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
健、通讯员聂爱阳报道：13日，赤壁市
与本特·达尔格伦集团公司举行签约仪
式，将借助“哈马碧”全球生态城领先经
验，打造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本特·达尔格伦集团成立于 1952
年，以全球领先的城市建设专利技术和
先进的城市运营经验享誉世界，该集团
参与建设的哈马碧生态城，以生态环

保、高效循环、低能耗著称，是全世界可
持续发展城市的典范。据悉，该集团将
以哈马碧生态城的技术和经验为基础，
结合瑞典先进的理念和科技，与赤壁市
政府共同努力，高效率打造赤壁市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持续引领世界
城市的创新发展。

在具体协议中，受赤壁市政府委
托，由本特·达尔格伦集团负责规划、招

商、运营与管理的赤壁市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示范区，位于赤壁镇和黄盖湖镇
境内，规划面积约41平方公里，围绕

“绿色低碳、创新发展、智能运营”理念，
通过发展旅游与休闲、文化与创意等产
业，将示范区打造成“现代产业聚集、城
镇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产业新
区，使之成为赤壁市绿色发展先行区、
经济社会发展新空间。

据悉，本特集团此次与赤壁市签订
合作协议，为发展生态新城带来了大好
机遇，该市将以更大的决心、更好的政
策、更优的服务，与本特集团一同谋划，
紧密合作，高效推动项目落地落实，将
国际生态城和国际文旅城等项目打造
成中国的“哈马碧新城”，更好地满足赤
壁乃至湖北中部地区群众对高品质生
活的向往。

借助“哈马碧”全球生态城领先经验

赤壁打造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2版
2019年11月22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张敏

电话：0715－8128770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服务热线： 56869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通城马港循环经济产业园

昔日破损路 今朝变坦途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龙从

清报道：18日，记者来到通城县马港
循环经济产业园，只见沥青路面宽畅
平整，车辆运输繁忙。

“多年破损的道路，10天时间就
畅通平整了。”红星纸业总经理皮昊
亲眼见证了园区道路发生的变化。

马港循环经济产业园创建于
2002年8月，紧邻106国道，现有入
园企业1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8家。

园区道路修建至今已有十多年，改
造前路面破损、坑洼不平，晴天灰尘弥

漫，雨天泥泞不堪，影响到企业生产运
输、过往车辆出行及周边村民的生活。

今年9月以来，通城结合推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走深走
实，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深入
了解全县营商环境中的难点堵点问
题，列出问题清单，进行全面整改。

马港循环经济产业园道路不畅，
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被列为交办清单
之一，责任单位马港镇政府迅速行
动，联系交通、住建等部门，协调开展
道路改造升级工作。

10月19日，马港循环经济产业
园道路改造工程启动施工。10月29
日，一条长350米，宽约7米的沥青路
建成通车，13盏路灯安装到位，园区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相关部门全力支持配合，工人、
机械加班加点，路基、路面建设、后期
养护耗时10天完成。”马港镇副镇长

李刚说。
“村民多年来对这条路反映强

烈，今天终于修缮了，大家很满意。”
何婆桥村党支部书记郑菊花说。

截至目前，全县优化营商环境整
改到位问题有29条，正在整改并长期
坚持的问题有32条，企业主及群众满
意度提升。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能朗、通讯
员谭崇飞、阮文杰报道：“主题教育收
集到的问题和建议要及时解决和落
实，只有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果取信
于民，才能赢得百姓依赖。”连日来，
通山县委书记石玉华深入到乡镇、工
业园区党员群众代表家中听取和收
集大家对县委、县政府在抓主题教育
群众反映的意见和建议整改落实情
况的评价时说。

据悉，针对少数单位和部分党员
干部在第二批主题教育即将结束，出
现“过了坎、歇口气”的松懈情绪，县

“四大家”领导把整改问题的“第一鞭
子”抽在自己身上，针对主题教育查

找出来的问题，订出整改时限表，实
行倒销号。该县把服务行业和职能
部门作为整改重点，坚决杜绝“索拿
卡要”、办事“两头跑”等现象发生。
同时，抽调百名正科级干部组成“解
困大走访”工作组，结合群众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一个个地解决。

针对各景区软环境建设未达到
优质水平问题，县委主要负责人分
别带领县直机关相关部门负责人到
各景区亲身体验服务质量，对游客
提出的住宿价格、饮食卫生、文明用
语等问题面对面地解决，并指定县
市场监管、卫生、物价、旅游等部门
制订整改措施，当场给游客一个满意

