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港是大理石之乡，30多年的矿
区开采历史，培养了一大批大理石销
售、加工和技术人才；

洪港拥有通山唯一一处硅石矿
场——梓木洞矿区，这里硅石储量足
品质好；

洪港还拥有天然林面积19万余
亩，其中楠竹11万亩……

洪港绿色资源禀赋明显，如何将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从而让洪港强起
来群众富起来，是摆在洪港镇党委政府
一班人面前的一道考题。

“关键靠发展。”镇党委书记谭禛
说，今年这个春季，处处都是繁忙景象。

52岁的三贤村村民王有金，2008
年回乡创办正祥竹业加工厂，如今工厂
年生产能力达到3500万元，带动周边
群众400多人就近就业。

11日，在正祥竹业加工厂内，记者
看到，一根根楠竹运进加工厂内，竹根
竹尖部位加工成竹签，中间部位加工成
竹筷，生产中所产生的废弃料，再经过
一系列科学程序后加工成竹炭。

“吃干榨尽每根竹，一根楠竹的产
值相对以前翻了4倍。”王有金很是自

豪地说。
“4家楠竹加工企业生产如火如荼，

镇石材工业园里更是热火朝天，工人、
机器满负荷运转。”镇长张晓丹介绍道。

走进东瑞石材加工厂，这里储备了
很多一人多高的石材。机器轰鸣声中，
20多名工人正在吊机、切割机旁忙碌
着。

“销往福建的这批产品交货期提前
了半个月，大家加班辛苦了。”总经理王
卫东正在与工人协调当天的生产情
况。他说，工人农历正月初八就全员到
岗，就是想保质保量满足客户要求。

依托中苏湖石材加工集群，镇里不
断优化配套设施，引导石材加工企业转
型升级、创新发展。石材产业园15家
企业，年产值达3.5亿元，带动250余人
就业。

在通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型磁
选设备、自动化流水线、电气一体化和
污水处理环保设施等，一条龙的制造体
系让人眼前一亮。

“公司年开采50万吨矿石、年产
30万吨光伏石英砂，产值达到1.6亿
元。”总经理王仲华说，公司的快速发

展，得益于洪港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保姆
式服务。

在这样环境之中，一批游子迎着发
展的春风回乡创业。

48岁的沙店村民王有文，2012年
返乡创业，投入4000万元创办志腾拉
链制造有限公司，产品远销上海、广东、
河北，还出口中东地区，帮助当地100
多人就业。

“公司去年销售量5000多万元，今
年增加了 15套设备，力争产值突破
8000万元。”王有文说。

志腾员工王合凤，正穿行于24小
时开机的纺织机之间。她笑着说：“家
门口就业，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个月
最多能挣9000元的工资，原来困难的
家里靠我一个人算是奔小康了。”

洪港镇三贤村村民黄治祥，回乡创
办通山威格荣仕制衣有限公司，从事服
装、毛巾、床上用品的生产、销售，建有
现代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包装线6条，

年产值1000万元，为当地提供就业岗
位300余个。

像上述回归的企业，还有奈克鞋
业、长鹰家具等7家企业，先后落户回
归创业园，年产值约3500万元，税收
106万元。同时，带动一批周边村民就
近就业致富。

洪港拥有工业企业47家，其中规
上企业9家，去年即使受疫情的严重影
响，仍然实现了产值10.2 亿元、税收
661万元的优异成绩。更令人欣喜的
是，洪港人一点也不敢骄傲自满，一刻
也不敢懈怠。

为在“十四五”起好步、开好局，洪
港今年确立了“一区引领、四园驱动、三
带聚力、四山支撑”的发展思路，努力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5%、规模工业
增加值增长11%的目标。

展望未来，一个边贸强镇、工业大
镇、生态美镇、文旅新镇的画卷，正徐徐
呈现在人们眼前。

产业振兴富起来
——通山县洪港镇调研记（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国华 查生辉 朱亚平 通讯员 谢宏波 徐胜 刘璇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苹
果
手
机
扫
码

