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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日报讯 10 月 28 日上午，市长杨
智深入监利县程集镇，实地调研精准扶贫、
秸秆禁烧、灾后重建、古镇保护和美丽乡村
建设等工作。

在程集古镇，杨智详细了解询问古镇
保护规划，走进民居实地察看重建情况。
杨智要求，要迅速向上申报，完善相关手
续，做到程序合法合规。要按照“保护第
一”的原则，坚持整旧如旧，避免建设性破
坏。要高水平规划，做到干一件、成一件，

件件是精品，不留遗憾败笔。要迅速确定
古镇保护范围，确保保护范围内建筑物风
格统一，并规划建设好停车位等配套设
施。要积极与鄂旅投等市场主体沟通，加
强合作，力争把古镇打造成监利县全域旅
游的一颗明珠。

随后，杨智来到程集镇三岗村，看望慰
问市水务集团、市残联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与扶贫工作队员、村干部亲切交流，详细了
解扶贫资金筹措使用、产业扶贫推进、扶贫

任务目标完成进度等情况，并听取相关意
见建议。

杨智强调，贫困户对党和政府的精准
扶贫工作充满期待，驻村扶贫工作队要
做到“步”印农家，热情主动上门走访，
摸清贫困户的具体情况，密切党和群众
的联系，宣传相关政策精神，引导鼓励
贫困户树立信心，勤劳脱贫。杨智还走
访慰问了贫困户，叮嘱三岗村干部要发
现和引导村里的致富能人，通过成立专

业合作社和开展土地流转，以先富带后
富。

在金草帽农业专业合作社，杨智了解
合作社运行发展情况后指出，农业现代化
要靠合作化，要进一步培育壮大合作社组
织，提高组织化程度，加大土地流转力度，
发展规模经营，提升专业化水平，促进农民
增收、农业增效。

杨智还沿途检查了监利县的秸秆禁烧
工作。市政府秘书长陈斌参加调研。

促进农民增收 建设美丽乡村
杨智在监利县程集镇调研

本报讯（记者廖含嫣）11 月 1 日上午，
县委书记黄镇、县长黄祥龙深入县工业
园区现场办公，对香港家居产业园项目
建设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和督办。

黄镇一行深入香港家居产业园项目建
设工地，认真询问并详细了解每个项目的
建设进展情况和施工中所遇到的困难。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香港家居
产业园、白螺临港工业园负责人分别就
产业园区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进行了汇
报，县民政局负责人就精准扶贫产业项
目推进情况进行了汇报。

黄镇指出，由于党委政府、部门职责
不清，体制不顺，对香港家居产业园企业
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反映迟缓，落实不
力，加上产业园落地项目建设推进缓慢，
企业建设速度过慢，导致产业园区投产
率不高。黄镇要求，各部门要坚持问题
导向，建立顺畅的机制，要坚持园区协
调、部门主责、城投业主、督查室督查的
原则。开发区要协调园区企业在建设中
存在的各类问题，为企业做好服务。城
投公司做为业主，要做好项目施工设计、
预算评审、招投标等前期工作，及时拨付

资金。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做好征地等
相关工作。督查室要对重点项目进行督
查，确保解决园区企业在施工中遇到的
问题。香港家居产业园要敦促入园企业
加快施工进度，早日促进园区满园工程。

在谈到如何加快推进白螺临港工业
园内祥兴纸业项目建设时，黄镇指出，祥
兴纸业项目是再生纸循环利用项目、坚
持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示范项目，我们
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祥兴纸业项目建设。
黄镇要求，要加快办理祥兴纸业项目行
政审批手续，确保在时间节点内快速办

结相关手续。
就精准扶贫产业项目建设，黄镇指

出，乡镇负责人要坚持解放思想、敢于担
当的原则，要敢于担责，严格把关，确保
不出现损公肥私等问题；项目招投标要
坚持公平公开、充分竞争的原则，招投标
过程要公开公平；项目建设要坚持分步
操作的原则。黄镇要求，相关单位要快
速审定精准扶贫产业项目，快速补齐项
目行政许可手续，确保程序到位，要快速
启动招投标程序，确保精准扶贫产业项
目推进顺利。

黄镇督办产业园重点项目和精准扶贫

本报讯（记者汪艳娟）由荆州市委宣传
部、荆州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监利县委
县政府主办，监利县委宣传部、监利县文化
旅游局承办的现代荆州花鼓戏《小城大
爱》，经过 10 个月的创排、打磨，已由监利
县荆州花鼓戏艺术研究所推出，于10月28
日至30日在荆州市凯乐大剧院公演。

