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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稳定以来，咸宁的好山好水好风
光、老锅老灶老味道、土生土长土特产、原
汁原味原生态再也藏不住了，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游客。咸宁的好空气、好的生活环
境也正在成为很多人理想的生活景象。

乡村旅游在咸宁旅游业中日益重
要，目前已成为了疫情常态化出游热点
和行业复苏的主力军，未来将迎来更大
的发展。

乡村游 带活农村经济

陆水湖泛舟，享美食、品民俗、望星空
……19日，中秋节假期，湖南游客刘英群
一家来到赤壁市陆水湖风景区，享受着这
难得的水乡之旅。

“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安静又祥和，
水鸟呼朋唤友，绿植郁郁葱葱，空气太好
了，要不是坐在游艇上，我还真以为这里
是一个世外桃源。”刘英群一脸笑容地说。

同一个场景，同一个时空。在宝丰农
庄里，竹子为廊，碧水为镜，水鸟相伴，柱
子、窗户、墙面全由青竹篾条编织包裹，院
中荷花、小桥、水车点缀，采摘基地内，无
花果、葡萄挂满枝头。百余名游客穿梭在
果园中，或闻着花香，或剪摘着爱吃的水
果，或玩起自拍，陶醉在馥郁果香中。

“果子好甜，风景很好，这里真是休闲好
去处。”武汉游客李明高兴地说，平时上班比
较忙，趁着中秋假期，带孩子亲近大自然，既
能让孩子增长知识又能体验采摘乐趣。

受疫情影响，乡村旅游虽一度停摆，
但如今已重现生机。咸宁的特色旅游村
吸引着众多游客感受如画的生态美景，参
与乡韵十足的民俗活动。

在通城县的内冲村风景区内，一群来
自武汉的游客在此欢聚一堂。群山峻岭
里，熊熊篝火旁，游客们与当地村民一起载
歌载舞。游客直呼，来咸宁乡村旅游不想
走了，就想在青山绿水间长住下去。

国家级生态村官桥村八组、国家级生
态村大坑村……一批批特色的乡村目的地
持续发力；善源谷、星翔星海乐园……一批
批外地游客来咸观光体验。仅刚刚过去的
中秋小长假，三天内，我市乡村旅游共接待
游客126.8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05
亿元。其中有90%以上为自驾游。

住民宿 获得游客亲睐

住在山间、负氧离子更密集、体验感
更好的乡村民宿，近距离感受原生态的田
园风光、质朴的乡土气息、清新的空气、健
康的美食、特色的民俗，美丽乡村成了身
心休憩的家园。

主打中式园林风的江南里是咸宁及
武汉周边市民喜爱的目的地。白墙灰瓦
的建筑风格，旁边就是梓山湖。中秋佳节
期间，来自武汉的黎千提前在网上订了江
南里的客房。

18日晚，黎千一家6口人住进江南里
别墅。三天假期里，黎千陪孩子去了松鼠
部落和航天科技馆打卡，去了玫瑰园，到
多彩农谷里采摘蔬果，他们还喝到了旅宁
鸡汤。“不仅风景好，而且吃住环境都很不
错。”一番游览下来，黎千对咸宁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紧邻赤壁陆水湖的悦水山房靠口碑
相传赢得了极高人气。穿过一间雅致的
庭院来到客房，老板为游客刘先生一家四
口提供了新鲜的水果和农家菜肴。

院外空气清新，陆水湖碧波微漾，让
人神清气爽。老板熊女士在城里生活多
年回到家乡，原本想把老房子翻新后自
住，结果在朋友的怂恿下变成了民宿。熊
女士介绍，店里很多客人都来自武汉及周
边省市，大都是一家老小或者亲朋好友。
在这里，除了每天可以零距离感受陆水
湖，还可以去三国赤壁等周边景点游玩。

在崇阳雷竹小镇，远远看去，四栋地
球仓在竹林中若隐若现。这里除了高星
酒店水准的现代化客房，以及延伸到竹林
里的露台，酒店本身还处处体现着高科
技，包括人脸识别入住、升降床体、生活用
水循环净化系统等。

