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赵文波、田
华报道：日前，赤壁市工商局陆
水湖工商所举报箱专管理人员，
在监督人员的现场监督下开启
举报箱，标志着该所助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进入新阶段。

今年来，该所本着“有黑除
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原
则，坚持问题导向，将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与日常监管、标本

兼治结合起来，依法查办强买强
卖、欺行霸市等损害群众利益、
破坏公平竞争秩序等违法案件，
先后向个体工商户发放公开信
200份，签订公开承诺书7份，设
立举报箱1个、宣传栏1个，营造
了对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氛围。

截至目前，该所辖区内没有
发现一起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等
违法经营行为。

赤壁陆水湖工商所

严打涉黑涉恶经营行为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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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预计16～18日受高空槽和地面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水降温过程。具体预报如下：16日：小雨，偏北风1～2级，11～14℃;17日：小雨，偏北风1～2级，10～13℃;18日：小雨，偏北风1～2级，8～10℃。明日相对湿度：90～100%

近日,笔者乘坐市内公交车遇到了
一件特别暖心的事：上车刷卡时意外
发现卡上没钱了，赶忙掏口袋找零钱，
却只有十块的，这时前排座椅上一位
女士见状，立即帮我投了钱，我连忙说

“谢谢”，本想下车换零钱给她，但她却
微微一笑，说“小事一桩，无需言还”。

无独有偶，前不久笔者在一社区

采访时，一位老大妈反映，她在小区
“心愿墙”中留下的 希望能给老年人跳
广场舞腾出一块空地的“微心愿”，很
快得到社区回应，让她们有了理 想的
活动场地，一股被关爱的温暖油然而
生。

其实，类似的暖心事在我们的城
市每天都有发生，让座也好，帮着投
币、给人指路也罢，这些看似寻常，甚
至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无不彰显着
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温 暖
着你我的心灵。这既是我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现实需要，也是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社会正能量
的有效途径，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文明
新风尚。

如何让这些“人人可为，人人能
为”的贴心之举，成为大家的行动自
觉，让城市文明在“ 微关爱”中得到进
一步提升？笔者认为，关键是要“从我
起，从小事做起”，以谦让、热忱的情
怀，在公共场所多些理解与宽容，遇事
多为他人着想。如在医院看病、取药，
如果遇到患者排长队时，医疗单位不

妨临时加开几个窗口；因为道路整修
公交线路有调整，公交部门是否可通
过手机短信、微信等提前告知市民等
等，这些人性化的举措，既是以人为
本、微笑服务的体现，也是衡量一座城
市文明素养的“计量器”。

可以预见，当社会大环境变得越
来越温暖时，市民的文明素养也一定
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愿我们都来做社会文明的倡导
者、行动者，共同把我们的城市装扮得
更加文明、更加和谐靓丽！

让“微关爱”成就城市大文明
○ 柯常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整改进行时
值班电话：027-88612010(受理时间：8∶00—20∶00) 邮件信箱：武汉市A77841邮政信箱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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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湖北省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联络组移交督察组11月14日受
理群众来电来信举报件104件，其中来电
88件，来信16件。重点交办件10件，目前

已全部交办到各市州。
按照信访件分布情况，武汉市27件、荆

州市11件、宜昌市9件、襄阳市9件、鄂州市8
件、黄冈市7件、随州市7件、孝感市7件、咸宁
市4件、十堰市4件、恩施州4件、荆门市3件、

潜江市1件、天门市1件、仙桃市1件、神农架
林区1件。按污染类型分类，其中有些举报
件涉及多种污染类型，大气污染类64件、水
污染类36件、生态破坏类25件、噪音污染类
18件、土壤污染类11件、其它污染类6件。

截至11月15日，共收到中央第四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件1277件（来电
1122件，来信155件），其中重点交办件
160件，已全部交办到各市州和省直有关
部门。 （王理略 张歆）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转办湖北省环境问题信访件104件

咸宁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办理情况一览表
（第8批，2018年11月15日）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员周
刘、邓晓报道：“要充分考虑到选举当
天的天气状况，提前做好场地布置和
秩序维护等……”11月12日，嘉鱼县
鱼岳镇东街社区新当选的党总支书记
李程一边安排居委会选举事宜，一边
督促有关人员为换届选举做好后勤保
障。

10月以来，嘉鱼县突出政治标准，
严把程序关、结构关和选人关，圆满完
成村（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后，迅速
展开了对村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的换
届选举工作。

90后的李程，就是今年村（社区）
党组织换届时新当选的优秀青年干部
之一。全县选举产生的100名村（社

区）新任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较上届
下降了5岁。其中，70后占主体，约占
57%；85后崭露头角，约占8%。

陆溪镇邱家湾村支部在此次换届
中实现“大换血”，1989年出生的黄炼
琴全票当选为新一届党支部书记。值
得一提的是，该村新当选的3名支委会
成员均为80后。

“黄炼琴虽然是位年轻的女同志，
但工作中有思路、有想法，敢挑重担，
这次顺利当选，是众望所归，也是理所
当然。”该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杜先发告
诉记者，自己任上最骄傲的事情，就是
为村里培养了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后备
领导班子。希望他们不负全村党员群
众所托，在新的舞台上再接再厉，多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群众不脱贫，贫困村不摘帽，我