的答复。
贫困群众脱贫了，如何保障脱贫

户不返贫？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
《巩固稳定精准扶贫工作成果的指导
意见》，明确“五不”责任制，积极推行

“一企带一村”“一基地带一群”“一业
带一人”扶贫模式，确保全县34个贫
困村，8.3 万名群众不返贫。

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精神文
明生活的要求也变高。县委宣传部
组织民政、文化等部门将全县136个
农村宗祠改建成文化礼堂，将民间演
唱团组织起来培训，成立歌舞队、腰
鼓队、山歌会360多个，带动群众开
展文娱活动；同时，为村（居）配齐篮

球架、乒乓球台、双杠等文体器材，让
群众开展文体活动有场地、有器材。

偏僻村湾的群众饮水难，通山县
水利局成立了“人饮解渴”小分队，专
门负责全县187个村的人饮改造工
程，已计划打水井32口，每口水井配
一台潜水泵，砌拦水堰48处，新建人
饮巩固工程103处，解决5个乡镇95
个村人饮困难，将惠及5.48万人。

截至目前，该县12个乡镇、69个
县直机关和局级单位，先后帮助群众
解决生产生活困难3570余件，共查
找出各类问题620多个，针对这些问
题采取“三个一批”的措施迅速抓好
整改到位。

订出时间表 杜绝“打白条” 实行倒销号

通山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红灯停、绿灯行”，本是最基本的
交通规则。可是，近日记者走访中心城
区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行人乱穿马路、
闯红灯和跨越隔离护栏等出行陋习，几
乎每天都在上演。这些出行陋习，不仅
会扰乱交通秩序，而且会给自己和他人
带来安全隐患。基于此，自今年 10 月
开始，市交警部门出台行人不文明交通
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如行人违反交通
信号规定通行闯红灯的，处警告或罚款
10元等，显然具有警示教育意义。

不可否认，行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
行为，已经在一些市民身上根深蒂固，
甚至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惯。目前，由
行人闯红灯引发的交通事故呈上升趋
势，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可见，治理行人闯红灯，从小处讲，
是营造文明和谐的交通环境，从大处
讲，是制止行人违法，是对生命的敬畏
和尊重。特别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将

“严厉禁止行人闯红灯”等纳入了规范
范围，使治理行人闯红灯有法可依。

可见，处罚行人闯红灯，是惩戒更
是警示。事实上，行人在闯红灯之前，
是应当预见到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结
果的，但依然放任了自己的行为，危害
了不特定人群的生命安全。因此，对于
行人闯红灯，即便是没有引发交通事
故，也要对行人实施行政处罚，情节轻
微者，给予经济处罚，情节较重者，实施
行政拘留；对于行人因闯红灯被机动车
撞了，无论后果如何，均由行人承担全
部责任；对于行人因闯红灯，而引发的

撞死撞伤他人的重大交通事故，应当追
究行人的刑事责任。特别是，交警部门
可以在城区主要路口安装“闯红灯抓拍
神器”，自动捕捉行人或非机动车闯红
灯信息，将违法者曝光到大屏上，起到
警示教育作用。

处罚行人闯红灯，这个可以有
○ 张西流

天气预报：22～23日受偏南气流影响，天气晴好，气温逐步回升；24日受南支波动和冷空气南下影响，有弱降水。22日：晴天，偏北风1～2级，8～21℃;23日：晴天，偏北风1～2级，9～24℃;24日：多云转小雨，偏北风3～4级，12～21℃。今天相对湿度：40～80%

14日，市委统战部联合市人民医院、民革赤壁支部在黄盖湖镇开展
送医送药惠民活动，为近200余名前来问诊的群众细心检查，耐心解答
各类咨询，并赠与药品。 通讯员 聂爱阳 摄

戏曲进校园
20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进校

园活动在咸安区宝塔中学举行，市京
剧社、市老年大学京剧班送来《红灯
记》选段、《贵妃醉酒》《沙家浜》等演
出。600 余名师生近距离感受到国粹
的艺术熏陶，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
豪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摄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报道：
21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闫
英姿率队调研督办我市城市公
共区域无障碍设施，要求加大建
设力度，加强维护管理，为我市
创文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闫英姿一行实地查看了浮
山中小学、银泰百货、市第一人
民医院、市中心客运站、中石化
贺泉加油站、东外环杨下棚户区
改造项目、宏富酒店等场所无障
碍设施建设管理情况，并就存在
问题进行协调督办。

