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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邓青报道：围绕贯彻
落实新修订的公务员法和中央有关改革
要求，咸安区以“提高质量、增强效能”为
目标，积极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公检法
系统公务员分类改革措施打破了原来的

“综合管理大一统”模式，公务员科学化、
职业化、专业化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不断深化公安机关相关职务序列改
革。该区启动公安机关执法勤务人员和
警务技术人员职务序列改革工作，截至6
月底，已对公安机关384名警员进行了职
务套改，对160名警员进行了职务晋升，

全面完成改革任务，人民公安队伍专业
化、职业化建设的格局更加清晰。

全力推进法院、检察院相关职务序列
改革。2019年12月，该区正式启动了法
检人员分类改革工作，明确了员额法官、
检察官，法官、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综合
管理人员和司法警察等四个类别的公务
员职务（职级）序列。截至目前，已对区法
院9名公务员、17名法官助理、6名书记
员、13名执法勤务警员进行了职级套转
和套改；对区检察院9名公务员、13名检
察官助理、4名书记员、6名执法勤务警员

进行了职级套转和套改。法检系统各类
别公务员套转工作已全面完成，晋升工作
也陆续启动。

稳慎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
度。今年以来，该区坚持将双职并行制度
作为深化分类改革的重要内容，制定印发
了《咸安区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实
施方案》，举办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
制度业务培训班，积极稳慎推进职级并行
工作。截止目前，已对12个乡镇办、51
个区直机关单位的实施方案和职级设置
方案进行了批复，对 639名公务员进行

了职级套转，对工作实绩好、疫情防控表
现突出的51名公务员进行了职级晋升。
通过职务与职级双轨并行，拓宽了职业发
展空间，激励广大公务员担当作为、积极
作为、有效作为。

据悉，下一步，该区将严格按照中央
和省市规定，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
结合、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按照
中央和省市有关要求进一步谋划好行政
执法和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改革，逐步实现
公务员队伍分渠道发展、精细化管理、专
业化建设。

咸安持续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

提升队伍素质

咸安培训人民调解员
本报讯 通讯员许凤报道：6月22日至6月24日，咸

安区司法局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员工作业务培训会，司法局
机关干警，各司法所所长，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人民调解
员共计50余人参训。

此次培训从人民调解实务出发，邀请了湖北开成律师
事务所律师、区司法局优秀干警和长期从事业务工作具有
丰富调解经验的专职调解员等7名老师为大家授课，课程
内容覆盖了婚姻家庭纠纷、医疗纠纷、房地产领域纠纷、道
路交通事故纠纷、劳动争议纠纷五大方面的调解业务知识
及调解技巧，对案例进行互动讨论和经验交流，内容丰富、
形式活泼，授课效果良好。

调解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拓宽了人民调解工作思
路，受益良多，会将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将继续担负起化
解社会矛盾、维护一方稳定的重任。

香城简讯
6月23日，汀泗桥镇积极响应无偿献血号召，动

员5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踊跃参与，缓解用血紧张，保
障用血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水平。

（董静陈琰）
6月24日，贺胜桥镇综合文化站举办了一场文化

惠民演出活动，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观看文艺表演，
满足了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提高了村民对
法治文化、平安创建的知晓率和支持率。（郑丽娟）

6月24日，为全面了解汀泗桥镇工业项目汛后情
况，确保项目如期完工，镇政府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实地
走访在建项目工地，为企业排忧解难。（董静镇佳鑫）

6月26日，咸安区首届新媒体人才选拔赛赛前培
训在香城文创空间举行，60余名参赛选手参加培训，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发挥新媒体人才优势，助力疫后经
济重振。 （夏晖）

6月26日，官埠桥镇在官埠社区开展以“全民禁
毒、健康生活”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教育广大青少年如
何抵制诱惑，远离毒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 （陈涵余腾胡冰）

6月28日，永安办事处中心戒毒社区联合区司法
局走进湖北三六重工开展“法治进企业”活动，为三六
重工企业党员、干部普及毒品的危害性，筑牢法治意
识。 （蒋旗）

6月28日，咸安区举办城区小区党支部书记示范
培训班，围绕小区业主委员会建设、小区党支部建设、
小区文明创建、小区治理等方面开展专题辅导，切实
增强小区党支部书记责任意识。（余娅敏谢守胜）

监管商超餐饮

马桥镇守护舌尖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张智谦报道：6月22日至6月24日，

马桥镇政府组织专班，对17家生鲜商超、餐饮场所开展了
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大检查。

