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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三天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我市多云到晴天。具体预报如下：10日：多云到晴天，偏东风1～2级，21～34℃；11日：多云到晴天，偏东风1～2级，21～35℃；12日：多云，偏东风1～2级，22～33℃。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
员熊琦报道：日前，嘉鱼县18个
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34.2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18个项目
涉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提质升
级、民生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
其中，涉及重大产业转型升级项
目8个，总投资达15.7亿元。

广州诺盾环保一体化处理
成套设备生产基地、湖北卓亚医
用口罩与橡胶手套生产等5个工
业项目总投资过亿元，建成后将
对该县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
优化等方面发挥带动支撑作用。

据介绍，此次顺乐钢铁电炉
配套烟气余热发电项目和金盛
兰冶金烧结机升级改造工程配
套余热发电项目，计划总投资分
别为14560万元和8720万元。
项目建成后，均可实现企业资源
优化配置，降低企业综合能耗、
可比能耗和生产成本，增加企业
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

近年来，嘉鱼县深入实施技
改升级工程，培育新业态、新工
艺、新产能。实施战略性新兴产
业倍增计划，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

嘉鱼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8个项目开工，总投资达15.7亿元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讯员付
婧烨报道：“盼了7年的房产证终于拿
到啦！”8月16日，面对通城县纪委监
委工作人员的回访，隽水镇宝利花园
小区业主王和宝亮出房屋不动产权
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像王和宝这样，盼了7年终于拿
到不动产权证的，共有123户居民。

转机，来自于县纪委监委举行的
一次“屋场夜话”。

今年 6月 18日晚，夏夜的微风

中，忙碌了一天的小区居民代表在路
灯下搬来凳子围坐一圈，一边纳凉一
边与巡回下沉遍访的县纪委监委干
部们拉家常。

“我贷款买的房子，贷款都还清了，
不动产权证却没到手，心里着急啊！”

“是啊，孩子在外地工作，我想把
房子卖出去给孩子买房，但因为没有
证，别人也不敢要。”

大家围着干部们，你一言我一语，
迫不及待地说着烦心事。渐渐地，干

部们了解了业主们共同的“心病”。
原来，宝利花园2014年竣工，建

成商品房351套，当时办理两证的有
228户。后因该项目超建筑面积、超
容积率问题未处理到位，停止办证，
导致123户居民长期无不动产权证。

了解情况后，县纪委监委第一时
间召集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
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协商，决定把依法
查处整改与业主办证分离同步进行，
为123位业主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到7月底，123户居民已全部办
妥不动产权证书。

“‘烦心房’变成了‘安心房’，多亏了
你们！”业主李鹏对县纪委监委干部说。

截至目前，通城县纪委监委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已举行
“屋场夜话”63次，解决群众诉求57件。

通城县纪委监委

“屋场夜话”听民声解难题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家庭农场
游客来

9月1日，咸安区官埠桥镇泉湖村
亮亮家庭农场负责人彭兵在荷塘里为
游客采摘莲蓬。

2013 年，彭兵和两个妹妹来此流
转了 100 多亩荒山林地。前期克服诸
多困难，靠着勤劳的双手种葡萄、湘莲、
水稻，养土鸡，经营餐饮，打造休闲娱乐
一体化的农场。因食材取于自种的田
地，口味纯正，周边游客纷至沓来，前来
感受田园乐趣。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陈涵 杜双 摄

环境变美了 居民高兴了
——市区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采访实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萱 黄兰芬 通讯员 沈家乐

2017年，我市在部分小区试行垃
圾分类；2019年9月，《咸宁市推进城
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施行；
2020年底，市区垃圾分类示范小区达
到29个……

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这些年发生了
什么变化？9月2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卫生环境悄然变好

新华清苑小区是我市首个垃圾分
类示范点。

当天，记者走进新华清苑，一眼就
看到大气、美观的垃圾分类服务亭。四
年过去了，服务亭仍然干净整洁，不时
有居民提着废纸箱和塑料瓶，投放到智
能垃圾箱里兑成积分。

“达到一定积分后可换盐、洗衣液、
抽纸、大米等日常生活用品。”居民刘女
士说，我平时爱网购，快递包装纸箱正
好可以回收挣积分。

和印象中臭烘烘的垃圾桶不同，小
区内的垃圾桶外部都很干净。

“刚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小区好
嘞专员肖娟称，小区试点垃圾分类之
初，很多居民不理解、不习惯，有的甚至
乱扔垃圾。