地球仓酒店所处的长庆园山庄，四周
群山环绕、空气清新，让人恍若置身于世
外桃源。雷竹小镇上，则有当地特色的美
食餐饮，周边也有农产品采摘等休闲娱乐
项目，适合用一个周末的时间，暂避世事
纷扰，感受另一种生活。

我市乡村民宿的风格多样，有客栈、农
家乐、度假村、渔家乐、乡村别墅等众多类
型，既可满足游客个性化和体验式需求，也
可兼顾到吃、住、游、娱等多种要素。舒适
又具特色的民宿，延长了游客乡村游的停
留时间，借助中秋节假，我市很多农家乐、
民宿纷纷利用网络直播推广景区并销售土
特产。如今，乡村旅游不再是简单的观光
游览，而是融合了休闲旅居、生态环保、健
康养生、农事体验、电子商务等新业态。

在斧头湖畔生态农庄、萝卜公社、康
丰源生态旅游区等，游客们在山水间，尽
情享受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绿色无污染
大闸蟹，有机的猕猴桃、葡萄采摘，青砖
茶、土鸡汤，小麻花、麦市干子、柃蜜生态
鸡蛋等旅游产品，引得游客赞叹不已。

拼特色 靠内涵提品质

疫情常规防控下，人们出游最关心的
问题是卫生、安全、品质和特色。近年来，
我市的乡村旅游不断提升品质、创新业
态，以满足游客们对观光、度假、休闲、旅
居等多元需求。

为充分发挥文旅消费带动作用，今年
以来，我市各景区纷纷推出惠民优惠新举
措。中秋节期间，三国赤壁古战场推出半
价游园活动，6岁以上学生、60岁以上老
年人还可享受折上折福利；九宫山、萝卜
公社、康丰源生态旅游区推出“金边绿码，
半价游园”活动；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陆
水湖风景区、梓山湖蜜月湾、松鼠部落、山
湖温泉度假区、春泉庄等景区推出了特价
优惠套票，吸引了大量游客；万亩茶园·俄
罗斯方块小镇、山湖温泉等景区在节日期
间免费赠送月饼和精美礼品……一项项
优惠政策有效刺激了咸宁景区人气提升。

从乡村观光到乡村休闲再到乡村旅
居，我市乡村旅游迎来了发展的契机。跨
省游恢复后，鄂湘赣三省旅游协同联动，
来自湖南、江西等地旅游团近5000名游
客近距离感受咸宁绿水青山，咸宁乡村旅
游形势喜人。

乡村游越来越热，而乡村旅游经营者
除了做好自己现有的产品外，还根据游客
心态和偏好的变化，在设施、产品、服务、
营销等各个方面做出不断调整。

春泉庄一经营者介绍，建设方面景区
更加注重餐饮、住宿等各个环节的卫生检
疫；会根据游客的心理容量和设施的物理
容量，控制好接待量；会利用微信、视频等
新媒体方式进行乡村旅游营销；并对相关
服务人员进行卫生防疫等方面的培训等。

产品上风景区更加强调自然、生态、
有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特色。中秋节期间，
我市各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文化内涵丰
富、节庆色彩浓郁的各类文化和旅游活
动。在陆水湖风景区，游客除了环湖游
船、漫步滨水栈道，感受湖光秋色，还能
酷玩漂移卡丁车，在炫酷的赛道任性疾
转漂移，水上碰碰车、坑爹过山车、CS丛
林吃鸡场等新奇玩法让人目不暇接；富
水湖富水渔趣项目获得了亲子家庭的青
睐，凌波漫步、亲亲美鱼、亲水世界、群鱼
围仙等趣味项目，给游客们带来欢声笑
语；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制作DIY
月饼、稻谷收割、制作稻草人、趣味皮影
戏、旱地冰壶赛等趣味活动，引来众多亲
子家庭打卡……健康、快乐、生态等成为
咸宁乡村游新的代名词，游客们在青山
绿水间，体验和感受咸宁文化之美、风景
之美，乡村旅游也在不断实践中挑起旅游
业大梁。

