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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三天受反气旋环流影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具体预报如下：13日：晴天，偏北风1～2级，11～24℃；14日：晴天，偏北风1～2级，9～22℃；15日：晴天，偏北风1～2级，9～23℃。今日相对湿度：40～95%

服务热线： 56869

“十三五”成就巡礼·市域篇 ⑨

本报讯 记者张敏报道：“行走在
秋日的咸宁，和桂花香味一样浓郁的，
是创文的氛围；和汩汩温泉一样温暖
的，是市民的善意与热情。”8日，从山
西到咸宁探亲的贾先生，惊讶于咸宁的

“文明味”，在朋友圈里发出如此感慨。
贾先生不是第一次来咸宁。在他

的印象中，这座鄂南小城，过去有点乱、
有点脏，市民还不大友好，那次游玩“体
验感”不大好。

这次，贾先生直呼“文明、美好”：走
在路上，不用担心鞋子被弄脏；过个马
路，车辆会自发礼让；买个特产，物美价
廉服务周到。

这样的变化，让贾先生对咸宁的好
感度蹭蹭上涨，兴奋地向亲朋“安利”咸
宁美景美食。他说，下次要组个团来咸
宁游玩。

十三五期间，全市上下以“深、实、
严、细、久”的作风，扎实推进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咸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竞
争力持续提升。

“垃圾清空了，可以开窗了，再也不
怕异味了。”积压了多年的6吨垃圾清
运一空，咸安老中心商场老职工胡辉高
兴地说，创文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让胡辉高兴的，还有休闲生活的丰

富：家门口就有小游园，想放松不用赶
那么远；周末能带孙子去香城书房看
书、博物馆看展；想跳舞健身，随时去广
场动起来。

此外，胡辉回到咸安农村老家，所
见所闻也是新气象：

文化墙上，图画、诗词、顺口溜等形

式展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公
约、农耕文化等，成为靓丽风景；

村子里，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
不办，不比吃也不比穿，只比谁家孩子
会读书，只比谁家婆媳更贴心，一片和
谐融洽。

“生活在咸宁，推门就是好风景，出

门就有好心情”，成为如今市民的普遍
感受。

这五年，我市对标全国文明城市的
创建标准，直面问题和短板，把创建过
程，作为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反映的突出
问题的过程，重点做好基础设施建设、
环境卫生整治、交通秩序维护、宣传氛
围营造、管理机制完善等工作。

通过创建倒逼机制，一批群众意见
大、久拖不决的、关乎民生的问题，在有
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件一件解决
销号，让群众直接受益。

“华夏小区、新宁小区等老旧小区的
改造，汽修厂积压6年的垃圾清运……
这些地方，我们所到之处，看见的都是
群众的笑脸。”市创文办工作人员王棣
说。

市创文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坚
持“为民、利民、惠民、靠民”的创建理念，
把创文工作这一实打实的民生工程、民
心工程抓紧抓实抓好，不断增强市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2019年全省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
评中，咸安区域文明指数测评得分
89.749分，较2018年增长13.792分，
进入全省39个市辖区中进步最大的前
10名。

本报讯 记者张敏报道：
“中国梦的本质是什么？”“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1
日上午，中百仓储超市门口，“创
文”有奖问答活动正式启动，市
民热情满满，抢着回答问题。

据悉，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联合中百仓储举办，旨在进一
步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
动，大力营造浓厚的“创文”氛
围，提高市民对“创文”工作的
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

本次有奖问答活动为期一
个月，每天发放100份精美礼

品。有奖问答以试题形式进
行，内容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日常礼仪、道德规范、创
建文明城市的目的及对市民的
要求等。一个月内，市民前往
中百仓储咸宁购物广场设置的
服务点领取试题，答题结束即
可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据介绍，活动旨在让市民
在答题过程中深入了解文明创
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弘扬爱国
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
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道德
规范，营造浓厚的“创文”氛围。

我市启动“创文”有奖问答活动

3000份礼品等你来领

咸安浮山街道办事处补齐设施短板

让小区好住好看有内涵
本报讯 记者王奇峰、实习生赵

锐、通讯员袁佳丽、金珣报道：“路面硬
化好了，环境也越来越好，以后我们出
行可方便啦！”11月10日，聊起家门口
的变化，家住咸安区浮山街道办事处银
泉社区天马楼的余师傅激动地说。

天马楼位于银泉大道与永安大道
交汇处，是无物业管理的散居民区，有
23家住户。之前，天马楼临街路面由
于年久失修破损不堪，居民出行十分不
便。今年10月中旬，市城发集团开始
着手对该散居民区开展人居环境大改
造。此次改造项目共投入10余万元，
包括硬化路面、疏通和拓宽排污管道、
修建绿化带等，工程于10月底全面竣
工。

