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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退休已经11年了，闲下来后，对
咸宁这些年方方面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有了更深切细微的感受。

我记得，咸宁是全省最后一个撤地
建市的城市。20年前，这对咸宁来说，
是大势所趋，从省委政府的派出机构变
为一级政府，发展机遇更好、动力更
足。从那时开始，咸宁经济发展更上一
个台阶，城市环境越来越好，市民文明
意识和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20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咸
宁立足生态优势，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高水平管理，一座“城在山中，水
在城中，人在画中”的宜居宜业生态新
城正在崛起。在我看来，有这四大明显
变化。

经济总量变大了、变强了，尤其是
近几年，咸宁迈入千亿俱乐部，经济总

量在全省排名前进了不少。
城市建设变多了、变畅了。楼房变

高了变大了、道路变宽了变长了，再也
不是过去那个破破烂烂的“小县城”了，
如今正迈步走向国际化都市的道路上。

服务设施变多了、变优了。如今，
衣食住行都很便捷，办事的效率越来越
高、服务态度越来越好，再也不怕“脸难
看、事难办”了。

人民生活变好了、收入增加了。咸
宁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城市目标，大力加
强改善民生，着力构建和谐城市，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节节攀升。
20年来，咸宁迎难而上，奋发进

取，围绕建设生态宜业宜居城市，按照
“洁、绿、亮、美、畅”的要求，不断解放思
想，开拓创新，摒弃欠发达地区先发展
后治理的传统老路，走出了一条一鼓作
气赶超跨越，实现科学发展一步到位的
新型城市化之路。

我之前分管过农业、从事过纪委工
作，对咸宁近年来这两个方面工作取得
的成就，感到很开心。

当下，咸宁这座以“生态”为最大优

势、以“绿色”为最大特色的城市，正在
描绘一张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
的宏伟蓝图，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将助
力我市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如今，纪委监委的队伍增加了，保
障和服务功能也增强了。广大纪委监
委工作人员，要慎用权力、敢于担当、严
于律己、实事求是，更好地服务党的建
设和地方经济发展。

20年来，咸宁从闭塞落后的“小山
城”实现了蝉蛹蜕变般华丽转身，成为
一座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经济繁荣、社
会和谐的充满活力和个性魅力的生态
城市，成为百姓安居的理想家园，成为
客商创业的首选热土。

到过咸宁的朋友，无不为咸宁的美
丽吸引，身为咸宁人，我感到自豪！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整理）

“身为咸宁人，我感到自豪”
讲述人：刘彦其（市委原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改革开放40年·咸宁建市20年

谈发展·话变化（离退休干部说）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员罗
涛、黎志远报道：12月3日，崇阳县港口
乡大东港村老屋陈家，该县古市林场负
责人杨再鸣正带队在村口的一棵古香
榧树下修建观景台和保护围栏。

“古树名木既是见证历史变迁的活
化石，又是展现生态文化的活遗产，是
一个地方宝贵的自然资源，应该得到有
效保护。”杨再鸣介绍，这是一棵雌性香
榧树，高25米，树冠面积约有650平方
米，估测树龄在980年至1200年之间，

有很高的科研和经济价值，被列入一级
保护的古树名单。从10月份起，他们
就对这棵古树的养护工作进行“量身设
计”，将古树保护与景点打造相结合。

“从我记事起，这株香榧树就已是
参天大树，巍然屹立在村口遮荫挡雨。
随着通村道路的修通，进村来玩的人也
多了。能对它进行更好的保护，也是我
们的期盼。”在树下生活了近60年的村
民陈炳烈说。

“近年来，我们通过资源清查、分级

保护等工作措施，抢救保护了一大批古
树名木。”县林业局野生动物和森林植
物保护站工作人员孙亚军介绍，该县已
于2003年和2017年两次对全县范围
内的古树名木全面实地调查，得出全县
古树名木有1423棵，涉及30科50属
69种，其中国家一级古树98棵，二级
古树301棵，三级古树1024棵。

“许多古树名木处于自生自灭甚至
被人为损害的状态，有的因立地条件恶
化而渐呈衰败，有的因被违法砍伐而濒

临凋谢。”孙亚军说，近年来，林业工作
人员踏遍避谷荒丘、崇山峻岭、村头舍
尾，为古树上户口，为名木拍写真，将每
株古树名木的地理位置、生长状况、树
种树岭、树高胸围以及有关传说等详细
资料输入微机，建立“电子档案”，办理
身份证，由县政府授权编号挂牌。同
时，大力开展保护古树名木的宣教活
动，坚决打击损毁古树名木的不法行
为，密切关注古树名木的保护状况，为
古树名木撑起了ー张“保护伞”。

崇阳为古树名木撑起“保护伞”
留住乡愁“活化石”

