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奇隐水洞
十里水画廊

1日，步入通山县隐水洞景区，洞
内景观丰富多彩，奇特壮丽，仿佛一
座神秘的地下宫殿。

隐水洞位于通山县大畈境内，是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和湖北省首个
地质公园。

该洞全长5180米，钟乳石林立，惟
妙惟肖，峡流相映，瀑洞相融，美不胜
收，享有“神奇隐水洞，十里水画廊”的
美誉，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夏正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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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6月3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主持召开市政府
常务会议，听取全市环保工作情况汇报，审
议《咸宁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听取迎接中
央环保大督察工作的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去年我市生态环境工作取
得了良好成效，但要保持清醒头脑，正视环
保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生态环境保护永
远在路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要坚持问
题导向，把问题找准，把原因查实，硬化工
作措施，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效。

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省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反馈
的问题客观存在，要照单全收，全面认领，
认真整改。要扛起整改的政治责任，在整
改中提升政治站位，真正把生态文明建设
当作“国之大者”，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的需要，是衡量党员干部是否
担当、是否履职尽责的标尺，关系到美丽咸
宁建设，没有任何理由不落实整改要求。

会议强调，要在整改中见担当、见思
想、见认识。市政府班子成员要履行一岗
双责，抓好分管领域的整改工作。有关部
门要主动作为，全面履职，切实抓好整改。
要细化整改工作，做到举一反三，既要对照
反馈问题清单进行整改，也要主动查找问
题。实行“清单式”整改，明确责任清单、问
题清单、领导清单、时间清单，做到清单化
结账。要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督办，严格工
作纪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会议审议了《咸宁市消防车通道管理办
法》，要求加强消防车通道管理，确保灭火和
应急救援的道路畅通无阻，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消防车通道的规
划、建设、维护和管理，提高灭火救援通行
保障水平。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市民和
各单位自觉遵守消防车通道管理办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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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
6月3日，市政协就“康养人才
队伍建设”议题召开双月协商
座谈会。市政协主席曾国平
出席并讲话。

曾国平指出，要提高对康
养人才队伍建设的认识。打
造中部康养城的当务之急，就
是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
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康养人才
队伍。要充分明确打造康养
人才高地、为中国中部康养城
提供优质人力支撑的目标，把
康养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个
重要产业来抓，不断夯实康养
产业发展基础，加快打造中部
康养城。

曾国平要求，要高标准高
要求做好康养人才队伍建设
的规划，制定务实的康养人才
政策体系，建立完善的康养人
才培训制度和继续教育培训

体系。要加大财政投入，大力
开展面向社会人群的康养护
理技能培训，力争达到5年内
培养10万人次医养康养护理
专业人才目标。

曾国平强调，要高质量推
动康养人才队伍标准化建设，
建立健全康养服务培训标准
体系，充分利用院校和培训机
构教育资源，加强职业化教
育，构建多样化、多层次、高质
量的康养技能课程体系。要
着力抓好康养人才阵地建设，
借鉴吸收先进地区经验，抓好
康养人才队伍法治建设，不断
完善面向社会的康养人才队
伍组织建设，畅通人才输送渠
道，构建和培育新型康养服务
业态。

市政协副主席郑凌主持
座谈会，秘书长陈建华参加座
谈会。

市政协双月协商座谈会要求

高质量推动康养人才队伍建设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
色。

通山，八山一水一分田，森林覆盖
率66.44%，生态优势明显。如何面对
新的发展阶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该
县给出的答案是：

紧紧围绕“山通水富、绿色发展”
战略目标，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
一年干，一步一个坚实脚印，筑牢高质
量发展底盘。

念好“生态经”，树牢绿色理念——
水秀山青颜值美

青山云雾缭绕，富水碧波荡漾。

5月23日，通山县大畈镇鹿眠塘村
新鹿港湾，阵阵欢声笑语从富水湖面传
来。细看，一叶叶竹筏、游船在水雾中
若隐若现，一批批游客在此开心畅游。

“水清亮，空气好，景色美。”崇阳游
客袁欣欣说，坐于竹筏之上，有种“船在
湖中走，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富水湖属长江中游南岸一级支流，
拥有水面12万亩、库容16.65亿立方
米，是通山境内最大的水库。然而几年
前，富水湖却是另一番惨景，让人望而
却步。

2016年以前，为解决群众温饱问
题，该县鼓励库区居民发展网箱养鱼等
水产养殖业。十几年过去，虽然群众致
富了，但湖水被严重污染，生态被严重
破坏。

“水面基本被网箱占满，巡湖只能绕
来绕去。”县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队
长王向阳说，最高峰时期，富水网箱达到
了5.8万口，水质曾一度下降为Ⅳ级。

2016年，国家开始实施生态保护
战略，通山果断行动，投入上亿元，实施
富水拆违行动。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奋
战，到2018年底，5.8万口网箱、169处
围汊全部拆除，富水湖生态逐步恢复。

2020年，长江流域十年禁渔计划
启动，富水湖成为通山主战场。通山再

接再厉，成立禁捕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
专班，在全省率先启动禁捕退捕和渔民
安置工作。

