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中，记者依旧感受到了一
些瑕疵。就拿公厕来说，部分地方
虽然设有残障人专用卫生间，里面
却没有扶手，而且公厕内也未安装
方便挂行李包裹的挂钩。

残疾人是城市大家庭中的弱势
群体，无障碍设施将成为他们参与社
会活动的手和脚。记者从市残联获
悉，目前我市有残障人士17.1万，占
全市总人口的5.7%。近年来，咸宁城
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配备更加完备，
除了让残疾人在物质上享受到无障
碍的便利，也让他们在精神上实现真

正的无障碍。
一个城市的品格应该是宽容

的，我们城市建设的根本不但是要
让生活在城市里的正常人更加舒
适、更加方便，还要给老年人、儿童
和残疾人创造更大的的活动空间，
让他们更多地融入社会，享受生活。

短短几米的无障碍通道，折射
出的不仅是对残障人士的关爱，同
时也是一把衡量城市文明程度的标
尺，希望我市其它公共设施建设，也
能像无障碍通道的建设一样，日益
完善，真正联通市民的心。

让无障碍设施更惠民

文明创建进行时

无障碍设施，让特殊群体生活更方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方便卫生的无障碍专用公厕、笔直
规范的盲道、残疾人专用坡道……这些
都是为特殊人群设置的无障碍设施。
在我市，这些无障碍设施让需要的人实
现了无障碍生活。近日，记者走访了市
区多个公共场所，发现无障碍设施设置
较以前贴心了许多。

公厕：细节入微更“方便”

19日上午，记者在市人民广场公
厕内看到，这里除了设有轮椅入厕坡
道，还有残疾人专用厕位和专用脸盆。

市人民广场公厕清扫人员介绍，今
年，市人民广场的公厕都进行了设备升
级改造，设置了无障碍的通道、扶手、小
便池。许多残疾人都称赞公厕考虑周
到，很方便。

淦河大道一家银行入口处，设置了
残疾人专用通道，其中为残疾人专设的
设施被蓝色标志出来。

十六潭公园设有无障碍设施和明
显的标志。由于广场个别处高度落差
较大，为了确保无障碍通道的坡度平
缓，这里的无障碍通道修建成了折返式
的坡道。残疾人和老年人可以通过无
障碍通道直达公园最下层。

随后，记者走访万年路社区、湖北

科技学院、市客运站、市中医院、市妇幼
保健院及市中心医院等地，发现从大门
到正厅走廊，均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医
院还放置了备用的轮椅，也有残疾人专
用卫生间。

“现在城市里无障碍设施越来越多
了，无论去商场还是到银行，几乎各个
公共场所都设置了无障碍设施，让我们
出行更方便了。”傍晚，十六潭公园里，
残障人士张先生说。

银行：无障碍设施更完善

当日，记者在温泉中心花坛附近走
访时发现，中国银行、中国邮政银行、中
国联通、中国电信的网点无障碍设施比
较齐全，这些场所都修建了无障碍通
道，而且通道附近没有障碍物，便于残
障人士通行。

在滨河西路的建设银行网点，记者
看到，这里也设置有无障碍通道。为了
方便特殊群体来银行办事，这里电动门
的开关设置在坐轮椅残疾人能按到的
高度。

在滨河西路的中国银行，虽因场地
狭窄原因没有设置无障碍通道，但也在
明显位置张贴了便民通知，上面写道：
如果您需要帮助或安排轮椅，请拨打值
班电话。

不少残障人士表示，以前坐轮椅进
出银行最怕的就是没有无障碍通道，需
要向工作人员或者附近的市民求助，现
在完全不用担心了。

该银行大厅值班经理介绍，除了根
据实际，完善现有的无障碍通道设施，
还在大厅安排了咨询引导的工作人员
来帮助其办事。配备的便民服务用品，
有老花镜、雨具，也有轮椅、急救箱等简
单医疗设备，甚至细化到针线盒这类生

活用品，力争为市民考虑周全。

车站：导向标识更清晰

在人流量极大的火车站，残障人士
的弱势显得极为明显，因此，越来越多
的火车站日益注重针对特殊人群的服
务。咸宁北站也不例外。

记者来到咸宁北站发现，该站在设
计方面充分考虑了残障人士等特殊人
群的出行需求，站内的无障碍设施较齐
全：从站外广场到进站、候车大厅，地面
上铺着笔直的盲道，几乎没有台阶、通
道宽度让轮椅可以很轻松地在站内通
行。进站大厅门口的绿地上竖着一块
指示牌，上面用箭头标注了无障碍通

道。此外，站台、候车室、进出站通道均
设置手扶电梯上下楼，进出站口专设了
残障人专用电梯，基本实现无障碍通
行。

“残疾人如果实在走不了路，他们
下火车后，可以直接搭乘站台上的升降
电梯直通地面广场或者地下大厅出
站。”咸宁北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还注意到，在大厅内的一块
电子屏幕上，绘制了咸宁的整体格局，
各种无障碍指示牌和导向标更是随处
可见，这使站内的乘车流程和服务设
施一目了然，残障人士能够实现更加
便捷化乘车并且顺利找到自己需要的
帮助。

