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微金融店小二 三大银行农商行

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 新党员集中入党宣誓

咸宁农商行新老党员共践初心使命
本报讯 通讯员叶旭报道：6月24日，

咸宁农商行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
发暨新党员宣誓活动，并组织新老党员座谈
会。

市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继华向3名老
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他们
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陈继华与老党
员们一起回顾50年来咸宁农商行的发展历
程，感谢他们为了党的农村金融事业、农商
行的发展拼搏奋斗、无私奉献，为广大党员
特别是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并希望他们保
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常回家看看，为农商
行干部员工传授经验、加油鼓劲。

在鄂南烈士纪念碑前，新老党员一起举
行了入党宣誓仪式。陈继华代表市行党委
向各位新党员表示衷心的祝贺，并提出三点
希望和要求。他指出，入党誓词是对一名合
格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一名党员对党组

织做出的庄严承诺。党员要践行入党誓言，
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一是要坚持知行合一，主动担当作为。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
各位新党员要通过学习真正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成为本
职工作的行家里手，为全市农商行高质量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是要坚定理想信念，时刻牢记使命。
作为一名党员，要处处以身作则，始终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是要热爱农村金融事业，创造争先进
位干事氛围。所有党员要学习农村知识，知
农时、懂农事、察农需，面向农业、农村、农
民，落实微贷、扫码、乡村振兴等工作部署，
保持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奋发向上的工
作热情，传承好、发展好农村金融事业。

本报讯 通讯员汪丽娜报道：“农商行贷
款真是太方便、太实在了，2小时内顺利贷到
10万元。”近日，通山县楠林桥镇石门村种养
殖大户夏亚增感慨地说道。

夏亚增苦于扩大养殖规模而又缺资金，
更关键的是缺少抵押担保物且找不到合适
的保证人，该行在了解到相关困难后，第一
时间将“荆楚小康贷”的优惠政策送上门，当

天顺利提款“荆楚小康贷”10万元一解燃眉
之急。

据了解，该行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动+
三方评议+金融顾问主推”四位一体的战略布
局，采取“村银共建+金融顾问+整村授信”模
式推进“微贷助力乡村振兴”劳动竞赛，开展
党建互联互动各项活动，打造示范村开展党
建业务联合宣传，以“荆楚小康贷”产品对接，

当前该行正采取“试点推进、全面覆盖”的方
式，已向全县187个行政村派驻“金融顾问”，
按照“863”数字化模式开展整村授信。

目前，在全县已建档6899户，完成预授
信5722户、15278万元；签约授信97户、515
万元。同时，力争3年内对全县行政村信贷服
务全覆盖，辖内农户建档率达80%以上、预授
信率达60%以上，签约授信率达到30%以上，
确保实现各乡镇辖内行政村每村授信额不低
于500万元，发放贷款不低于200万元，累计
授信发放贷款不低于10亿元。

通山农商行“整村授信”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杨惠春报道：为全面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省联社和咸宁农商行关
于安全生产相关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安全
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责任和措
施，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
日前，嘉鱼农商行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
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为确保检查效果，该行组成了以领导班
子为组长的多个检查组，制定了详细的《嘉鱼
农商银行安全生产检查实施方案》，细化了工
作措施，明确了检查重点及目标任务。检查

围绕燃气应用、消防隐患、网点安全、款箱押
运安全、值班守库、电源线路、自然灾害、施工
安全、信访维稳、疫情防控等重点领域，对机
关办公楼和辖内16家经营网点进行安全隐患
全面排查。检查人员根据排查实际情况，按
照网点建立排查档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能
现场整改的立即整改，现场不能整改的，制定
整改计划限期整改，并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
改责任部门及责任人，跟踪问题整改到底，保
证所有安全隐患及时整改到位。

此次检查按照“排查无死角、隐患零容忍”

的原则，开展全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全
面深入、细致地排查安全生产隐患。通过此次
安全大检查活动，进一步完善了安全生产相关
管理制度，提高了全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合规
操作意识，构建了全行人人讲安全、人人守
安全浓厚氛围，防范和杜绝了各类潜在的
安全责任事故，确保全行安全运行无事故。

下一步，该行将以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
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能力，切实提高
全体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不断完善安全管
理制度与应急预案，把安全工作真正做到横
向纵向到边到底，持续营造“平安责任人人
担、时时事事讲安全”的安全管理新局面，杜
绝一切安全责任事故。

嘉鱼农商行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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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
10.49
9.16
8.60
9.26
8.94
9.76

表5-2 各地区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全 市
咸 安
嘉 鱼
通 城
崇 阳
通 山
赤 壁

地 区 2020年

大学
（大专及以上）

高中
（含中专）

初中

37544
33742
37983
36957
38104
41365
39438

全 市
咸 安
嘉 鱼
通 城
崇 阳
通 山
赤 壁

地 区

9145
16147
8648
5474
6360
5696
8386

16764
19491
17383
13026
16171
11613
20784

小学

25407
21102
23530
31062
29061
29124
21028

表5-1 各地区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单位：人/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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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均受教育年限[3]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
市常住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由8.8年提高至9.5年。

6个县市区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
上的县市区有 1个，在9年至10年之间的县市
区有3个，在9年以下的县市区有2个。

