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胡纯波 通讯员 赵姗）日前，记者从
市水利和湖泊局获悉，全市11项水利建设补短板工程
将分3年逐步实施，总投资70多亿元，涉及涵闸泵站建
设、河道整治、水环境治理等方面。

11个项目包括：通顺河综合治理工程、沙湖泵站更
新改造工程、杨林尾泵站更新改造工程、联丰泵站重建
工程、王市口闸除险加固工程、东堤闸除险加固工程、袁
家口闸除险加固工程、泽口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
造、冯保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汉江生态经济带
建设引隆补水工程、杜家台分蓄洪区建设。

据悉，这些工程已经纳入《湖北省疫后重振补短板
强功能“十大工程”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前
期，市水利和湖泊局提早介入，及时了解中央、省级水利

项目投资意向，提前编制了部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完成了设计变更报告、安全鉴定等前置条件。

该局将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擦亮小城镇”行动
为契机，实行领导班子包挂项目，督促专班人员同步完
善项目争取的各项前期工作和项目建设地的协调工作，
力争项目早日落地实施。

本报讯（记者 李兵）舞台上，方
言小品《一碗参汤》正在精彩演出；舞
台下，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近日，
干河街道办事处搭建纪法宣传大舞
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廉洁
文化融入群众生活，送到干部群众身
边。

干河街道党工委切实担负起党风
廉政宣教月主体责任，聚焦主题，精心
组织，集中开展了一系列扬正气、接地
气、聚人气，且形式多样的廉政宣教活
动，进一步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
进，坚定不移地筑牢政治根基和严守
纪律防线。

持续开展“学”“讲”“考”活动。干
河街道党工委把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

监察法规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
容；街道党工委书记、各基层党组织书
记结合活动主题，讲一次廉政党课；组
织开展好“楚韵·清风”党纪法规知识
线上测试活动。

同时，组织社区“两委”干部、网
格员、楼栋长、志愿者等队伍，成立

“文艺轻骑兵”宣传队，结合创建文明
社区、平安社区、和谐社区，开展廉政
宣传。

创新载体，形成特色。干河街道
打造“沔水清风”廉政文化长廊，在御
台公馆至丝宝路沿线 10 公里制作大
型宣传牌2个、小型路牌26个，与路边
景观带融为一体，让市民在漫步休闲
之余即可就近参观。

干河街道廉洁文化融入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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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开窗的老林，最近和家里
的窗户“杠”上了。“窗户太小了，看
着不顺眼，换上落地窗才好。”

9月15日，张沟镇联潭村，秋雨
淅沥，燥热褪去。循着老林家二楼
的窗口望去，一方碧水恣意铺洒在
翠绿间。偶有飞鸟掠过，湖面浮桥、
吊桥横卧，湖边白墙黛瓦，屋舍枕湖
而居。

老林叫林传元，湖叫鲁家潭。
鲁家潭坐落在仙洪公路边，面积40
多亩，最深处有30多米。“听老人们
说，潭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发洪水
后留下来的。”林传元今年 66 岁。
在他的印象中，潭从来没有干过。
村里人都说潭底有泉眼。

此前，鲁家潭常年承包给人做

养殖，潭边杂草杂树丛生。一条连
通潭水的沟渠，正好流经林传元家
后门，垃圾水草淤塞，滋养蚊虫，气
味难闻。“从来不敢开窗，特别是夏
天。”林传元住在潭边，从来都是“避
潭远之”。

今年，村里启动美丽乡村建设，
古潭生新韵。承包出去 20 多年的
潭收回集体，变身湿地公园。潭边
清障除杂后，阶梯式绿化美化，在巧
妙保留乡土树的同时，栽种银杏、垂
柳、桂花等景观树。

包括林传元家在内，以鲁家潭
为中心，附近村湾均来了一场大“整
容”。地下，疏挖沟渠，淘汰旱厕，铺
设污水管网；地面，美化庭院，黑化
道路，见缝插绿；空中，理顺管线，立

面改造。
“美化环境是看得到的美，发展

产业是长长久久的美。”该镇白庙片
总支书记许兵祥介绍，除了巩固发
展 500 亩沼果种植、1300 亩苗圃基
地、1500 余亩黄鳝养殖等产业外，
村里依托鲁家潭发展垂钓、采摘、观
光项目，还引进市场主体，发展荸荠
种植50亩。