闫英姿指出，无障碍设施建
设既方便市民参与社会生活，也
有助于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
形象，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要站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的高度，推进城区无障碍设施建
设管理。

闫英姿要求，要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加快对
现有无障碍设施改造，加大建设
力度，加强维护管理，充分发挥
使用效益。要对照文明城市创
建要求，严格按照无障碍设施建
设标准，从细节着手，不断扩大
无障碍设施建设覆盖面，在贴近
市民、方便市民上寻求突破。要
结合主题教育开展，全面推进无
障碍设施缺失问题整改，加大督
办力度，加快工作节奏，按照建
设进度安排，推进此项工作再上
新台阶。

咸安区、咸宁高新区及市直
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调研。

市领导调研督办无障碍设施建设时要求

加大建设力度加强维护管理

本报讯 记者陈志茹、通讯
员刘旭报道：20日，记者从我市
举办的第五届职业技能大赛暨

“咸宁工匠 ”选拔赛获悉，本届
大赛新增了工业机器人应用竞
赛项目，目前已有40名选手踊
跃报名参赛。

参赛对象为鄂东南暨鄂湘
赣小三角地区（九江、岳阳、黄
石、黄冈、鄂州等地）从事工业机
器人及工作站自动化生产系统
的现场安装、编程、操作与控制、
调试与维护的企业员工和职业
院校学生，共有40名选手（咸宁

市13人，外省九江，岳阳市共
27人），年纪最大为 46岁，最
小18岁。

据悉，本次大赛的全称是
2019年鄂东南暨鄂湘赣小三角
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职业技能
竞赛暨“咸宁工匠”选拔赛，是
2019年“湖北工匠杯”技能大赛
的系列赛事，为省级一类竞赛，
旨在引导广大青年职工培育工
匠精神，提高职业技能，争创一
流业绩，在全面落实新时代湖北
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中发挥生
力军、突击队作用。

我市职业技能大赛新增工业机器人赛场

40名鄂湘赣“达人”展风采

本报讯 记者王恬、见习记
者王苒宇报道：21日，我市召开
淦河综合治理协商民主座谈会。
副市长吴刚参加座谈会。

会上，市住建局通报了淦河
当前综合治理的相关情况，参会
的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无党
派代表人士分析了淦河综合治
理相关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对策
性意见建议。

吴刚指出，近年来，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淦河综合治理工
作，各有关单位开展了一系列专
项整治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但淦河综合治理工作仍然任重
道远。与会代表们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有关单位要认真消化吸
收和梳理总结，形成问题清单，
逐一整改落实。要立行立改，以
更高要求和标准限时进行整改，
并及时开展“回头看”工作，切实
保障整改工作收到实效。

吴刚要求，市、区、镇、村四
级河长和各有关单位，要坚决扛
起淦河综合治理和保护的政治
责任，主动担当，切实加强规划
管控、污染管控、漂浮物打捞等
工作。要坚定信心与决心，坚持
综合施策、全域治理，广泛动员
群众共同参与治理，真正把淦河
污染治理、日常管护、生态建设、
防洪排涝等工作做好。

全市淦河综合治理协商民主座谈会要求

形成问题清单逐一整改落实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讯
员钱莉报道：15日，记者在咸安
区桂花路社区添地缘小区看到，
工人们正在进行下水道疏通，修
建好的下水道也铺上了新水泥。

添地缘小区位于温泉办事
处邮电路69号。因资金问题，接
管小区的物业公司无法对小区进
行正常管理。

“这里都是落叶成堆，下水
道损坏严重，污水四溢。”社区网
格员刘湘宁说，了解这一情况
后，温泉办事处筹资8万元，对

小区路面、排水系统、环境、绿化
等硬件进行全面提升。

本月初，小区改造项目启
动，私占绿化带种菜的居民，自
觉让出了绿地，大家自发走出家
门，拿起工具修剪绿化带，清理
藤蔓，十几天的时间，小区面貌
就实现了大转变。

“我们还将继续探索基层社
会治理新路径，建立长效机制，
让小区物业‘活’起来，进一步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桂
花路社区书记吴晓丽说。

咸安区桂花路社区

整治环境提升居民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