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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民生问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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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28
日晚，我市举行 2019 咸宁问政，
聚焦民生问担当。市委书记丁小
强现场观摩。
现场播放的《通山：令人担忧
的“校车”安全》
《崇阳：屡纠屡犯
的非法采石制砂》
《赤壁：扰人的
“马路市场”
》
《嘉鱼：形同虚设的
采购“禁令”
》
《咸安：
“ 涛声依旧”
的城区砂石料场》
《通城：缺失的
招投标监管》6 个暗访短片，反映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28 日上
午，市委书记丁小强赴嘉鱼县调研。他
强调，要加快推进重点民生项目建设，努
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武深高速法泗互通连接线一级公路
是武深高速嘉鱼北段项目附属工程，起
于嘉鱼县潘家湾镇螺丝桥，止于该镇毛
岸村，接 S102 武赤线，路线全长 3.535
公里，总投资 10438 万元，计划 2019 年
12 月底完工。丁小强详细听取了项目
建设施工进展情况汇报，对项目的进展
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法泗互通连接
线是嘉鱼北部区域的一条重要通道，项

目对改善当地出行条件、完善嘉鱼县路
网布局、发挥路网整体效益、促进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嘉
鱼县要抢抓机遇，谋划好沿路的产业发
展，加快推进现有产业的提档升级，积极
引进新兴产业，努力将沿线打造成嘉鱼
县高质量发展的桥头堡；要结合人居环
境整治要求，做好公路沿线绿化美化工
作，全面改善公路沿线景观，将其打造成
为展示咸宁形象的风景带、景观带。
丁小强实地调研了长江引水潘家
湾取水泵站迁改工程。该工程名列
2016 年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

问题整改清单，事关城市供水安全、事
关民生大计。丁小强察看施工现场，听
取有关方面汇报。他强调，饮水安全事
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要高度重视，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全市群众早日
喝上更优质的水、喝上更安全的水。
丁小强还慰问了嘉鱼长江公路大桥
项目一线建设者，感谢他们为大桥顺利
通车所作的努力；希望各方爱护好、管护
好和使用好大桥，使其发挥出更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丁小强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加快推进重点民生项目

建设，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进一步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
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要指示
精神，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突出位
置，用好长江大保护“辩证法”，利用绿
色养殖、
“ 谁排污谁治理”等综合措施，
确保我市长江岸线所有排口全部达标
排放。要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全面
做好优质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建设工
作，推动咸宁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主席曾国平、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镇方松、副市长吴刚参加调研。

全市 2020 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要求

确保圆满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11月28日，
全市2020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召
开。会议宣读了市委书记丁小强致各县
（市、区）党委书记的信，要求各级党委提
高政治站位，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圆满完
成重点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丁小强在信中指出，党报党刊肩负
着为加强党的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思
想保证和舆论支持的重要任务。学好、
用好党报党刊，
对于增强全市上下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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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具有重要意义。

丁小强在信中强调，做好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
门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从牢牢
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高度，
充分认
识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特殊重要
性。各县市区党委书记要亲自部署，
狠抓
落实、加强督导，确保圆满完成《人民日
报》、
《求是》杂志、
《湖北日报》和《咸宁日

报》等重点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和市委要求，保持党报党刊发
行数量稳定。要积极拓展党报党刊的传
播空间，加强对党报党刊的宣传推广，扩
大党报党刊的传播覆盖，加强对党报党
刊的阅读使用和管理。

我市告别没有长江大桥的历史

嘉鱼长江公路大桥昨日通车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姜明助、谭
昌强报道：11 月 28 日上午 10 点 18 分，
随着闸道杆开启，仙桃市民左征辉驾
驶着车牌号为鄂 MM2629 的小客车缓
缓驶过嘉鱼长江公路大桥。这标志着
经过三年多的施工建设，嘉鱼长江公
路大桥正式通车，咸宁从此告别没有
长江大桥的历史。
“很激动。我们期盼了几十年。”
左征辉表示，母亲是嘉鱼人，多年来他
们走亲访友要么绕道武汉，要么乘坐
渡船。
“ 嘉鱼长江大桥的通车，拉近了
长江两岸距离，
增进了亲情友情。
”
嘉鱼长江公路大桥，位于长江中

