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版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江世栋

电话：0715—8128770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持续推动“六大”活动成果转化应用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9日受冷空气南下影响，降雨、降温，并伴有4～5级偏北风；20日受地面冷高压影响，降雨暂停；21日受中低层切变影响，又有一次降雨过程。具体预报如下：20日：小雨转阴天，偏北风2～3级，12～19℃；21日：阴天转小雨，偏北风1～2级，10～15℃;22日：阴天有小雨，偏北风1～2级，8～11℃。

服务热线： 56869
巩固创卫成果
共建美好家园

本报讯 记者杜培清、通讯员刘治
乾报道：冬日暖阳下，穿行在温泉岔路
口社区新宁小区，道路干净整洁，屋前
房后四季桂幽香暗送，功能齐全的党群
活动中心窗明几净。

“这两年，小区环境越来越好，城市
建设越来越美，我觉得很幸福。感谢党
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下岗工人。”看着
越来越美的环境，72岁的小区居民张
明伸感激地说。

新宁小区前身为原市化纤厂职工
宿舍，1995年建成，属于单位自建自管
型小区，楼房12栋，现有住户300余户
1000余人。2004年，单位企业改制，
小区长达10多年无人管理。由于建设
年代久远，小区陆续出现外墙材料老
化、围墙破损严重、车辆乱停乱故、垃圾
收集设施不足、缺乏公共活动空间等一
系列问题。

居民在小区里见缝搭棚，养鸡、养
鸭、种菜成风，到社区投诉、抱怨的人几
乎天天都有。“社区工作人员前脚拔了

菜，居民后脚就栽上了！”小区党支部书
记叶金秀说，在旧改和创卫之前，只要
一提到新宁小区，没有人不头疼的。

去年初，岔路口社区对小区260户
居民入户调查，80%的居民同意进行小
区整治改造。去年3月，咸安区住建局
启动了化纤厂小区改造工程，并将其列
为湖北省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小区。

经过9个多月的施工，新宁小区旧

貌换新颜：原排水管、道路等得到了整
体改造，建成了配套休闲小广场，安装
了健身器材，划分了停车位。二期立面
改造工程对小区破损漏水、路灯、绿化、
通信线网进行全面维修整改，修建统一
排烟管道，安装公共照明设备。岔路
口社区趁热打铁，还推动筹备、成立了
小区党支部和业主委员会。

小区党支部突出党建引领，小区

30名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
好网格化管理责任分工，推进创卫工
作，营造整洁、文明、有序的小区环境。
为了壮大创卫队伍，小区在选楼栋长时
尽量不选党员，充分调动群众力量共同
创卫。

通过上下联动，多方发力，小区卫
生保洁得到加强，乱搭乱建得到制止，
车辆停放得到规范，空闲土地成了小游
园，垃圾场变成了健身场，主次干道通
畅有序，晾晒区给居民提供了很多便
利。

“以前住在这里，真的是受够了，房
子15万元一套都没有人要。现在，房
子30万元一套都没有人舍得卖，因为
居住环境变好了，幸福感提升了，住不
够！”张明伸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居民以主人
翁的姿态投身创卫活动中，用实际行动
爱护自己的家园，小区美化环境、崇尚
文明、和谐有序的创建氛围越来越浓
厚。每次叶金秀在小区群里发创卫活
动的通知，老人们在群里积极响应：“支
持社区领导！”“叶书记，你们费心了，辛
苦了！”年轻人则直接回：“收到，叶书
记，现在需要我们做什么？”

道路干净整洁 功能配套齐全

创卫让新宁小区居民“心宁”

三年时间，1735个项目，估算总投
资4692.1亿元。

11月２日，市政府发布《咸宁市疫
后重振补短板强功能“十大工程”三年
行动方案（2020-2022年）》，瞄准十大
重点领域，补短板，强功能，力推经历疫
情、汛情考验的鄂南高质量发展。

五大建设保障人民健康

针对疫情暴露的公共卫生体系短
板，方案提出一系列补短板措施。

县市区依托现有综合医院建立传
染病大楼或传染病医院，二级及以上综
合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设置规范的发热门诊；各级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具备传染病检验检测能力；承
担传染病收治任务的医疗机构具备核
酸检测能力；每个县(市)至少要有2家
核酸检测实验室。完成医疗机构可转
换病区、重症监护病区和重大疫情救治
基地建设，完善疾控中心和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设备配置，完成院前急救体系建
设和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

方案提出，公共卫生体系补短板的主
要任务是实施五大建设，加强疾病预防控
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院前急救体系、基
层防控体系和重大疫情信息平台建设。
项目共338个，估算总投资260.2亿元。

提升交通水利能源工程

交通方面的投资最多，交通补短板
工程拟实施项目 168 个，总投资约
1254.4亿元。

三年交通蓝图已绘就：基本建成安
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新增内河高等级航
道14公里，赤壁港车埠港区节堤作业
区综合码头基本建成，内河航运优势进
一步发挥。建成一二级公路330公里，
其中国省干线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
100%。新改建农村公路2000公里，
完成危桥改造522座。建成过江通道