经四个月的攻坚，至当年10月底，
全县984艘捕捞渔船全部拆解上岸，拨
付补偿金 7081.91 万元、拨付率达
100%，渔民转业安置实现全到位。同
时，常态化监管执法工作及时跟进落
实，富水生态保护开始筑起坚固屏障。

今年4月1日，环保部门对富水水
质进行再次检测，水质类别为Ⅰ类，达
到历史最好水平。

“绿色是通山最鲜明的底色，坚持
走绿色道路是通山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不二选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通山
县委书记石玉华说，通山始终高举“山
通水富、绿色发展”的大旗前行，步伐铿
锵，作为不断。

九宫山风景区坦上石垅山，曾是通
山境内纯度最高的硅石矿山，硅石资源
量约100.5万吨，经济价值2.2亿，是数
家矿企的“香饽饽”，也给当地带来了不
少经济效益。破坏环境必须叫停，经过
综合整治和生态恢复，今天的矿山已不

见满目苍夷，但见漫山葱绿。
宁要绿水青山长存，不要破坏生态

的GDP!
从2016年开始，通山不惜成本，投

入1.1亿元对域内非煤矿山进行全面
整治和生态复绿。截止2020年9月30
日，共关停非煤矿山57家，直接减少收
入上亿元，可树牢生态理念的通山人并
不感到可惜。

与此同时，该县三年完成绿化造林
44.76万亩，三年精准灭荒26.73万亩，
连续6年国土绿化面积居全省第一，国
土绿化工作荣获“全国绿化奖章”。

主打“绿色牌”，壮大绿色产业——
清洁能源活力显

树影婆娑、满目新绿。置身大幕山
中，除去漫山美景，最引人注目的莫过
于那一座座巨大风轮。

“29台风电机组全部并网发电，所
有设备运行良好。”风电场工作人员刘
佳龙介绍，去年实际发电量11499万千
瓦时。 （下转第六版）

山通水富新画卷
——通山全力推进绿色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国华 刘会文 宋文虎 特约记者 孔帆升 徐大发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
员纪甜一报道：6月3日，我市举
行2020年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
布会暨2021年环保世纪行启动
仪式，通报了全市2020年和
2021年1至4月环境质量状况。

2020年，我市城区环境空
气质量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二级标
准。其中：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4.0%，在全省17个重点城市
中排名第 4；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为 49微克
每立方米，在全省17个重点城
市 中 排 名 第 3；细 颗 粒 物
（PM2.5）年均浓度为30微克
每立方米，在全省17个重点城
市中排名第3。

今年1至4月，咸宁市城
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2.5%，在全省17个重点城市
中排名第 3；可吸入颗粒物
（PM10）浓度均值为 56微克
每立方米，在全省17个重点城

市 中 排 名 第 2；细 颗 粒 物
（PM2.5）浓度均值为37微克
每立方米，在全省17个重点城
市中排名第4。

在水环境质量方面，去年
至今年4月，全市县级以上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100%。

去年，全市主要河流和湖
库共47个市控以上地表水监
测断面（点位）。其中：国控断
面（点位）5个，达到或优于地
表 水 Ⅲ 类 水 质 标 准 比 例
100%，无劣五类断面（点位）；
省控断面（点位）9个，达到或
优于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比
例100%；市控断面（点位）33
个，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Ⅲ类水
质标准比例93.9%。

2020年，全市区域环境噪
声状况总体较好。2021年 1
至4月，六县市区城市声环境
功 能 区 达 标 率 在 92.8% ～
100%之间，平均值为98.4%。

我市城区空气质量居全省前列
今年前4个月优良率达92.5%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6月3日，
咸宁市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成立。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士军揭牌并致辞。

张士军指出，要坚决扛起政治责
任，自觉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认识和推
动乡村振兴工作，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大

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咬定青山不放
松，一年接着一年干，当好咸宁乡村振
兴的“领路人”，绘就鄂南乡村振兴的壮
美画卷。

张士军要求，要切实找准工作方
向，围绕职责职能转变，有序推进机构
调整优化，进一步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

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严格落实“四个
不摘”要求，切实巩固好“两不愁三保
障”成果，逐步实现由集中支持脱贫攻
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张士军强调，要全面提升履职能
力，深入学习乡村振兴工作新政策新要
求，着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要坚持党建
引领，进一步强化作风建设，按“深实严
细久”的标准落实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要
求，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为加快咸宁“十四五”高
质量发展作出更多更大贡献。

副市长谭海华参加揭牌活动。

咸宁市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成立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高质量发展在咸宁系列报道 1

编者按：奋斗百年路，启航新
征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近年来，全
市各地把握和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一以贯之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引领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今起，
本报推出“高质量发展在咸宁”系
列报道，展示全市各地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中的新探索、新实践、新作
为、新成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敬请关注。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6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向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我在去年11月提出举办上海合作组
织民间友好论坛的倡议，得到各成员国热烈响应和积
极支持。相信论坛将成为各方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加
强合作的重要平台。

习近平指出，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坚守初

心，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深化合作。要发挥民间外交
优势，拓宽各国人民心灵沟通渠道，为上海合作组织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湖北省人民政府、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
员会共同主办，当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开幕，主题为“促
进民间友好，传承‘上海精神’”。

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致贺信
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坚守初心，同舟

共济，守望相助，深化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