游嘉鱼至燕窝河段，南岸为嘉鱼县新
街镇，北岸为洪湖市燕窝镇。大桥长
4.66 公里，按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
设，设计时速 100 公里每小时，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动工，是目前世界最大跨
径非对称混合梁斜拉桥。
翻开地图，湖北 8 个沿江地市中，
唯独拥有 128 公里长江岸线的咸宁没
有长江大桥。嘉鱼长江公路大桥的顺
利通车，圆了 300 万咸宁人民的“大桥
梦”，咸宁与荆州“南北两岸融一体,天
堑从此变通途”
的梦想成为现实。
“以前回洪湖老家需要近 3 个小
时，现在 5 分钟就能过桥，太方便了！”

在嘉鱼县新街镇工作的洪湖籍干部马
映兴奋地说。
“大桥的通车，不仅完善了武汉城
市圈外环线高速网，而且彻底结束了
咸宁、荆州依靠轮渡或绕道岳阳、武汉
过江的历史。”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金山
介绍，嘉鱼长江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
对缓解沪渝和京港澳高速公路交通压
力 ，加 强 武 汉 市 和 天（门）仙（桃）潜
（江）城镇密集区联系，促进咸宁、岳
阳、九江城市群抱团发展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建一座大桥，带动一方发展。因
看中当地综合交通通达性，去年湖北

丰太集团与嘉鱼县政府签约，斥巨资
打造三湖连江旅游综合体，争创国家
5A 景区。
今年 7 月，
浙江蓝城集团、
湖北中润
康旅控股与嘉鱼签约, 计划总投资约
60 亿元，在嘉鱼建设诗经文旅小镇，为
嘉鱼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大投入带来大变化，大交通带动
大发展。”嘉鱼县委书记胡春雷表示，
嘉鱼将充分发挥“一大桥两高速”交通
优势，围绕“建设湖北经济强县，打造
临港生态新城”目标，奋力谱写嘉鱼高
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相关报道见四、五版）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26 日，市
委书记丁小强深入温泉城区双鹤桥路
段，实地查看电动车上路通行情况，专题
调研城区电动车管理工作。
丁小强指出，今年来，全市公安交警
部门站在服务民生、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的高度，强管理、压事故、保畅通，道路交
通亡人事故有所下降。但从路面观察和
调研情况看，电动车量大面广，个别燃油
摩托车没有上牌，超过一半的电动车没
有上牌，电动三轮车载货载人较为突出，
不合标准的电动汽车上路等等，都对市
民出行安全带来了隐患。要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底线思维，
筑牢安全防线，把加强电动车管理、加强
路面交通安全管理当成民生大事抓好抓
实。
丁小强强调，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
力度，让市民能自觉遵守电动车安全出
行交通法规。要执行好相关法律规定，
结合本市实际加强地方立法，做到群众
行为有指导，部门管理有依据，路面执法
有效果，推动电动车出行趋于规范化，该
上牌的上牌，不该上路的不上路，不该载
人载货的不载。要适时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制定可行的专项整治方案，加大路面
交通安全劝导力度密度，加大对问题车、
超标车、隐患车的查处，让违规骑行电动
车回归到正规轨道，为电动车再上一道
安全“保险”，进一步压降亡人交通事故
数。要加强电动车综合治理工作，公安
等相关部门要按照“源头监管、合标上
牌、超标淘汰、创新手段、完善设施”的思
路，加强电动车治理，既要满足民生所
需、正面引导规范上路，也要依规依策严
管、确保通行安全有序。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肖天树参加
调研。

