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日，武仙城际铁路仙桃站站房建设现场，铁路工人正在搭建站台雨棚。目前，仙桃站站房主体结构已完成，正进行室内
外装饰装修。全线轨道工程和四电工程完成80%。武仙城际铁路预计今年11月底通车。 摄影 记者刘贤双

武仙城际铁路建设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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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按照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
于在省直管市之间开展交叉巡察的
统一部署，仙桃市委第一巡察组和第
二巡察组将于2020年9月7日至9月
30日分别对市教育局党组和市公安
局党委开展巡察。市委第一、第二巡
察组组长、副组长及其成员均由潜江
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选派。

巡察组将坚持政治巡察方向
和问题导向，紧扣被巡察单位职能
职责，聚焦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
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及省委、市委有关要求情况，重点
了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十九届中央历次全会精神，

以及做到“两个维护”的情况；聚焦
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重
点了解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情
况，担当尽责和为民服务情况，整
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情况，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实施细则情况，

以及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方
面廉洁情况；聚焦基层党组织软弱
涣散、组织力欠缺等问题，重点了
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执行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和选人用人情况，
以及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情况。

巡察期间，巡察组主要受理反
映被巡察单位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其他市管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
主要负责人有关问题的来信来访。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按照巡察受理范
围，向巡察组反映有关情况，鼓励实
名举报。联系方式如下表。

中共仙桃市委巡察办
2020年9月6日

巡察组

第一巡察组

第二巡察组

信访时间

9月7日－
9月28日

9月7日－
9月28日

接访地点

市教育局便民服务中心102室
（仙桃大道中段10号）

市公安局来访接待室
（仙桃大道中段42号）

电子邮箱

xtswxcz01@
163.com

xtswxcz02@
163.com

邮政信箱

仙桃市10号
邮政信箱

仙桃市11号
邮政信箱

联系电话

18307287762（工作日
8:30-12:00，14:30-17:30）

18307288762，（工作日
8:30-12:00，14:30-17:30）

巡察公告

本报讯（记者 胡纯波）9月2日，长埫口大福，两条巨龙
在这里交汇。汉宜铁路上，列车呼啸而过，直通北上广深；支
线铁路加快建设，11月底可通车，仙桃城区将跨入真正意义
上的“高铁时代”，加快融入武汉半小时经济圈。

在不远处的国网通航仙桃机场，直升机腾空而起。不久
前，民航湖北监管局为仙桃机场颁发了A1类通用机场使用许
可证，这意味着该机场可以开展短途载客、物流运输、空中游
览、飞行培训、托管服务等多项业务。

从水运时代到高速时代，再大步跨入高铁时代、航空时
代，我市正在积极构建航空、高铁、高速、水运、国省干道无缝
衔接的立体交通网络。一个“铁公机港”并举，内畅外联、运行
高效、安全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铁路方面，在拥有汉宜高铁仙桃西站的同时，正在建设的
城区铁路支线将成为全省第五条城际铁路，并预留至监利、华
容通道，江汉平原货运铁路也建成通车；仙桃机场转升A1类
通用机场，对提升机场安全运行能力，拓展社会功能具有里程
碑意义；千里汉江第一港仙桃港，与保税物流区“区港联动”，
一批批仙桃造从这里通江达海、走出国门。

全市形成了“五横九纵”的普通公路骨架网以及武汉城市圈
环线高速、汉宜高速和随岳高速的高速公路骨架网，8个高速出
入口遍布城乡，所有镇办均实现半小时内上高速。仙桃城区至
周边乡镇均已通一级公路，乡镇之间全部达到二级以上公路。

今年，我市把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作为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强化城市基础支撑的大抓手。重点实施沿江高速仙桃段、318
国道黄金大桥至城区段、318国道胡场至毛嘴段、321省道改
建，南城汽车客运站建设等工程。在城区，实施桃源大道、沙
嘴路、长虹路等24条主次干道改造提升，推进老城区“一横九
纵”断头路连通和瓶颈路改造。

同时，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和“擦亮小城镇”行动，建立
2500公里的农村公路提档升级项目库，目前已投入资金7亿
元，完成350公里，打造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镇郑场镇。今
年将提档升级农村公路200公里，建设生命安全防护工程300
公里，创建“美丽农村路”100公里，打通农村断头路，实现骨
干公路“主动脉”与农村公路“毛细血管”之间的高效连接。

下图为仙桃港。 摄影记者 刘贤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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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兵）站房施工
现场，挖掘机、起重机、塔吊正有序
作业，站台雨棚面板正加紧安装；火
车站旁，城南汽车站施工现场，电焊
工、钢筋工、架子工、混凝土工等紧
张作业，一派繁忙景象。