乡村游如何挑大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吃在咸宁

前两日，在通城大坪乡内冲瑶族村的一家农家
乐里，吃到了一道久违的美味——酥炸小鱼。

手指头长短的小鱼肉质细嫩，被炸成金灿灿的黄
色，整条整条地摆放在白瓷盘中。夹上一条放入口中，
鱼香骨酥，汁浓油润，越嚼越香，因为鱼骨都被炸脆，整
条鱼可以从头嚼到尾，刺都不用吐，又香又补钙。

这是一道既可当做零食，也可当作菜的美食，在
童年时期的老家经常能吃到。

记忆中，每到寒暑假都会回爷爷奶奶家住一段
时间，老家有许多池塘或沟渠，或房前屋后，或村边
野外。沟渠中大多是有水有鱼的，即便有时候干涸
了，下了两场雨，过不了几天，水里又总能见到成群
结队的小鱼。

小鱼的品种很多，有的细细长长的，有的扁扁胖
胖的，但大多颜色是淡淡的青，在水草的掩映下，常
与之融为一体，要仔细看才能分辨。奶奶在沟渠边
洗衣服时，我就总喜欢蹲在一旁观察水里的小鱼。

中午趁着大人们都午睡了，就会和小伙伴们一
起溜出去尝试着捉小鱼。中午的太阳很大，可小时
的我仿佛一点都不怕晒，耐心地蹲在岸边的水草或
芦苇丛中，用两只手小心翼翼地去捧，也总能捉到一
些小鱼小虾。

捉到的小鱼小虾最开始会被我细心放进玻璃罐
子里装着，带回家养起来，还嚷嚷着要带回城里。可
因为小鱼小虾捉起来后根本活不久，每次还没来得
及带回城里，就变成了一道酥炸小鱼，被我和小伙伴
吃进了肚子。

虽然很难过，但酥炸小鱼实在是太香了，尤其是
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时，外脆里嫩的酥炸小鱼简直
是天下最美味的食物。一盘小鱼，不到十分钟，就已
经被一扫而空。

酥炸小鱼做法十分简单，将小鱼开肠破肚洗净，
用适量盐、姜片、料酒腌半小时，腌好的鱼用适量的
蛋清和面粉拌匀放至五分钟，油锅中火烧热，一条一
条放入已腌好的小鱼，炸至金黄翻面。为保持酥脆
的口感，炸过一遍的鱼可以放入油锅复炸一遍，再次
炸好的小鱼捞起沥油入盘即可食用。

小鱼四季皆有，春天鲜嫰，夏天味足，秋冬肥美，
老小皆宜。比起大鱼，小鱼的鲜味更足。

我的故乡，故乡的池塘，故乡的鱼，一直萦绕在
心头，那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那也是最美好的童年
记忆。

缴费标准

我市2022年度城乡居民个人缴费
标准是320元，政府配套资金不低于580
元。

集中缴费期

9月1日至12月31日为我市城乡居
民集中缴费期。错过集中缴费期缴费的，
缴费到账90天后才能正常享受待遇！

参保登记

线下：医保经办机构设立的基层服
务窗口

线上：湖北政务服务网
鄂汇办APP

缴纳医保费

△统一由税务部门征收
缴费服务热线：0715-12366

△缴费渠道
一.线下缴费方式
代征银行端：目前已开通代征社

保费服务功能的商业银行有邮储银
行、农商行、工商银行(市直)、交通银
行（市直）、汉口银行（市直和咸安），
居民可以就近选择代征银行网点缴
纳，可选择现金或银行卡。（湖北银
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正在开通
中，开通时间另行公告）

办税服务大厅：居民可持身份证至
办税服务大厅缴费。

集中缴纳方式：村民、在校学生（在
园幼儿）可由村委会、所在院校（幼儿园）
统一组织参保、统一缴纳医保费。

二.线上缴费方式
APP端：手机或电脑下载“楚税通”