丁小强调研电动车管理工作时强调

加快推进重点民生项目建设
努力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特邀点评专家、市委党校教
授艾国松点评时指出，抓问责、督
履职，一刻也不能放松。千招万
招 ，不 抓 落 实 就 是 虚 招 ；千 条 万
条，不去落实就是白条。问政就
是要破除中梗阻，强化责任意识
勇担当。
部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企业代表及来自各县市区
的 66 名评议代表，现场对测评问
政部门进行评分。

强化综合治理 筑牢安全底线

丁小强赴嘉鱼县调研时强调

少数单位和党员干部存在表态
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和漠
视、侵害群众利益等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的问题。
通山县、崇阳县、赤壁县、嘉
鱼县、咸安区、通城县等短片涉及
的地方和部门负责人在台上接受
问询。他们诚恳表态，对问题照
单全收，立即整改，迅速将整改结
果向社会公布，同时举一反三，进
一步落实责任。

碧桂园咸宁温泉
旅游城项目落户咸安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
员吴丰、荷花报道：11 月 28
日，碧桂园咸宁温泉旅游城项
目签约仪式在广东佛山碧桂
园总部举行。碧桂园集团党
委书记、总裁莫斌，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远鹤，碧桂园集团
湖北区域总裁吴迪，市委常
委、咸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杨
良锋等见证签约。
在国家加快生态文明、新
型城镇化和美丽中国建设的
大背景下，碧桂园集团按照市
委市政府“打造中国中部绿
心、建设国际生态城市的战略
定位，对咸宁市投资市场、环
境进行了多轮考察、调查，秉
承公园城市建造理念，以龙潭
河为载体，植入桂月文化，在

温泉森林养生度假区建设碧
桂园咸宁温泉旅游城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建设
内容包括核心商业街水街、龙
潭河公园及市政配套设施、高
品质居住社区等。
“咸宁生态环境优美、空
气清新，是建设康养、旅游产
业的首选区域。”碧桂园集团
党 委 书 记 、总 裁 莫 斌 称 赞
道。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联动
潜山国家森林公园、五大温
泉旅游度假区、园博园、星星
竹海、太乙洞等周边旅游景
点，融入咸宁文化特色，成为
辐射华中、面向武汉、服务本
地的咸宁旅游度假名片以及
游客、市民康养、旅游、休闲
目的地。

在湖北文化和旅游北京招商推介会上

我市签约 91 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何为刚、
李丽报道：27 日，湖北省文化
和旅游厅、湖北省人民政府驻
北京办事处在北京湖北大厦
成功举办湖北文化和旅游北
京招商推介会。
我市中国诗经文旅康养
综合体、赤壁市陆水湖开发项
目、咸安图书电商文化产业园
等 3 个项目在会上成功签约，
签约金额 91 亿元。咸宁国际
温泉休闲度假村等 13 个项目

进行了重点推介。
此 次 推 介 会 以“ 灵 秀 湖
北 楚楚动人”为主题，对湖北
区位优势、资源特色、产业导
向、优惠政策和营商环境进行
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展
示。中国青旅集团、北斗航天
卫星应用科技集团、阿里巴
巴、腾讯等近百家世界 500 强
企业、中国文化企业 30 强、文
旅企业上市公司、楚商企业受
邀参加活动。

12340 有 关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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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统计局民调中心 宣

11 月 28 日上午 10 时许，嘉鱼长江公路大桥正式通车。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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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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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怎样识别民调 12340 及骚扰
电话？
由于电话诈骗较多，大家警惕性
都比较高，对接到普通话的电话以为
是骗子，往往对方一句话还没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但接到说普通话的
电话不一定都是骗子，大家要注意情
绪 ，更 不 要 出 口 成 脏 ！ 如 果 接 到
12340 或尾数为 12340 的电话，请
您一定要配合，这是国家、省、市民调
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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