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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文景、马丽娅、特
约记者胡向辉报道：“这巡察真管用，
村里有了大变化！”5月30日，崇阳县
白霓镇浪口村一位姜姓村民告诉记
者，县里“巡乡延村”整改后，浪口村班
子强了，群众富了，环境美了，还被评
为全省最美宜居村庄。

聚焦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巡至
最前沿，察到细微处，构建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和改革发展环境。近年来崇
阳县推进“巡乡延村”全覆盖，将巡察
利剑向村一级“神经末梢”延伸，带来
了乡风民风、党风政风的根本好转。

为解决“巡不深、察不透”的问题，

该县创新推出巡乡延村“654321”模
式。聚集政策落实、财务收支、重点工
程、组织建设、扫黑除恶和举报问题，
采取广告式公开、点穴式扫描、条块式
研判、体检式会诊、挖井式深究，对驻村
第一支部书记介绍的重点情况、建档立
卡贫困户反映的问题、湾子夜话谈出的
共性问题、梳理出的重点项目四类问
题，不查清不放、责任不追究不放、整改
不彻底不放，锁定乡、村责任跟踪问效，
并以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标准。

县委书记杭莺要求，推动“巡乡延
村”落实落细，必须聚焦整改质效，做好
巡察“后半篇文章”，做到“不悬空”“全

暴露”。做到“审计同行、纪检随行、部
门并行”，形成无缝对接、协同作战、深
度融合的工作机制和责任链条。

今年，崇阳县顺利通过了省人民
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行列，获评咸宁
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成绩突出县”，
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固定资产投入、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公共财政收入、
地税收入、工业增加值）增速在全市取
得“五个第一”和“两个第二”（外贸出
口、税收）的好成绩。

县委巡察办负责人介绍，青山镇
水库村过去集体经济是个“空壳”，群
众出行难、上学难、就业难问题突出，

矛盾长期积累，干群关系紧张。通过
巡察后发现问题，原村支部书记受到
撤职处分。整改后的村新“两委”班子
凝聚力大大增强，一批民生工程得以
实施，400余户群众住上新家，集体经
济去年收入 5.6 万元。群众敲锣打
鼓，点赞感慨：“县里不搞这巡乡延村，
水库村不知还要烂到什么时候！”

目前，全县已完成12个乡镇203
个村（社区）巡察工作，覆盖率达到
58%。发现个性问题183个，已整改
销号167个，移交问题线索18件，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21人，追缴清退违规
资金101.2万元。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
员李周凤报道：6月1日，在崇阳
县石城镇西庄村，大型工程车来
来往往，加紧施工。“这里正在打
造一个牡丹小镇。”在现场负责
施工的石城镇党委副书记成世
清告诉记者。

西庄村位于石城镇东北隅，
距县城约7公里，武深高速连接
线贯穿而过。该村绳武周家大
屋始建于明朝中叶，于清雍正八
年重兴土木，占地7000平方米，
后花园中栽培着乾隆皇帝当年
恩赐的木本牡丹花。

去年以来，石城镇立足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成功引进湖北西
庄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拟投资
1.2亿元，传承历史文化，在西庄
村打造中国牡丹小镇。

项目分为两期建设，一期度
假村项目投资8000万元，已于
今年3月开工建设。其中度假

山庄13000平方米，办公楼及
员工宿舍 9000 平方米，客房
8000平方米，露天游泳池3000
平方米，垂钓中心6600平方米；
建设雷竹、水果、樱花等农业综
合基地1200亩，已初步形成集
住宿、餐饮、休闲、娱乐、度假、康
养、红色文化、民俗文化教育于
一体的特色小镇。

“二期规划再建设1个100
亩的牡丹观赏园，打造天门观水
库及登山旅游观光健身步道，连
通雷竹基地和田园综合体环形
道路，着力完善牡丹小镇基础设
施建设。”成世清说，项目全部建
成后，将形成一个集观光旅游、
民俗文化、休闲度假、产业发展
于一体的特色小镇，可以就近带
动农民务工就业500人左右，带
动旅游观光10万人次/年，每年
可为西庄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
元左右。

