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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担当，积
极作为，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让
全市300万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今起，本报
以《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民生三问》为栏题，推出一组
系列报道，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198号咸宁传媒大厦 邮编：437100 新闻热线：0715-8128787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值班总编：张大乐 责任编辑：姜明助 校对：陈希子

苹
果
手
机
扫
码

安
卓
手
机
扫
码

中共咸宁市委机关报

www.xnnews.com.cn

2019年4月15日
己亥年三月十一

国内统一刊号：CN42—0039

代号：37—25

星期一
第12077期 （今日8版）

XIANNING DAILY

日前，市委召开全市乡村人居环
境整治现场会，全面打响我市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战”。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仗”在哪里
打？主阵地在哪里？

市委已经明确，主阵地就在五个
沿线。

铁路沿线。铁路安全关系国家安
全，铁路环境关乎国家形象。我们要
把铁路沿线环境安全整治作为当前重
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集中力量、集中
时间，高标准、高质量抓好京广高铁、
武咸城铁、京广普铁沿线环境综合整
治，使两侧环境质量显著提高、生态环

境更加和谐，给过往乘客留下最美的
“咸宁印象”。

公路沿线。要坚持净化、绿化和
美化同步，重点抓好京港澳高速、武深
高速、杭瑞高速、大广高速，以及国道、
省道、县级主干道沿线环境治理、景观
打造以及绿化提档升级，确保把公路

“两线”打造成风景线，将通道两侧建
成生态绿色景观廊道，实现“车在路上
走、人在景中游”。

水体沿线岸线。江河是大地的血
脉，湖库是大地的眼睛。咸宁拥有128
公里长江黄金水道以及淦河、斧头湖、
青山水库等众多江河湖库资源。我们

要以长江和幕阜山生态保护与修复为
重点，以咸嘉生态文化城镇带、幕阜山
绿色产业带、沿江生态文明示范带“三
带”建设为抓手，全面落实四级河湖库
长制，加快打造“山在城中，城在林中，
水绕城转，人在画中”的长江流域公园
城市，全面筑牢我省南部的生态安全
屏障。

重要节点沿线。咸宁位于三省交
界，因而口子镇多、城市进出口多、旅
游景点多，这些都是展示咸宁形象的
窗口。我们要以省际边界口子镇、城
市进出口以及三国赤壁古战场和九宫
山等景区沿线环境整治为突破口，以

点带面、点线面结合，统筹抓好城乡环
境综合整治，推动全市整体形象提升。

村庄沿线。村庄沿线是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重点，也是难点。要以美
丽乡村建设为目标，借鉴浙江“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经验，深入开展“百村引
领、千村共进”、“五个三重大生态工
程”等整治工作，使农村由“脏乱差”变
身“洁净美”，加快绘就具有鄂南山水
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主阵地在哪里？
——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系列谈之一

○尹 峰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通
讯员金显威报道：4月8日至12
日，市政协主席曾国平率市政
协考察组，赴成都考察学习公
园城市建设经验。

曾国平一行考察了成都市
规划馆、望江楼公园、天府绿
道、成都环球中心、世纪城和长
岛·黑龙滩，并在成都市公园城
市建设管理局举行座谈会，听
取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和管理
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成都市公
园城市建设、管理和维护情
况。考察组还走访了四川省湖
北商会，看望慰问在川湖北及
咸宁企业家。

曾国平指出，成都市率先

在全国提出公园城市建设理
念，其成功经验值得咸宁学习借
鉴。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
主动作为、深入调研、建言献策，
为我市建优建美长江流域公园
城市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曾国平强调，要尽快拿出
公园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制定
公园城市建设标准，推动出台
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制度；要立
足咸宁本地实际，探索公园城
市建设路径，逐步推进公园城
市建设；要根据市民需求，建设
具有咸宁特色的城市公园和绿
道。

市政协副主席周辉庭，市
政协秘书长游强进参加考察。

曾国平率考察组赴成都

学习公园城市建设经验

本报讯 通讯员赵丹、周娴
静报道：眼下，基层党建“高质发
展·红色嘉鱼”行动正在南嘉大
地如火如荼展开。活动旨在通
过“九大行动”落实基层党建工
作责任制，推进基层党建高质量
发展。

