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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精神在基层
乡镇干部谈发展

专访咸安区贺胜桥镇党委书记何宏辉

加快融合发展 打造特色新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钰 通讯员 余静

“去年，我镇经济提速、发展提质，
各项经济指标均实现飞跃增长，得益
于‘三大融合’文章做得扎实主动。”日
前，咸安区贺胜桥镇党委书记何宏辉
接受采访时，开门见山阐明跨越式发
展取得的成效。

记者：什么是“三大融合”？
何宏辉：所谓“三大融合”，即是城

乡融合、产城融合和三产融合。
记者：就贺胜桥镇的实际来说，城

乡融合如何实现？
何宏辉：我镇当前正处在从传统

集镇向特色新城转变的关键时期，必
须抢抓机遇，发展大健康、大旅游、大
文化产业，力争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把

贺胜打造成为集文旅、科技、康养于一
体的特色新城，成为华中地区最大、最
美的健康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

为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我镇已超
额完成“征退土地1万亩、拆迁15万平
方，落实投资30亿元”的目标，完成了
滨湖、桃林、贺胜三个村共计11个组的
整湾拆迁，为城乡融合奠定了基础。

记者：贺胜桥镇的产城融合目标
是什么？

何宏辉：重点是抓好产城融合项
目建设。其中，投资9.2亿元的仙鹤湖
自然生态纪念园项目已完成投资3亿
元，并于6月底正式开园；占地1800亩
的绿地康养小镇梓湾一期项目已经开

工；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正式投入
使用；江南里医养结合项目，已建成江
南风格中式宅院24栋、151套，其余4
栋；贺胜大道、桃林大道全线通车，滨
湖大道、站前大道正在施工，等等。

记者：贺胜桥镇的三产融合将如
何推进？

何宏辉：一是扩大特色农业规
模。继湖北飘香田园综合体项目正式
落户，新建花坪、黄祠、黎首、万秀、茶
场9个农业基地后，占地3000亩的中
丹农业合作项目——都尔霍姆现代化
养殖基地一期400亩已开建并投入生
产销售。二是夯实工业发展基础。占
地200亩、总投资10亿元的温氏食品

产业园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温氏华
中地区食品加工集散地，可解决就业
人员 500 人以上。三是建强特色小
镇。目前，金鸡小镇已引进清科集团、
海尔资本等160余家基金公司注册落
户，资金管理规模超过300亿元，金融
小镇成功获批省级特色小镇；蜜月湾
爱情小镇、垂钓公园已成功承办省级
大赛，喜帖街、航天体验馆、玫瑰主题
公园等已开门迎客。

一切围绕项目干
——通城县服务康美健康城建设纪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通讯员 孔臻 龚金川 汪雯钊

7月2日，位于通城县隽水镇白沙
社区的康美健康城项目建设工地，施工
机械引擎轰鸣，100余名建筑工人、30
多台机械施工正酣……

这是通城县委、县政府围绕大健
康、大文化、大旅游发展战略，按照“一
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的工
作要求，全方位对接、服务世界500强
企业——康美药业在该县投资25亿元
建设康美健康城的建设场景。

千方百计保项目建设用地

康美健康城项目工程量大、用地面
积广，涉及118栋房屋拆迁、736座坟
墓搬迁、307亩房源安置征地。

为确保项目建设按照计划如期实
施，该县从5月20日起，就启动征地拆
迁“百日会战”和“赶学比超”竞赛活动，
全面推进康美健康城、白沙新城和城东

“三纵三横”路网建设，在全县掀起“项
目建设年”高潮。

一方面，成立县级领导任组长的
“百日会战”行动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

导，周密安排部署；一方面，制定竞赛工
作目标，层层分解任务，倒排工期，责任
到人。同时，实行统一考核奖惩，将各
项目标任务按月进行百分考评，按时间
节点结账，确保按期完成征地拆迁任
务。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应拆迁的
104户房屋的评估，建立了118户“一
户一卡”基础台账，累计完成拆迁22
栋；搬迁坟墓452座。

贴心解忧保项目安定和谐

项目建设，安定和谐是关键。
为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确保征地

拆迁如期推进，该县康美健康城项目指
挥部决定，此次征地拆迁补偿，一律实
行货币化补偿房源安置。

6月30日8时起，通城普降暴雨，
导致康美健康城项目建设工地大面积
积水。隽水镇党委副书记赵会良立即
组织人员排水清淤，转移建筑物料，确
保施工人员安全，将损失降到最低。

7月1日一大早，雨情缓解后，赵会

良又带领白沙社区党支部书记孔乾力
等人，马不停蹄地在项目工地周边巡
查。当得知社区14组85岁的吴碧珍
老人被洪水围困家里，立即与前来救援
的县公安局巡逻大队民警一道，合力将
吴碧珍老人安全转移安置。

