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
15 日晚在西安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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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新华社西安 9 月 14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四届运动会开幕式 9 月 15 日 20 时在西安奥体中心体
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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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
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
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
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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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治站位 聚焦重点任务 压实工作责任
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高质量发展看亮点
立足园区

服务发展

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特约刊登
招商热线：0715-8066400

技术创新
闯市场
10 日，通山县科奥产业园咸宁卧
飞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操控
CNC 精雕机进行手机面板玻璃精加
工。
卧飞电子成立于 2018 年，当时是
一家仅能组装手机配件的小微企业。
近三年来，通过开展技术创新，研发新
产品、创建自有品牌，市场占有率不断
提高，
今年产值已突破 2000 万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徐桔林 摄

我市筑牢长江绿色屏障

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拟认定名单公示

近 3 年来，完成造林 11.44 万亩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王僳
僳报道：初秋时节，长江干堤嘉鱼潘湾
堤段，一片片生机勃勃的意杨林从洲
滩蔓延至江堤，形成一道绿色屏障，与
一江碧水相连，勾勒出和谐的林水相
融画面。
咸宁有 128 公里长江岸线，担负
着涵养长江水源和维护长江生态安全
的重任。近年来，我市以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为抓手，
“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
，
建设安澜长江。

2018 至 2020 年，全市完成长江
沿岸造林绿化 11.44 万亩，占省定任务
10.84 万亩的 105.54%。
赤壁市筹措资金 2.9 亿元，将长江
干堤东风村段附近 258 户整体搬迁，
进行岸线复绿，在全长 4.8 公里的背水
侧护堤地 30 米范围内，栽植樟树 3.3
万株，
铺设草皮 12 万平方米。
嘉鱼县采取奖、贴、帮、融等方法，
县政府每年专项预算资金 1500 万元，
用于非法码头和采石塘口复绿、对村庄

绿化、
农田林网和洲滩造林绿化奖补。
造林绿化，
人人有责。我市积极创
新造林机制，
指导沿江县（市、
区）吸引各
类投资主体参与造林，
并为咸安、嘉鱼、
赤壁长江防护林资金达到4630万元。
大力发展公司造林。嘉鱼县和赤
壁市先后发动嘉安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天久农林专业合作社、绿缘林业合
作社、浙江云宁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
绿化公司和合作社参与长江沿岸的造
林，造林面积 16300 亩。

积极引导大户造林。各地积极引
导家庭农场主、造林能人以承包、租赁
等形式投资造林。全市长江沿岸造林
面积达 300 亩以上的有 20 户，造林面
积达 14850 亩。
广泛发动群众造林。嘉鱼县按照
“谁投资、谁造林、谁受益”的政策，将
簰洲湾镇、潘家湾镇、新街镇等地部分
洲滩零星荒地土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招
标，共发动 330 户农户参与造林 6700
多亩，
带动长江沿线植树造林新风尚。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
8 月 31 日至 9 月 30 日，第二轮第四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湖北，欢迎

社会各界积极向督察组反映生态环境问题
线索。督察组联系方式：邮政信箱为湖北

省 武 汉 市 A104 信 箱 ，固 定 电 话 027—
68881984（接听时段 8 时至 20 时）。

咸宁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试鸣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和《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为检验我市人民
防空警报设施的性能，增强市民的国防观
念和防空意识，使广大市民进一步熟悉防
空警报信号，咸宁市人民政府定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上午 10 时整进行全市防空警
报试鸣。为了确保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
序，现将今年警报试鸣的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试鸣时间：2021 年 9 月 18 日上午

10：
00 至 10：
20。
二、试鸣范围：温泉、咸安、赤壁、嘉鱼、
通城、崇阳、通山七城区。
三、信号种类：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
报、解除警报三种，各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
为 5 分钟。其信号识别：
预先警报：鸣 36 秒，停 24 秒，反复 3
遍，时间为 3 分钟；
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15 遍，
时间为 3 分钟；
解除警报：连续鸣放 3 分钟。