新鲜！新鲜！

草莓大棚
养蜜蜂

11 月 20 日，嘉鱼县新街镇杭建草
莓采摘园，种植户邵建坤在草莓大棚
内放置的蜂箱，不时飞出的小蜜蜂，尽
情地在白色花蕊间飞舞。

2013 年，来自浙江杭州的邵建坤
夫妇在此种植起15亩草莓，建起17个
大棚，并按每棚一箱蜜蜂的标准进行

“蜂莓共养”。邵建坤说，冬季大棚内
蜜蜂授粉，结出来的草莓个大、果型
好，不畸形，挂果率高，口感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孙莉莉 杨远思 摄

12月2日，记者在崇阳石城镇大寨兴苑异地搬迁安置点拍摄的
画面。为让生活在偏远地区、深山区的贫困户走出来，实现生存环
境改善和生活质量提高，崇阳大力实施以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
修缮加固为重点的“安居工程”，确保全县异地搬迁贫困户“搬得下、稳
得住、富得起”。截至目前，该县已完成1822户建档立卡异地搬迁任
务，335户1063人实现搬迁入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本报讯 记者甘青、通讯员郑瑜报
道：前不久，市委第四巡察组对市交警二
大队进行巡察反馈，认为该大队党建工
作有特色，党小组建设走在全市前列。

市交警二大队的荣誉墙也映证了
党建的成效。该大队先后荣获“全国公
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全国公安系统
学雷锋活动先进集体”“全省先进基层
党组织”“全省政法先进基层党组织”

“全省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市交警二大队大队长金汉才说：大

队做好了一件事，就是发挥党建的引领

作用。以党建促队建，以党务促警务、
队务、服务、家务。

民警徐天明有感受，他说，过去，不
少民警认为开展党建工作是务虚功，无
非是走过场，最终是一顿折腾。大家热
情不高，参与度不足。

怎么办？领导带着干。党支部党
员干部带头开展党的教育活动，主动参
加党的实践活动，让民警们明白了这是
真抓实学。

环境引导干。大队建立了党员民
警活动室、党务警务互联网、廉政教育

法德讲堂小基地等，营造环境，建设阵
地，让民警有地开展活动。

活动推着干。大队开展了义务“四
发”，即对外地司机发“温馨提示卡”，对
宾馆酒店餐饮发“安全警示卡”，对摩托
车驾驶员发爱心“安全头盔”，在交通主
干道建电子屏幕发布“交通安全信息”，
进行了主动“五联”，即联企、联校、联园
（幼儿园）、联村、联项目工地，让民警在
实践中锤炼党性。

“我们党建有6个党小组，5个载体
33个平台，做到了让党员干部各尽其

才，更让民警有理想，有信念，有纪律，
有担当。”市交警二大队教导员洪回德
说，不断强化的党建工作，使民警实现
了“要我学”到“我要学”的变化。

变化更体现在业务数据上。元至
11月，警卫保卫安保320起，现场纠违
6217起，查处酒醉驾200余起，其中醉
驾74起，刑事拘留74人，行政拘留50
人，接处警共6281起，亡人交通事故
16 起，死亡 16 人，与去年同期下降
25%，上门为高新区52家企业员工办
理电动车牌照10000余台。

党务 警务 队务 服务

市交警二大队党建引领“四务”同频共振

本报讯 记者朱萍、通讯员
霍庆东报道：按照市委和市委巡
察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
12月 6日，市委第一巡察组巡
察市审计局工作动员会召开。
从即日起，巡察组将对市审计局
开展一个月左右的巡察。

根据市委部署，市委第一巡
察组将坚决落实政治巡察要
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加强
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
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四
个意识”为政治标杆，查找政治

偏差，督促各级党组织强化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发挥政治“探
照灯”和政治“显微镜”作用，重
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
领导干部的监督。

市审计局负责人表示，要深
化认识，提高站位，坚决贯彻市
委巡察工作部署。要严守纪律，
全力配合，坚决保障巡察工作顺
利完成。要直面问题，建章立
制，坚决做到巡察工作整改落
实。要更好的发挥审计在国家
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咸宁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

市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市审计局

通山县城管执法局
本报讯 见习记者宋文虎、通讯

员徐世聪报道：6日清晨，记者来到通
山县汉林农贸市场，一个个摊位上整
齐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蔬菜和肉，街
边的小商贩也不见了踪影……

“我原来差点就搬家了！”住市场
旁边的林阿姨说，这里原来又脏又
乱，烂菜到处丢，污水随便泼，总是散
发着一股浓浓的臭味，都不想住这里
了。

林阿姨在旁边摊位买了一把小白
菜后接着说：“自从城管来整顿以后，

这里变得干净整洁了。”
据了解，在整顿之前，汉林农贸市

场前路段挤满了摊贩，环境很差。
“刚开始我也不太同意整改。”王

先生边杀鱼边说，“现在看来，还是改
了好，以后会保持下去。”说完，王先生
将刚杀好的鲫鱼递给顾客。

据了解，县城管执法局从7月11
日起开始对汉林农贸市场周边环境进
行整治，效果显著，得到一致好评。

“目前，每天7:30-18:30时间段
都安排了执法人员值班，确保整治成
效不反弹。”该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该局还对月亮湾农贸市场