小区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的还有金
桂社区御龙花园小区。9日，记者走进

该小区看到，地面干净整洁，车辆停放有
序。铺设草皮，种植红叶石楠、冬青等
绿化苗木，移植樟树，新修喷水池……
据悉，今年8月咸安区林业局包保御龙
花园小区以来，斥资着力优化小区绿
化，改善小区基础设施。

咸安区林业局包保御龙花园小区
负责人陈恢海介绍，为方便小区居民生
活，切实改善小区面貌，该局投入资金
增设了6个集中晾晒区，扩建了2个电
动车充电区，并利用小区空地新建了
46个停车位，缓解居民停车难问题。
此外，还通过增设自动识别系统、刷新
车库、铺设环氧地皮、重新施划停车位
等举措对地下停车场进行升级改造。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在小区党支
部和业委会的协调争取下，联合水务公
司对御龙花园小区内150余块不锈钢

水表门进行了更换，并对部分楼栋地下
水管网进行改造。

“在这里住了4年多，最近能明显
感受到小区的可喜变化。”御龙花园小
区党支部书记庞柳明介绍，因小区规模
大，住户较多，之前晾晒不便、停车难等
问题较为突出，而今，随着小区基础设
施不断改善，住户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提
升，对文明城市创建的热情也被充分带
动起来。

据介绍，8日，该小区开展的“大冲
洗、大扫除”清洁家园活动中，金桂社区、
区林业局、御龙花园小区党支部、物业、
小区志愿者多方联动，大家分工协作，清
扫白色垃圾、浇灌绿化带、全面清洗小区
路面，用实际行动助力创建工作。

金桂社区联合包保单位维修凯翔
康城、五洲新天地小区破损的地砖；梅

园社区更换省煤机大道沿线破损的户
外宣传栏；碧桂园社区联合碧桂园物业
公司安装创文宣传栏……连日来，浮山
街道办事处各村（社区）遵照统一安排，
对标对表补齐辖区基础设施短板，确保
环境卫生良好、基础设施齐全、文化氛
围浓厚。

“我们通过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深
化文明理念，进而提升创建的质量。”咸
安区浮山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加大文化宣传力度，常态化开展
环境整治，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共同打
造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和城市形象。

巩固创卫成果
共建美好家园

本报讯 通讯员刘盼报
道：11月9日至10日，市委直属
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党组织
书记培训班，市直机关86名直
属党组织书记和新任职的党支
部书记共计180人参训。

培训中，市委党校教授对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
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
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三个条例进行详细解读，
提高机关党建制度化、规范化
水平；党员下沉工作专班副组
长宣讲机关党员下沉社区工作

相关政策，提升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机关
党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示
范单位党组织书记分享工作经
验、交流学习体会。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还围绕
省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
下沉社区实施办法，梳理单位和
党员下沉工作任务、工作要求、重
点履职清单、工作规范等内容，编
印工作手册，发给市直机关党组
织和党员。并将此次培训内容
进行录制，传达到市直机关每一
名党组织书记、每一个党务干部，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深耕机关党建“责任田”

本报讯 记者见博报道：
11月12日，全市“两新”组织党
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在市委党
校开班，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和“三师两民”行业党组织书记、
互联网企业和各县（市、区）委组
织部、咸宁高新区党群工作部“两
新”工作负责人等100余人参加。

此次培训为期3天，重点突
出政治建设、两新党建业务学
习和两新党建活力增强，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思想，对《加强社会组
织规范化管理、促进社会组织
健康有序发展》《加强放管服改

革、促进非公经济组织发展》等
课题进行专题授课，还邀请到
武汉优秀的党务工作者就党建
工作传授经验。

培训采取理论教学、分组讨
论、交流心得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全面提升与会人员政策理论
水平、业务素质和履职能力，推
动两新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参训人员表示，要切实扛起
党建工作政治责任，当好践行新
思想的“带头人”、基层党建的“责
任人”、企业发展的“护航人”和职
工群众的“贴心人”，为全市“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贡献更大力量。

我市举办“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

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消防演练
走进幼儿园
3日，市交通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

在老师带领，消防员的指挥下冲出“火
场”。

当日，该园开展了以“关注消防、
生命至上”为主题的消防培训暨消防
逃生演练活动，切实增强全园师幼的
消防安全意识,增强师生火灾逃生技
能,呵护幼儿健康成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余璐 摄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员刘俊
报道：7日，通山县现代·森林小镇项目
建设现场，吊塔高耸，机器轰鸣，一栋栋
楼房拔地而起，百余名工人在室内外加
紧施工。