地址：
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 198 号咸宁传媒大厦

邮编：
437100

四、防空警报试鸣的组织：
防空警报试鸣工作由市、县（市）人防
办负责同步组织实施。
防空警报试鸣前，请各新闻单位及电
信、移动、联通相关公共信息发布载体就有
关内容进行宣传。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请各部门、单位和
广大市民、过往人员积极配合，保持正常的
工作和生活秩序。
咸宁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9 月 15 日
新闻热线：0715-8128787

邓昌炉

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关键环
节，作为检验学习成效的具体实践，将
“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结合起来，
切实提升为群众办实事的质量水平。
将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坚持“深实严
细久”工作标准和“五到四从四多”工
作要求，惠而不费、用心用情，解决好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
省党史学习教育第九巡回指导组
成员、市党史学习教育办公室有关工
作组参加座谈会。

又到了桂花飘香的季节，自然而然想到了“中
国桂花城”，想到了桂花旅游。试想：满城桂花绽
放，游客蜂拥而至，那该是多么美妙的景象！
但客观地说，
“游客蜂拥咸宁赏桂花”
的景象还需
时日，
我们在桂花旅游方面要做的文章还有很多。
事实上，作为“中国桂花之乡”和知名旅游城
市，咸宁发展桂花旅游取得了一定成效——
桂花景区景点方面，
先后打造了桂花源景区、
潜
山森林公园桂竹园、
市人民广场桂花苑、
咸安区桂竹
生态旅游区。
桂花旅游礼品方面，先后推出了桂花酒、桂花
糕、桂花蜜、糖桂花等特色产品。
桂花旅游宣传方面，旅游主题形象宣传片“中
国桂花之乡、三国赤壁故地”入选援鄂抗疫公益行
动计划，咸宁旅游 30 秒形象宣传片在央视多个频
道播放，咸安刘家桥桂花成功入选文旅部 300 条全
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但桂花旅游产业的短板依然突出，主要表现
在：以桂花为主题的景区景点少，且档次不高；桂花
产品普遍层次较低，附加值不高；桂花旅游产业要
素不全，文化体验性不强，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融
合度也不够；桂花旅游宣传有待加强……
“建设中国桂花城，是以桂花为核心元素，把咸
宁打造成一个芳香浪漫、健康宜居、可持续发展的
城市典范。”南京林业大学王贤荣教授曾指出，咸宁
提出建设中国桂花城，一定要有产业带动，而
“发展
桂花旅游是重中之重。”
那么，
下一步，咸宁桂花旅游该如何作为？
最近，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出的“六个一”工程值
得期待——
创建一个高 A 级桂花主题景区。支持引导桂
花源景区提档升级，通过招商引资，引入有实力的
市场主体，对景区进行整体开发建设，将其打造为
集休闲旅游、养生体验、观光度假、演艺娱乐、饮食
购物于一体的高品质 4A 级桂花主题公园。
举办一场桂花文化旅游节。在丹桂飘香的金秋，每两年举办一次
集桂花游园观赏、非遗展示体验、文艺节目汇演、特色美食品尝、桂花
产品展示、桂花文化研讨于一体的全国性的桂花文化旅游节，炒热中
秋国庆旅游市场，
以桂为媒，
节会搭台，拉动桂花文化旅游消费。
推出一条桂花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整合桂花资源，从“吃、住、行、
游、购、娱”等方面顺应广大游客旅游消费新需求，组织旅行社研发一
条涵盖绿色生态、乡村体验、研学旅行等元素的桂花主题精品线路。
设计一桌桂花宴。围绕烹饪桂花肉、桂花鸡、糖醋桂花鱼等十余
道极富咸宁地方特色的菜肴菜品，
设计、推出一桌桂花宴。
举办一场“桂花仙子选拔赛”。面向全国，举办一场“桂花仙子选
拔赛”。通过知识问答、才艺展示等形式，将桂花元素全面融入选美比
赛中，制造趣味营销，引爆热点话题。既评选出“中国桂花城”的形象
大使，
又提升咸宁作为中国桂花之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制作一套精美实用的桂花主题旅游伴手礼。围绕桂花系列化妆
品、桂花系列食品、桂花系列装饰品、桂花系列保健品等，深度开展研
发和包装组合，
推出系列桂花主题文创产品。
笔者认为，桂花旅游是一个集合诸多要素的产业，除上述“六个
一”工程外，还需各级各地和各种社会力量共同给力，力争在古桂资源
保护、桂花品种培植、桂花产品开发、桂花文化研究、桂花品牌打造等
方面，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真正让咸宁桂花香飘海内外，真正叫
响
“中国桂花城”
！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见博报道：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责任感和
完成领办任务，切实发挥示范带动作
9 月 14 日，省党史学习教育第九巡回
紧迫感，做到思想认识上再深化，工作
用。要通过第三方评价、
阶段性评估等
指导组来我市，围绕“我为群众办实
成效上再提升。要突出重点，聚焦为
方式，
抓好长效机制建设，
推动
“我为群
事”实践活动开展指导督导，并召开座
民办实事项目清单，加大“我为群众办
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让人民群
谈会，听取我市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实事”实践活动的推进力度，在推动重
众切实感受到党史学习教育的实际效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情况汇报。
点任务落实上下功夫，真正把好事、实
果。
省党史学习教育第九巡回指导组组
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进一步压实责
孟祥伟表示，将持续深入学习贯
长、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谢红星出席会
任，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议并讲话。市委书记孟祥伟主持会议
谢红星要求，要围绕省委、省政府
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并作表态发言。
“十大惠民、
四项关爱”
实事项目清单进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党中央决
谢红星对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行对照梳理，
将各项领办任务和重点工
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准确把握省巡
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推
作项目化、具体化，一件一件推进落
回指导组的督导意见，抓住要点和关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取得的
实。 要结合咸宁实际，
突出咸宁特色，
键点，对标对表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各
阶段性成效予以肯定。谢红星强调，
抓好特色活动的提炼、
提升。要坚持领
项工作落实。将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我
导干部带头，
把握时间节点要求，
高质量
中心的思想，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桂花旅游如何旺起来