APP、“鄂汇办”APP，实名注册后即可缴
费，可为自己缴纳，也可代他人缴纳。也可
通过各代征银行所属“手机银行”缴费。

PC端：居民可自行登录“湖北省电
子税务局”网页版，用“自然人用户”实名
注册登录后即可缴费，可为自己缴纳，也
可代他人缴纳。

汉口银行扫码支付：居民可通过扫
描汉口银行提供的二维码，根据提示进
行缴费操作。

首次参保如何办理？

首次参保的居民线下可凭有效身份
证件在居住地街道、乡镇医保经办窗口
或县、市、区医保局经办窗口办理参保登
记；线上可通过湖北政务服务网、鄂汇办
APP办理参保登记。完成缴费即完成了
参保整个流程。

省内跨区域参保如何办理？

省内跨区域参保的居民，需先到新
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办理参保变
更，再缴费参保。

新生儿如何享受免缴？

新生儿出生当年在户籍地或父母任
意一方参保地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免缴医保费，从出生之日享受医保待遇。

大学、大（中）专院校毕业后
回原籍如何参保？

先到户籍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办理
参保变更，再缴费参保。

重要变动！！！

市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管理和经办
职能，从2022年1月1日开始，整体移交
给咸宁市咸安区医疗保障局。涉及湖北
科技学院、咸宁职院、咸宁职教（集团）学
校、鄂南高中、温泉中学、实验小学、实验
外国语学校、东方外国语学校、机关幼儿
园、交通幼儿园等10所院校。职能移交
后，政策、待遇、业务办理流程不变。

（咸宁市医疗保障局）

我市2022年度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开始了

序号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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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

X2HB20210
9130053

D2HB20210
9130086

X2HB20210
9140044

X2HB20210
9140007

D2HB20210
9140008

D2HB20210
9140009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咸宁市通山县通羊镇李渡村与
湄港村交界的林科所沙厂洗沙
污水日夜往河里排放，导致下
游老分店长期污泥成山。 沿
路灰尘漫天，机械碎石，噪音扰
民。

咸安区双溪桥镇浮桥村南海采
石场以修复的山林的名义开采
山石，破坏生态。

通山县大畈镇官塘村全某利蓄
意破坏生态环境，盗挖4A级
景区山沙30余万方，导致山脚
下变电站村庄农田等泥沙直
流，老百姓苦不堪言。

咸宁市嘉鱼县经济开发区海生
源环保有限公司在码头下货，
气味难闻，漏洒的废渣直接被
扫到长江里，污染水质。

咸宁市通山县厦铺镇厦铺村9
组下金湾下金大桥附近有人非
法采挖河砂，破坏生态环境，长
期投诉未处理。督察组来后已
经停止采砂,担心督察组走后
继续采挖河砂。

咸宁市通山县水晶工业园的众
洋水站污水直排（含有重金属
镍等），污染环境。

行政区域

咸宁市
通山县

咸宁市
咸安区

咸宁市
通山县

咸宁市
嘉鱼县

咸宁市
通山县

咸宁市
通山县

污染类型

大气

生态

生态

大气

生态

水

调查核实情况

1.经查，通山东建制砂厂、通山县锦辉新型环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洗砂废水均经自建污水处理循环利用系统池处理后回用不外排。信访人反映的
“洗沙污水日夜往河里排放”问题不属实。2.两沙场厂区下游未见污泥堆积，信访人反映的“导致下游老分店长期污泥成山”问题不属实。但现场调查发
现，通山东建制砂厂场内可见约300吨污泥（待滤水、风干后转运）露天堆放，有少许污泥及其渗滤液从厂内渗溢至厂区外围河岸。3.两沙场部分物料堆放
未按要求采取有效覆盖措施，厂区及周边道路有明显积尘现象；生产工艺中的破碎、分筛环节产生噪声，影响周边居民生活。信访人反映的“沿路灰尘漫
天，机械碎石，噪音扰民”问题属实。4.通山东建制砂厂未办理土地使用证，并侵占河道流水面618.87平方米。通山县锦辉新型环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存
在未办理土地使用证、环保审批手续与建设内容不相符等问题。