就不离岗！”作为嘉鱼县唯一一个深度
贫困村的高铁岭镇九龙村，再次当选
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克和，谈起村里的
脱贫工作如数家珍。他说，目前村里
还有贫困户54户、271人，要在今年底
全部脱贫出列，任务很重，压力很大，
责任也很大。

正因为有这种紧迫的使命感，
2014年以来，刘克和及村“两委”班子
成员不敢有丝毫懈怠，经过几年努力，
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修建通组公路，
改造塘堰设施，发展脱贫产业，集体经
济由过去“一穷二白”发展到如今年纯
收入逾10万元。

“田庆飞在村里工作时间长，对村
里情况熟，党员群众都比较认可，选他
当书记我举双手赞成。”渡普镇东湖村
党员大会选举结果公布后，该村原支
部书记、现任村支委委员孙连春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尽心尽力辅助
新书记，确保各项工作不掉队。

“今年换届选举最大的变化是，干
部队伍年轻化愈加明显，年龄梯次结
构更加合理，‘领头雁’队伍得到进
一步优化提升。”嘉鱼县委组织部负
责人说，随着新任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的到岗履职，一个以老带新、以新
促老的干事创业局面正在迅速形成，
从而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
动力。

嘉鱼圆满完成村（社区）党组织换届
100名新任基层党组织书记履职上岗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李波报道：连日来，赤壁
市环保、国土、安监、林业、交通、住
建、城管等部门联合展开专项督察行
动，推动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落实。

此次联合行动共分4个小组同
步进行，分别对该市非煤矿山生态修
复、环保设施运行、安全管理和道路
扬尘治理，非法码头整治取缔、陆水
河非法采砂洗砂和沿线固废清理，城
区周边渣土场、建筑垃圾、堆场和“七
小”企业整治，工业企业达标排放和
城区污水处理厂运行等情况，进行了
一次全面拉网式督察。

今年5月份以来，该市围绕省第
三环保督察组检查发现和信访曝露
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措施，以标准
更严格、针对性措施更扎实的决心，
督促各级各部门细化工作目标，确保
整改到位。一方面针对山、水、空气、
土壤等方面存在的环境突出问题，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依法行政，各司其
职，各尽其责；一方面实行部门联手
协作，形成环境整治的高压态势，对
污染环境行为露头就打。

同时，成立工作专班，加强政策
宣传，加大追责问责力度，引导广大
群众理解、支持环境整治和环境保护
工作，确保突出问题整改落到实处。

截至目前，该市针对督察组检查
发现的23个问题，在研究制订详细
整改措施的同时，先后下达整改通知
书15份，作出处罚决定6个，拆除关
停违法企业5家，给予行政警告等处
分7人。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
员彭晓峰报道：11月15日，市
委常委、统战部长周勇主持召开
全市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安排部
署全市群团组织相关改革工作。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强化责任担当，下大力气解
决思想认识退化、推进力度弱
化、兼挂职领导外围化、人员力
量空心化和改革推进口号化等

“五化”问题，确保改革实效。要
突出基层，精准施策，激发改革
活力，真正把基层群团组织“建
起来”、“转起来”、“活起来”，彻
底打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要聚焦中心，融
入大局，发挥作用，体现作为，为
党委政府分忧，为人民群众谋利。

会议强调，各级群团组织要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
书记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团中
央、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
员集体谈话的重要讲话精神，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坚决维护”，切
实用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推
动工作。要紧紧围绕强“三性”、
去“四化”的目标要求，强化问题
导向，瞄准突出问题，对照任务
清单，确保群团改革落实到位。

全市党的群团工作会议要求

确保群团组织改革落实到位

加班分拣包裹
14 日，市邮政公司邮件分拨处理

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分拣快递包
裹。

“双十一”过后，我市快递业迎来
寄递高峰，预计全市寄递包裹量将突
破 400 万件，最高日处理量可达 50 万
件。为此，相关快递企业开启了“朝五
晚九”的工作模式，加班加点，保障包
裹尽快送达市民手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王宁 摄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见习
记者刘念报道:15日，我市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专题培训
班在温泉开班。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何开文出席开班仪式并
讲话。

何开文要求，参训学员要坚
持问题导向，带着问题学，要围
绕“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认
真学习、积极思考。要通过学
习，弄懂、弄通、弄透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攻坚战的目标、措施，积
极参与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长效机制。要紧密结合本地区、
本行业工作实际，细化完善辖区
内、行业内攻坚战实施细则，推

动各项工作再进一步。
何开文强调，各地各部门要

再加力度，认真分析辖区内、行
业内金融风险形势，研究工作方
法、措施与举措，加大对重点行
业的监管与排查，积极发挥基层
与网格化平台作用，加大攻坚工
作力度，持续有效开展工作，确
保如期完成各项年度任务目
标。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
并在市指挥部的统筹指导下，建
立沟通协调机制，及时通报工作
情况，积极主动做好跨区域金融
风险的排查、处置、属地稳控等
工作，合力推动全市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工作再上新台阶。

