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文工作，人人有责。咸宁
日报全媒体特开设《文明创建进
行时·你拍我拍》栏目，以图片、
视频等报道形式，展现文明新风
尚，曝光不文明行为，进一步推
进咸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来
稿请传至咸宁日报电子信箱：
xnrbxw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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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道：11月30日，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杨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
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主持召
开经济形势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
上的讲话精神。

会议要求，全市政府系统要切实增强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自觉性、
主动性、坚定性，全面系统学、对标对表学、入
心入脑学、融会贯通学，推动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在咸宁大地落实落细落效。要充分
认识奋力实现“全年精彩”的重要性，抓紧经
济运行调度，抓实项目投资，大抓产业、抓大
产业，多措并举释放市场主体活力。

会议传达了全省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
管理工作推进会精神、全省招商引资工作推
进会议精神，听取湖北省国家储备林咸宁幕
阜山区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PPP项目基本
情况及相关文件调整的汇报、全市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情况的汇报。

会议强调，要全面联通武汉，主动借力武
汉，深度融入武汉，唱响咸宁发展“特色戏”，弹
好九城一体“协奏曲”。要通过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做优存量，通过招大引强、招高引优做大
增量，通过推进机制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激活
变量。要提高站位、解放思想，切实担负起森
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的重任，精心谋划，统筹
实施，把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发展工程建设成
廉政工程、示范工程，夯实咸宁绿色本底。要
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抓紧抓实，营造
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的行
为习惯和道德品质。着眼高质量教育体系建
设，强化学校育人主体地位，深化校外培训机
构治理，坚决制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

会议还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与优
化营商环境不一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专项清
理结果的通知》《咸宁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
法（修订稿）》《咸宁市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方案》
《咸宁城区公共场所配置AED实施方案》。

本报讯 记者周萱、通讯
员刘欢、余娜报道：近日，文化
和旅游部公示了第五次全国文
化馆评估定级名单。我市5个
场馆晋升为国家一级文化馆。

这5个场馆分别是：咸宁市
群众艺术馆、咸安区群众艺术
馆、嘉鱼县文化馆、赤壁市群众
艺术馆、通山县文化馆。

文化馆评估定级是衡量文
化馆建设、管理和服务水平的
一项重要工作机制，每4年进行
一次。此次评估定级，有馆舍
面积、数字化服务能力等必备
条件，还有业务建设、服务效
能、保障条件、改革创新、表彰
奖励等补充条件，全面考察文
化馆的业务能力、效能建设和
保障体系。

近年来，我市加快文化场馆
建设，精心打造文化惠民大餐。
咸宁市文化中心（群艺馆、图书
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李
邕书画院暨咸宁市美术馆等市
本级文化场馆建成开馆，新建成
7个香城书房。咸宁市博物馆晋
升国家二级博物馆。

县（市、区）“四馆三场”建设
有序开展，嘉鱼县文体会展中
心、通山县文体中心、通城县银
山文化中心一期、崇阳县文体中
心一期、赤壁市体育中心、咸安
区文体中心建成投入使用。

全市加快推进基层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共挂牌基层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1142个，覆盖
率100%，新建、改扩建基层百姓
大舞台、文体广场3600余个。

我市5个场馆

晋升为国家一级文化馆

本报讯 记者王馨茁、刘震
报道：11月27日，第22届荆楚
大地好粮油展示交易会在武汉
举行。交易会上，由湖北省粮食
行业协会组织开展的 2021年

“荆楚好粮油”产品遴选结果出
炉。现场公布了2021年度22
个“荆楚好粮油”产品和湖北十
大好吃大米、湖北十大优质菜籽
油产品名单并授牌。湖北畅健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畅健生本“赤壁香”有机香米被
授予2021年“荆楚好粮油”称
号。

“这是我们公司第二次参与
评选‘荆楚好粮油’，第一次遗憾
落选，但我们没有灰心，经过不
断地改进和优化，最终获评。”湖
北畅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郑少钦介绍，“赤壁香”有
机香米是一款集安全、香味、口
感于一体的有机健康大米。其
原料出自万亩有机种植基地，采
用传统古法种植，使用有机肥料
和生物农药，米饭柔软而又有嚼
头，弹性十足。被农业农村部评
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在
武汉农业博览会上获评金奖。

2021年“荆楚好粮油”遴选揭晓

“赤壁香”榜上有名

本报讯 记者祝宝成、王莉敏、通
讯员谭盈门、但唐静报道：“现在坐车又
干净又舒服，还不要钱，住在乡下也方
便了！”11月26日晌午，赤壁市城南客
货运输综合总站，柳山湖镇腊里山村的
宋爹爹准备坐公交车回家。