综上所述，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蓝海矿山生态修复由咸安区绿投公司严格按照其《生态修复治理工程设计方案》和《土石料利用方案》实施，经对比施工前后矿区地块测量数据，未超
出设计方案确定的复绿项目区域范围。项目削坡整形、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等工程产生的土石料，主要用于本修复工程，剩余部分由区公共交易中心对外
销售，收入进入区财政专户，统筹用于全区矿山生态修复。

综上所述，信访件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9月16日，通山县分管副县长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大畈镇等单位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
1.经查，该地块原为采矿用地，曾是修建核电路的取砂点，历年来一直存在村民挖山砂填房基、修路现象，但近期未见有非法盗采山砂痕迹。经多方核实，全水

利在该地块无盗采山砂行为。2020年9月，全某利兄弟全某后与大畈镇官塘村1、2、3组口头协商租用该地用于建设果园，并向3个小组支付人民币2万元。全某
后在栽育枇杷和杨梅的过程中，在老矿区废弃矿山开挖山砂，部分用于修建果园道路，部分对外出售，出售山砂所得资金用于购买果苗。2.根据大畈官塘村和大畈
变电站反馈，该地从2011年至今未出现泥沙冲击村庄房屋、农田现象。

综上所述，信访件反映的情况属实。

1.经查，海生源公司的原料主要来自江苏沙钢，从江苏永恒码头起运，至嘉鱼县石矶头港区葛洲坝水泥码头和嘉通物流趸船卸货。该公司在葛洲坝
水泥码头共卸货2次，分别是2019年12月4日卸货废钢尾料1001吨（船号：皖霍邱6899），2020年12月5日卸货废钢尾料1754吨（船号：苏宿货1708）；
在嘉通物流趸船码头共卸货43次，合计重量121109.52吨。通过走访调查，码头作业人员反映海生源公司的废钢尾料近距离有异味。信访人反映“气味
难闻”问题属实。2.按照葛洲坝水泥码头卸货要求，卸货过程中船舶必须紧靠码头，中间不留间隙，确保卸货过程无废钢尾料掉入江中；上岸后由装载机
进行自卸车装车压平盖蓬，码头作业人员及海生源现场负责人共同监督车辆篷布覆盖完全后才能运出码头。整个装卸过程无物料漏洒到长江，装卸完毕
后现场残渣粉尘由码头作业人员监督海生源公司清扫干净后装车运走。嘉通物流趸船码头在趸船前沿安装了16.2m×0.75m的钢挡板，防止作业过程中
物料洒落长江。按照嘉通物流趸船码头卸货作业要求，作业船舶用缆绳紧系在趸船上，两船间不留间隙，另两船间铺设彩条帆布，避免作业过程中物料从
两船间隙洒落江中。在作业中，嘉通物流趸船码头使用抓钢机将废钢尾料从船上转运至海生源公司的运输车辆上，码头作业人员及海生源现场负责人共
同监督司机覆盖篷布，整个作业过程采用2台雾炮机降尘处理。作业结束后，码头清仓工人将甲板上洒漏残余物料打堆归拢装车清理，避免与下一船作
业船舶物料相混。另趸船作业人员在日常会对甲板进行清扫，生活垃圾倒入垃圾桶收集。同时，根据嘉鱼县环境监测站对葛洲坝水泥码头、嘉通物流趸
船码头附近长江水域监测数据，长江水质为地表水二类水质。信访人反映“漏洒的废渣直接被扫到长江里，污染水质”问题不属实。

综上所述，该信访件反映的情况属实。

根据通山县河段巡查记录，2021年未发现该处河道有盗采现象。
9月15日，通山分管副县长组织县水利和湖泊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厦铺镇政府等单位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现场可见该处河道河势平