据悉，“高质发展·红色嘉
鱼”行动包含党员干部“红心向
党”对标看齐行动、党建促脱贫
攻坚、促乡村振兴“红色功区”
统合统建行动、支部“评星授
旗”达标升级行动、农村集体经
济“造血健体”提质攻坚行动、
党务干部“双优双强”实训实战
行动、城市党建“红色街区”织
网布点行动、“红色人才”爱国
建功行动、“两新”党组织“红色
支点”助推发展行动和机关党
组织“红色纽带”爱民惠民行动
等“九大行动”。

2018年，嘉鱼县委以基层
党建“十件实事”为载体，大力
推进党建促脱贫攻坚，选派“第

一书记”79名；实施集体经济
“三年攻坚”，2个“空壳村”实现
破零，5万元以上的村增至64
个；实施“两湖”党建引领乡村
振兴试验区建设，万亩龙虾产
业园、万亩脐橙产业园等乡村
振兴功能区初步成型；实施村
干部“千人计划”和大学生“双
回计划”，选聘97名优秀青年充
实村级后备干部队伍，率先完
成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
村级干部队伍结构素质得到优
化；投入4500万元，新改扩建党
群服务中心35个，全县党群服
务中心达标率达91.3%，基层基
础不断巩固。“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双回计划”成效和经验受
到中央及省市媒体关注报道。

今年，该县将以全面实施
基层党建“九大行动”为抓手，
推动基层党建接续发展、提质
竞进，着力打造“红色嘉鱼”，以
优异的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献礼。

助推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

嘉鱼全面实施“九大行动”

今年3月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公布

咸宁位居第13位

①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民生三问

精准发力查补“民生短板”

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最
短的那块木板。

加快建成全省特色产业转型发展
增长极、建优建美长江流域公园城市，
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关键在于补齐发展中的民生短板。

更加关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不
断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更是咸宁高质
量发展的根本目的。

近年来，我市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大批惠民举措落
地生根，一件件民生实事得到落实，人
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了很大满足。

但毋庸讳言，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艰巨的、复杂
的工程，当前我们的民生领域还有不
少短板。

咸宁存在哪些短板？——精准发
力补短板，必先找准短板。

咸宁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
等公共服务领域，仍然存在着供给不
足的问题。城乡居民办事难、出行难、
停车难、买菜难、如厕难等“五难”问题
亟待破解。

市委五届四次全会提出，把民生

作为最大的政治，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推进民生保障精准化、精细化。并研
究提出补齐短板的对策措施，拿出创
新实干补齐短板的作风干劲。

查补短板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
战。

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人民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事情上，从老百姓最
不满意、最不舒心的地方改起，不断提
高民生工作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

精准聚焦找短板、精准发力补短
板。在这个全新的考场，各部门积极
做好赶考人——

稳就业是“六稳”之首。春风行动、
就业援助月、民企招聘周、大学生就业服
务月等100余场大型招聘会搅热香城，3
万多人在招聘会上找到中意的工作。全
市贫困山区新建起40多个扶贫车间，让
乡亲们不出村就能找到新工作。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我市
扎实实施市城区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新建、改扩建一批中小学学校，进
一步缓解大班额和择校热问题。围绕
提升乡村学校办学水平，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全面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加快
振兴乡村教育。

让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我
市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扎实推进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医疗、医保、
医药“三医联动”改革，争取将一些救
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扎实推进了

“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划。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我市出台了

《咸宁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
“五难”问题责任分工》，着力解决好群
众办事难、出行难、停车难、买菜难、如
厕难等“五难”问题，让全市群众的获
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共享红利派发“民生红包”

去年，咸宁GDP增速达8.5%，多项
经济指标在全省居前。与此对应，去年
我市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
77.7%，创下我市“十二五”以来新高。

数据显示，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增
幅与经济发展同步，城乡低保标准分
别提高9%和20%，大幅跑赢全市GDP
增速。

