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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国力 通讯员 陈全）11月25日至
27日，市委书记周志红率招商团队，赴京拜访中国恒天
集团，并就恒天嘉华二期项目建设事宜与恒天集团洽
谈。双方表示，要抢抓战略机遇期，坚守契约精神，保持
良性互动，实现互利共荣。

中国恒天集团是国内唯一以纺织装备为核心主业
的央企，目前拥有二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24家，境内外
控股上市公司3家，员工4.6万多人，成员企业分布在国
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及境外近20个国家和地区，已
成为资产规模稳定在900亿元、利润规模在30亿元左右
的大型企业集团。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诞生于2011年底，由中
国恒天集团旗下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与仙
桃市嘉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是湖北高新
技术企业、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理事单位。公司
现有纺熔复合生产线16条，年产能达6.6万吨，产品畅
销国内外。

周志红拜访了中国恒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海
涛，衷心感谢恒天集团长期以来给予仙桃经济社会发
展，特别是疫情防控和疫后重振的大力支持。她说，当
前全市上下正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谋划制定“十四
五”规划，奋力谱写仙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希望中国
恒天集团发挥独特优势，进一步关心仙桃、支持仙桃，为
仙桃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刘海涛对周志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集团
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十四五”规划作了介绍，明确表示将
加大资金投入，推进恒天嘉华总投资8亿元的二期项目
建设，并以恒天嘉华为核心，整合相关资源，打造上市公
司，以强大吸引力，引进国内外更多名牌名企入驻仙桃

“四基地两中心”，推动非织造布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周志红对此表示诚挚谢意，并就恒天嘉华二
期项目建设事宜与中国恒天集团高层进行磋商交流，达
成高度共识。周志红表示，仙桃加快推动招商引资、招
才引智，一个重要抓手就是搭建高能级平台。我们将坚
守契约精神，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
二”，把龙头舞好，让财源广进。

在京期间，周志红拜访了东明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并与公司总经理宋桂云座谈，介绍仙桃国家高新区
和相关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热忱欢迎东明公司早日落户
仙桃、投资仙桃。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胡常伟，副市长颜志超等参加
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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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兵）11 月 28
日，市长余珂调研老旧小区改造
和旧城改造工作，强调老旧小区、
旧城改造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科学把握改
造模式，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改”出小区新面貌，“改”出群众
新生活。

余珂一行先后来到干河街道
办事处复州花园、大洪小区南区，
沙嘴街道办事处卫生小区改造现
场，了解工程进度，现场协调解决

相关问题。
我市城区 2000 年底前建成老

旧小区在册数量 565 个，总栋数
1206 栋，总户数 2.73 万户，总建筑
面 积 241.97 万 平 方 米 。 截 至 目
前，已争取到位2019年、2020年59
个老旧小区改造中央资金 1.7 亿
元，开工28个，开工率47.5%。

余珂指出，老旧小区改造和旧
城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民心工
程。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调研掌
握老旧小区实际情况，顺应群众改

善居住条件期盼，广泛征求住户意
见建议，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耐心细
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努力形成推动
老旧小区改造的思想共识和强大合
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满意度。

余珂强调，要立足仙桃发展
格局，将老旧小区和旧城改造工
作与城市规划无缝衔接，使改造
区块与城市风貌、色彩、文脉等相
融合，并要促进城市功能提升。
要科学制定改造计划，摸清底数，

建立台账，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要做好政策资金保障，大力争取
支持，以市场化方式引入社会资
本参与建设运营，千方百计筹集
项目资金。要加强组织领导，建
立工作机构，成立工作专班，落实
责任，分解任务，形成齐抓共管、
联动联建的工作合力。

市领导严启方、丁克勤、刘惠
民、徐国亮、徐新程、张德萍，市政
府党组成员、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胡军波一同调研。

余珂调研老旧小区及旧城改造工作时强调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以人为本分类施策

本报讯（记者 李辉）11月29
日，市委书记周志红深入杨林尾镇、
西流河镇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并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她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统筹
推进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周志红访农家、进基地、看产
业，实地察看两地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的宣讲、学习贯彻情况，督
导脱贫攻坚工作。在杨林尾镇，周
志红走访了胜利村贫困户孙少国、
革新村贫困户潘桂州、幸福村贫困
户陈姣玉，与安家村顺隆甘蔗合作
社负责人交谈。在西流河镇，周志
红到鄢沟村绿芝林草坪基地调研，
看望了鄢沟村贫困户郑福祥、公明
村贫困户王齐桂、仁盛岭村贫困户
史海艳、永善村贫困户沈泽华。

今年 51 岁的贫困户孙少国精

神饱满，家中窗明几净，干净整洁。
周志红与他交谈，详细询问了他家
的生产生活情况，深入了解“两不愁
三保障”落实情况，看到他家收拾得
井井有条，周志红给予肯定赞扬。
她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做实做细做
好脱贫攻坚收官工作，巩固脱贫成
效，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检验。

顺隆甘蔗专业合作社按照“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甘
蔗种植面积约 600 亩，今年每亩纯
收入达7000元，产值近400万元，并
吸纳了 10 户贫困户。周志红详细
了解合作社生产经营情况，希望合
作社创新开拓市场，延伸产业链，不
断做大做强，增加群众收入；村“两
委”班子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注重整
体谋划，下好乡村振兴“先手棋”，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生活品质。

“学习成绩怎么样？两个孩子上
学每月需要多少费用？”来到仁盛岭

村贫困户史海艳家，周志红关切询问
她家生活情况及小儿子彭卓昊学习
情况。得知一家人通过勤劳脱贫，且
彭卓昊品学兼优，周志红十分欣慰，
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奋斗，依靠勤劳的
双手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并要求相
关地方和学校积极改善学生学习生
活条件，让学生吃好饭、上好学。