缓，河岸边杂生植物茂盛，无非法采砂迹象。同时，调查组对周边群众进行走访，周边居民均反映近期附近没有河砂盗采的情况。
综上所述，信访件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1.9月15日，通山县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组织县政府分管领导和县生态环境分局赴现场调查了解情况。9月18日，通山县分管常委、分管副县长
分别组织县经济开发区、县生态环境分局、县科经局、大路乡等单位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查，该厂部分机械设备正在检修，处于停产状态，无生产废水排放，污水收集沟内积留部分生产废水未进沉淀池，沟底有污泥沉积。通山县委托湖
北公信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众洋水晶污水池进、出口，循环水池分别进行了水质采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三份水样中重金属镍均未检出。2.2021年5月6
日，通山县收到市长热线“12345平台”转办关于众洋水晶存在超标排污问题的投诉。2021年5月7日，县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针对信访问题对众洋水
晶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厂房内建有水晶磨轮除锈镀镍生产线。该生产线，系孔祥会租赁众洋水晶公司厂房建设，于2020年6月开工建设，2021年4月开
始调试生产，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未建设任何环保设施，生产废水经众洋水晶厂房旁雨水沟直接外排至水晶工业园道路绿化带，经检测外排废水中总镍
浓度严重超标。县生态环境部门立即对该生产线业主孔祥会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将该案以涉嫌污染环境罪移交县公安部门，县公安局于2021年8月13日
对孔祥会，超标排放重金属污染环境案立案侦查，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查过程中。该生产线已于2021年6月5日完成拆除关闭，9月15日现场残留少量
废液和废渣未妥善处置到位。

综上所述，信访件反映的情况属实。

是否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通山县生态环境部门通过现场核实取证，按程序对
东建沙厂和锦辉沙厂分别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
书”，并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已分别对两家沙厂物料堆
放未按要求采取抑制扬尘措施的行为启动立案查处。

2.对两家砂厂未取得合法手续问题，通山县政府已责
令两家砂厂停止生产，并将依法取缔。

1.咸安区政府责令咸安区绿投公司在项目区内及周
边村庄设置生态修复标牌、横幅，做好矿区复绿工作的宣
传，消除群众误解。

2.聘请湖北地质局第四大队专职技术人员作为技术
顾问进行跟踪服务，指导矿区施工方按《生态修复治理工
程设计方案》规范施工。

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求全某后邀请第三方公
司对未复绿区域进行实地测量并科学制定复垦复绿方案，
待方案出台后迅速开展复垦复绿作业。同时，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将对全诗后是否存在违规出售山砂行为跟进调
查，如情况属实，将立案查处。

1.嘉鱼县委、县政府责令县交通局进一步压实工作责
任，加大对企业和船舶的监督管理，督促码头规范作业。
对码头运输车辆严格管控，实行整车覆盖，避免抛洒造成
环境污染。

2.嘉鱼县委、县政府责令县交通局、高铁岭镇对葛洲
坝水泥码头、嘉通物流趸船码头物料装卸过程可能产生的
环境问题加强监督管理，杜绝可能产生的物料洒落长江问
题。

下一步，通山县将从三个方面着手巩固该河道管控成
果。一是压实责任，明确河段乡村包保责任人，完善巡查
制度，设立人岗、哨岗。二是强化执法，持续开展河段巡查
整治行动，对违法行为零容忍、严处罚。三是加强宣传引
导，设立警示牌，公开24小时举报电话，入户发放《长江保
护法》《湖北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册，开
展主题党日、村湾夜话、群众议会等活动，提高群众意识，
鼓励群众参与社会监督，杜绝河砂盗采行为。

2021年9月17日，通山县生态环境分局已委托湖北
公信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该企业镀镍生产线车间残留废
液废渣、车间外排污沟及周边土壤、水塘底泥进行了采样。

下一步，通山县将依据监测结果，督促孔祥会及众洋
水晶科学制定整改方案，规范处置相关废液废渣，清理污
水收集沟及管道，并对检测存在环境污染的区域开展修复
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得到妥善处置。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注

第 14 批 ，
2021 年 9
月 20日办
结公开

第 14 批 ，
2021 年 9
月 20日办
结公开

第 15 批 ，
2021 年 9
月 21日办
结公开

第 15 批 ，
2021 年 9
月 21日办
结公开

第 15 批 ，
2021 年 9
月 21日办
结公开

第 15 批 ，
2021 年 9
月 21日办
结公开

咸宁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办理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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