一座，新增高速公路里程13公里。全
力提升客货运输服务水平，打造4座多
式联运枢纽园区，建成3座冷链物流
园。加快推进咸宁智慧铁路物流园区
建设，完善公铁水多式联运，谋划推进
武汉至咸宁至南昌高铁，优化区域路网
布局，提升客运网整体运输效益，促进
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水利补短板工程112个，总投资约
228.2亿元。围绕全市防汛抗旱、人饮
方面存在的短板，启动新一轮水利补短
板工程，治理崩岸25.5公里，进一步完
善长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重点中小河
流防洪标准达到10至30年一遇，主要
湖泊防洪标准达到10至50年一遇；增
加排涝流量45m/s，进一步增强重点
易涝地区排涝能力，改善、新增和恢复
灌溉面积20万亩，提高灌区现代化水
平；新增或改善农村供水人口65.69万
人，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能源提升工程共41个项目，总投
资约416.4亿元。加强城市电网供电
能力建设，提升全市电网供电水平；加
快清洁能源建设，新增风电装机18万
千瓦、光伏装机310万千瓦；加快推进
南三县天然气长输管道建设，新增油气
长输管道里程80千米。全市能源基础
设施和保障能力显著提升，能源瓶颈制
约得到有效缓解。

发展5G网络冷链物流

新基建工程项目共188个，总投资
约618.8亿元。全市建成2800个 5G
基站，县(市、区)主城区5G网络全覆
盖，5G 网络覆盖率和建设水平跻身全
省前列。加快推进武汉至咸宁至南昌
高铁项目谋划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规
模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提供数字转型、
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新型基础
设施体系初步形成。

冷链物流和应急储备设施补短板
工程项目共56个，264亿元。全力争

取申报第二批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完成
市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补齐县域冷
链物流设施短板，逐步建成布局合理、
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管理规范的农产
品冷链物流服务体系和应急物资保障
体系。打造1个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中心
(物流园)，6个县级粮食应急保障中心。

直指城市“软肋”补齐短板

针对我市城市基础设施和各种“软
肋”，方案提出595个城市补短板工程
项目，总投资约765.7亿元，全方位补
短板，建设现代化城市。

全市县以上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全面达到A级排放标准，污泥无害化
处理处置率达10%。市城区基本无生
活污水直排口，基本消除城中村、老旧
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设施空白区。各县市城市建成区黑臭
水体整治完成率达到60%以上。

全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达到100%；全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比
例达到95%以上；市城区和各县市全
部具备厨余(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能
力，市城区具备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能
力，市城区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生活垃
圾分类全覆盖，市城区、赤壁市城区、嘉
鱼县城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市城区和各县市城市建成区平均
道路密度达到8公里/平方公里。开工
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9公里以上。
市城区4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
建设目标要求，各县市城区30%以上
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易涝点
整治全部完成。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
工260个以上，完工180个以上。

市城区、嘉鱼县、通城县建成区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 15.8 平方
米、15.2平方米、14.1 平方米，其他县
市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2平
方米以上。市城区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42%以上，各县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40%以上。全市城市供水普及率、燃气
普及率分别达到99%和98%以上，城
市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10%以下。

夯实生态产业发展基础

产业园区提升工程项目67个，总
投资约229.7亿元。建设园区基础设
施及配套设施改造升级项目31个、科
技和双创园区项目8个、生态园区项目
3个、园区智慧化改造项目2个；完成5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家省级农产
品加工(农业产业化)园区、2个农业产
业强镇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等一批重点
项目，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
创新能力得到较大提升，产业发展、整
体实力得到明显提高。

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4
个，总投资约11.7亿元。建设集中连
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放、稳产高产生态
友好的高标准农田48万亩，每年建设
16万亩，亩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加
100公斤以上。

生态环境补短板工程项目146个，
总投资约643亿元。各县市建成医疗
废物、危险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收
运能力延伸到农村，健全全市医疗废物
和危险废物的收集、转运、处置和利用
体系。每年投入50亿元，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
板。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流域性着
眼，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
推进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据悉，我市已成立领导小组，加强
重大项目建设工作统筹协调。市政府
要求各地各部门相应建立工作协调推
进机制，细化项目清单、责任清单、时限
清单，加强项目前期工作和要素保障，
确保完成“十大工程”规定的目标任
务。市政府将“十大工程”推进情况纳
入督查范围，将加强对“十大工程”推进
情况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情况的
跟踪督办。

1735个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解读我市疫后重振“十大工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荣华

化解矛盾在基层
16日，咸安区人民调解中心，调解

员冯祥国正细心为来访群众调解。
据了解，该中心今年7月正式投入

运行，为当事人提供“综合性一站式优
质服务”，及时化解医疗、婚姻、交通事
故、劳动争议、房地产等方面的矛盾纠
纷。截至目前，该中心共接待咨询来访
群众 1000 余人次，受理各项矛盾纠纷
400余件，调处成功率达90%以上。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
讯员刘晓报道：16日，咸宁市
侨联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常委
第六次扩大会议，集中学习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市侨联第
二届代表大会常委、国内兼职
副主席、县市区侨联负责人、侨
胞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侨联要团结全
体归侨侨眷、海外华人华侨及
留学生，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深刻领会全会精神实质，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
策部署上来。要紧紧抓住发展

