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6日，银泉大道咸宁传媒大厦，来自武汉军勤保洁有限公司的一支清洗队正在玻璃幕
墙外擦洗灰尘。

两根绳子，一块吊板，一个水桶，手持刷子、铲刀，在大楼外墙“飞檐走壁”，这是城市高楼外
墙清洁工的日常工作。他们，被人称作“蜘蛛人”，常年忙碌于城市的高层楼宇间，为扮靓城市默
默奉献。

“蜘蛛人”让城市更美
图/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大乐 夏正锋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通讯员肖嫔报道：上半年，我市经
济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好中显优”态势，主要经济指标
持续攀升，增速由年初的低于全省水平到上半年已全面超
过全省平均水平。金融运行良好，财政收入质量提高。市
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659.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8.2%；农业
实现增加值72.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3.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9.5%，连续3个月创
下近3年来新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293.10亿元，同
比增长11.7%；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11.5%。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由年初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逐渐超越全省。上半年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比全省高0.6个百分点，市州排名第6位；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全省高0.7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速扩大到1.3个百分点。

市场活力增强。上半年全市共有“五类”市场主体总户
数20.97万户。企业亏损面缩小。5月末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亏损面6.2%，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发展动能逐
步转优。工业投资增长较快，上半年全市工业投资增长
16.4%，比全省高5.8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市投资比重
达到69.0%。

工业发展势头良好。行业增长面广，上半年全市33个
行业中有24个行业的增加值实现正增长。龙头企业拉动
作用明显。上半年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华润电
力湖北有限公司和维达力实业（赤壁）有限公司等三家龙头
企业产值增速均超过24%以上。经济效益好。上半年全
市完成工业增值税14.19亿元，同比增长13.2%，全省排名
第1位。

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上半年全市房地产开发完成投
资比上年同期增长19.7%；商品房交易市场活跃，上半年全
市销售商品房面积212.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3.4%，增幅
比一季度提高6.7个百分点，高于全省25.2个百分点，市州
排名第2，商品房销售额完成103.9亿元，同比增长47.7%，
高于全省44.5个百分点，市州排名第1。

外贸出口持续高涨。随着“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市
外贸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上半年全市进出口总
额25.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3.6%，比1-5月提高16.5个
百分点，比全省高43.0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2.3亿元，增长
64.2%，市州排名第2。

税收量质提升。全市市场主体增加，经济发展稳步提
高，在严格执行国家减税降费政策下，财政税收仍然保持稳
定增长。上半年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81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6%，增幅比全省高2.3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市GDP
同比增长8.2%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超全省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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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嘉鱼篇③

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干部
作为“关键少数”，是决定性因素。

嘉鱼县委书记胡春雷说，嘉鱼抓住
“关键少数”，紧盯“人”的问题，以实施
作风效能建设年活动为抓手，促使全县
党员干部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
更实的作风、更好的效能干事创业，奋
力书写嘉鱼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面对“不愿干”怎么办

念好“紧箍咒”，用好“金箍棒”

在嘉鱼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
室，记者看到一份作风效能建设年领导
小组办公室向全县印发的新一期明察
暗访情况通报，时间是4月15日。

明察暗访情况通报主要内容是：对

督查发现的落实值班纪律不严、会议迟
到、顶会替会旷会、上班吃零食、脱岗吃
早餐等现象，点名道姓通报，不遮不掩。

就在今年初，嘉鱼县委县政府办公
楼前突然架起摄像机，将镜头对准了大
楼里上下班的干部，严查迟到早退现
象。

为什么要架起摄像机？原因很简
单，口说无凭，截图为证。

“明察暗访全覆盖，不留空白、不搞
区别对待。”嘉鱼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

监督室负责人黄加说，对工作纪律、会
议纪律等开展督查通报，就是要给党员
干部戴上“紧箍咒”，督促大家在其位谋
其政，任其职尽其责。

刚开始，有的干部以为是“光打雷
不下雨”，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

嘉鱼县委来真的、来硬的。半年
来，该县已开展作风问题明察暗访20
余次，印发通报 8期，曝光典型问题
156个，追责问责41人。

“杜绝慵懒散，提振精气神。”县

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王秀群介绍，
作风效能建设年活动落脚于党员干部
效能提升，通过对服务不到位、进取不
积极、工作不落实、担当不主动等“新
衙门作风”进行追责问责，着力祛除作
风积弊，推动实现全县党风政风大转
变。

以实绩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
今年5月，该县在专题调研的基础

上，建立了100人左右的“三新”干部
库，评定了15个“三新”班子。 5名长
期在乡镇一线埋头干事、表现优秀的干
部交流到县直单位工作，让想干事、干
成事的干部得掌声、得舞台，激发干部

“愿为”的动力。
（下转第五版）

嘉鱼：作风效能再上新台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先龙 姜明助 谭昌强 特约记者 江开群 通讯员 熊俊祥 周娴静

大界有大爱
——记通城县大界村第一书记黎逢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何伟 通讯员 童明金 葛七甫

他很贫穷。父母早逝，独自抚养患
脑瘫的女儿十七年如一日，家里没有一
件像样的家具，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衣
服，因付不起工资，半年时间不得不换
了8个保姆；

他很富有。驻村一年多时间，先后
引进资金800多万元，创办4个集体企
业，建起7个种养基地，新建15处人居
环境整治工程，让贫困村出列、174户
贫困户脱贫。

他，就是通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北港镇大界村第一书记黎逢林。
2018年3月，时任通城县质量技

