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
2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
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实地
调研淦河污染防治和城区防洪
排涝工作，要求全面开展淦河治
理，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努力提
升市区生态环境质量。

王远鹤一行实地察看了市
人民广场公厕排污口、咸安区白
茶村二组和滨湖港黑臭水体整
治现场，走访咸安区梅园社区、
双泉村二组和五组积水点，实地
调研杨下河综合治理工程、咸宁
大道积水治理工程。

王远鹤指出，全面治理淦
河，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既是一
项民生工程，也是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突
出抓好淦河污染防治和防洪排

涝工作，为我市建成“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宜居、自然”的
水生态文明城市添砖加瓦。

王远鹤要求，要进一步加大
淦河污染防治力度。要开展控
源截污行动，加强排污口整治，
重点排污口要建档立卡。要抓
好市区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
治理，加快建设污水处理项目，
并解决好重建轻管问题，建立环
保监督管理长效机制。

王远鹤强调，要抓好城区防
洪排涝工作。要找准症结，多管
齐下，综合施策，科学制定并实
施好防洪排涝方案。要提高城
区防洪标准，尽快补齐城区防洪
排涝设施短板，建立市区联动机
制，因地制宜解决突出问题。

副市长吴刚参加调研。

王远鹤调研城区环保工作时要求

全面开展淦河治理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26日，市
委中心组（扩大）学习报告会举行，专题
学习宪法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市委书
记丁小强主持，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周叶中教授作辅导报告，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远鹤等市委中心组成员参加
学习。

报告会上，大家首先集中观看了总
体国家安全观宣传片《国安天下宁》。
随后，周叶中教授以《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的宪法保障》
为题，从宪法的基本内涵、我国现行宪

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国现行宪法本
次修改的必要性及基本原则、本次修改
的主要内容、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
到新水平等方面，对新修订宪法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解读。

丁小强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
深入地推进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落
实。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治国安邦
的总章程，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依据，
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
法律效力。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

《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意见》精神，以实际
行动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保
证宪法实施。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
识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要加强学习
宣传，准确把握宪法修改的核心要义。
要抓好宪法实施，全面加快法治咸宁建
设步伐。

丁小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切实
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要有力有效维护各领

域国家安全，扎实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
育。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
导，全市各级党委要严格落实国家安全
责任制，自觉将国家安全工作置于党的
绝对领导之下，建立健全工作协调和信
息共享机制，建设一支忠诚可靠的国家
安全队伍，切实增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
合力。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书记第
一责任人职责、分管领导专责、班子成
员“一岗双责”，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
力，确保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国家安全工
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丁小强主持市委中心组（扩大）学习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宪法 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特约记者
汪佳报道：26日，省第三环境保护督
察组组长尹维真率队赴崇阳县，就产
业发展及污染防治、青山水库生态保
护及人居环境保护开展督察调研。

柃蜜小镇是我市“211”工程重大建
设项目，位于金塘镇畈上村，风景秀丽，
生态资源丰富。目前，正在打造集种养

结合、农业观光、红色教育、休闲度假、
娱乐养生、旅游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小镇
和农业园区。督察组一行详细了解了
该项目的污水、垃圾处理系统规划及建
设情况，对该项目在开发过程中加大生
态保护的做法表示充分肯定。督察组
要求，在全方位打造生态旅游的同时，
要做好山体、水体的保护工作。要科学

建立排水系统，聘请专业团队设计，并
迅速建立小型污水处理站，检测达标后
方能排放。

在青山国家湿地公园，督察组一
行详细询问了水库饮用水源地的保护
措施、水库周边村庄的生活污水处理
等情况。近年来，崇阳县强力关闭沿
湖养殖场，禁止垃圾入水库，开展增殖

放流，有效保护了水环境。督察组对
此表示肯定，并强调，要加大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力度，加强库区生活污水处
理，加大水库管理力度，确保水库水生
态安全。

督察组一行还实地察看了铜钟乡
大岭村、坳上村人居环境治理、青山镇
库区移民安置点的基础配套设施等。

省第三环保督察组赴崇阳督察

易地搬迁房居然偷工减料，
扶贫资金居然优亲厚友，以工代
赈居然偷梁换柱，残疾鉴定居然
弄虚作假……25日《咸宁问政》
栏目曝光了一些突出问题。

这些问题，反映少数基层单
位以及从事脱贫攻坚的工作人
员不守纪律，不懂规矩，是一种
思想和作风的“脱轨”。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纵深
推进，我市脱贫攻坚工作己经
取得阶段性进展。但脱贫攻坚
仍然任重道远，全市各级务必
戒骄戒躁，尤其要狠刹不正之
风，把精准脱贫工作抓得更细
更实。