家园靓了，生活美了，大家纷
纷 加 入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的“ 朋 友
圈”。镇里的三智无纺布制品有限
公司，捐赠 30 万元，支持建设；72
岁的老党员卢圣才主动当起保洁
员，还多次自费送水到建设工地；
村民许国虎拆掉建在潭边的车库，
并捐出砖瓦；村民邓德炎，向集体

捐款2000元……
窗户的闭开之间，折射的是美

丽乡村建设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巨
大变化。村内一块常年积水的低洼
地，改造中并没有“粗暴”填埋，而是
因时制宜建成雨水花园。每到夏
秋，村民沿路贩卖梨、橙等果子，村
里在潭边规划建设农产品展销点。
以往，太阳落土，大家各进各家看电
视刷手机；眼下，斑斓的彩灯点缀湖
景，潭边凉亭、吊桥成为“打卡”胜
地。

“湖美了，景美了，‘湖景房’不
能不美。”这些天，林传元和很多乡
亲一样，既打开窗户赏景，又积极参
与村里组织的“最美庭院”评比，一
起美化环境赏景护景。

碧水环绕窗前，飞鸟掠过湖面，湖边白墙黛瓦——

村民家的“湖景房”
仙桃日报全媒记者胡纯波

本报讯（记者 李兵）9 月 15 日，
市长余珂主持召开市政府 2020 年第
23次常务会议，审议《仙桃市2020年
计划分配军队转业干部和符合政府安
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方案》，
听取城区老旧小区改造情况的汇报，
审议《仙桃市人民政府 中国电信湖北
公司关于深入贯彻“新基建”战略 以
5G网络、大数据建设为引领 推动“智
慧仙桃”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审
议《仙桃市人民防空管理办法》。

在审议《仙桃市2020年计划分配
军队转业干部和符合政府安排工作
条件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方案》时，余
珂指出，妥善安置退役士兵是一项严
肃的政治任务，要进一步讲政治、讲
规矩、讲感情，严格按照要求完成任
务。要提升站位，以实际行动支持国
防建设，落实相关政策。要人岗相
适，人性化落实接收政策，让部队放
心，让退役士兵满意。要公平公开，
密切协作，公正阳光地做好退役士兵
安置工作。

听取城区老旧小区改造情况的汇
报后，余珂指出，城区老旧小区改造是
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对满足人
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城市更新、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
调，完善推进机制，明确工作任务。要
出台配套政策，积极筹措资金，支持老
旧小区改造。要注意方式方法，分类

分期实施，确保稳妥推进。要激发群
众热情，调动居民参与，实现发展共
建、建设共管、成果共享。

就《仙桃市人民政府 中国电信湖
北公司关于深入贯彻“新基建”战略
以 5G 网络、大数据建设为引领 推动

“智慧仙桃”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余珂强调，“5G新基建”是高新技术与
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催生的新业态，也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我们要进
一步深化与中国电信湖北公司的合
作，大力布局发展疫后风口产业，乘势
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加快
高质量发展。相关部门要尽快签订协
议，加快推进，推动合作结出新的丰硕
成果。

谈及《仙桃市人民防空管理办
法》，余珂强调，要严格执行规定，加强
人防管理工作，做好人防工程平时维
护使用管理，促进人防工程发挥应有
作用。要强化监管，对人防工程的质
量监督、竣工验收等方面进行规范，确
保人防工程质量。要严防人防系统腐
败问题发生，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抓好
人防腐败问题整改工作，促进人防事
业良好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领导胡光怀、李少云、曾伟昕、

张舜、徐新程，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
府办公室主任胡军波，市人武部政委
杨勇，市政府党组成员许国闯出席会
议。

市政府2020年
第23次常务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陈国力）仙桃外
贸再度交出“高分报表”。1 至 8 月，
完成进出口总值 165.7 亿元，同比增
长 285.8%，总量位居全省第二，增幅
高居全省榜首，其中出口 161 亿元，
同比增长 355.9%。