第一要务，凝聚侨心，汇集侨
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为加
快咸宁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要求，侨联干部要把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侨联实际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与侨联创先争优活
动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贯彻
全会精神与侨联为侨服务、为
大局服务紧密结合起来。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进
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
识，坚持不懈地为侨界群众办
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坚定不
移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市侨联

集中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
记者童金健、通讯员王丽燕报
道：近日，省委、省政府通报表
扬的“2019年度全省县域经济
工作成绩突出单位”名单中，赤
壁市上榜“20个成绩突出单位”
中的第二类县（市、区）。

2019年，面对严峻复杂的
宏观形势，全省各地各部门全力
稳增长、调结构、上水平，县域经
济巩固了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
良好态势。省委、省政府决定，
对20个县域经济工作成绩突出
的县（市、区）和9个县域经济工

作进位显著的县（市、区）予以
通报表扬。

据悉，赤壁市2019年经济
运行稳中向好。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 466.85 亿元，增长 8.7%。
入列全省21个高质量发展重点
县(市、区)、全省首批14个创新
型县市创建单位。改革开放持
续深化。新登记注册各类市场
主体 27221 户，增长 74.38%。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比上年提升5.42个百分点。
招商引资签约项目144个，到位
资金263.5亿元。

赤壁市

获评全省“20个成绩突出单位”

本报讯 记者杜培清、通
讯员赵劭君报道：传家风、颂美
德，13日下午，由省妇联主办、
市妇联承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教育公益巡讲暨家风
故事宣讲活动第一站走进咸安
区桂花镇何功伟中学。

师生和家长聆听讲解员讲
解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
纪念馆，看着播放的革命先烈
事迹短片，被革命先辈们的爱
国主义精神所感动。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

郑晓边带来的《积极学习健康
成长》专题讲座，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进行了诠释，并围
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
在学校、家庭教育中落地生根、
如何践行”展开宣讲，精彩的宣
讲和热情的互动赢得了全场的
热烈掌声。最后，由市朗协带来
的《家书》朗诵，用艺术的语言生
动诠释全国最美家庭王淑红家
庭的感人故事，展示了“最美家
庭”的优良家风，让在场的观众
领悟体会到家风家训的内涵。

市妇联

巡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 记者王苒宇报
道：15日，记者来到市体育中心
乒乓球馆，只见教练正在指导
学员们握拍、发球、击球要领，
学员们围着球桌游走腾挪，现
场运动氛围浓郁。这是市体育
发展中心正在开展的“提升免
疫力、我们在行动”系列活动。

“大家一起运动更有氛围，
还有免费教练指导，现在每天
下班都会来运动一两个小时。”
白领顾女士说。

据悉，此次免费培训活动
时间为11月到12月。活动期
间，咸宁市体育中心和金叶体

育馆的田径场、网球场、篮球
场、乒乓球馆等场馆都将免费
开放，邀请运动健身方面的专
家，为市民开展网球、气排球、
乒乓球和健身舞蹈的普及和训
练，各个项目每周开展2至3次
培训，市民均可免费报名参与。

“现在市民们的运动热情
比以前高很多，去年一年参与全
民健身活动人数已经超过了过
去5年的总和。”市体育发展中心
场馆开发部负责人郑伟表示。

此次培训活动，年底还将举
办4个项目的成果展示赛，提高
市民的健身获得感和满足感。

市体育发展中心

开展全民免费健身培训

本报讯 记者镇强报道：
15日，2020年中国中学生跆拳
道联赛总决赛暨世界中学生运
动会跆拳道选拔赛在河北迁安
落幕，我市鄂南高级中学代表
队喜获2金2铜。

本次赛事由中国中学生体
育协会主办，中国中学生体育
协会跆拳道分会执行，来自全
国南北两大赛区近180支代表
队、1000余名运动员进行了4
天的角逐。

鄂南高级中学代表队由教
练段红旗带领8名运动员参赛，
在他们的奋力拼搏下，获得了2

金2铜和4个第五名的优异成
绩。其中，郭骥宸荣获男子
68KG级冠军，胡天祺荣获男子
78KG级冠军，石若凝荣获女子
55KG级季军，李嘉阳荣获男子
59KG级季军；杜文理、肖炜烨、
袁理、李翱分别荣获各自参赛
组别第五名。

此外，鄂南高级中学代表
队被授予“体育道德风尚奖”，教
练段红旗荣获“优秀教练员”荣
誉称号。特别是运动员胡天祺，
成功入选中国中学生国家队，取
得了备战下一届世界中学生运
动会跆拳道比赛的资格。

全国中学生跆拳道联赛总决赛落幕

鄂南高中获2金2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