千亩绿色蔬菜基地
17 日，嘉鱼县潘家湾镇蔬菜种植

核心区，无人机航拍的湖北金润农业
蔬菜基地。

近年来，金润农业园先后引进了
大白菜、甘蓝、玉米、南瓜和西蓝花五
种蔬菜 1372 个新品种，已认证无公害
农产品产地3个，认证无公害农产品30
个，有5个蔬菜产品申报绿色认证，其
产品远销日本、韩国等。目前种植基
地8250亩，其中核心示范面积1280亩。

卞锋 摄（影像咸宁）

2版
2019年12月20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王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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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受高空槽东移和地面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有两次降雨过程。具体预报如下：19日：小雨，偏北风2～3级，3～7℃；20日：多云转小雨，偏北风1～2级，2～7℃；21日：小雨，偏北风1～2级，3～7℃。

12月13日，家住温泉水岸澜庭小区
居民揭汉崇吃过午饭，收拾好自己就急匆
匆地出门了。自从今年5月，家附近的香
城书房投入运营后，她总是格外“忙碌”。

“家门口建了书房，我每日都要去
‘泡’一会。读书也好，哪怕坐坐，我都
觉得很有意义。”揭汉崇说，退休后她一
直无所事事，每天不是在家里，就是逛
菜市场。自从香城书房运营后，她找到
了好去处，有时邀约三五好友，有时和
老伴一道，去书房看书已成为一种生活
习惯。

让揭汉崇“上瘾”的是咸宁市图书
馆相山书院香城书房。这座书房，在淦
河之畔，沿河而建。跟随着揭汉崇一起，
记者推门而入，明亮整洁的书房内，精致
的落地书架上摆满了书籍，书房内坐满
了前来“打卡”看书的市民。不同于城市
的快节奏，书房内静谧祥和，温暖的阳光
流淌在屋内每个角落，散发着醇厚书香。

“我喜欢看书，这里安静好看书。”
咸宁职院学生王玉仁说，书房离学校特
别近，步行几分钟就到了，来书房看书
感觉很充实。

揭汉崇拿了一本《中国皇后史》沿
着书房楼梯上二楼，自习活动室里也坐
满了人。“准备期末考试了，这个书房安
静、藏书也丰富，适合在此学习。”正在
做数学试题的咸宁职院小学教育专业
学生李金珍抬起头说。

书房流量显示屏上显示，从5月1
日 试 运 行 至 12 月 13 日 ，已 经 有
194000多位市民走进书房体验。为何
他们都喜欢在这里看书呢？环顾四周，
图书管理员冷珊解开了“秘密”。这个
香城书房位于淦河边，环境优雅，冬日
暖阳下，选一本喜欢的书，泡一杯茶，靠
在座椅上，能坐一下午。

据介绍，虽然这里只有200余平方
米，但有文学、少儿绘本、科学历史等类
别书籍共计8000余册，设置了自助借

阅设备区、图书陈列区、阅读讨论区、小
型设备间等，配置了自助办证机、自助
借还机、安全监控等设备。同时，还配
备了空调、饮水机、充电设备，让读者阅
读环境更加舒适。

“我们还多次开展了读书会、本地
作家作品发布会等活动。”冷珊说，随着
城市书房的建设，阅读已融入市民的日
常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新风尚”。在
这里，经常会看到有趣的画面：大学生
带着耳机，桌上摆满英文书籍；老人拿

着放大镜，逐行逐字查看文史资料；小
情侣面对面温书厮守，偶尔抬头相视一
笑；孩子写着作业，妈妈也在一旁当起
了认真的学生。似乎来这里的每个人，
都能找到自己舒服的存在感。

记者感言：

作为咸宁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品
牌，香城书房用独特的魅力，正吸引越
来越多的人走进阅读队伍。它用一方
小小的空间，开辟了不同于传统图书馆
和书店的全民阅读第三空间，为市民提
供了一个可以静心享受轻松、自由，有
温度、有情怀的阅读空间，让书香飘进
万家。

根据市委、市政府规划，2019年温
泉城区要建成5个“香城书房”，初步形
成3KM阅读圈。记者了解到，目前，除
了相山书院旁的香城书房，十六潭公
园、南昌路社区、清华城的香城书房也
相继建成即将试运营，老图书馆也按照
规划改建成香城书房。

于咸宁而言，遍地开花的“香城书
房”正在慢慢融入城市的血脉，成为咸
宁新的文化坐标。于市民而言，它就像
生活中的“精神粮仓”，给纷扰浮躁的琐
碎日子里增添一缕温暖人心的光。

百姓身边看变化 20

香城书房：

阅读浸润生活 书香温暖城市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葛利利

市领导带队赴高校

开展人才交流合作洽谈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

12月14日至17日，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徐小兵带领市委组
织部、市人社局等部门负责人，
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
族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开
展人才交流合作洽谈。