崇阳石城镇

招商引资建设牡丹小镇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村富
不富，关键在干部。脱贫攻坚，干部作
风直接关乎成败，作风越硬效果越实。

前不久，省政府正式发文批准我
市的崇阳县、通山县退出贫困县。崇
阳县、通山县脱贫摘帽的实践也充分
证明，干部“辛苦”多一些，群众“幸福”
就真一些。广大干部要进一步强化政
治担当、加强作风建设、锻造过硬作
风，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扶贫责任要再压实。脱贫攻坚不

仅是重大政治任务，更是重要民生工
程，是一场没有后路可退、只能打赢打
好的硬仗。要严格落实市县乡村四级
党组织书记抓脱贫攻坚的责任机制，切
实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效果到位。特别是驻村工作队要当先
锋、打头阵，用心用情用力做事，踏踏实
实地帮贫困村和贫困群众出实招、办实
事，认真履行好驻村工作职责。

工作作风要再锤炼。要持续开展
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整

治，坚决防止和纠正口号喊得震天响、
行动起来轻飘飘的问题，严肃查处群众
反映的“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

“指标式”脱贫、“游走式”脱贫等问题。
要深化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切
实加强对扶贫资金、项目的监督管理，
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大力
倡导“智圆行简，实心实政”的工作作
风，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确保
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督导考核要再从严。要充分发挥

考核指挥棒作用，把扶贫成效作为对
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领导班
子综合评价的重要依据。要强化扶贫
攻坚督导考核，重点围绕责任落实、工
作落实、政策落实开展严格的评价，多
到现场看，多见具体事，多听群众说，
提高督查检查的针对性、实效性。各
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扶贫工作的指
导，多深入扶贫一线发现问题、研究问
题、协调解决问题，以严的要求、实的
作风，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检验。

以过硬作风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朱哲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
员汪中昌报道：6月2日上午，走
进嘉鱼产业新城门户区，前来参
观咨询的客户络绎不绝。

嘉鱼产业新城位于嘉鱼县
潘家湾镇，由嘉鱼县与华夏幸福
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PPP模式
合作开发、建设和运营。

“新城发展形势良好，仅
2018 年就上缴税收 2873 万
元。”潘家湾镇跟踪服务嘉鱼产
业新城项目建设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去年产业新城建成裕景轩
和孔雀城两个房地产项目，销售
情况良好。

嘉鱼产业新城的兴旺，是潘
家湾镇坚持兴工强镇、绿色崛
起，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生
动注解。

近年来，潘家湾镇以重点项

目建设为龙头，华夏幸福嘉鱼产
业新城、武深高速等一批项目建
设快速推进：华夏幸福嘉鱼产业
新城完成投资9.62亿元；武深
高速潘家湾段于去年12月顺利
通车；嘉诚汽配一期建成投产。

在加快现有项目建设的同
时，该镇不断优化投资软硬环境，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去年以来，
组织开展大型招商活动10余
次，24个项目成功签约，为潘家
湾镇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数据显示，2018年，潘家湾
镇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55
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89.82亿元；新签约企业28家，
完成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0亿
元；税收达到1.05亿元，首次突
破亿元大关。

嘉鱼潘家湾镇

税收首次突破1亿元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如何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

崇阳将巡察工作延伸到乡村

6月3日，无人机拍摄的改造升级后的市人民广场中心花坛，美丽壮观。
人民广场此次改造升级涉及中心花坛景观绿化、地面铺装改造、入口花坛改造、音响系统更

替等项目，改造面积1万余平方米。改造工程于今年3月启动，目前已完工。广场的颜值、功能得
到增强和完善，进一步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市人民广场完成改造升级

提升市民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特约
记者孔帆升报道：4日上午，央
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美丽
中国——我的家》对通山县富水
湖进行卫星连线直播，充分展示
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通山生态文明建
设的成就。