“我们会在小区巡查，引导居民分
类投放，还会维护垃圾桶的清洁。”肖娟
说，现在垃圾不入桶的现象少了，居民
对垃圾分类的接受度和认可度高了很
多。

新华清苑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卢
福斌说，进行垃圾分类后，小区环境卫
生一改往日脏臭的现象。下班投放高
峰期，经常有分类专员加班分捡、清扫，
每天有垃圾车定时分类清运，减少了物
业公司人力、物力成本。

类似新华清苑有专业设备、专员引
导及专车运输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单

位，市区目前有29个，3.8万余户家庭
因此受益。

由点及面方法创新

在浮山街道办事处银泉社区，颜色
分明的分类垃圾桶随处可见。

“今年，浮山街道办事处投入20余
万元，为银泉社区辖下的其它11个小
区购置所需的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银
泉社区书记余文娟说。

去年起，浮山街道办事处银泉社区
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开展垃圾分类工
作。

在桂花城、绿洲湾、桂泉花园等4
个小区采用“垃圾分类市场化运营模
式”；在金狮巷小区、鄂棉小区采用“在
门卫或物业处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
圾’集散点、楼栋设置‘其他垃圾、厨余
垃圾分类桶’”模式。

到今年6月，银泉社区辖区17个

小区6300余户居民全部实行垃圾分
类，成为市区首个垃圾分类全覆盖的
社区。

经过4年在小区试行，垃圾分类由
点及面，从小区到社区，范围不断扩
大，如今已延伸到街区。

走在市区长安大道、十六潭路、银
桂路，不时可见崭新的垃圾分类亭。

市垃圾分类专班工作人员刘华安
称：“这三条路是垃圾分类示范路。道
路沿线较大的宾馆、饮食摊点分别设
置2个厨余垃圾桶，每天定时清运，还
建设有简易垃圾分类亭，设置了两分
类垃圾箱。”

如今，这三条示范路环境卫生有
很大的提升，开车经过或是散步至此
的居民，都感受到道路变整洁了。

“通过试点先行，示范引领，逐步
探索垃圾分类经验。明年，市区垃圾
分类将全覆盖。”刘华安称。

宣传引导居民参与

目前，市区的29个垃圾分类试点
产生的垃圾，全部实现分类投放、分类
清运、分类处理。其中，其他垃圾、厨余
和餐厨垃圾，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交
由市中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咸宁城发
环保餐厨处理有限公司分别处理；可回
收物交由上游有资质的再生资源回收
公司处理；有毒有害垃圾集中后每季度
由密闭的危废运输车运至湖北省危废
处置中心处理。

“配齐设施设备是垃圾分类的第一
步。”刘华安称，加强垃圾分类的引导宣
传，提高居民知晓率和垃圾分类意识非
常重要。

“我们抓住社区人员、物业人员、垃
圾分类公司人员、党员志愿者四个关键
群体，建立‘四位一体’工作机制，深入
小区宣传推广。”刘华安称。

今年以来，我市开展入户宣传累计达
3.8万余户，涉及居民累计达12万余人次，
小区内站岗式定点督导宣传达3000余次。

“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垃圾分类和
怎么分类投放，不过好多人都嫌麻烦不
愿意去分。”家住福星城的王阿姨说出
了一个普遍现象——虽然居民接受和
理解垃圾分类，但养成分类的习惯，变
成生活日常还需要时间。

如何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参与率？
市环卫局副局长王国华表示，将继续开
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加强垃圾分类宣传
工作力度。同时，建议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加强各职能单位互联互通，相互支
持，群策群力形成合力，全力推进我市
垃圾分类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刘璇报
道：9月2日，笔者走进通山县洪港镇
车田村，只见平坦的水泥路连接着农
户，路边的桂花树郁郁葱葱，各个村湾
的一栋栋小洋楼连排成行……村民夸
赞道：“多亏村干部一件接着一件地办
实事，让百姓过上了城里的生活。”

为了改变村庄面貌，改善人居环
境，近几年，车田村积极向上争取项
目资金，动员村里的成功人士捐款捐

物，将原来的“三乱”村建成社会和
谐、村庄秀美的全县“十面红旗”村。

从2016年开始，该村争取县水利
和湖泊局的人畜饮水工程项目资金，
在郭源河拦堰筑坝，沿路铺设自来水
管，将 2公里外的山泉水引到全村
370多个农户家中。

争取县发改、交通、林业、文旅等
部门支持，抓好车田河沿岸绿化，砌
河堤、修水泥路1.5公里，在沿河大道

栽上桂花树，使车田河畔成为人们散
步、纳凉、休闲的好去处；在村委会办
公楼前建文化广场，安装体育器材，
村民每天早晚和空余时间，就来到广
场唱歌跳舞，开展文娱体育活动。