隽水镇全力服务项目、真心为民解
难的行动，赢得了社区拆迁户的理解与
支持，征地和青苗补偿工作得到有效推
进。

据了解，由隽水镇和县交通局、卫
计局、规划局等部门和单位组成的项目
指挥部，按照房源安置、用地交付、路网
建设、综合协调的工作分工，正有条不
紊地推进。

部门合力保项目如期推进

“正在建设当中的康美健康体检中
心，地下工程已经竣工，一层框架结构
即将完成。预计将于8月底前完成整
体装修，如期对外开放。”康美通城健康
小镇投资有限公司湖北区域公司副总
经理梁峰说，以“全龄颐养、一生之城”

为开发建设理念的康美健康城项目，旨
在通过打造集公益事业、医疗健康、候
鸟式智慧养老、度假养生、健康产业、旅
游休闲于一体的“医养康游”公园式康
养小镇，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据了解，该项目将按照整体开发的
要求，计划28个月建成并投入运营，建
成后年上缴税收近1亿元，可解决近
1000个劳动力就业。项目建设包括：
康美医院、康美康复体检中心、候鸟式
智慧养老基地，以及酒店、中药膳食中
心、健康生活MALL、康体娱乐等配套
工程。

“从签约落地到开工建设，项目之
所以能按照工期表进度如期实施，快速
推进，一切得益于通城县委、县政府，以
及相关部门和乡镇的全力支持。”梁峰
告诉记者，截至6月 29日，该县项目
指挥部已交地150亩，不仅完成了白
沙新城安置房源的210亩征地和清表
工作，学府路、和谐路、沙堆路、四庄南
路和白沙南路的征地、土地清表工作
也已完成。

牢记殷殷嘱托 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
讯员敖琼、胡文宁报道：6月28
日，记者在淦河城区段沿岸看
到，咸安区水利局工作人员正
在河岸亲水平台等醒目处，喷
写安全警示标语，拉开了该区
落实青少年儿童防溺水安全教
育的序幕。

6月 27日，市河长办下发
紧急通知，要求各县(市、区)、
咸宁高新区河长办迅速行动，
配合做好青少年儿童防溺水
工作。要联合各地防办，迅速
在河湖库岸边显著位置树立
安全警示牌，进行防溺水安全

教育，提高青少年儿童的防溺
水意识。同时，与有关部门做
好沟通联系，将防溺水工作纳
入对河湖库的巡查环节进行
考核管理。

通知强调，在日常巡查中，
各地河湖库巡查员、保洁员要
特别留意，及时提醒青少年儿
童远离水边，发现溺水事件要
及时救助。

下一步，市河长办将进一
步加强防溺水工作督查，加大
对河湖库周边居民的安全知识
宣传，建立健全防溺水安全教
育、保障长效机制。

市河长办部署防溺水安全工作

加大河湖库巡查防溺水

云中湖服务区
提档升级

2日，通山县九宫山云中湖入口服
务区正抓紧建设。

该项目占地面积 15 亩，总投资
4500万元，预计明年建成投入使用，届
时将成为集旅游形象展示、旅游接待、
旅游投诉、车辆换乘、酒店住宿为一体
的旅游综合服务区。

咸宁日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最近，笔者下基层采访时了解到，
一个去年曾被电视问政节目曝光的问
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对此，群众不无心寒地说，有关领
导当面当众承诺过的整改都不能兑现，
还能指望有关部门为百姓排忧解难吗？

这句话看似有些偏激，实则说到了
问题的关键。对那些习惯把整改停留

在口头上的部门和单位，无异于一针清
醒剂，警醒某些部门在面对百姓提出的
问题时，少一些敷衍百姓的“空头支
票”，多一些“马上就办”、“马上办好”的
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切不可将“尽快
处理”变成遥遥无期，最后为百姓所诟
病，从而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不可否认，有些时候，一些问题处

理起来确实复杂。但越是“复杂”，就越
是要做细致的工作，不能以“情况复杂”
为借口让问题拖下去。问题已经暴露
出来了，当群策群力寻对策，稳扎稳打
求解决。

要保证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及时
解决，必须将群众的意见建议放在突出
位置，倾听群众呼声，举一反三，立行立

改，以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的行动和接受
群众监督的胸怀，赢得群众的信赖与支
持，以密集的督促检查和跟踪督办，确
保群众关心的问题整改到位。

莫让问题整改停留在口头上
○柯常智

本报讯 通讯员尹玲枝、
龚城浩报道：3日，崇阳县农发
行向该县投放1亿元棚户区改
造中长期贷款，至此该行已获
批棚户区改造贷款5亿元，累计
投放2.5亿元，有效推动了当地
棚户区改造进程。

为加快崇阳县城区基础设
施建设，改善城乡居民居住条
件，近年来，该县农发行结合县

城建筑陈旧、“脏、乱、差”特征
明显的实际，充分发挥政策性
银行的职能作用，积极向上争
取项目贷款，累计投放贷款1.5
亿元，支持白泉片区（城中村）
等棚户区改造。