我市举办专题培训班

全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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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咸宁市通城县四庄乡16年至今大面
积山林被砍伐，生态遭到破坏。

咸宁市嘉鱼县潘家湾通武路雄威木
业加工厂烧火产生浓烟很刺鼻，严重影响
居民生活。

咸宁市通山县南林镇石垅村村民反
映通山广信混凝土公司违法开山采石，粉
尘、噪声污染严重，菜园的瓜菜无法食用，
106国道一片泥泞，爆破山石致使周边
124户房屋惨遭震损，村民常常睡梦中惊
醒。要求依法予以关闭。

咸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生药
业有限公司自2013年投产以来将危险
固废填埋在厂区规划二期空地内，截止
2017年9月发生火灾、累计非法填埋量
达2450吨左右。2017年十月惠生公司
组织人员、车辆集中时间将非法填埋的
2450吨危险固废挖掘运输至湖北汇楚
危废处置公司处理，惠生公司未对填埋地
做任何处理直接用新土予以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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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信访人反映的通城县四庄乡16年至今大面积山林被砍伐，生态遭到破
坏事项，经调查核实为四庄乡大面积山林砍伐仅有渔竹林场一处，2016年
8月23日至2017年12月份，吴为平与阮锦谷合伙，在未办理使用林地相
关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渔竹林场挖山毁林修路，挖山修路占用林地面积
20.19亩，在未办理林森采代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渔竹林场砍伐杉树、
酸枣、枫香等树木蓄积共计1344.18立方米，投诉事项属实。

信访人反映的雄威木业加工厂烧火产生浓烟很刺鼻，严重影响居民
生活事项，经调查核实为企业职工食堂使用木材烧火做饭，产生黑烟，气
味不是十分刺鼻，投诉事项属实。

1.信访人反映的通山广信混凝土有限公司违法开山采石事项，经调
查核实为该公司矿山办理了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2月，此事项
不属实。2.信访人反映的通山广信混凝土有限公司爆破山石致使周围房
屋震损事项，经调查核实为通山县南林桥镇聘请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
研究院有限公司现场对矿山爆破地震波进行鉴定，结果表明爆破振动没
有对矿区周围民房造成危害，此事项不属实。3.信访人反映的通山广信
混凝土有限公司粉尘污染事项，经调查核实为前期生产过程中由于环保
设施不完善，生产粉尘对周边环境存在一定影响，此事项属实。

信访人反映惠生药业有限公司自2013年以来将危险固废填埋在厂
区规划二期空地内，2017年10月集中将非法填埋危险固废挖掘运输至
湖北汇楚危废处置公司处理，未对填埋地做任何处理，直接用新土予以覆
盖的信访事项，经调查核实为咸宁高新区环保分局仔细查看相关资料，于
2018年11月9日组织挖掘机对惠生药业有限公司一、二、三车间前面空
地进行了挖掘，并安排监测人员对土壤进行了监测，未发现偷埋痕迹，土
壤的监测结果也属于正常，信访人反映的事项不属实。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
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7年12月25日，通城县森林公安局对渔竹林场被占用林地一
案立案侦查。2018年1月19日，对吴为平、阮锦谷滥伐林木案立案侦
查。2018年3月26日，正式起诉犯罪嫌疑人吴为平与阮锦谷。2018年
8月10日，通城县人民法院依法宣判，吴为平、阮锦谷因构成非法占用农
用地罪、滥伐林木罪，吴为平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三万元，阮锦谷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嘉鱼县环保局要求该企业食堂改用液化石油气或其他等清洁能
源，雄威木业公司表示迅速对食堂做饭燃料进行更改。

通山县环保局督促该公司制定了整改方案，目前该公司聘请专业
机构制定了爆破作业实施方案，改善噪声、粉尘污染及安全生产效果，
购买了自带收尘打孔机，对二破及振动筛进行了密封，安装了布袋除尘
器三台，购买了喷淋降尘设备并投入使用，在厂区进出口建设了车轮清
洗池，对进出厂道路进行了硬化，碎石生产线车间密闭棚钢架结构已搭
建完毕，计划于11月20日前完成。通山县将进一步加强监管，督促企
业加快整改，整改完成后开展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未验收前不得擅自恢
复正式生产。

咸宁高新区环保分局将对该企业加强日常监管力度，不定期的开
展现场执法检查，督促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依
法进行严厉查处。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本报讯 记者朱哲、见习记
者宋文虎、通讯员宋文定报道：
日前，通山县展开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保障生产建设用地安全。

为确保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
到省定目标，该县在部署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时要求，要切实保障
土壤环境安全，摸清土壤环境质
量状况，实行农用地环境分类管
理，保障耕地土壤环境安全，推
进农业废弃物回收；要严格土壤

风险管控，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
理，建立土壤防治联动机制；要
加强污染源监管，防范建设用地
新增污染，严格执行重金属总量
控制制度，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要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制定土壤
污染环境防治与修复规划，开展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

该县环委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认真做好统筹、协调和督
查工作，通过强化考核评估，确
保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落到实处。

通山开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保障生产建设用地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