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策者说】
全市上下要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积极谋划和推进“五个一工
程”（一座城、一瓶水、一部车、一条
路、一机场），带动全市交通建设更
好更快发展,构建铁、公、空、水全域
大交通体系，为咸宁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有力交通支撑。

——市委书记丁小强讲话摘录

咸宁：交通建设为何快？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王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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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武广高铁，从咸宁北站出发，
半小时不到即可直抵武汉，1个小时
通达长株潭，4个小时接驳北上广深。

咸宁交通，还可以更快么？
答案非常肯定：咸宁机场建设正

紧密推进。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咸宁
交通将进入“飞”时代。

这就是咸宁交通，怎一个“快”字
了得！

交通建设到底有多快？

初冬时节，幕阜山旅游公路沿线
层林尽染，美不胜收。

在崇阳县金塘镇畈上村，柃蜜小
镇初具规模，人气爆棚。今年国庆7
天小长假，柃蜜小镇接待游客16.6万
人次，助力当地90多名贫困户脱贫。

“没有幕阜山旅游公路，就没有
柃蜜小镇的今天。”返乡创业，投资打
造柃蜜小镇的尚禾集团董事长沈亚明
告诉记者，依托便利的交通优势，
1200多名在外打工的村民陆续回到
畈上村，吃起了“旅游饭”。

要致富，先修路。
不断延伸的旅游公路和通村公

路，打通了偏远山区村民脱贫致富的
“最后一公里”，成为沿线村民致富奔
小康的“快速路”。

“咸宁交通建设发展之快，最直
接的体现，就是在交通投资和通车里
程的爆发式增长上。”市交通运输局局
长金山快人快语。

先看交通投资：从2011年至今，
咸宁交通筹融资总投入达337亿元。
今年1—10月，咸宁交通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58.2亿元，投资同比增幅高达
182%，连续数月位居全省第一。

再看通车里程：1998年全市普通
公路通车里程3517.27公里，2018年
全市普通公路通车里程达16052.906
公里，相较1998年增长356%。我市
每百平方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远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

撤地建市20年间，我市高速公路
实现从无到有。截至目前，全市高速
公路已通车里程达456.639公里，覆
盖率达到每百平方公里4.63公里，位
居全省前列。

与亮眼数据对应的，是一批节点
性、标志性交通项目的落地、建成和投
入运行。

2002年9月28日，湖北京珠高速
公路南段全线通车，标志着咸宁市境
内高速公路实现“零”的突破。

2009年12月26日，武广高铁开
通运营。咸宁成为我省第一个通高铁
的地级市。

2013年12月28日，武咸城铁开
通运行。咸宁在武汉城市圈中率先建
成城际铁路，开启武咸同城时代。

本月底，武深高速公路嘉鱼北段

将建成通车。至此，全长135.9公里
的武深高速公路咸宁段将全线建成通
车，咸宁又将增加一条纵向大通道。

眼下，嘉鱼长江公路大桥正在进
行斜拉索安装，明年年底即可建成通
车。咸宁拥有128公里长江岸线，却
无长江大桥的历史彻底结束……

3条国道、8条高速纵横交错，京
广高铁、京广普铁、武咸城铁“三铁”合
聚。咸宁敞开大宅门、背靠大武汉、前
接“长三角”，既食武昌鱼，又饮浦江
水，更采港澳风。

交通建设为何这么快？

“咸宁交通为何发展得这么快？
一是敢争，善于谋划、争取项目。一是
敢干，善于攻坚、推进项目。”金山说，
机遇是“争”来的，路网是“干”出来的。

先说“争”：以城际铁路为例。在
1+8城市圈中，论面积、论人口、论经济
实力，咸宁无疑没有多少优势可言，武
汉城市圈城际铁路规划本来没有咸
宁。但咸宁却比原计划提前21年，率
先启动了城际铁路项目。（下转第六版）

图为即将建成通车的武深高速嘉鱼北段 记者 夏正锋 摄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
员黎志远、王晶报道：“这里生态
条件优美、环境清新自然，发展
康养旅游产业，确实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4日，从深圳回崇阳的
艾凤女士在游完茅井村时感
慨。

针对茅井村自然资源禀赋，
崇阳确定了“仙山灵泉，康养结
合”的规划定位，结合精准扶贫
和乡村振兴要求，在基础设施方
面补短板，在产业布局上谋发
展，建成了包括居民集中安置
点、村委会和游客集散中心在内
共35个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昔日的边远山村已成为都
市人心驰神往的度假地。茅井
村也成了崇阳发展康养旅游的
一张名片。

近年来，崇阳积极推进特色

小镇建设，突出基础设施、产业发
展、生态环保和谐一体，因地制宜
实行“一湾一景、一镇一画、一镇
一品”规划，打造“山青、水绿、路
畅、景靓”的特色小镇，规划建设
14个特色小镇，将投资1.4亿元
进行集中打造。

同时，依托小镇现有生态、
人文等资源进行招商引资，不断
夯实特色小镇建设基础。结合
精准灭荒、绿化示范乡村等项目
建设，高标准推进“通道绿化”

“四旁”和“九河九港”绿色生态
廊道建设。

目前，铜钟乡大岭村、白霓
镇浪口村被评为全省65个“美
丽乡村”示范典型之一；天城茅
井村康养小镇、铜钟野樱天堂小
镇、金塘柃蜜小镇被评为市级特
色小镇。

崇阳建设14个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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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12月5
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
强赴崇阳县，开展下沉接访活动。他强
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转变作风，高
质量抓好信访工作，为基层解决实际问
题，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市和谐稳定的良
好局面。

