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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精神

周荣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奋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近段时间，我市精准施策，以更坚
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
施，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坚持
“两手
抓”，奋力打好打赢
“两场仗”，全面吹响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的集结号。
慎终如始，绷紧疫情防控之弦

4 月 4 日，在咸安区官埠桥镇河背
村胡翰林路口，文明祭扫的宣传标语、
推广文明祭扫的倡议书分外醒目。前
来祭扫的群众自觉排队，进行信息登
记、例行检查、置换鲜花、领取传单等。

日前，咸安区组织干部分赴基层，
指导各地开展好疫情防控、森林防火、
春耕生产、复工复产等工作。刚刚过去
的清明节，无论是城区还是农村，咸安
听不见鞭炮声，看不到烟雾缭绕，没有
扎堆的人群、没有拥挤的车流。
这是全市精准抓好疫情防控的一
个缩影。
全市常态化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
控各项重点工作，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严防境外疫情。全市对入境人员实
行统一管理，
打造
“运输介入—分类转运—
集中隔离—社区防控”
工作闭环。所有入
境人员必须提前2至 3 天报告，全部集中
隔离 14 天，进行两次核酸和 CT 检测。
各县市区强化精准防控，管控好重

龙潭河湿地公园展新颜

点人群，做好确诊出院患者、疑似出院
患者、无诊状感染者的管控工作。精准
管控好重点场所，严格封闭管理看守
所、精神病、福利院、养老机构等特殊场
所，确保安全。
各地纷纷组建防疫巡逻队。市区
抽调 400 余名执法人员，组建 100 支疫
情防控巡逻队，下沉城区昼夜巡逻。嘉
鱼县下沉 126 支巡逻小队，通城县下
派 108 支巡逻小队，加强疫情防控。广
大巡逻队员活跃在城乡各个角落，宣传
防控知识，督促市民佩戴口罩，劝阻集
聚活动，监督公共服务场所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要求，构筑疫情防控“防火墙”。
精准发力，全力推进复工复产
不误工时不负春。全市在抓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精准发力，按下复工复
产快进键，努力夺回疫情造成的损失。
据统计，截至 4 月 3 日，全市规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复 工 940 家 ，复 工 率
100%；复工开工项目 1040 个，复工开
工率 100%。
不安全不生产。我市对复工复产
企业选派驻企特派员，实行
“一对一”包
保服务，及时向企业负责人宣传疫情防
控政策规定，指导和督促企业切实履行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做到防控机制、员
工排查、防疫物资、环境消杀、安全生产
“五个到位”。
突出问题导向，各地积极做好企业
服务工作，重点解决审批难、返岗难、物
流难、用工难、资金难等问题。
（下转第六版）

8 日，市区龙潭河湿地公园，施工人员正在浇筑湖心岛水上栈道混泥土，同时进行着西岸护
坡和绿化景观维护。3 月 20 日，该工程全面复工。目前，水下防洪水利工程完工，东岸园建绿化
铺装基本完成，
整个项目即将完工，展示新景观。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摄

王远鹤在咸安检查防汛工作时要求

—— 我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综述

联防联控 科学调度 安全度汛

两手抓，两手到底怎么抓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报道：9 日，市委副
书记、市长王远鹤到咸安区检查指导防汛工
作，要求加快在建水利工程施工进度，联防联
控，科学调度，确保安全度汛。
南川水库于 2017 年启动除险加固工程，
目前正进行信息大楼及相关系统建设。王远
鹤仔细询问工程建设、坝体防护和备汛工作情
况。他指出，该水库涉及城市防洪，要科学调
度、上下联动，切实抓细抓好汛前各项准备。
要加紧相关设施安装调试，推动防汛备汛项目
的信息一体化建设，
做到实时监控、
实时传送、
实
时分析，
让防汛抗旱更精准、
及时。要加强水库
水体及周边生态环境保护，
确保不反弹。要积极
争取中央专项支持湖北配套资金，
抓紧水利补短
板政策窗口期，
做好项目谋划和项目配套。
斧头湖、西凉湖“两湖”连通工程，是省水
利补短板重点建设工程、市本级“211”重点工
程斧头湖流域湖堤加固工程的建设内容，目前
正进行渠道护坡、节制闸和穿路箱涵施工。王
远鹤详细了解工程施工、疫情防控相关情况，
要求抢抓晴好天气，做好施工组织、协调，加快
施工进度，确保防控和生产
“双安全”
。
咸安区淦河系统治理一期工程,总投资
6500 万元，于去年 2 月开工。该工程设计治
理河堤总长 3.356 公里,包括河道疏挖清障、
堤防整治及两岸污水管网建设等内容。王远
鹤要求，要将工程项目与生态修复和城市环境
治理结合起来，统一规划，认真建设好这一生
态工程、防汛工程和民生工程，切实提升人民
群众幸福指数。
副市长谭海华，市政府秘书长王勇参加检
查。

我市向外国友好城市和国际友人发去慰问信
本报讯 记者张敏报道：近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代
表咸宁市政府，向外国友好城市
意大利卡西诺市、马来西亚诗巫
市、苏里南帕拉市、匈牙利威莱
士艾及哈兹市、法国奥贝维利耶
市、突尼斯梅德宁市、马来西亚
纳闽委员会、韩国义王市和太白
市，以及日本大分县和静冈县国
际友人分别发去慰问信，代表
300 万咸宁人民表达诚挚的慰
问和坚定的支持。
慰问信说，近日来，新冠肺
炎疫情在全球多国多点扩散，人

