拂面，春雨初歇。
昨日上午，站在咸安区向阳湖镇八

字口大堤，极目远眺，斧头湖笼罩在氤
氲水汽中。

两侧，数台挖机、运输车作业正酣，
斧头湖整险加固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
忙。

不远处，咸安区政府、相关区直单
位和沿湖乡镇负责人正在沿线实地察
看斧头湖综合治理推进情况。

日前，市政府常务会通过《斧头湖
流域生态保护规划（2016-2025年）》，
对斧头湖生态保护进行顶层设计，以确
保一湖清水世代长流。

一汪湖水，何以如此牵动人心？

湖之伤：水质恶化引起全社会关注

斧头湖是我省第四大湖泊，我市第
一大湖泊,获选为“湖北十大最美湖
泊”，地跨武汉市江夏区和我市咸安区、
嘉鱼县，流域面积1360平方公里。

多年以来，斧头湖受投肥养殖、入
湖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影响，破坏了

湖泊生态系统平衡，水生态环境呈恶化
趋势。

此外，斧头湖区堤防基础差、堤身
单薄，湖区围垸淤积严重、围网围栏养
殖普遍等问题，影响行洪安全，也直接

导致湖泊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发生改
变，湖泊系统不断退化。

2012年施行的《湖北省湖泊保护条
例》规定：禁止在湖泊水域围网、围栏养
殖。

同年，环保部印发《国家地表水、环
境空气监测网设置方案》，将斧头湖咸
宁水域湖心定位水环境监测国控点位，
考核要求为Ⅱ类。

历年来，我市在斧头湖流域治理和
保护方面虽然做了一定工作，但斧头湖
流域范围大、涉及面广，水安全形势严
峻，围栏、围垸、围湖现象没有得到彻底
遏制，水环境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2015年，市人大常委会湖泊保护暗
访组经过实地调查，分析指出斧头湖水
质恶化的主要原因：保护意识不强、经
济利益之上、上游水源影响。

斧头湖水污染问题引起社会关注，
并被列入全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治重点
项目。

湖之治：多方联动形成治理大格局

针对斧头湖污染特性及主要污染
源分布情况，我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坚持科学治水、依法治水，创新机
制，健全体制，全力改善斧头湖水环境
质量。 （下转第二版）

全流域治理 高标准保护

斧头湖，一湖清水泽千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昌宗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吴紫芬 丁文慧

王远鹤赴崇阳路口镇

开展党代表联系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

道:1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市党代表王远鹤赴崇阳县参
加路口镇今年第4期党代表
联系日暨“先锋基层行”活动。

王远鹤一行首先来到路
口镇政府，向崇阳县和路口镇
百余名党代表宣讲传达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
会”精神。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是什么？”“宪法修改的主要内
容有哪些”……宣讲结束后，
王远鹤采取现场提问的方式
与在座的县乡党代表交流互
动。王远鹤说，学习全国“两
会”精神，目的是通过学习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希望广大党员进一步增
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紧
迫感，在学习中起到先锋模范
作用，增强学习定力，创新学
习方式，以学习的新成效推动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步。

在路口镇党代表工作室，
王远鹤热情接待前来反映问

题的党员群众。田铺村村民
王海青反映，田铺到田心公路
破损较为严重、路面坑洼泥
泞，老百姓出行极其不便。得
知公路已纳入县交通局公路
改造项目，王远鹤叮嘱路口镇
党委负责人要加强与县交通
局衔接，力争项目今年上半年
开工建设。

宜民佳苑居民丁秋明反
映，路口街一到下雨天就渍水
严重，特别是宜民佳苑到张家
桥附近无法通行。王远鹤要
求崇阳县积极争取移民搬迁
配套资金，尽快解决小区排水
管网建设问题。

活动中，王远鹤进村入
户走访群众，实地调研了路
口镇宜民佳苑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和桥边村精准灭荒基
地等，强调要加强基层党组
织建设，村支部要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通过“一事一议”
激发广大群众热爱家乡建设
家乡的内生动力，切实为群众
排忧解难。

习近平在出席南海海域海上阅兵时强调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航母打击作战群接受检阅

相关报道见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