大检查重点查验餐饮服务单位海鲜、猪牛羊肉的进货
情况，暂时停止制作进口生冷刺身海鲜；商超、海鲜专卖等
场所暂时停止销售进口生冷海鲜；严禁野生动物交易和活
禽现场屠宰、销售。

马桥镇政府呼吁广大群众：增强个人防护意识，养成良
好的饮食卫生习惯，选择安全放心原料，暂不生食海鲜产
品，食物烧熟煮透，处理食物前后要洗手，共同维护“舌尖上
的安全”。

打好廉洁组合拳

咸安风清气正过端午
本报讯 通讯员刘洋报道：“粽子艾叶香满堂，廉洁自律

记心上。咸安纪委监委祝您及家人端午节日安康，勤政清廉
过节。”近日，咸安区2000余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两代表一委
员、村(社区)书记纷纷收到来自区纪委监委的“廉提醒”。

端午节期间，咸安区纪委监委紧盯关键时间节点，通过
编发廉政短信、赠送廉政提醒卡、滚动播放廉洁标语等方式
营造良好节日氛围，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筑
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以一
严到底、决不退让的态度，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以
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持续向好。”该区纪委监委主
要负责人表示。

特种水果种植
助力脱贫攻坚

6 月 27 日，在咸安区汀泗桥镇长寿
村，奇特果园里美国红李硕果累累，压弯
了枝头，老板刘维生带领游客采摘水果。

果园老板刘维生曾经是个商人，2013
年回乡创业，潜心研究各种国内外特种水
果种植，建成140多亩的奇特水果种植基
地，2018 年凭借该技术获得咸安区创新
创业大赛三等奖。

目前，基地已试种成功车厘子、台湾
长果桑椹、柱状苹果等10多个品种的特
种水果，每年为在果园务工的近20名村
民（含10名贫困户）发放工资20余万元。

通讯员 陈勇 李星 董静 摄

咸安千余党员干部一线抢险救灾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通讯员李

瑞丰、吴冬冬报道：6月22日8时至23日
8时，咸安区24小时最大降雨量为260.7
毫米。一夜间，淦河、高桥河、汀泗河等乡
村河水猛涨，城区部分地段出现内涝，全
区共有30座小二型水库溢洪……

全区各级各部门千余党员干部迅速
反应，紧急部署，第一时间深入各地开展
防汛抢险，全力以赴做好救灾工作。

在高桥镇白水畈村，一夜大雨让高桥
河水位上涨逼近警戒线。23日 8点 30
分，高桥河水倒灌，白水畈村村湾水位超
过1米，部分群众被困，咸宁支队咸安消
防大队7名消防队员、8名派出所干警携
带1辆救生艇及时赶到白水畈，趟过齐胸
深的污水救出3户13人。

暴雨导致大幕乡双垅村双垅口河道
水位急剧上升，为有效地预防和杜绝因水

灾所带来的安全隐患，23日上午8时许，
乡人武部组织民兵10人、志愿者6人，带
上30余个防汛沙袋前往双垅口参与抢
险。11时许，双垅口河道险情排除。

咸安区应急管理局一组救援信息显
示：抢救被困马桥镇黑山屠宰场旁2人，抢
救浮山办事处余佐村14组3人，救出双溪
桥镇陈冕村被困1人；咸安消防救援大队
共接处警7起，出动车辆8辆，出动人员46

人，抢救被困人员10人；咸安公安投入警
力300余人次，先后紧急转移安置被困群
众（多为老人、儿童）41人、疏散群众1300
余人、救出耕牛2头、守护、处置积水路段
11处、抢救出被困群众财产16件……

风雨中，咸安区125支扶贫工作队转
为防汛工作队，千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一
线，营救生命，担当职责，在防汛救灾中，
向全区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采摘休闲为主体的宝丰农庄、美丽
洁净产业兴旺的郭家湾、乡愁满满的江
赵陈……，“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在向阳湖畔，这样的
诗情画意之地，移步可换景。

“基地可摘桑椹、摘枇杷、摘葡萄；可

采花、可赏荷、可烧烤……”说起宝丰农
庄休闲项目，新型职业农民邓千军如数
家珍，离城区近，交通优越，有民宿有会
议厅，农庄设施一应俱全，成为城里人休
闲体验好去处。

在向阳湖镇，像邓千军一样的职业

农民领办的生态农庄还有14家，依托乡
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全镇正加大新
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着力提高农民经营组织化程度，继续扶
持镇域56家农业合作社建设。

