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山水厂惠民生
19日，咸安区汀泗桥镇花纹水厂，

技术员在对设备进行调试。
据了解，由于地处偏远山区，一直

以来，这里的星星、大坪、垅下三个行政
村群众存在生活饮水难题。为让群众
吃上安全放心水，汀泗桥镇投入资金
1800万元，从鸣水泉水库引水建设花纹
水厂，本月底可投入使用。届时，将彻
底解决当地1万多名群众的饮水难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孟巨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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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南咸宁，128公里长江黄金水道
穿境而过。

山水林田湖在咸宁构成了完整而
鲜活的生命系统，成为长江重要的水源
涵养地和中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我
市给长江许下一个绿色承诺：高质量建
设沿江生态文明示范带。

生态修复不含糊

20日，记者来到嘉鱼四邑公堤潘
家湾段，在这里，十里堤防绿色生态长
廊建成。沿江而行，红叶碧桃成片，樱
花树苗生机盎然，池杉、意杨筑起固堤
防浪绿色长城。江风拂面，绿意盎然。

嘉鱼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些都是今年春新栽的树木。

据了解，省里下达嘉鱼县长江沿岸
3年(2018年-2020年)造林计划是完
成人工造林4.09万亩。预计到今年秋
季，该县将提前一年完成造林面积，建
成百里长江绿色廊道。

位于鱼岳镇与新街镇交界处的马
鞍山，距离长江不到1公里。

由于此前长期无序开采，山体岩体
大面积裸露，砂石无序堆放，生态环境
遭到严重破坏。

今年4月，嘉鱼携手中国节能环保
集团，启动马鞍山生态修复工程。

如今新建成的马鞍山生态游园，满
目苍翠，美景如画。登上凉亭，江风阵
阵，顿感神清气爽。

该项目是嘉鱼县生态修复和岸线
保护一体化系统工程的五个项目之一，
总投资1.5亿元。

目前，马鞍山东端荒地综合整治已
初步完成，生态停车场、水景池、凉亭等
设施一应俱全。后期项目，正按计划推
进。

我市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
在压倒性位置，加快建设一条岸上看
江、江上看岸的美丽绿色生态廊道。

20日，烈日炎炎。在赤壁市蔡家
墩堤段，该市组织相关部门和乡镇干
部，正在联合拆除长江赤壁段沿线管理
范围内的违建房屋。

截至目前，赤壁已投入资金9千万
元，拆违工作进展顺利。与此同时，堤
身修复工作也在同步开展，对拆违后的
堤身修建一、二级平台，目前土方施工

已完成10万多方，并计划于10月下旬
全部完成平台修复和堤坡复绿工作。
按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将一次性异地安
置所有拆迁户。

拆违行动完成后，可恢复长江岸线
15万平方米，岸线植被复绿近50公顷。

环境保护不松手

今年初，省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
战役指挥部对我市 15 个专项战役
2018年度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考核评
估，我市综合评分位于全省前列。

其中，农业面源污染整治、长江干
线非法码头专项整治、长江沿岸造林绿
化、企业非法排污整治、长江入河排污
口整改提升、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等6个
专项战役获得了“优秀”评价。

咸宁多水，斧头湖、西凉湖是我省
第四、第五大湖泊。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咸宁“两
湖”水域开始围网养鱼，面积最多达
17.09万亩，水质变差、水草减少。

2016年7月，咸宁市打响拆围发

令枪，2017年底全市所有湖库围网全
部拆除，水产大市咸宁终结了30年的
围网养殖史。自然湖库回归人放天养，
一湖清水流向长江，湖面重现潋滟风
光，百鸟翔集。人们发现，斧头湖面，久
违的白天鹅等珍稀鸟类又回来了。

陆水河发源于幕阜山脉，是长江一
级支流和赤壁的母亲河。

以前，陆水河赤壁城区段有9家非
法洗砂场、4家非法堆砂场、6家非法皮
带运输机砂码头。赤马港办事处陆逊
湖村的陆水河畔，曾建起陆水河流域最
大的一处洗砂场，占据二三十亩滩涂。
一些因无法办理河道合法采砂手续的
老板看到河砂价格上涨，就在河滩上建
成洗砂场，从采石场买来尾矿石、废渣
石料，清洗后用机器碾碎制成机制砂，
再装船运走贩卖。砂石堆在河滩上，严
重影响行洪安全。清洗砂石留下的泥沙
直排河中，污染水体并最终流入长江。

去年5月1日开始，赤壁掀起打击
“三非”（非法采砂、非法洗砂、非法侵占
水域岸线）“百日攻坚战”专项治理行
动，上述19家非法场地均被拆除。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从农业到工业，从长江岸线到支流，从
湖库河流水体到田林山场，从项目到制
度，我市正密织长江大保护立体保护
网。 （下转第六版）