目前，该项目已按照单一
货币化补偿的安置方式，启动
了白泉片区439户居民棚户区
的改造工程。

崇阳农发行投放1亿元贷款

支持城区棚户区改造

本报讯 记者魏明报道：
每到雨季，都是触电事故多发
的季节。如何安全用电？本报
特邀请有关专家就雨季如何防
触电进行支招。

专家指出，雨天里，供电线
路经过的树木周围、金属广告
牌下，都是十分危险的地方。
因为有些树木越长越大，电线
已经紧紧缠绕，而且经过长时
间的风吹日晒，已经有不同程
度的破损，加上一些广告牌电
器老化，容易发生漏电短路。
同时，也不要在变压器和架空
线下避雨，这些地方碰到雷电
和暴雨也容易产生短路、放电
现象，造成危险。

专家说，要确保安全用电，
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最好关闭
电源，不要开电视、电脑、VCD

机等家用电器，以免雷电伤人
及损坏电器；刚刚洗完手没有
干的情况下，也不要去触摸电
线；要保持电线电源的干燥，时
刻提醒小孩不要玩电线，不要
让电线掉落在地下。外出走路
要远离高压电线，尽量选择没
有积水的路段行走，如必须趟
水，通过前一定要保证积水内
没有电线落入，避免水体导电
而产生触电事故。

专家提醒，碰到触电倒地
的行人，万不可头脑一热就贸
然上前去救，必须用木棍等绝
缘体挑开电线。如果有电线不
小心掉落在自己的附近，千万
不要慌张，更不能撒腿就跑，而
应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
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
下使人触电。

雨季如何安全用电？

近期，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
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开展
行动，对违法违规开展活动的文化类“山
寨社团”进行专项清理整顿。为推进文
化类“山寨社团”清理整顿扎实开展，
我市向社会公布文化类社会组织查证办
法和文化类“山寨社团”举报方式。

文化类社会组织查证办法：查证

涉及境内文化类社会组织是否合法登
记注册，可登录民政部的中国社会组
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hi-
nanpo.gov.cn/index.html ）“全国社
会组织信息查询”栏目，或关注“中国

社会组织动态”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
查询”栏目进行查询；查证涉及境外文
化类社会组织的，可登录公安部的境外
非政府组织办事服务平台（http://ngo.
mps.gov.cn/ngo/portal/index.do ）

“信息公开”栏目，查询其是否依法登记
设立代表机构或备案开展临时活动。

文化类“山寨社团”举报方式：涉
及境内的可向民政部门举报，举报电话：
0715—8139949、8138355；举报邮箱：
xnsmzj2011@163.com； 传 真 ：
8138626。涉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
的，可向公安部门举报，举报电话:110。

文化类社会组织查证办法和“山寨社团”举报方式

本报讯 通讯员刘明海报
道:3日，市委第二巡察组向市
司法局反馈巡察情况，并就巡
察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巡察组要求，市司法局要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
委、市委对巡察工作新要求上
来；要依据巡察反馈意见，认真
统筹制定整改工作方案，建立
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
单，明确整改责任领导、责任单
位，实行责任分解，明确整改的
时间表、路线图；要形成整改合
力，强化追责问责；要坚持问题

导向，标本兼治，坚决把巡察整
改落到实处。

市司法局负责人表示，市
委第二巡察组反馈的巡察意见
实事求是，客观全面，针对性
强。局党委将认真研究、深刻
领会、立行立改，切实把巡察整
改成果转化为促进司法行政工
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提
高站位，正视问题，增强巡察整
改的自觉性；聚焦问题，立行立
改，增强巡察整改的针对性；搞
好结合，相互促进，增强巡察整
改的实效性，以实际行动为法治
咸宁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市委第二巡察组

向市司法局反馈巡察情况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报
道：昨日上午，我省召开全省安
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何开文在咸宁
分会场参加会议。

今年以来，全省深入推进
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加强了责任
落实、风险隐患双重预防机制
建设、高危行业专项治理、依法
治安、基础建设、职业病防治等
重点工作，安全生产态势平稳。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视察湖北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提升安全生产政治站
位。要坚决扭住遏制重特大事
故的牛鼻子，坚持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不放松，依法从严
监管，加快淘汰落后过剩产能，

切实做好当前和下半年的安全
生产工作。

会议强调，要上下协力，狠
抓工作落实，认真抓好应急管
理，特别是高温和汛期安全工
作，准确分析研判形势。要加
强汛期、国庆中秋等重点时点
的应急值守，确保下半年全省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何开文在随后召开的咸宁
分会场会议上要求，全市各相
关单位要认真做好上半年工作
总结，系统思考下半年工作规
划，为即将召开的全市安全生产
工作会议做准备。要结合全省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扎实开
展好各个专项整治工作，不断夯
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推动全市
安全生产工作再创新业绩。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电视电话会

推动安全生产再创新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