徐小兵详细介绍了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现状、人才政策和
发展环境，并就深入推进干部
交流、大学生社会实践、产学研
合作等方面与相关高校负责人
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

徐小兵表示，当前，咸宁
市正处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的关键时期。此次拜访各高
校开展人才交流合作洽谈，是
双方深化合作、互惠共赢的一

次重要体现，不仅能为高校人
才干部提供学习锻炼的平台，
也将为咸宁经济社会的发展
注入新动力。希望借此契机，
进一步深化与高校全面合作，
把高校的人才优势转化为我
市产业优势，推动我市高质量
发展。

据悉，近年来，我市先后与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
等十余所国内“双一流”高校开
展校地干部人才交流合作，引
进数十名干部人才到我市挂
（任）职锻炼，对接百余名博硕
士、本科生到我市开展社会实
践活动，先后荣获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沃土计划”实践基
地、清华大学研究生暑期社会
实践二星级基地等称号。

省邀文旅投资考察团来咸

考察重点招商项目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报道：

18日，首届咸宁楚商大会来临之
际，省文化和旅游厅邀请的16
家公司组成文旅投资考察团，来
我市考察文旅招商重点项目。

考察团成员先后前往梓山
湖新城玫瑰园、蜜月湾、江南
里、松鼠部落，市博物馆、市文
化中心、市规划馆等进行实地
考察，详细了解我市文旅资源
发展情况，并在市规划馆召开

座谈会。
考察团成员对我市区位交

通和丰富的文旅资源等给予高
度评价，认为我市文旅产业发
展前景广阔，极具投资潜力，当
场说明了有意向合作的项目。
并表示，将认真总结考察成果，
积极寻求产业合作发展的机
会，极力推进双方形成初步合
作框架，共同投资咸宁、建设咸
宁，实现合作共赢。

市领导到咸宁高新区

调研重资产招商情况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

讯员余宗源报道：12月19日，
市委常委、咸宁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杨良锋前往咸宁高新区智
能制造产业园、绿色双创产业
园调研重资产招商情况。

据了解，重资产是指企业
所持有的厂房、原材料等有形
的资产，凭借较大的资本、技术
投入，可以产生规模效应，更有
利于树立客户信心。咸宁高新
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作为高投
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目前已
规划建设两处产业园，总投资
11.15亿元。

其中智能制造产业园投资
4亿元，拟招商落户自动化、信

息化、互联网和智能化产业，重
点打造产业集群。绿色双创产
业园投资7.15亿元，拟招商落
户高效、低耗、无污染的高科技
产业以及光电信息研发产业，
计划于2021年12月前全部竣
工并交付使用。目前已有多家
企业表示了入驻意向，相关手
续正在办理之中。

杨良锋要求，要严格把关
入驻企业的相关资质，始终将
创新创意放在第一位，加大力
度面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
好的企业开展招商。要如期完
成交付使用的进度目标，确保
总工期有序衔接，保证招商项
目及时落户。

尊敬的塞纳河畔业主：
塞纳河畔三期25、26栋定于2019年12月29日—12

月30日在塞纳河畔17栋1层向业主交房，请各位业主按
照入伙通知书约定的时间前来办理入伙手续。

湖北鹏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0日

交
房
公
告

黄锋遗失咸宁市双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 章 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03097133914，特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上接第一版）

特色是什么？
——切实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转化成果，持续推动建章
立制；持续发力，确保制度管常
管长。

聚焦素质提升，围绕主题
教育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
治受洗礼具体目标，因地制宜
不断建立完善了系列学习工作
制度，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走向常态。

制定《建立县级以上党委
（党组）“思想引领、学习在先”
机制的具体措施》《咸宁日报传
媒集团增强“四力”推进“走转
改”联系基层工作制度》《“主题
教育理论微课堂”学习制度》
等，推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思想不断提升、本领不
断增强、党性不断锤炼。

突出示范引领，在贯彻落
实中央、省委规定动作的基础
上，紧密结合咸宁实际，突出
示范引领，创新方式方法，制
定出台接地气、能落地、针对
性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确保
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

《咸宁市人民调解中心调

解规则》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将调解场所集中，实
行集约化管理、多元化调解、一
站式服务，全面提升调解工作
的针对性和精细化水平。崇阳
县总结推广“湾子夜话”经验，
出台《关于推进“湾子夜话”活
动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意见》，
明确“五变”方向、聚焦“五话”
主题、巩固“三项”制度，进一步
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提升了
群众满意度。

坚持统筹兼顾，注重把开
展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
合，与正在做的事情有机衔接，
与履行岗位职责相得益彰，切
实做到“两手抓”“两促进”，真
正把广大党员干部在主题教育
中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具体
实践，转化为制度建设的实际
成果。

结合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
实际，我市出台《咸宁高新区社
会投资类工业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咸宁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工程建设项目进场交
易运行规程》《咸宁市企业上云
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试
行）》等系列政策，着力营造更
加良好的现代化、法制化、便利
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