沉甸甸的民生红包，饱含民生情
怀，充满群众感情，让群众感受到了满
满的获得感。

就业是民生之基，多措并举保持
就业稳定增长。去年，我市推出“我选

湖北、志在咸宁”活动，为大学生、进城
务工人员、下岗职工等提供公租房、廉
租房，延续购房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他
们安心扎根咸宁，多措并举保持就业
稳定增长。

去年，全市新增城镇就业4.91万
人，就业人数比上年持续扩大。市劳
动就业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
市发放创业贷款1620笔、共计1.8亿
元，带动就业1.9万人。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市去年投
入1.88亿就业专项资金，落实包括培
训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社保补贴、
企业稳岗补贴等政策，稳定就业，惠及
5.8万人。

医保实现全覆盖，市民就医更加
方便。去年，职工、城乡居民政策范围
内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74.51%、62.01%。

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与原新农合相比，门诊慢性病病种由
20种增加到30种，年基金支付限额由
最高3000元提高到9000元，报销比例
从60%提高到75%；大病保险年支付
额上不封顶。药品目录范围扩大到
2923 种，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稳步提
升。 （下转第六版）

春耕
9 日，咸安区双溪桥镇，农机手驾

驶着农耕机在地里翻耕。
气温回暖，万物复苏，农民抓紧时

节，在田间地头忙碌耕种。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徐俊 摄

今日导读

法“智”民警的铁血丹心
（详见第四版）

国家网信办关停清理
违法APP三万余个

（详见第六版）

咸宁：获得感从何而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哲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
员王伟俊报道：14日，记者从市
委组织部获悉，我市即日起启
动2019年从回乡大中专毕业生
等人员中选聘优秀人员到贫困
村工作。

据介绍，为抓好中央脱贫
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
作，切实加强贫困村工作力量，
进一步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我市将公开选聘贫困村工
作人员296人。

选聘对象为全市回乡大中
专毕业生、复转军人、外出务工
经商返乡人员、农村致富能手
等领域人员。（选聘对象原则上
年龄40周岁以下，具有高中或
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以及政治
素质、身体健康等方面的基本
条件）。

选聘对象将担任村党组织

书记助理（须为中共正式党员）
或村委会主任助理。选聘时间
为一年(2019年6月1日至2020
年6月1日)，一年后进行考核，
根据考核情况组织续聘工作。

据了解，报名时间为4月15
日至4月30日，报名人员填写
报名登记表，携带有关证明材料
到报名岗位所在乡镇报名。

对选聘到贫困村工作的人
员，将参照当地村副职干部标
准发放工作报酬。对综合素质
好、群众公认度高的选聘人选，
属非中共党员的优先发展入
党，届中调整时优先推荐进入
村“两委”班子，换届时优先推
荐参选。

具体选聘计划情况以及报
名登记表登陆咸宁组工网
（http://www.xnzg.gov.cn/）
查询下载。

助力脱贫攻坚 推进乡村振兴

我市选聘296名
优秀人才到贫困村工作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记者
昨日获悉，生态环境部通报了
2019年3月168个重点城市空气
质量排名前20位和后20位城市
名单。咸宁位居第13位，成为湖
北省唯一入选“20个空气质量相
对较好城市”。

截至3月 31日，咸宁市城区
空气质量有效监测天数90天，其
中优19天，良51天，轻度污染16
天，中度污染4天，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为77.8%。PM10浓度
均值为 64μg/m3，较 2018 年同

期持平，全省排名第二；PM2.5
浓度均值为54μg/m3，全省排名
第三。

分析人士认为，咸宁空气质量
持续好转绝非偶然。近年来，我市
坚定实施长江大保护战略，立足
打造中国中部“绿心”，建设国际
生态城市，不断完善防控管理、考
核补偿、督办问责、预报预警、区
域协作等五大机制，坚决打赢蓝
天保卫战，相继对非煤矿山、城市
扬尘、机动车尾气、工业污染等进
行专项治理，从源头上减少了对大

气的污染。
同时，我市进一步完善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长效管理机制，持
续构建环境监管基层网络，不断
改进监管方式，打出大气综合治
理“组合拳”。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开展铁腕治污、科学治
霾，采取有效措施持续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蓝天
幸福感。2019年，咸宁力争实现
在全省13个国考地级市率先进入

“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城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