类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疫情
没有国界，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
的命运共同体。咸宁对大家目
前遭受的疫情和困难感同身受。
慰问信说，面对疫情，我们
是同心携手、共同抗疫的伙伴。
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
们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长夜过后，黎明必将到来！我们
充分相信大家必将战胜此次疫
魔，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经过疫情考验，双方人民的
友好感情将会进一步加深，各领
域交往合作将会更加活跃。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二十七次主任会议

求真务实抓项目

雄。

—— 项目建设系列谈③
○ 朱哲
项目建设是实打实的，来不得半点
虚假。
项目是检验作风的“试金石”。党
员干部抓发展，谁抓得好、谁在真抓实
干，通过项目建设，一目了然。
要以深实严细久抓工作。做到一
个县一个特色，集中精力把特色抓出
来，抓到有口皆碑，抓到全国第一、世界

第一。做到一个县一个规划。下苦功
夫，用笨办法，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
底。做到一个项目一套政策。要把政
策配套到项目上去，全力保障项目要
素。做到一个项目一套班子。组建项
目专班，专门跑办，项目不成功专班不
解散。
要以项目建设论英雄。牢牢牵住

项目建设这一
“牛鼻子”，使其成为转型
发展的突破口，做到一切围着项目转，
一切盯着项目干，真正通过抓项目、扩
投资来提质量、促转型。谁英雄，谁好
汉，项目建设比比看。各县市区各部门
要全员、全年、全力、全心全意做好项目
建设工作。哪个县区哪个部门的项目
又好又多，哪个县区哪个部门就是英

要以项目成效验担当。项目要上
来，干部要下去。各级领导干部要沉下
身子，深入基层，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
干给一级看，切实形成以项目推进评担
当、以项目成效评绩效的鲜明导向，切
实凝聚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大项目就
是抓大发展的广泛共识。要以项目推
进锤炼干部、以项目成效检验干部、以
项目实绩奖惩干部，真正让想干者有机
会，能干者有舞台，干成者有地位。

嘉鱼 4920 名党员到小区报到
支部（网格党支部）报到。这项活动是
落实党员到小区报到服务，深入推进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的主要内容。
活动开始前，各小区党支部召开了
动员会，组织报到党员签到，宣读入党
誓词和嘉鱼县小区党员公约，党支部书
记还介绍了小区党支部的基本情况。

地址：
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 198 号咸宁传媒大厦

活动中，有的拿着扫帚扫地，有的清除
小区内的杂草，有的拿着小钢刀在清理
牛皮癣小广告。
“目前，我们小区有 50 名报到党
员”。三湖社区龙湾半岛小区党支部书
记陈荒云介绍，这样的活动既美化了小
区环境，
也把党员凝聚到了一起。

邮编：
437100

告、
关于2019年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
于提请授予相关市外人员“咸宁
市荣誉市民”称号的事项说明。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任免议
案，
推定了宪法宣誓仪式主持人。
会议决定于 4 月 21 日召开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镇方
松、肖彬、万春桥、王槐生、熊亚
平、石玉华，秘书长李旭东参加
会议。

为云南滞销洋葱“拼”货

元谋县政府致函本报感谢咸宁人民

常态化参与小区疫情防控和日常治理

本报讯 特约记者江开群、通讯员
吴坤报道：8 日，茶庵社区女婿街党支
部退休党员李承汉同到社区报到的机
关党员一起参加爱国卫生运动进小区
活动。
当天，该县城区 4920 名县直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党员，到所居住地小区党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讯
员程平利报道：9 日，市五届人
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七次主任
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市委政法委书记蒋星华
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市人
大常委会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
作情况；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
2020 年度工作要点(草案)、市政
府关于全市 2019 年度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

据了解，党员到所在小区报到，常
态化参与小区疫情防控和社区治理，是
推动广大党员下沉一线，密切党群关系
的有力举措。根据县委的安排，各小区
支部还将对党员报到服务将采取积分
形式进行评估反馈，对每一名党员服务
进行验收、评分。

新闻热线：
0715-8128787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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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敏报
道：
“咸宁人民用实际行动来支
持帮助元谋洋葱外销，让我们感
受到了千里之外的温暖。”4 月 8
日，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政府办
公室向本报发函，表达对咸宁人
民的感谢。
日前，元谋洋葱滞销的消息
在市民朋友圈中传播，大家看到
这一消息，纷纷行动起来，掀起
购买热潮。
市民吴女士，不仅自己下单
买了份 4.5 公斤装的黄皮洋葱，
还发动亲戚购买了 7 份。
“疫情期间，云南人民无私
帮助我们，现在他们有困难，我
值班总编：
张大乐

们也应该出份力。”吴女士说。
元谋黄皮洋葱一直以出口
为主，由于今年受疫情影响，导
致出口不畅变为内销，致使价格
出现大幅下滑，
供需矛盾突出。
针对目前洋葱销售价格低
迷的情况，元谋县委、县人民政
府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大力发展
农产品电子商务，通过京东、淘
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进行洋葱
销售。据统计，目前通过电商平
台销售黄皮洋葱近 3000 吨。
元谋县政府表示，希望咸宁
人民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元谋
经济社会发展，愿两地人民守望
相助、共克时艰、友谊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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