丁小强在崇阳县信访局信访接访
室，先后接待了4批信访人员，仔细听
取他们的信访诉求，认真记录相关情
况，详细询问问题的来龙去脉，并与崇

阳县有关负责人一一商量解决办法。
他要求当地党委政府认真听取基层群
众的呼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
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
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
理。

丁小强指出，开展领导下访，是习
近平总书记带头倡导的，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一项创举。各级党委政府和
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信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坚持
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智、
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重要工作，变群
众上访为领导下访，变被动接访为主动
下访，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丁小强要求，要依法依规及时解决
群众合理诉求。注重源头预防，夯实基
层基础，加强法治建设，健全化解机制。
畅通信访渠道，依法依规反映合理诉
求。要完善工作机制，坚持领导接访，加
强督办检查，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各级

党委要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加强干
部队伍教育和培养，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建设一支高素质信访工作队伍。

丁小强强调，年终岁尾是信访维稳
工作的特殊时期，各级各部门要层层压
实责任，开展问题排查、群众走访活动，
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深入调
查研究，依法依规，高质量、高效率办理
好每一件信访件，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不断巩固和发展
全市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丁小强赴崇阳开展下沉接访活动时强调

依法依规解决群众诉求
巩固发展和谐稳定局面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12月5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远鹤率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实地调研市区环保项目推进和环境问题整改
工作。他要求，要加大环保突出问题整改力
度，建立健全生态补尝机制，全面提升我市生
态环境质量。

王远鹤一行实地调研了咸宁市中德环保
电力有限公司、咸宁首大环保有限公司和湖
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规范化管理及
环境问题整改情况，以及绿地城际空间站项
目规划建设情况。

在中德环保电力公司，王远鹤走进企业
主控室、渗滤液处理车间、飞灰固化车间和垃
圾填埋场，详细了解公司技术改造、设备检
测、垃圾发电、空气监测、垃圾处理以及相关
环保问题整改等方面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大
环保配套设施建设，垃圾焚烧发电时燃烧要
充分，排放符合国家环保标准。要建立健全
生态补尝机制，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处理，提高
企业和市民的环保意识。要突出问题整改，
加强空气、水和垃圾处理能力，努力提高我市
生态环境质量。

在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王
远鹤详细了解危险废物的焚烧、物化、稳定固
化处理等各项流程工艺和应急处置等方面情
况。他强调，危废处理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
生态安全。要加强危险废物处置和企业规范
化管理，进一步提高综合处置实力，为全市乃
至全省环保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在绿地城际空间站项目现场，王远鹤听
取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介绍后，要求进一步优
化规划和功能布局，项目建设推进必须符合
规范和要求，未经批准的项目不能擅自开
工。规划建设过程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先保护环境，再做市场开发，使项目各功能区
与交通体系、生态景观达到和谐统一。

副市长吴刚参加调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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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讯
员胡炜光报道：记者昨日从市经
信委获悉，1至11月，全市新增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15家，提前
超额完成全年新增102家的目
标任务，新入规企业数量排名全
省第2位，拉动规模以上工业产
值增长18.3%。

据了解，今年新增的规上企
业，分别为高新区8家、咸安区
19家、嘉鱼县21家、赤壁市22
家、通城县14家、崇阳县16家、
通山县15家，至此，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达到932家。

据市经信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全市经信系统围
绕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强化
目标管理，完善工作机制，努力

改善环境，破解发展难题。强化
政策宣传，指导企业用好用活惠
企政策，使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
发展红利。强化要素保障，破解
民营企业用工、用地、用能、融资
等难题。

今年以来，我市争取到省级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专项资金第
一批切块资金2649万元，给予
21个市直项目技改奖补资金
1222.78万元，各县市区相继设
立不低于600万元的技改专项
资金，支持企业采用新设备、新
技术、新工艺，形成了“省市县三
级联动抓技改、亿元资金促升
级”的良好格局。另外，对新入
规的企业每家给予不低于2万
元的支持。

我市新增规上企业115家
新入规企业数量居全省第二位

据新华社南宁12月 5日电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
5日表示，我国将以建设森林乡村
为载体，持续加大乡村绿化美化
力度，努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
乡村。到2020年，全国乡村绿化
覆盖率达到30%，建成2万个国
家森林乡村。

刘东生是5日在广西桂林市
召开的全国乡村绿化美化现场会
上作上述表示的。

刘东生介绍，党的十八大以
来，各地开展各具特色的乡村绿
化美化行动，村容村貌有了较大

提升，乡村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
善。据不完全统计，“十二五”期
间 ，全 国 完 成 乡 村 绿 化 面 积
1382.6万公顷，绿化道路163.7万
公里、沟渠78.4万公里，“四旁”植
树 461.69 亿株，完成森林抚育
4086万公顷。

目 前 ，我 国 森 林 覆 盖 率
21.66%，生态资源稀缺、生态系统
退化、缺林少绿仍是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短板。特别是在中西
部地区，还有不少“无树村”“无树
户”，“风起一片沙、雨下一地泥”
现象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存在，

加快实施乡村绿化美化迫在眉
睫。

刘东生表示，加快推进乡村
绿化美化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
大力保护乡村生态资源，持续加
强公共空间、庭院绿化美化，不断
强化道路水系、农田防护林体系
建设，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
与，共建共享绿色生态家园，让广
大乡村绿起来、美起来、富起来。

到2020年，我国将建2万个森林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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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区是如何建成的？
（详见第四版）

咸宁就像“换了人间”
（详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