省党史学习教育第九巡回指导组来咸巡回指导

咸宁 5 个村上榜
本报讯 记者王奇峰报道：
9 月 7 日，记者从农业农村部网
站获悉，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
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
乡村振兴局关于开展第二批乡
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工作的通
知》要求，拟认定北京市门头沟
区清水镇等 100 个乡(镇)为第二
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北京

市朝阳区黑庄户乡小鲁店村等
1000 个村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咸宁有 5 个村入选“第
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
据悉，咸宁入选的 5 个村分
别为：咸安区官埠桥镇小泉村、
嘉鱼县潘家湾镇四邑村、通城县
五里镇尖山村、通山县南林桥镇
石门村和赤壁市官塘驿镇张司
边村。

咸宁市城市管理工作
2021 年 8 月综合评价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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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份城市管理工作进行了综合评价，各
地同步对所辖乡（镇、办）集镇建成区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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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8 个评价区域排名及得分：
第一名：
赤壁市，得分 92.50 分
第二名：
中心城区，得分 92.47 分
第三名：
咸安区，得分 92.38 分
第四名：
嘉鱼县，得分 92.34 分
第五名：
通山县，得分 91.58 分
第六名：
咸宁高新区，
得分 90.7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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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总编：
刘国华

第七名：
崇阳县，得分 90.02 分
第八名：
通城县，得分 88.70 分
（二）各地所辖乡（镇、办）综合评价首末名及得分：
县、市、区
首名
咸安区
桂花镇
嘉鱼县
陆溪镇
赤壁市 中伙铺镇
通城县
五里镇
崇阳县
白霓镇
通山县
燕厦乡

得分

末名

得分

96.00
大幕乡
91.10
潘家湾镇
92.74
82.82
93.70 余家桥乡 84.80
93.50
塘湖镇
88.00
96.00
路口镇
92.30
92.00
慈口乡
79.80
《咸宁市城区 2021 年 8 月数字城管案件处理情况
一览表》
（详见第六版）
咸宁市城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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