周志红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
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用全会精神
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全会精神
在仙桃落地生根。要提升政治站
位，压实责任，对照考核标准逐项自
查自纠，迅速抓好问题整改，以奋战
姿态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保证脱贫成果经得起检验，向
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周志红强调，要坚持优先发展
农业农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着力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做足做活土地文章，让更
多农民深度参与农业产业链、价值
链，确保脱贫后能发展、可持续。要
坚定不移抓好产业发展，依托本地
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致富带头人等新型经
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特色
富民产业。要建强基层党组织，培
育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一技之长、
致富能力较强的农村年轻党员，带
领广大人民群众发家致富。

周志红到杨林尾西流河宣讲并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推动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仙桃落地生根
高 质 量 完 成 脱 贫 攻 坚 目 标 任 务

本报讯（记者 张曼）11 月 26 日
至27日，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
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严启方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丁克勤、刘惠民、肖家邦、王磊
及其他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

副市长张舜，市人民法院院长丁
拥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鹏，市政
府办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市人大
常委会各工作机构负责人及部分市人
大代表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法院关
于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
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
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
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空间管控
及城区“两违”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
了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9 年财政决算
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
府关于 2019 年市级预算执行及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报告。会议还进
行了人事任免和宪法宣誓。

会议决定任命田晓勤同志为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接
受肖俊、刘玲霞辞去市九届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务的请求。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听取和审议市
人民法院关于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
境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建议，要强化服
务理念，加强沟通协作，延伸审判职
能，进一步提升优化营商环境的司法

效果, 加大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力
度, 提升优化营商环境的司法服务。

在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脱
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常委会组
成人员认为，市委、市政府始终把脱贫
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最大民生工
程，坚持上下协同、精准施策、严肃问
责，攻坚责任全面夯实，攻坚重点全面
突破，问题整改全面加强。他们建议，
要坚持多措并举巩固成果，持续保持
脱贫政策稳定，持续推进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听取和审议市
人民政府关于城市空间管控及城区

“两违”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建议，
要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全社会
规划法律意识；要创新执法方式，进一
步强化严格执法；要强化队伍建设，进
一步提升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
要严守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长效管
控机制。

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与会人员集
中观看了省人大常委会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宣讲会，从“十三五”取得
决定性成就的根本所在、“十四五”战
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建议》的核心
要义、新发展目标的丰富内涵、“十四
五”时期战略安排和加强民主法治建
设的时代课题等方面进行交流学习。
大家一致认为，要紧扣贯彻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回应人民群众重大关切，
不断丰富和拓展人大工作的实践特色
和时代特色，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邓一凡 通讯员 杨
会）以人气鉴证品质，以热销诠释当
红。11月28日，沔阳小镇·雲野梦田
项目诗意开盘，首开房源劲销 1.2 亿
元。

本次开盘采取微信线上选房、线
下签约形式进行，确保公开公平公
正。上午10时起，短短20分钟，55套
房源几乎都被锁定，销控表一片飘红。

沔阳小镇·雲野梦田社区，由鄂旅

投集团打造，延续千年荆楚文化渊源
与 建 筑 美 学 精 粹 ，匠 造 建 面 约
103-199 多㎡中式文化美宅，营造静
谧天地之间的世外桃源，焕新仙桃人
居体验。项目一期推出 55 套高品质
住宅，采取的轻建筑理念，保留排湖水
系天然生态特征，以古典园林为原型，
恰到好处地铺路、搭桥、筑亭、建廊，融
建筑于环境，水岸线蜿蜒，让家在公园
里，人在风景中。

本报讯（记者 张钰）11 月 27
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郑章均
沿汉江大堤督办河长制工作及“四
乱”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他强调，各
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重要指示精神，限时限
期抓好河道问题整治，坚决守住汉
江生态“红线”。

郑章均先后来到汉江郑场镇
茅湖村段面，查看非法矮围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在毛嘴镇杨越村
查看白田改水田项目现场。来到
三伏潭镇鲜码村渡口，郑章均针
对外滩乱建现象，要求属地加紧
拆除整改到位。郑章均还来到胡
场镇桑林垸村，查看汉江码头拆
除整改现场，到干河北坝闸督办

垃圾清理转运，来到龙华山段面
查看粮库码头中转站及杜台油库
整治情况。每到一处，郑章均详
细听取有关部门整改方案及进度
汇报，现场交办存在的环境问题，
限期要求属地及部门负责人抓好
整改落实。

郑章均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以“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扛起汉江生
态保护重任，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各
项工作。要按照上级要求，迅速采
取有效措施，逐一整改销号，不折不
扣抓好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河
道“四乱”问题整治，用最严的标准、
最强的力度、最实的举措，切实保护
好生态环境。

刘玲霞同志因到龄退休，申
请辞去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第二十七条、《湖北省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

工作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仙桃市
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刘玲霞
同志辞去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
报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备案。

决定任命田晓勤同志为仙桃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一、免去左顺娇同志的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职务；

二、免去许克定同志的仙桃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仙桃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
免职名单（一）

（2020年11月27日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徐元彬同志的仙桃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

二、免去李明同志的仙桃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三、免去李斌同志的仙桃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肖俊同志因到龄退休，申请
辞去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二十七条、《湖北省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

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仙桃市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决定：接受肖俊同志辞
去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报仙桃
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
议备案。

仙桃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
决定任命名单

（2020年11月27日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仙桃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
免职名单（二）

（2020年11月27日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仙桃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
关于接受肖俊同志辞职请求的决定

（2020年11月26日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首开劲销1.2亿元

沔阳小镇·雲野梦田开盘火爆

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