现代·森林小镇项目位于该县迎宾
大道延伸线与核电路交汇处，由现代城
建集团投资建设，是通山县2019年重
点引进项目之一。项目计划总投资35
亿元，占地面积达100万平方米，计划
通过6至8年时间建设一个集教育、商
业、居住为一体的百万方新生活特区。

“已完成4栋，剩下的将于12月前

陆续完工。”项目工程经理桂成介绍，目
前在建项目一期，占地10.6万平方米，
共建有13栋楼房，目前已完成两栋高
层和两栋别墅，正上足人手抢工期。

“人员招聘，还得感谢政府雪中送
炭。”项目营销负责人周洋说，政府多次
询问项目推进难题，并及时予以解决。

该项目于去年11月正式开工，今
年年初遇上新冠肺炎疫情，项目进度受
阻，复工复产初期，部分员工无法按时返
工，项目推进困难重重。政府工作人员
走访了解情况后，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报
告，并积极与人社部门和乡镇联系，及时

为项目输送员工，确保其正常推进。
“当初之所以选择通山，就是看上

了其优良的营商环境。当然，也缘于其
美丽的生态环境。”现代城建集团董事
长游守本说。

咸宁被定位为中部“绿心”，生态环
境优良，其中，通山自然资源更是独特。
同时通山正在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生态、人文环境不断向好发展，十分
符合现代城建集团“健康发展、生态发
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

“目前已经投入3.5亿元，大部分
人力、物力均来自通山。”周洋说，项目

建设过程中，既会优先考虑当地工程机
械、建材等，带动当地产业发展，也会优
先招聘周边居民务工，让他们实现家门
口就业。

据了解，该项目每日施工人员有
200余名，其中本地员工占70%。

目前，现代·森林小镇项目正全速
推进中，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通山又一
靓丽城市名片。

重点项目建设进行时

健康发展 生态发展 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

现代·森林小镇项目打造通山新名片

这五年，咸宁文明创建树新风

文明新风进万家。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摄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报
道：11月12日，全市组织人事
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在市委党校举办，全市280余名
组工干部参加。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徐小兵出席开班仪式
并讲话。

徐小兵说，组织人事干部
作为管理服务党员、干部、人才
的干部，必须是政治坚定的干
部。要始终坚定共产主义和社
会主义信仰，用实际行动诠释
对党忠诚，要有舍小家为大家
的信念，强化奉献精神，为党和
人民选好用好干部。

徐小兵要求，组工干部要
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成为业务精通的组织人事
干部。要始终饱含干事创业的
激情、胸怀总揽全局的站位、保
持勤学善思的习惯，结合工作
实际，做到学思用贯通，全面提
高新形势下做好组织工作的能
力和水平。要继承和发扬组织
部门的优良传统，带头改进工
作作风，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要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方
法，俯下身子抓落实。要保持
强烈的规矩意识和自省状态，
做一名作风过硬的干部。着力
提升政策水平和履职能力，不
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为
推动咸宁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市领导在组织人事干部培训班上要求

增强自身本领 提供组织保

本报讯 记者见博、通讯
员涂胜斌报道：12日，记者从市
商务局获悉，今年“双十一”购
物节期间，我市实现网络零售
额 12488.3 万 元 ，同 比涨幅
46.8%。其中实物行业实现网络
零售额10137.2万元,占咸宁市网
络零售额的比重为81.2%。其中
咸安区销售额6385.7万元，零售
量占比40.9%，在县市区中排名
第一。

咸宁市实物网络零售额排
名前三的一级行业分别是家居
家装、珠宝礼品和食品酒水，网
络零售额占比分别为 18.2%、
12.7%和 12.2%。咸宁市非实

物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三的一级
行业分别是在线餐饮、生活服务
和虚拟商品，网络零售额占比分
别为73.6%、15.7%和4.2%。值
得注意的是，我市农村电商实
现网络零售额6102.6万元，占
网络零售总额的比重为48.9%，
同比涨幅19.3%，在湖北省排名
第9。

主播带货是此次购物节的
重头戏，我市的网络主播们在

“双十一”中也不甘示弱，根据数
据显示，我市参与直播的商品实
现网络零售额388.4万元，在湖
北省排第13名。直播场次299
场, 累计观看人数达45.3万人。

“双十一”我市网络销售额近1.25亿元

农村电商占比近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