“500多名工人正在赶工期，提
进度，后期还将上200余名工人，确
保项目 11 月底建成通车。”9 月 1
日，记者探访武汉至仙桃城际铁路
项目工地，火热的建设场景扑面而
来。负责现场指挥协调的站房项目

部副经理杨磊介绍，在科学合理组
织施工的同时，项目正加大人员和
设备投入，进一步加快施工进度，确
保早日建成，早日投入使用。

武汉至仙桃城际铁路是我省继
武咸、武黄、武冈、汉孝之后的第五
条城际铁路，从汉宜线仙桃大福接
轨到仙桃城区，与汉宜共线 71 公
里，新建 16.69 公里，设计时速 200
公里/小时，远期将延伸到湖南常
德，形成武汉向西南方向的通道，是
武汉枢纽“米字型”高铁的重要组成

部分。仙桃站站房总建筑面积1.2
万平方米，建筑造型以“大鹏展翅
仙桃腾飞”为创意，配套建设有车站
广场、长途汽车站和各类车辆停车
场，总投资9.02亿元。

“为了确保项目快速推进，仙桃
市成立工作专班，协调处理项目建
设进程中的困难。”杨磊说，项目建
设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难题。

8 月 31 日晚，站房外型的两个
“三通”节点构件走水路来到仙桃

港。由于超宽超重，运输成了大难
题。“这两个构件是外形大鹏展翅中

‘翅膀’部分，运到项目工地很麻
烦。协调专班调集运输设备，警车
开道，连夜送到工地，没有影响施
工。”杨磊说，保姆式服务让我们很
舒心，没有后顾之忧。

眼下，武仙城际铁路仙桃站站
房主体工程完工，正在进行外立面
装修，内部也即将吊顶；配套工程城
南汽车站主体工程已完工 60%，各
项工程均在稳步推进。

武仙城际铁路建设按下快进键
仙桃站站房主体工程完工 配套城南汽车站主体工程完成6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风景。
由于从事媒体职业，每天与文明

创建的新鲜事打交道，感知着城市涌
动的潮流，触摸着城市新时代的脉动。

那是舒心的共鸣——欢快的小曲
唱起来，激情的舞蹈跳起来。9月3日
晚，仁和社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艺
晚会吸引了居民的眼球。其中社区居
民自编自演的花鼓小曲博得热烈的掌
声。数社区变化、说文明新风，唱美好
生活引起共鸣。

仁和社区的大洪小区，始建于上
个世纪90年代初，是全市老旧小区的
代表。屋顶漏雨、下水道堵塞、墙面老
化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居民。今年以
来，大洪小区南片块进行老旧小区改
造。改造后的小区，道路刷黑，干净整
洁；楼体墙壁粉刷一新，各种创城、生
活、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宣传展板，吸引
居民驻足观看。小区敞亮、清爽。

仙桃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连
续跻身全国百强县市排行榜。在文明
城市创建中，仙桃始终把人民至上理
念贯穿全过程。市委市政府统筹完善
提高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积极
回应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
题，加大财政投入，补齐民生短板。目
前，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正在加紧推进，
数以万计的老百姓从中受益。

那是真心的感激——“咚咚锵，咚
咚锵”。8月28日，杜台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迎来一支敲锣打鼓的队伍，居民代
表刘子清等一行人自发前来，为社区送
上印有“修民生路、赢百姓心”的锦旗，

感谢社区解决了居民出行老大难问题。
以前杜台社区主干道坑坑洼洼，

破损严重，下大雨就积水，居民出行不
便。这次文明创建中，社区专班征求
居民意见，提出修建方案。经过一个
月的施工，如今一条整洁宽阔的道路
呈现眼前。刘子清说：“文明城市创建
确实惠民有实效。道路修好了，出行
方便了，环境更好了，老百姓的幸福指
数越来越高了。”

背街小巷里藏着城市的文化密
码，也见证着百姓最真实的生活。刘
子清是普通居民的代表。他们以最
质朴的方式表达心中感谢。仙桃将
背街小巷、集贸市场、交通秩序三项
整治作为重点，统筹推进，深得老百
姓的欢迎与拥护。

那是暖心的关爱——穿行街头，
细心的市民发现人行道旁、绿荫底下
多了一把把崭新的休闲座椅。这对散
步休闲的市民来说，中途停下来小憩
一会，着实方便。

在文明创建征求意见时，许多老
年市民希望能在城区安装公共座椅和
阅报栏。市住建局立即组织专班对城
区主次干道进行现场查看，规划出座
椅安放地点和阅报栏安装点。目前，
城区 13 条主次干道人行道上和公交
站候车点安装了 320 把座椅，还启动
了13个阅报栏的安装工作。

一把椅子，一盏心灯。创建中，每
一项改进，每一项落实，都带着温度，
都带着感情。文明城市创建，既需锦
上添花，也需雪中送炭。城市是人民
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创建为民，
创建惠民。人民群众的笑脸，就是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最好的注脚。