宋爹爹今年70岁，可以享受免费
乘车。一早，他扯了一大篮子青菜进
城，不到一小时就卖完了，然后买了些
日用品带回去。

“我还只有64岁，明年才能免费坐
车”“我们都已经免费啦”“16路要发车
了”……候车厅内，记者问到“农村通公
交车”的感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笑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说到昔日进城坐的那些私营客车，
众人直摇头：“发车不准时，有时一等大
半天”“车费贵，春运或雨雪天随便要
价”“一会快一会慢，坐着头昏”……

10月13日，随着神山、西凉湖公
交专线的正式开通，赤壁市全面实现全
域公交一体化。至此，赤壁市开通城乡
公交线路33条，全面覆盖赤壁市14个
乡镇（街办）、141个行政村，服务沿线
约30万城乡居民。

“都是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配有
GPS、双语音报站、中央冷暖空调、智能
APP刷卡、支付宝微信支付系统……”
赤壁市公交集团董事长刘伟华向记者
介绍了该市“公交一体化”过程。

早在2018年，赤壁市就以国企改
革为契机，将当时主营城市公交的公汽
总公司与主营城乡、城际的汽运总公司
进行资源整合，组建为市属国有企业

——赤壁市公交集团，开始谋划城乡公
交一体化运营。

3年间，赤壁市先后投入2.6亿元，
扶持线路收购、建设站场站台和充电站
设施，及新能源车辆的更新，每年财政
补贴1500多万元用于公交事业发展。

余家桥线开通，新店线、益阳线开
通，赵李桥、羊楼洞线开通……今年，随
着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的深入开展，赤壁市加速推进城
乡公交一体化进程，全面实现城市公交
取代农村私营客运。

赤壁市交通运输局记录显示，过去
农村客运票价7至10元，公交化后降到
3至5元，下调了50%至 57%。65岁以
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和军人全部免票、学
生半价乘车。群众一年节约乘车费用
423万元，平均每人获得让利37.31元。

公交班次也比以前更密集了，每条

线路由过去的每天10个班次增至100
多个班次。也就是说，如今在赤壁市，
不仅城市居民坐上了公交车，在乡村只
要就近找一个公交站点，等5至 8分
钟，就有一辆公交车平稳驶来，抬脚上
车就进城了。

自从农村公交开通以后，在赤壁市
区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玉林，一到周末
就喜欢带着妻女往乡下跑，要么打卡赤
壁名胜古迹，要么体验乡村果蔬采摘之
乐，一家人其乐融融。

前不久，余家桥乡作了一个大概测
算，公交化运营后，平均每个农户家庭
年增收达3715元。

眼下，赤壁市又在谋划“客——货
——邮——游”融合发展模式，已经购
进30台客货一体的新能源电动车，正
在洽谈公交车“带货”业务，届时农民还
可以在家门口收快递。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客车村村通 抬脚就进城

赤壁公交一体化拉近城乡距离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姜以钢
报道：11月30日，市政协五届三十九
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曾国平主持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中共十九届六中

全会和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二次会议
精神；审议《政协咸宁市委员会协商
工作规则(草案)》；审议市政协委员工
作委员会关于深化政协“协商在一
线”工作，提升基层民主治理水平的

调研报告（讨论稿）；听取市政协提案
委员会关于2021年民主评议提案办
理情况的汇报；协商通过《关于市五
届政协优秀提案和提案办理先进单
位及先进个人的通报；协商通过有

关人事事项；会议决定于12月3日在
温泉召开市政协五届二十四次常委
会议。

市政协副主席徐仕新、刘智毅、孙
新淼，秘书长陈建华参加会议。

市政协五届三十九次主席会议召开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12月1日出版的第
23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
验。党中央认为，在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
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
头，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意义。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波
澜壮阔，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问题
多。总的是要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
走向未来的要求，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
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
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

（下转第二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

每周一、三、五早上6点30分许，
家住武汉光谷的武昌首义学院基础科
学部副教授胡婧，都会在主校区登上开
往武昌首义学院嘉鱼校区的校车。上
午8时，校车准时抵达嘉鱼校区教学
楼。此时，离8点30分上课时间还有
半个小时。

“别看是从武汉过来，走高速1个小
时就能到嘉鱼，上完课后再坐中午12点
20的校车回去，1点多就能到武汉。”聊
起在武汉、嘉鱼两个校区之间的工作和
生活，胡婧说，武嘉同城，非常方便。

