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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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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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道：金秋咸宁，田
畴似锦，砖茶飘香。23日，2021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咸宁主会场活动在赤壁市举行。全
市各界农民代表相聚万里茶道源头——赤壁
羊楼洞古镇，共庆丰收，分享喜悦。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远鹤宣布活动开幕，省农业农村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肖长惜出席活动开幕式并
致辞。

肖长惜指出，咸宁是我省特色农业大市，青
砖茶生产销售占全国市场的三分之一以上。近
年来，咸宁农业产业化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
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农产品附加值大
大提升，广大农民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希望
咸宁市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毫不松懈抓好秋
粮生产，确保秋粮丰收到手，实现全年农业好
收成，继续巩固农业农村发展的好形势。

市领导在活动开幕致辞中表示，各级各
部门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品牌培育营
销，加快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持续改善村容村
貌和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希望广大农民朋友继续务实苦干，
用勤劳的双手，把丰收的美景刻画在鄂南大
地上。

活动现场，各界群众载歌载舞，带来了丰
富精彩的文艺演出，展现鄂南大地处处庆丰收
的喜人场景，抒发广大农民感恩党、听党话、跟
党走的豪迈之情。现场还举行了第三届“美丽
中国·乡村振兴”全国农民诗歌邀请赛颁奖、农
村实用人才创业创新项目展示、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授牌等活动。

主会场还设立有系列农特产品展示区和
直播带货区，推介我市桂花、青砖茶、猕猴桃等
产品，展示咸宁丰收场景，弘扬咸宁农耕文化，
带动乡村旅游和消费惠农。

本届农民丰收节活动由市政府、湖北省作
家协会主办，由赤壁市政府、市农业农村局等
单位共同承办，旨在充分展示咸宁茶产业发
展、特色农业产业增长极、农业农村发展的巨
大成就，展示新时代咸宁农民、农业、农村的新
风貌。

省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沈小群，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石玉华，副市长谭海华，市政协
副主席孙新淼出席活动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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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抓创建
——嘉鱼县南街社区调研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大乐 张敏 谭宏宇 特约记者 江开群 龙钰 通讯员 皮道琦

本报讯 记者陈红菊、
丁伟、特约记者汪佳、童金健
报道：23日，2021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咸宁主会场活动
在赤壁市举行。全市各界农
民代表相聚万里茶道源头
——赤壁羊楼洞古镇，共庆
丰收，分享喜悦。活动以“品
砖茶·庆丰收·感党恩”为主
题，旨在充分展示咸宁茶产
业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增长
极、农业农村发展的巨大成
就，展示新时代咸宁农民、农
业、农村的新风貌。

同日，崇阳县2021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白
霓镇油市村举办。活动中，农
民演员和表演嘉宾载歌载舞
庆丰收、歌颂党，还举办了拔
河比赛、颗粒归仓（收割稻谷）
趣味游戏。活动还邀请了20
家农业公司（合作社）和20位
电商主播到现场进行农产品
推销和直播带货，向各地游
客、全国网友推介崇阳特色农
产品、特色美食。

全市各地欢庆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南街社区，是嘉鱼县最老的社区之
一，人口密集，老旧小区多。但在创文
工作的推动下，这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
变化。

说起南街社区创文工作，社区党总
支书记尹鹏感到自豪：“文明创建真正
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
提升。”

民生优先：
新增1500多个停车位

“晚上在湖边散步、周末到公园游
玩，再也不用担心没地方停车了。”9月
2日上午，在沿湖大道周家咀停车场，
居民王女士笑着说。

上有大树、下能透水、绿树环抱、交
通通畅……记者看到，一个高颜值的生
态停车场，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

“如今出行畅通、停车方便，政府真
正办了件大实事。”居民龙女士回忆，这
片区域原是棚户区，地势低洼，逢雨必
淹，也是卫生死角。

与这里一路之隔的是二乔公园，每

到晚上或者周末，路边总是停满车辆，
交通拥堵现象严重，周边小区居民出行
不便，怨声连连。

去年，嘉鱼县在创文工作中拆除了
这片棚户区。拆出的土地用来做什
么？周家咀这一带有9.6亩，位于一线
临湖的黄金地段，商业价值极高，有人
提议开发成商品房小区。

但是，这一带居民最愁的就是停车
位。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征求意
见中，南街社区及时传达居民的心声，
县委县政府最终决定：优先考虑民生工
程。

很快，由县委宣传部牵头，住建、医
保、公积金中心等8家单位共同包保，
将这里建成了停车场。

“填了两尺多厚的土，建了 110
个停车位！”尹鹏说，今年4月，周家
咀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居民频频点
赞。

……
据悉，南街社区利用老旧小区改造

的契机，通过拆除危房和违建，新建4

个停车场，增加车位1500余个。

破旧立新：
“三不通”变“三个好”