高质量建设沿江生态文明示范带

咸宁：给长江一个绿色承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哲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20日，市政府
常务会原则通过《关于推进全市重点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该方案对标国家和
省产业发展战略，结合咸宁实际，明确了全市
六大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目标、发
展方向、重点布局、重点企业，制定了实施措
施。

该方案以统筹推进现代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全域旅游发展为主线，聚焦基础好、条
件优、潜力大的六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全市
产业发展的战略新支撑和新增长极，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引领产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到2022年，重点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达到2500亿元左右。

这六大重点产业为：
——新能源与新材料。坚持新能源的大

规模利用和分散利用相结合，坚持新能源的
高效生产和装备开发相结合，提高新能源保
障程度和利用水平。重点发展新型功能材
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等。到2022年，主营业务
收入达到300亿元。

——电子信息。围绕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重点产业链，着力夯实电子信息产业基
础，规模化发展物联网相关硬件、基础电子、光
电，创新研发集成电路、数字通信等。到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亿元以上。

——汽车及零部件。发挥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优势，引领汽车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发
展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等。到2022年，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亿元。

——医药健康。依托咸宁高新区、咸安、
通城等生物产业基地，重点突破一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做大做强一批龙头
企业和重点产品，到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到300亿元以上。大力推进康养产业发展，到
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亿元以上。

——智能制造。滚动实施“万企万亿技
改工程”，推动咸宁制造向高端提升，发挥装备
制造的技术和产业优势，重点布局光电、智能
机电、机器人、智能装备、应急装备等领域，建
成省内先进的智能制造产业中心。到2022
年，力争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亿元以上。

——集成电路。依托武汉国家存储器基
地，重点发展光通信芯片，努力形成芯片制造
为核心、封装测试与材料为配套的较为完整
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到2022年，力争主营业
务收入达到10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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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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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阮泽华报道：8月22
日，市政协党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先学先改专题学习，市政
协党组书记、主席曾国平主持并讲话。

全体人员学习了《习近平关于“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专题摘
编》、《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汇编》

部分章节内容。
曾国平指出，人民政协事业是党的

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初心使命就是
人民政协的初心使命。要把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
使命，寓于政协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
坚持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积
极履职尽责。

曾国平要求，要突出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

线，筑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
基石，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原原本本
学、集中研讨学、创新形式学；要聚焦问
题导向，真正做到立查立改、即知即改；
通过调研视察、委员提案、反映社情民
意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开展民主监
督，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
群众。

曾国平强调，要聚焦全市中心任

务，围绕团结民主两大主题，把协商
民主贯穿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全过程；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
层制度化发展；要以主题教育为契
机，引导各级政协委员深度参与，精
准发力，做“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

“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模范。
市政协副主席郑凌、周辉庭 、尤

晋，秘书长游强进参加学习。

市政协党组

开展先学先改专题学习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
蔡祖峰、魏张欣报道：8 月 19
日，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出通知，
公布了全市 2015—2018 年旅
游厕所建设项目验收评定结果，
169座旅游厕所被评为A级厕
所，其中AAA级15座、AA级
56座、A级98座。

自2015年实施“厕所革命”
以来，我市抢抓机遇，通过政策
引导、资金补助、标准规范，完成
了一大批旅游厕所新建和改扩
建任务，达到了“数量充足、分布
合理，管理有效、服务到位，环保
卫生、如厕文明”的要求，“厕所
革命”作为一项旅游基础工程、

文明工程、民生工程，受到广大
游客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

我市主要做法是，以旅游交
通节点、旅游集散中心、乡村旅
游点为重点，推进旅游厕所合理
布局，抓好A级景区旅游厕所
达标建设，有效缓解如厕难问
题；完善母婴室、残疾人厕所，引
入地域文化元素，加大文明旅游
宣传，打造文明服务的窗口；推
进旅游厕所百度地图标注，游客
通过手机搜索“公共厕所”即可
实现定位导航，实现智能便民；
健全厕所管理长效机制，既要建
设，又要管理，更好发挥服务作
用。

我市开展旅游厕所验收评定

15座旅游厕所获AAA级

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

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 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详见第六版

本报讯 记者陈志茹报
道：8月19日，省农业农村厅公
布2019年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
点公示名单，共240个单位入
围，我市17个单位榜上有名。

这17个单位分别是：咸宁
宝丰农业观光园、咸安区白水畈
萝卜产业示范园、嘉鱼县富德蔬
果乐园、嘉鱼县田野集团环村旅
游景区、嘉鱼县联乐农庄、赤壁

市嘉树生态休闲农庄、赤壁市小
罗湖田园综合体、通城县沉锣湾
四季花海、通城牌合玉立农业观
光园、通城县药姑山生态度假
村、通山县大畈枇杷观光采摘园、
通山县果匠小镇、通山县板桥生
态观光采摘园、通山县样样果业
观光采摘区、崇阳县古堰湾生态
农业园、崇阳县森旺生态园、崇
阳县维地生态农业产业园。

全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公示

我市17个单位榜上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