通山县富水湖国家湿地公
园，湖泊广袤，水天相接。公园
总面积近5万亩，其中湿地面积
占了75%。富水湖湿地因筑坝
而生，属于典型的库塘型湿地。

2013年12月，富水湖国家
湿地公园经国家林业局批准为
建设试点。建设过程中，通山
结合公园区位特点和自身库塘
类型的湿地特征，兼顾其独特的
景观资源和动植物资源的现状，
坚持以生态保护和修复为主，遵
循“全面保护、科学修复、合理利
用、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积
极开展湿地保护与恢复科普宣

教、科研监测、基础建设和合理
利用等一系列项目建设，促进
湿地公园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生态功能明显提升，综合效益
明显增强。

现在，每个月湿地管护人员
都会进行“大扫除”，清除湖面和
湖两岸随波逐流而来的垃圾。
几年前，这里还是捕鱼网箱密布
的水库，经过整治，如今水质长
期稳定在Ⅱ类水平，已成为动植
物资源的天然基因库。

据统计，富水湖湿地公园遍
布着500多种植物，还有国家保
护、具备重要科研价值的野生动
物117种，鱼类42种，其中包括
马口鱼等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生态系统中起着重要指示作用
的鱼类。最新的生物多样性考
察结果显示，相比较2013年整
治保护之前，现在鸟类有160多
种，增加了近一倍。

（相关报道详见第三版）

富水湖环境整治见成效
央视“新闻直播间”专题连线报道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
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
开创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新世纪。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
70年光辉历程。

这是不断创造伟大奇迹、彻底
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70年，
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
伟大胜利走向伟大复兴的70年。

70年来，我们每个中国人，都
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巨大变化。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作为祖
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你有什么话想

对祖国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之际，中共咸宁市委宣传部联合
咸宁日报社，面向全市开展“我和
我的祖国”主题征文活动，讲述您
眼中的祖国，讲述您和祖国共同成
长的故事。

届时，将由专家对作品进行评
审。参与活动的作品，将择优在咸
宁日报各新媒体平台和《咸宁日
报》、《香城都市报》进行集中展示。

征文要求：
本次征文活动面向全社会，以

中小学生为主。要求围绕“我和我

的祖国”这一主题，从个人视角记
录和展示身边的发展变化，充分体
现70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
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生的巨
大变化，记录个人奋斗足迹，抒发
家国情怀，讴歌社会进步，展现人
们为追求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良
好精神风貌。

征文字数要求800字以内，截
止时间为9月20日。征文作品可
寄送咸宁日报“我和我的祖国”大
型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活动办公室，
邮箱：xnrb800@163.com，咨询电
话：8128787。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启事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本报将开设《老家咸宁》专栏，通
过亲历者的讲述，见证咸宁的发展变
迁、发展成果。征文要求如下：

一、征文对象
凡是关爱、关注咸宁发展，有思乡

情结的社会各界人士均可参加。
二、征文体裁
文体不限，小说、诗歌、散文、诗

词、歌词、纪实均可。
三、作品要求

1.作者可以从自身感受出发，以
个人视角抒发对老家所见、所闻、所
触、所想，回顾老家带给自己的喜悦、
爱情、亲情、友情、感动、感悟、感想等。

2.记叙与老家有关的亲身经历、
见证的人和事，包括工作、学习、生活
中的一段经历，或者城市、农村及经

济、社会巨大变化中的一件往事。
3.探析老家的重大变迁、发展成

果，对峥嵘岁月、辉煌成就的记录，对
个人奋斗成长、艰苦创业的感悟。

四、征集时间
2019 年 6 月 5 日 —2019 年 8

月 31日

五、投稿要求
1.作品请标明《老家咸宁》征文字

样。
2.作品请标注作者姓名、单位、通

信地址、联系电话等。
3.作品将择优在咸宁日报《老家

咸宁》专栏及新媒体平台刊发，稿酬从
优。

4.投稿邮箱：xnrbkm@163.com。
咸宁日报编辑部
2019年6月5日

《老家咸宁》征文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