新型主体带动着向阳湖镇农旅融合

的快速发展，依托西凉湖风光的江赵陈
花海片区，依托笔峰塔文化的笔峰塔宝
丰片区，五七干校、笔峰塔文化公园等
景点都在提档升级，全力配合打造向阳
湖湿地公园绿色新景观。这一新景观及
周边大力发展“果蔬、水产、苗木”等优势
产业和特色种养业，稻虾养殖面积已达
3万亩，去年一年共接待乡村游游客34
万人次，带动第三产业日益繁荣。

走进咸安与嘉鱼交界的两湖连通项
目现场，推土机、翻斗车等多台机械来回
奔波，正在为一个箱涵分层填土碾压。

“斧头湖、西凉湖连通后，能调剂两湖间
的水量，提高水质的净化能力，提高蓄洪
容积。”项目相关负责人汪鑫介绍。

除了两湖连通，湿地公园候鸟保护

区和观鸟台步道建设正在协调推进。
107国道、通江大道沿线综合整治工程
启动，关停沿线违法砂场8处，关停整
改水泥厂、塑料厂等散乱污企业 17
家，拆旧拆违13600平方米，绿化裸土
面积 8810 平方米，硬化破损路面 4.1
公里。关停斧头湖、西凉湖沿岸31户

畜禽养殖，拆除河堤违法建筑3500平
方米。

借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全区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东风，积极实施京港澳
高速、蕲嘉高速入口处环境整治、建筑改
造和景观提升工程；全域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成功打造郭家湾、江赵陈区级

示范点和绿山村6组、甘棠村19组、广
东畈村5、6组、祝垴村8组、北岭村13组
镇级示范点。

综合区域环境的改造、污水处理厂
的建设及污水管网的铺设、加上湖鲜文
化广场的建设、十大名菜等文化活动的
开展，再辅以文化扶贫、送医下乡等，一
个基础设施日趋完善、镇容村貌持续增
靓、生态宜居指数显著提升的向阳湖正
向世人走来！

美丽向阳湖，自然生态更宜居

“藕带、野菱角、鱼、虾蟹、米等，喝
的莲子汁饮料，一桌饭可以说是向阳
湖制造。”向阳湖镇镇长陈伟自豪地介
绍。

向阳湖镇坐拥西凉湖、斧头湖两
湖，5 万亩水域水草丰茂，水产养殖
丰富，素有“鱼米之乡”之称，为本地
及外地游客轻松制造一桌“向阳湖”

牌的水珍佳肴，是向阳湖的产业一
极。

依托交通、区位优势和名人云集的
资源信息优势，向阳湖镇产业多极发

展。投入4200万元完成佳成制衣、宝塔
麻业、银桂纺织等公司技改，向阳湖香莲
成为市级“股权挂牌”上市企业，农业下
游产业效益跃升；支持全镇新入规企业
4家，招商项目达到16个，湖北意隆纳
税额突破360万元，成为向阳湖镇纳税
大户。

实力向阳湖，产业多极优质发展

农旅融合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咸安向阳湖 发展正向阳
农村新报全媒记者 彭翠楠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胡剑芳

诗意向阳湖，农旅融合正当时

楚地多大泽，鸿雁不胜罗。莲菱连十里，鱼虾千船拖。

炎炎夏日，走进诗意盎然的咸安区向阳湖镇，古诗词中美景呈现眼前。一个美丽亮

眼、发展正“向阳”的江南水乡小镇呈现在眼前！

防微杜渐保安全

咸安交警夜查酒驾
本报讯 通讯员卫东报道：6月24日晚，咸安公安分局

交警大队在文笔大道执勤点设卡，严查酒驾、醉驾行为，为
端午节期间永安城区道路交通安全上了一道“安全锁”。

当晚20点整，咸安交警大队永安中队26名交警紧急
集结，分三道关口进行检查，不给任何一名酒驾司机有逃避
检查的机会。“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市公安局组织了这次全
市范围内的酒驾夜查行动，旨在提醒机动车驾驶朋友们在
端午节期间不要饮酒驾车。”咸安交警大队永安中队指导员
张劲说，“经过这么多年常态化酒驾检查行动，酒驾醉驾的
现象明显减少。但是，我们要坚持防微杜渐，继续加大对酒
驾醉驾的检查。最后，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喝酒不开
车，开车不喝酒。”

据咸安交警大队统计，当晚共检查车辆300多台，查获
酒驾1起，酒驾未达标2起，无证驾驶2起，其他违法行为
16起，暂扣违法车辆8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