“党的政策好，居民生活好，天天心
情好。”通湖小区老政府宿舍里，今年
77岁的熊明斌，用“三个好”，来形容现
在的生活。

随手一拧，就有自来水；用手一按，
厕所就冲洗干净；环境变好了，水泥路
上看不到垃圾……熊大爷说，现在让他
搬去新建小区都不干。

通湖小区老政府宿舍，是南街社区
有名的老旧小区，住户以老年人为主，
违建多，基础设施不完善，居住条件差。

对于之前的居住条件，熊明斌用
“三个不通”来形容——进水不通，厨房
和厕所经常没水；排水不通，管道堵塞
是常事；天然气也没有通，只能用煤气
罐。

“我年龄大了，这些问题，对生活造
成很大的不便。”熊明斌说，原本以为只
能将就着生活，没想到能有转机。

2019年10月份，通湖小区启动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改造面积约20000
平方米，本着“应改则改”原则，从地下
到地上、从楼内到楼外全方位实施改
造。

尹鹏介绍，为广泛收集居民需求，
制定好改造方案，社区成立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专班，组建通湖小区自管委员
会。

“这既是小区的事，更是我们每个
人的事。”1栋楼栋长张京刚主动加入
小区自管委员会，挨家挨户做协调工
作，不到一个月，小区33处违建顺利拆
除。

经过一年多的改造，小区面貌焕然
一新：菜园子变成了停车场，车辆不再
随处停；违建处建起来了小广场，成了
跳广场舞的好去处。文明之风吹进居
民心中，大家自觉维护小区环境、维持
停车秩序。

小区居民虞敬桃笑称：“我们小区，
现在比新建小区都要好！”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报道：
近日，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财
政厅、武汉海关、国家税务总局
湖北省税务局5部门联合公布
了2021年湖北省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名单，咸宁市3家企业名列
其中。

这3家企业分别为：咸宁南
玻玻璃有限公司、湖北福人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北通成高新
材料有限公司。在市发改委积
极组织和指导下，这3家企业按
照申报有关要求，经资格审查、

材料初审、专家答辩评审、现场
考察等环节，被认定为2021年
（第27批）湖北省企业技术中
心。至此，我市现累计有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16家。

据悉，企业技术中心作为
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头和核心，
鼓励企业组建技术中心，引导
和支持更多的创新要素向企业
集聚，对加速推进企业实现创新
驱动发展，推动我市产业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引领
带动作用。

我市再添3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见博
报道：在日前举行的全市2021
年第三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现
场通报了全市民营企业座谈会
企业反映问题解决落实情况：全
市5次民营企业座谈会反映问
题的办结率达91.9%。

据介绍，2021年第二次民
营企业座谈会后，市委办、市政
府办、市委统战部作为牵头督办
单位，及时制发责任分解清单，
会同市工商联、市经信局以清单
化方式推进解决民营企业反映
的问题。各地各有关单位聚焦
存量和新增问题，密切协作配
合，采取更加务实管用的举措，
有效推进一批问题得到较好解
决。截至目前，全市5次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205家民营企业、商
（协）会共反映320个问题，已解

决294个，办结率达91.9%，余
下26个问题仍在推进解决中。

数据分析显示，全市各地各
有关单位解决问题力度进一步
加大，企业满意度明显提升。在
相同时间周期内，2021年第二
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企业反映问
题解决落实率比第一次提高了
20.5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民营
企业座谈会企业反映问题解决
落实率同比提高了16个百分
点。

在电话回访和调研回访中，
94个（2020年26个，2021年68
个）问题解决落实情况满意度评
价中，获“好评”的有84个，占比
89.4％，较上次高 10.2 个百分
点，真正做到了民营企业反映的
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
音”。

反映问题320个 已解决294个

民企座谈会反映问题超九成办结

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社区行

金秋时节，我们迎来第四个“中
国农民丰收节”。桂乡咸宁，处处洋
溢着丰收的喜庆氛围。

连日来，全市各地纷纷举办庆祝活
动，载歌载舞庆丰收、晒喜悦、感党恩，在
欢声笑语中，展开一幅幅丰收的画卷。

辛勤耕耘才有累累秋实。今年
以来，亿万农民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抗击洪涝等自然灾害，以汗水浇灌出
丰收硕果，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重大贡献，也为开启“十四五”新征
程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在金秋时
节礼赞丰收，就是在崇尚劳动的意
义，歌颂奋斗的价值。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田
间地头的一粒种子，到厨房餐桌上的

一茶一饭，农业丰收既是百姓安居乐
业的底色，也是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
的底气。

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
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级各地要认真
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
针和决策部署，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

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农业全面
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 邓昌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