争取县教育局和当地成功人士
的支持，对村小学进行改造，将教室、
厨房、厕所进行重新装修，每个教室
配上教学电脑，校园四周都栽上风景
树和花卉，使校园焕然一新，让教师

教书安心、生活舒心，孩子们在环境
优美的教室上课静心。

争取县委组织部、乡村振兴局等
部门支持，修通沿“106”国道公路两
旁的下水道、排水沟，让生活在公路
沿线农户的生活废水做到污水入池
处理排放；扩建村“党员群众活动中
心”，创办政务大厅，方便群众办事；
在公路沿边和村湾中心装上路灯，确
保群众晚上出行安全。

通山县车田村多方筹措资金

修通入户路 点亮门前灯 引来山泉水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员
刘智利报道：“现在政策真是好，
为我减轻税务负担！”9月3日，
崇阳县天城镇龙林种植合作社
负责人李林波说。

2017年，李林波成立了龙
林种植合作社，种植草莓、葡萄、
火龙果和桑葚等水果，初步建立
起集种植、采摘、观光于一体的
现代综合农场。水果俏销省内
外市场，年产值在400-600万
元，带动当地30户54人就业，
人均增收1.5万元以上。去年，
在税务部门一系列减税降费政
策实施下，该合作社免税销售额
达14万多元，享受免征增值税

4409.28元。
“水果种植周期长、投资大，

要等到水果成熟后才能有收益，
资金回流相对较慢，常常给采摘
园经营造成一定压力。”李林波
说，多亏了税务部门上门服务送
优惠，降低了合作社的经营成
本，缓解了资金方面的压力。

近年来，崇阳县税务局组建
“税收宣传服务分队”深入企业
（合作社），主动上门走访问需，
对涉农企业开展免税政策宣传
辅导，为广大农户讲解何为农业
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增值
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涉农免税范
围等知识，贴心服务，精准辅导。

崇阳县税务局

税收惠农促销自产农产品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9
月9日，全市村（社区）“两委”换
届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暨换届
准备工作调度会议召开，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党组
织建设和基层治理体系建设重
要论述、全省村（社区）“两委”换
届工作领导小组相关会议精神，
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小兵出席
会议并讲话。

徐小兵指出，提升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做好换届工作的紧
迫感、责任感。要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
作要求，把做好换届工作作为践
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重要内容，作为全面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
组织力的重大举措，以高度的政

治自觉扎实推进。
徐小兵要求，坚持高质量、

严标准，切实选优配强“两委”班
子特别是党组织书记。要把前
期工作做好，做到应调尽调，应
派尽派，应审尽审，应保尽保，应
查尽查，应统尽统，让选出来的

“两委”干部特别是党组织书记，
真正成为基层党员群众的主心
骨、领头雁。

徐小兵强调，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推
进。各地各单位要以更加务实
的作风、更加负责的精神，加强
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全程
指导把关。要层层落实责任，汇
聚强大合力，强化督促指导，把
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往细
里做，高质量完成换届工作任
务。

副市长熊享涛主持会议。

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要求

选好“主心骨” 配强“领头雁”

文明创建进行时

（上接第一版）
第四，坚持公平正义，加强政治安全合作。要巩固金砖战略伙伴

关系，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共同维护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要用好外长会晤、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等机制，就重大国
际和地区问题加强立场协调，发出更多金砖声音。

第五，坚持互学互鉴，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中方倡议建立金砖国
家职业教育联盟，举办职业技能大赛。中方还将举行金砖国家治国
理政研讨会和人文交流论坛，开设五国媒体线上培训班。明年年初，
中国将主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期待金砖国家等世界各国运动健
儿同台竞技、取得佳绩。

习近平强调，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我们在推进金砖合
作的道路上，要顺应时代变化，做到与时俱进。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
下，金砖机制一定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习近平指出，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中方期待同金砖伙伴一道，全面深化各领域
合作，构建更紧密、更务实的伙伴关系，应对共同挑战，开创美好未
来。

五国领导人围绕“金砖15周年：开展金砖合作，促进延续、巩固
与共识”主题深入交流，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新德
里宣言》。

五国领导人充分肯定金砖合作15年来取得的成就，认为今年以
来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复杂国际形势，五国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富成果，提升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地位，
愿继续共同努力，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推动金砖合作取得更多务
实成果。五国领导人表示，将继续推动全球团结抗疫，反对将病毒溯
源政治化，愿加强公共卫生和疫苗合作，推动疫苗公平可及，促进世
界经济强劲复苏，努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各方重申支持
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主张各国
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平等，将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协
调，合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巴西、俄罗斯、印
度和南非支持中国主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支持中国2022年金
砖主席国工作并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

五国领导人还听取了金砖国家相关机制负责人工作报告。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