非织造布产业依然一马当先。
140 多家非织造布出口企业继续满
负荷生产，海量口罩、防护服等非
织造布制品出口美国、欧洲、“一带
一路”国家或地区。新鑫、裕民、万
里、通达、德兴、海腾、誉诚等一批
规上企业画出亮丽“上扬曲线”。

在企业家们看来，“现在”并不
是一个孤立的时间点，而是一个不
断由“过去”走向“现在”的过程。
仙桃不少企业早转型、勇断腕，用
活了“变”与“守”的辩证法。万里
防护有限公司斥巨资开展技术攻
关，以专利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企
业 高 位 运 行 ，出 口 额 名 列 全 省 前
茅，日前还代表全省参加了北京服
贸会。董事长刘永刚说，深入分析

每一个新机遇背后的深层次逻辑，
都是应对挑战、化危为机的起点。
能不能读懂新的内在逻辑、摆脱原
有逻辑的路径依赖，决定了我们应
对变局、开拓新局的能力与作为。
大变局面前，打法不变，只怕路会
越走越窄；转变思路，找准能级提
升 的 发 力 点 ，才 能 开 辟 一 片 新 蓝
海。

新能源新材料、机械电子等产
业也开启了“定位”变“地位”的新
征程。绿色家园稳扎稳打，健鼎科
技产销两旺，天合光能订单饱满，
外贸出口逐步“升温”。

今年以来，我市推出促进外贸
出口的一系列新举措，出台“惠企
18 条”，先后为 30 多家内贸企业办
理进出口经营权，为 120 多家企业
办理出口备案登记，指导企业开展
国际医用防护产品认证，办理国内

“医用两证”。企业不畏风雨侵袭，
不惧逆流汹涌，在国际市场端起摔
不碎的“金饭碗”。

精准对标施策 顺应市场需求

仙桃外贸再度交出高分报表

我市将实施11项水利建设补短板工程
总投资70多亿元，涉及涵闸泵站建设、河道整治、水环境治理等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9 月
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构
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
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文章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
全的基石。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识，时刻防范卫生健康
领域重大风险。只有构建起强大
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
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织
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才能
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
障。

文章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
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要
立足更精准更有效地防，在理顺体
制机制、明确功能定位、提升专业能
力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要建立稳
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改善
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条件，完善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优化完善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职能设置，加强国家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健全疾

控机构和城乡社区联动工作机制，
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加强疾控人才
队伍建设，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
生学院。

文章指出，要加强监测预警和
应急反应能力。要把增强早期监测
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
务之急，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加强实验室
检测网络建设，建立公共卫生机构
和医疗机构协同监测机制，健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预案体系，强
化基层卫生人员知识储备和培训演
练，深入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宣教。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建立定期研究部
署重大疫情防控等卫生健康工作机
制。

文章指出，要健全重大疫情救
治体系。要全面加强公立医院传染
病救治能力建设，完善综合医院传
染病防治设施建设标准，提升应急
医疗救治储备能力。要优化医疗资
源合理布局，统筹应急状态下医疗
卫生机构动员响应、区域联动、人员
调集，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
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完善
城乡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加强国家

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等基地建
设，提升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

文章指出，要深入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斗争经验，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
创新方式方法，推动从环境卫生治
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
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
问题。要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加强
公共卫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倡导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推
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把全生命
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

文章指出，要发挥中医药在重
大疫病防治中的作用。中西医结
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
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
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要加强研究论
证，总结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
诊疗规律，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
理和挖掘，建设一批科研支撑平台，
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促进
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加强中
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强化中医药特
色人才建设，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
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

协调发展。
文章指出，要完善公共卫生法

律法规。要有针对性地推进传染病
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
等法律制定和修订工作，健全权责
明确、程序规范、执行有力的疫情防
控执法机制。普及公共卫生安全和
疫情防控法律法规，推动全社会依
法行动、依法行事。

文章指出，要发挥科技在重大
疫情防控中的支撑作用。生命安全
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是
国之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
中。要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
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
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加大
重大疫病防治经费投入，加快补齐
我国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
生、医疗设备等领域的短板。

文章指出，要加强国际卫生交
流合作。继续履行国际义务，发挥
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作用，全
面深入参与相关国际标准、规范、指
南的制定，分享中国方案、中国经
验，提升我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共同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