三、文盲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

字的人）为69791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29053人，文盲率[4]由4.01%
下降为2.63%，下降1.38个百分点。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2]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

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3]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的，具体的折算标准是：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

年，大专及以上=16年。
[4]文盲率是指6个县市区的人口中15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例。

根据咸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年11月1日零时我市6个县市区的人口受教
育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受教育程度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2]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

化程度的人口为243113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
程度的人口为445627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
998044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675395人
（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
肄业生和在校生）。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5593人
上升为9145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337人上
升为16764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9732人下
降为37544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2052人上
升为25407人。

17.65
15.60
21.22
19.01
17.23
16.04
18.84

21.70
20.62
16.76
23.38
22.70
26.30
19.98

60.65
63.78
62.02
57.61
60.07
57.66
61.18

全 市
咸 安
嘉 鱼
通 城
崇 阳
通 山
赤 壁

12.42
11.08
15.14
13.27
12.02
11.14
13.31

表4-2 各地区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

60岁及
以上

占常住人口比重

0-14岁 15-59岁
地 区

其中：65岁
及以上

二、地区人口年龄构成
6个县市区中，15-59岁人口比重在63%以上的县

市区有1个，在60%-63%之间的县市区有3个，在60%
以下的县市区有2个。

6个县市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7%，
其中，1个县市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合计数和部分

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2] 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

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
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
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3]0- 15 岁 人 口 为 609310 人 ，16- 59 岁 人 口 为
1579842人。

根据咸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
日零时我市6个县市区的人口流动情况公布如下：

一、城乡[2]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3]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1508314 人，占

56.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150002人，占43.24%。与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456831人，乡村人口
减少261098人，城镇人口比重提高14.04个百分点。

二、流动人口[4]

全市常住人口中，全市人户分离人口[5]为782507人，其中，市
辖区内人户分离[6]人口为163686人，流动人口为618821人。流动
人口中，跨省流动人口为52702人，省内流动人口为566119人。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市人户分离人口增
加 443529 人，增长 130.84%；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加
144483 人，增长 752.40%；流动人口增加 299046 人，增长
93.52%。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

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2]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

的。
[3]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

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
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
工作学习的人。

[4]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
人口。

[5]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
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6]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
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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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统计局 咸宁市人民政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30日

咸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二号）
——地区人口情况

咸宁市统计局 咸宁市人民政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30日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2]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

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3]指各县市区的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

根据咸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
时我市6个县市区的常住人口[2]有关数据公布如下：

一、地区人口
6个县市区中，常住人口超过50万人的县市区有1个，在40万人

至50万人之间的县市区有3个，在30万人至40万人之间的县市区有
1个，少于30万人的县市区有1个。其中，常住人口居前三位的县市
区合计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为58.50%。

二、地区人口变化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个县市区中，有4个县市

区常住人口增加。常住人口增长较多的3个县市区依次为：咸安、通
城和通山，分别增加145073人、45530人、30232人。

2658316
657590
285642
426288
427130
391311
470355

100.00
20.81
12.96
15.46
16.68
14.66
19.43

全 市
咸 安
嘉 鱼
通 城
崇 阳
通 山
赤 壁

100.00
24.74
10.75
16.04
16.07
14.72
17.69

常住人口数
比重［3］

2020年 2010年
地 区

表2-1 各地区人口
单位：人、%

咸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一号）
——全市人口情况

咸宁市统计局 咸宁市人民政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30日

根据咸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
日零时我市人口的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常住人口
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市常住人口[2]为2658316人。
二、人口增长
全市常住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462583人

相比，增加195733人，增长7.95%，年平均增长率为0.77%。
三、户别人口
全市共有家庭户[3] 897754户，集体户33859户，家庭户人口

为2506025人，集体户人口为152291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

口为2.79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减少0.58人。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

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2]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

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
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
工作学习的人。

[3]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
组成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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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咸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
1日零时我市6个县市区的人口性别构成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市人口性别构成
全市常住人口[2]中，男性人口为1373216人，占51.66%；女

性人口为1285100人，占48.34%。常住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6.86，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相比增加1.27。

二、地区人口性别构成
6个县市区中，常住人口性别比在106以下的县市区有1

个，在106至109之间的县市区有4个，在109以上的县市区有
1个。

表3-1 各地区人口性别构成
单位：%

1373216
340136
149049
217447
220414
202181
243989

106.86
107.14
109.12
104.12
106.63
106.90
107.79

全 市
咸 安
嘉 鱼
通 城
崇 阳
通 山
赤 壁

1285100
317454
136593
208841
206716
189130
226366

性别比
占常住人口比重

男 女
地 区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2]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

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咸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四号）
——人口年龄构成情况

咸宁市统计局 咸宁市人民政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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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咸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
零时我市6个县市区的人口年龄构成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市人口年龄构成
全市常住人口[2]中，0-14岁[3]人口为576978人，占21.70%；15-

59岁人口为1612174人，占60.65%；60岁及以上人口为469164
人，占17.6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330213人，占12.42%。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4.04个
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9.72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
的比重上升5.6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8个百分
点。

单位：人、%

比重年 龄 常住人口数

总 计
0-14岁
15-59岁
60岁及以上

其中：65岁及以上

2658316
576978
1612174
469164
330213

100.00
21.70
60.65
17.65
12.42

表4-1 全市人口年龄构成

咸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