术监督局副局长的他，被选派为村第一
书记、驻村工作组组长，一年多时间，他
将心血和汗水洒遍了大界的山山水水。

困难群众的服务员

北港镇大界村是一个省级口子村，
也是全县42个重点贫困村之一，全村
有 3864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0 户
667人。

在黎逢林的民情笔记本上，密密麻
麻记满了贫困户信息。他的电话号码
在大界村家喻户晓，一有事情，他第一
个赶到。

去年5月，一场倾盆大雨，灌满了
大界村的沟沟壑壑。

4组贫困户胡香梅家地势低洼，眼
看房子就要进水，胡香梅想起驻村的黎
书记留下的电话号码，试着拨了过去。

接到求救电话，黎逢林开车赶来，
拿起锄头冒雨开挖沟渠，把倒灌的洪水

引开。
“要不是黎书记，后果不堪设想。”

谈到那天的险情，胡香梅心有余悸。事
后，黎逢林又筹措3500元，购买排水管
道，请来人工和挖机帮助她家新挖一条
排水管道。

11组贫困户卢华会的妻子是一名
重度肢体残疾人，女儿是精神病患者，
一家收入全靠在外打工的儿子，生活捉
襟见肘。

去年，村里安排卢华会从事村级道
路保洁员，一年8000元工资，空闲时到
村里七彩椒基地打零工，一天150元工
资，一年收入过2万元。这些收入卢华
会以前想都没有想过。

大界村村民卢德明12岁时父亲因
车祸去世，次年母亲也改嫁，卢德明与
年过七旬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
员郑红霞报道：7月18日，我市
召开新闻发布会 ，市纪委监委
新闻发言人就2019年1至6月
份全市纪检监察工作情况进行
了通报。发布会上还通报了市
纪委监委查结的四起典型案例。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中
央纪委和省委、省纪委及市委关
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精神新部
署新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积极维护咸宁良好政治生
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为咸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
强的纪律保障。

持续推动管党治党。2019
年1月至6月，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廉政审核251人（次），协
助市委对3家单位开展专题约
谈。组织通山县委等4家党组
织负责人在市纪委全会上述责
述廉。查处落实“两个责任”不
力问题61个，问责77人。

持续查纠“四风”。全市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66起，处理88人，其中党纪政
务处分68人。先后推出栏目
问政4期、《问政内参》3期，持
续跟踪曝光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查处相关问题62个，

处理94人。
持续从严惩贪治腐。全市

共立案747件，结案623件，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602人。查处
县处级干部13人，乡科级干部
91人；依法留置33人，查处职
务违法犯罪行为69人，其他违
法犯罪行为323人。综合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
1203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第
二种形态教育处理1104人次，
占比91.7%。

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
作风问题。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共接受群众举报425件，同比下
降47.85％。组织扶贫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检查6次，发现各
类问题线索291条；印发典型案
例通报 5期，涉及案例 20个。
发现人防系统腐败问题线索48
条，立案5件，追缴人防工程易
地建设费8613.57万元。受理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线索84条，立案37件，处理27
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人，对
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12
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采取留
置措施。

发布会上，还通报了市纪委
监委查结的胡斌等四起典型案
例。

市纪委监委发布上半年反腐成绩单
全市共立案747件，党纪政务处分602人

本报讯 通讯员郭子飞报
道：7月1日至7日，全省少年羽
毛球锦标赛在仙桃市举行，我市
少年羽毛球队首次获得九岁以
下组男团冠军，选手冷泽洋勇夺
九岁及以下组个人第一名。

此次比赛由湖北省体育局
举办，参赛年龄为13岁及以下
组别队员，吸引了全省各市州、

各专业体校选拔的20余支队伍
参加比赛。

我市少年羽毛球项目起步
晚，但通过教练、队员的共同努
力，进步明显。11岁组的程子
安、刘瑜州获得男双亚军，另有
22人次进入了前八名。这些成
绩标志着我市少儿羽毛球项目
在湖北省内已有一席之地。

我市少年羽毛球队

首获省锦标赛男团冠军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7月18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
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分析上半年全市经济形
势，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措施，强调全市要科
学准确研判经济形势，奋力攻坚，确保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会议认为，要科学准确研判形势。上半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众
志成城，攻坚克难，奋发有为，圆满实现了“时
间过半、任务过半”任务。全市经济“稳”的基
础更加牢固，“优”的效果明显显现，民生福祉
进一步改善，“三大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效。下
半年，要认真贯彻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会
议精神，总结经验，精准发力，全面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紧盯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市
经济仍存在不少问题，“稳”的难度在加大。国
际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我市部分经济指标没有达到预先要求，发
展后劲不足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财政收支矛
盾仍然突出。要把问题分析准、分析透、分析
深，突出目标导向，精准发力，靶向施力，全力
做好下半年工作。

会议要求，要奋力攻坚，确保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要把目标作为指挥棒，一切围绕目标
干，围绕目标看，围绕目标考。要确保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努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合力打
好“三大攻坚战”，加大改革开放，释放市场红
利，不断增强民生福祉。进一步转变工作作
风，扛起发展重任。

会议传达了全省安全生产有关会议精神，
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做好
下半年安全生产工作。要抓牢目标。我市安
全生产工作近年一直居全省前列，必须紧紧抓
牢位居全省前列这一目标不放松。要守住底
线。安全生产是天大的事，要营造良好的安全
环境，确保国庆70周年和军运会安全稳定。
要守住防止较大事故发生这一底线，杜绝重特
大安全事故。要全面压实责任，建立严密的责
任体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市场
主体责任，强化考评考核。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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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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