成风化人，润物无声。让文明行
为蔚然成风，让文明之光照亮每一个
角落！

本报讯（记者 张钰）一排排修
葺一新的楼房错落有致，掩映在成
片的花田之中；各色鲜花挨挨挤挤，
开得热烈缤纷……走进郑场镇潭口
村，犹如走进一座花园。

踏在宽阔整洁的柏油路上，迈
步向前，以大地为纸、水稻为墨题写
的“硒乡郑场”“美丽潭口”稻田画更
是让人眼前一亮，饱含建设者的别
具匠心，成为当地一道别致的风景
线。

作为郑场镇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点，潭口村以“生态宜居”为主调进
行改造。镇政府机关干部包村协
调，按照拉练节点倒排工期，一笔笔
勾画潭口新貌，还重点引进玲珑阁
花卉有限公司，流转出 180 亩土地

当花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
添美丽新动能。

美丽乡村、各美其美。眼下，我
市正大力推广“1+N”美丽乡村建设
模式，通过1个村带动辐射周边村，
实施现代农业发展、村庄环境整治、
基础设施建设、乡风文明培育、乡村
强基固本“五大工程”，使全市20%
左右的村达到示范村标准，推动乡
村建设从“一处美”迈向“一线美”

“一片美”。
木制栈道围湖而设，农家庭院

幽静雅致，张沟镇联潭村通过美丽
乡村建设，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村
容村貌展现出了动人的光彩；别致
古朴的凉亭、幽静怡然的文化馆、树
荫环抱的大广场，毛嘴镇古堤村，干

净整洁的环境让人神清气爽……俯
瞰仙桃大地，一幅浓墨水乡画卷在
乡村大地展开，处处赏心悦目，纵横
纤陌变成热气腾腾的赛场，唱响全
域美丽乡村变奏曲。

城镇建设同样一派火热。全市
15个镇以建成区为主要范围，因地制
宜，因势造景，围绕“洁、绿、亮、序、
美”，深挖“擦亮小城镇”行动内涵，推
进镇容镇貌、环境卫生、公共秩序常
态化治理，让小城镇面貌焕然一新。

城乡融合离不开产业兴旺。市
委市政府为各地明确发展定位，支
持“多镇一业”“一镇一业”。彭场发
力建设非织造布特色小镇，毛嘴打
造服装特色小镇，长埫口打造高新
区配套服务中心，胡场、沔城等环排

湖区域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区、全域
旅游目的地……全市 15 个镇各显
其能，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美
丽乡村建设推动小城镇建设，以小
城镇建设带动美丽乡村建设。

为确保全市“擦亮小城镇”行动
有序推进，市住建局组织15个包保
小组下沉到各个镇，对每天施工进
度、工程质量、存在的问题以及设计
规划进行及时指导和通报。各镇上
足人力、备足物力，加班加点投入

“擦亮小城镇”行动中。高峰期时，
全市投入施工人员4000多人，机械
设备 300 多台套。截至 8 月 31 日，
全市第二阶段工程项目建设整体进
度已经超过95%。

本报讯（记者 胡纯波 特约记
者 祖毓蔓 通讯员 柳婕 杨文礼）

“感谢你们的及时援助。请允许我
代表百炼集团（中国区）对你们的
大力支持表示深深的谢意！”近
日，百炼（武汉）铸造有限公司申
请的 14 余万元逾期增值税扣税凭
证顺利完成申报抵扣，企业总经
理靳晓云先生向市税务局胡场税
务分局工作人员发来感谢短信。

这是市税务局深入开展“党
建引领 问需连心”行动的一道“剪
影”。该局将党建工作贯穿纳税
服务始终，将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提升纳税人满意度等工作列入党
委中心组和支部主题党日常规学
习内容，党建分管领导现场讲解
税费优惠政策，帮助解决涉税疑
难，架起税企沟通桥梁。

该局对市内 200 余家企业开
展“三问”走访服务。一问疫情期
间生产经营有什么困难，二问享
受税收优惠政策是否简便、“解
渴”，三问税务机关在管理服务上
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三问”
走访率达 100%。推行“一企一策”

“点对点”帮扶举措 200 余条，共收
集意见建议 140 余条，已解决问题

40余个。
“遇到涉税问题就找我。”全

市税务系统 10 个分局在辖区内全
面实行挂牌承诺。对于纳税人的
涉税费诉求，“谁办理、谁负责”，
第一时间启动程序，在 24 小时内
安排专人回访核实、沟通，确保事
事有回应、件件有反馈。

我市全力赋能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暨“擦亮小城镇”行动亮点频现

“三问”走访“三找”承诺

税务部门党建引领创优营商环境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