安
卓
手
机
扫
码

中共咸宁市委机关报

www.xnnews.com.cn

2021年4月30日
辛丑年三月十九

国内统一刊号：CN42—0039

代号：37—25

星期五
第12692期 （今日8版）

XIANNING DAILY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198号咸宁传媒大厦 邮编：437100 新闻热线：0715-8128787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值班社长：柯建斌 责任编辑：镇强 校对：刘珊珊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见博、通讯
员敖琼报道：4月28日上午，全省防汛
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宣读
了2020年湖北省防汛救灾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表彰名单，我市共有6家单位
和9名个人榜上有名。

2020年汛期，我市遭受外洪内涝
夹击，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汛情。面对严
峻的防汛形势，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理念，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市委、市政府强有力的组织指挥
下，全市坚持疫情防控和防汛抗洪两手
抓、两手硬，广大军民顽强拼搏，团结奋
战，攻坚克难，做到了大水之年无大险、
大灾之年不见灾，实现了“不倒一堤、不
垮一坝、不死一人、无一人因灾返贫”的

目标，夺取了防汛抗洪斗争的全面胜利。
获评2020年全省防汛救灾先进集

体分别是：市水利和湖泊局、市应急管
理局、市气象局、咸安区水利和湖泊局、
嘉鱼县水利和湖泊局、赤壁市水利和湖
泊局；获评全省2020年防汛救灾先进
个人分别为：咸安区应急管理局科员徐
永红，嘉鱼县簰洲湾镇党委书记、妇联
主席涂秋意，嘉鱼县潘家湾镇党委副书

记陈华成，赤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沈志宏，通城县水利和湖泊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忠荣，崇阳青山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副科级干部熊琴
普，通山县水利和湖泊局副局长王文
绍，赤壁市发展和改革局重点项目协调
组组长、赤壁市民兵应急连综合勤务排
排长钱旭阳，嘉鱼县委常委、县总工会
主席余忠东。

2020年全省防汛救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揭晓

我市6家单位9名个人榜上有名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4月29
日11时23分，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取
得成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贺电，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载人航天工
程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并参
加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的各参研参试
单位和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
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造空间
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是实现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目标，
是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重要引领
性工程。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标志着
我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为
后续任务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你
们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
精神，自立自强、创新超越，夺取空间站
建造任务全面胜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观看发射实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
主席张又侠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现
场宣读了习近平的贺电。

刘鹤、许其亮、肖捷，中央军委委员
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在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观看发射。
中国空间站是中国独立自主建造

运营的载人空间站，由天和核心舱、问天
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构成。天
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管理和控制中心，
是发射入轨的第一个空间站舱段。根据
任务安排，空间站计划于2022年完成在
轨建造，具备长期开展近地空间有人参
与科学实验、技术试验和综合开发利用
太空资源能力，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祝贺 李克强王沪宁在北京观看发射实况

保供水
惠民生

26日，通山县杨芳乡寺口水厂，技
术员在调试过滤出水设备。

去年，杨芳乡千方百计投资 1300
万元对全乡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改造升
级，目前工程接近尾声，预计6月底建
成通水，可让当地2.2万人吃上洁净自
来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黄贝华 摄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讯员张清华报
道：4月29日下午，我市召开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第三方评估问题整改会议，通报有关情
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上宣读了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就复审工作作出的重要
批示。

王远鹤在批示中指出，前期我市各地各
部门虽然为创卫复审做了大量工作，但存在
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必须限期整改到位。市直部门、咸安区、咸
宁高新区要进一步提升站位，压实责任，严
明纪律，奋力打好攻坚战。对工作不实、领
导不力、影响复审的单位要严肃追责。领导
小组要加大督办工作力度，做到督之有道、
督之有力、督之有效，确保高质量完成复审
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当前我市复审工作中仍存在
城区环境秩序不优、薄弱环节问题突出、重
点整治任务落实不够、创卫宣传教育不够深
入等问题，各级各单位务必要深刻反思，提
高认识，紧盯突出问题抓落实。