10月13日，随着神山、西凉湖公
交专线正式开通，赤壁市全面实现全域
公交一体化。至此，赤壁市开通城乡公
交线路33条，全面覆盖赤壁市14个乡
镇（街办）、141个行政村，服务沿线约
30万城乡居民。城乡距离进一步缩
短，城乡公共服务更加均衡。

过去五年，我市统筹推进武咸同
城、市区一体、城乡融合，奏响区域协调
发展的协奏曲。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协调发
展被誉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胜要
诀”。区域协调发展，是有效解决区域
发展差距大、不平衡问题的一把“金钥
匙”。

当前，发展不足不优，是我市最大
的实际；发展差距大、发展不平衡，是我
市南三县、北三县县域经济存在的客观
现实。正因此，市委、市政府坚持在全
局中定位，在大局下行动，深入开展“六
大”活动，确立“武咸同城、市区引领、两
带驱动、全域推进”区域发展布局，为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明确了具体路径。

全局上谋势，关键处落子。
近几年来，我市对接“打造武汉城

市圈升级版”历史机遇，加快推进“武咸
同城”。光谷科创大走廊·咸宁功能区、
武汉南过江通道（簰洲湾长江大桥及接
线）、武咸快速通道天子山大桥、G107
武汉至咸宁段改造工程等一批关键项

目加速谋划推进。
嘉鱼、咸安、赤壁城市群依托长江

黄金水道和京广高铁、武深高速，发挥
产业和区位优势，着力打造沿江绿色发
展示范带。通城、崇阳、通山城市群依
托幕阜山生态旅游公路、杭瑞高速，发
挥生态、康养、文旅优势，打造幕阜山特
色产业带。

发展互动、产业互联、优势互补、特
色鲜明——以“两带驱动”，打造支撑咸
宁高质量发展的南北列阵，由点及面、连
线成片、两带齐飞的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城乡融合、美美与共，是协调发展
的题中之义。

我市坚持城乡统筹、突出以工补
农、以城带乡，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进程。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取得新成效。

过去五年，全市实施城市棚户区改
造4.62万套(户)、老旧小区改造6.71 万
户、农村危房改造1.89万户，建成国家
级产业强镇4个，建设美丽乡村82个。

全域推进、整体增值，是协调发展
的统筹之举。

发挥主城区、主产区引领作用，市
区一体推进，中国桂花城建设开局良
好。

一人一片、一天一事、一鼓作气、一
以贯之。全市上下坚定不移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顺利拿到“入场券”。

山在城中、城在林中、水绕城转、人
在画中。全域推进自然生态公园城市
建设，把全市作为一个大景区、大公园
来规划和打造。“自然生态”成为咸宁的
显著优势。

如今，咸宁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影
响力迈上新台阶，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持续提升。

咸宁的实践证明，只有做好统筹协
调“大文章”，下好协调发展“一盘棋”，
才能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咸宁，正以区域协同为抓手，不断
拓展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协调发展，拓展新格局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明助

喜迎党代会
回眸发展路

11月30日上午，冬日暖阳下的
崇阳县青山水库如诗如画。

青山镇水库村1组门前码头上，
10多艘船儿静静地泊着，村民们围坐
在其中一艘船上，上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宣讲课……

当天，“理论热点面对面”示范点
联系单位——湖北科技学院组织教师
到青山镇开展送理论、送法律、送技术、
送文化、送致富信息“五送”惠民活动。

在得知位于库区深处的水库村村
民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几百座孤岛上、
出门必须靠划船时，该校马克思主义
学院的李旺珍副教授决定深入水库
村，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讲给
村民们听。

宣讲中，李旺珍结合村情实际，与

十几位老党员、群众代表围坐在一起，
以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将全
会精神同乡村振兴等群众最关心的
话题结合起来，同大家深入浅出地交
流，推动全会精神深入人心，凝聚奋
进力量。村民们结合身边变化，谈感
受、说体会、话愿景，现场讨论热烈，气
氛活跃。

“党和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让我
们渔民告别‘水上漂’，对未来的生活
更加充满信心!”听完宣讲后，水库村3
组62岁的刘耀海老人激动地说。

水库村6组70岁的刘兴斌老人，
一生热爱书法，在听完宣讲后，当场
拿出笔墨，写下草书“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八个大字。这，也是大家的共同
心声。

库区来了宣讲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陈红菊 丁伟 特约记者 汪佳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