我们要持续加大对扶贫领
域腐败问题的整治，特别是对于
扶贫资金，既要统筹整合、用好
用活，不能让资金躺在账上“睡
大觉”，又要守住廉洁“底线”，确
保每一分扶贫资金都真正用到
贫困村、贫困群众身上。直面脱
贫攻坚问题是勇气，解决脱贫攻

坚问题是水平，喊破嗓子不如查
处案子。

对《咸宁问政》栏目曝光的
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问题，以及往
后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一个也
不能放过，该约谈的约谈，该诫
勉的诫勉，该组织处理的组织处
理，该纪律处分的纪律处分。

脱贫攻坚工作是人民群众
的殷切期盼，是不容推卸的重
要使命。各级各单位要贯彻落
实市委主要领导的要求，“勇挑
责任重担，狠抓工作落实，察实
情，出实招，一步一步，稳扎稳
打，在打好脱贫攻坚战上持续
发力”。

计熟事定，举必有功。推进
脱贫攻坚，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面，必须把监督执纪问责落
实到脱贫攻坚的全过程。

脱贫攻坚勿“脱轨”
○ 柯建斌

本报讯 通讯员皮道琦、刘涛报
道：4月19日至25日，省第三环保督
察组组长尹维真、副组长李瑞勤一行
来到嘉鱼县，就工业园区环境管理、
饮用水源地保护和生态修复治理情
况、“两湖”生态保护、长江码头整治、
信访案件查办等工作进行了全面督
察。

针对督察中发现的问题，督察组

要求，对能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
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提出整改
落实目标、时限和责任单位，做到“问
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
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
不放过。

当前，该县正全面落实省第三环
保督察组的要求，从县委书记、县长到
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再到

村干部，都奋战在第一现场，加速整改
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在边督边改工作中，该县要求无
论是原有问题还是新发现的问题，都
要敢担当、敢负责，不回避、不遮掩、不
护短，加大整改力度，确保整改成效。

“我们要算好经济账，更要算好环
保账、历史账。”该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全力打好生态建设“攻坚战”、污染

治理“突围战”、环境监管“持久战”、环
保督察“阵地战”。

据悉，该县共收到省第三环保督
察组交办件17件，通过立行立改，目
前已完成12起案件的查办工作。

嘉鱼落实省第三环保督察组督察要求

重拳出击整治环境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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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
程平利报道：26日，市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主
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王汉桥，副主任李逸
章、镇方松、肖彬、万春桥，秘书
长王勇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
关于全市社会保险工作情况的
报告，关于市中心城区餐饮夜市
示范街创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
于咸嘉生态文化城镇带建设情
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并满意度
测评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意见建议研究
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市人大
常委会对〈关于全市社会救助工
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并表决
通过了人事任免议案。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丁小强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
命书。随后，全体新任命人员面
对宪法庄严宣誓。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程良
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开
文，市检察院检察长罗堂庆等列
席会议。

全市食品安全专题工作会议强调

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26日，

我市召开2018年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全市“双安双创”
(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会议。市委副
书记、市长王远鹤出席会议并讲话，副
市长胡甲文、汪凡非出席会议。

王远鹤指出，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全市经济

社会稳定发展大局，确保食品安全是各
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市上
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食品安全工作的指示精神，自觉把食品
安全作为一项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
放在心上、抓在手中、落到实处，当好维
护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的“守门人”。

王远鹤要求，要“严”字当头，切实
筑牢食品安全新防线，包括从农田到餐

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加
强源头管理，强化全程监督，严防事故
发生，严打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要以“干”字为重，主动担
当“双安双创”新使命。今年是我市“双
安双创”的攻坚之年、冲刺之年。全市
各级各部门必须加满油、把稳舵、鼓足
劲，用“绣花”功夫，对标任务抓创建，全
域联动抓创建，营造氛围抓创建，开创

“双安双创”新局面。
王远鹤强调，要以“责”字为要，奋

力展现食安工作新作为。要落实责任、
聚智聚力、合力攻坚，努力构建上下一
心、条块结合，各方参与、齐抓共管的创
建工作格局和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
要强化组织领导，强化督查问责，对照
目标找差距，鼓足干劲抓落实，合力打
赢“双安双创”攻坚战。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次会议召开

丁小强主持会议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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