会议要求，要按照片区划分和党员干部
下沉要求，迅速到一线参与环境卫生整治，
通过党员干部率先示范，引导群众积极参
与，真正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群众性优势。
要夯实属地责任和部门责任，统筹各方力
量，督促辖区内单位和门店落实门前“四
包”，对照复审工作方案标准和要求，落实好
各项措施。重点推进舆论宣传、环境卫生整
治、农贸市场整治、食品安全、城区秩序管
理、病媒生物防治、公厕及河道管理、建筑工
地管理等方面工作。

会议强调，当前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已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各级各单位一定要
克难攻坚，分秒必争，扎实苦干，确保顺利实
现预期目标，做到主要领导亲自参与、分管
领导率先示范，深入一线解决问题；市创卫
办各工作专班要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层层传
导压力、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强督导，对工作
进度缓慢的予以通报批评、媒体曝光、黄牌
警告，对工作不力甚至严重影响进展的，严
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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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群众“搬”到心坎上
○ 柯建斌

日前，记者采访发现，2019
年开始，通山县燕厦乡党委书记
的办公室搬到一楼一进门的第
一间。

无独有偶，近日，咸安区浮山
街道办事处金桂社区启动“流动
式”办公模式，每周四在御龙花园
大门口现场办公。

燕厦乡的一位村民说“要为
第一肩坚守第一间点赞”，金桂社
区的一位居民说“要给不辞辛苦、
百问不厌的社区服务一个好评”。

曾几何时，一些基层单位负
责人的办公室不是没有房号，就
是不标注“房主”。群众对这种

“门难找、人难见、事难办”的怪
事痛心疾首。

如今，许多基层单位的负责
人把党员干部身份亮出来，把自己
的手机号码、座机号码晒出来，把
门禁拆下来，把办公桌“搬”到大街
上来……这些都是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的必然表现，也是党务公开、
政务公开纵深推进的必然结果。

党员干部的第一职责是为
党工作，第一目标是为民谋利。
不让群众找到办公室，何以倾听
民声？不到群众中间，何以为民

服务？
“办公室”与“街头巷尾”的

距离决定着人心向背。群众的困
难在哪、问题在哪、矛盾在哪，基
层干部的办公地点就应该在哪。

搬办公室到显而易见的地
方，消除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隔
阂；搬办公桌到居民小区门口办
公，拉近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
离；燕厦乡、金桂社区的做法值
得借鉴。

办公室搬到哪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让老百姓方便地找
到办公室，更重要的是找得到办
实事的人、找得到解决群众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的方法。

关心民情莫问“官老爷”，要
问“老百姓”；关注民生莫看“平
板”，要看“脚板”。把办公室搬
到进门的第一间、把办公桌搬到
一线去，就是把群众搬到心坎
上，就一定能了解到群众的急难
愁盼，就一定会在“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中展示作为、彰
显宗旨。

根据《咸宁市城市管理工
作2021年月度综合评价实施
方案》（咸政办函〔2021〕2
号），市城市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对全市3月份城市
管理工作进行了综合评价。
现将综合评价得分及排名情
况公布如下：

第一名：
嘉鱼县，得分93.34分
第二名：
咸宁高新区，得分91.40分
第三名：
赤壁市，得分90.62分
第四名：

崇阳县，得分89.84分
第五名：
咸安区，得分89.68分
第六名：
中心城区，得分89.67分
第七名：
通城县，得分88.52分
第八名：
通山县，得分88.30分
《咸宁市城区 2021 年 3

月数字城管案件处理情况一
览表》（详见第八版）

咸宁市城市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4月29日

咸宁市城市管理工作2021年3月综合评价情况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