等4个农贸市场进行了整改。

麻塘风湿病医院
本报讯 通讯员镇治报道：12月

3日，是今年第十二期“支部主题党
日”。当天下午，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开展了“不忘初心跟党走，文明创建我
先行”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收到良好
效果。

下午4时，该院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开始后，按照活动程序，全体党员首
先主动缴纳党费、重温入党誓词。接
着，学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和《关于在全市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
代”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观看了《闯
王之殇》主题片，然后为本月过政治生
日的党员送上生日祝福和礼物。

活动结束后，全体与会党员及入
党积极分子和部分团员青年一起，一
同前往该院文明创建网络区域——咸
安温馨家园小区，开展打扫卫生，清洁
路面活动。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该
院工作人员圆满完成了该社区的环境
卫生清扫工作，赢得了该社区居民们
的一致好评。

本报讯 记者查生辉、通讯
员刘元江报道：日前，记者从市
工商局获悉，为推进我市旅游高
质量发展，市工商局进一步规范
我市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加强旅
游市场的监管，推进全市旅游产
业健康、持续发展。

据了解，今年全市工商系统
组织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38
次，执法车辆60台次，检查涉旅
企业565户次,检查景区6处、各

类旅行社及网点和旅游商品经营
门店137户，查处涉旅案件57
件，依法查扣假冒伪劣商品和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5大类
133件，商品价值近20万元。全
市10个4A景区“消费维权服务
站”有9个已建成并正式运行；发
布旅游消费警示2期，全市工商
系统受理旅游消费投诉举报27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近30
万元。

市工商局加强旅游市场监管

本报讯 见习记者宋文虎、
通讯员徐国华报道：12月5日，
在通山县大路乡上仇村办公楼
内，村民仇才辉在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成功使用“湖北税务”
App缴付2019年城乡居医疗
保险费用，这是通山首例居民医
保实现线上支付。

据了解，“湖北税务”App
是由省税务局研发推出的一款
手机自缴费、代缴费App，能快
速简单的实现自缴、代他人缴费
功能。

“以后缴费就方便多了，直
接在手机上缴费，不用特地跑到
县城去了。”仇才辉高兴地说。

据了解，自2019年城乡居
民医保工作开征以后，该县为了
将这项惠民政策尽快落实，迅速
组织县税务局、人社局学习相关
操作流程，进村入户辅导推广，
在全县迅速全面铺开。

据悉，目前正在通羊镇、大
路乡和南林桥镇三个乡镇进行
推广试用，近期推广工作将会覆
盖全县所有乡镇。

通山启动居民医保线上支付

本报讯 通讯员李军毅、蒋
扬眉报道：12月6日下午，市纪
委监委举行十五不准行为规范
自律卡集中发放仪式。 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程
良胜为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
员、派驻（出）纪检监察组（纪工
委）组长（书记）、机关各室（部）
负责人发放十五不准行为规范
自律卡。

活动现场，传达学习了《省
纪委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十五不
准行为规范和发放自律卡的通
知》，宣读了湖北省纪检监察干

部十五不准行为规范，2名纪检
监察干部代表作了表态发言。

程良胜强调，全体纪检监察
干部要认真学习十五不准行为
规范，在执行和维护十五不准行
为规范上当好标杆和做好表率，勇
于担当、勇于担责、勇于担难，不断
淬炼过硬素质，自觉接受监督。全
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提高政治
站位，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找
准差距、补齐短板，以务实的举措
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
高质量发展，开创新时代纪检监
察干部队伍建设新局面。

市纪委监委

集中发放十五不准行为规范自律卡

本报讯 通讯员张国银报
道：“当前，我市社会组织已按要
求成立了党支部，在社会组织中
开展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法规
宣传教育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日
前，赤壁市纪委常委龚斌芳应邀
参加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
宣传教育“进社会组织”推进会，
为与会的120余名社会组织负
责人宣讲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

据悉，这是赤壁市推进党章
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法规宣传

教育“十进十建”进社会组织的
重要举措之一。该市采取对社
会组织负责人进行集中宣讲、社
会组织内部自行学习、在社会组
织中开展“以案明纪”警示教育
活动、在社会组织中打造宣传阵
地、组织社会组织人员进行《监
察法》《纪律处分条例》知识测试
等“五位一体”的宣传模式，为全
市社会组织发展营造了风清气
正的生态环境。目前，各社会组
织自发开展党规党纪宣传活动
30余场次，发放宣传折页、手册
等3000余份。

赤壁“十进十建”进社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