现代荆州花鼓戏《小城大爱》以“东方
之星”沉船救援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救援
善后过程，传递了小城的温暖、人性的光
辉，展现了荆州、监利党员干部、人民群众
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的时代精神和在灾难
面前忘我为人、无私奉献的“小城大爱”精
神，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

了中国力量。
现代荆州花鼓戏《小城大爱》剧组共有

演职人员 150 余人。其中，编剧宋西庭是
湖北省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编剧，导演黄
鸣现是湖北省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导演，
音乐设计方石是国家一级作曲、湖北省音
乐家协会副主席，唱腔设计杨礼福是国家

一级作曲，灯光设计齐仕明是福建闽剧院
国家一级灯光师，舞蹈编导姚晓明是武钢
文工团国家一级编导。现代荆州花鼓戏

《小城大爱》在排演过程中，受到了湖北省
委宣传部和湖北省文化厅的高度重视，得
到了湖北省艺术研究院、湖北省京剧院、湖
北省地方戏剧院、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
省群众艺术馆、湖北省花鼓戏艺术研究所、
荆门市艺术剧院、天门市花鼓戏剧院的大
力支持。荆州市市长杨智鼓励监利县委县
政府抓住振兴地方戏曲的这一机遇，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王守卫亲临排演现场指
导。监利县委县政府克服了重重困难，投
入大量资金，组建精干的工作专班，负责统
筹打造剧目。现代荆州花鼓戏《小城大爱》
凝结着众多领导及所有编创人员的智慧和
心血。

现代荆州花鼓戏《小城大爱》，先后在
荆州市凯乐大剧院公演 3 场，分别组织荆
州市中心城区部分中小学校师生代表、荆
州市委党校秋季班学员、长江大学艺术专
业师生代表、荆州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干部、
中心城区各行各业代表及普通市民观看；
组织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监利县县乡
党政干部代表、各县市区党政分管文化工
作的领导及宣传文化系统干部代表、驻荆
部队官兵代表、公安干警代表、医务人员代
表及荆门、潜江、天门等地来宾观看，并邀
请省委宣传部领导、省文化厅领导、市领
导、剧目主创人员参加。

《小城大爱》花鼓戏在荆州公演

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十五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邓思思 夏颖）10月31日，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三十五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宋敦栋主持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监利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监
利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会议决定，监利县
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于2016年11月16日在容城召
开。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2016年县本级财政预算调
整方案（草案）的议案，批准了 2016 县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
议。审议和表决通过了县人民政府关于监利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将监利县丰源城市投
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发行7年期总额为9亿元的公开发行企业
债列入县财政预算的决议（草案）。

会议还听取了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监利县第
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选举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6年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情况的
报告。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尧阶、范祥英、张方敏、汤吉银、傅雄飞
出席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林志雄，县人民法院院长毛华庆、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谢俊嵩，县政府办公室、县财政局、县教体局、县
城投公司负责人和县人大常委会有关办委的同志及部分县人大代表
列席会议。

监利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整改
本报讯（通讯员李道文）按照荆州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一个月

来，监利县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以军令状的力度抓落实，通过创新机
制，部门联动，集中力量整改了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监利县成立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指挥部及综合协调、现场执
法、案件办理、采样监测、综合信息、项目清理、信息材料、后勤保障8
个工作专班，共37人集中办公，全力投入整改工作。指挥部挂图作
战，倒排工期，综合调度，全面进入临战状态。领导成员分片包案，加
强整改督办，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专班明确职责分工，
紧密衔接，日小结、周通报，专班成员任务到人，紧盯销号目标，一案
一档，一案一结账。

保持高压态势，部门联动抓整改。以霹雳手段，雷霆之力查处和
整改突出环境问题，县环委会每半月召开一次突出环境问题整改部
门联席会，县环保、公安和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利剑斩污，已依法立案
查处12家，罚款52万元，行政拘留1人，查封扣押4家，关闭养殖场5
家。

坚持党政同责，强化督办抓整改。县委县政府先后3次专题研
究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研究安排部署落实任务，明确工作责任。
县环委会先后5批次向相关部门和乡镇交办整改任务，层层落实责
任，细化方案措施，项目化推进。县委书记黄镇、县长黄祥龙先后11
次现场督办，3次主持召开督办会议，通报情况，对照清单督办进度。
县环委会、县督办室加强指导跟踪推进，对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实
行重点督办，向有关部门、乡镇、企业下达督办通知40余份。

截至目前，监利县已完成省、市交办的突出环境问题整改任务58
件，其中省级交办10件、市级交办48件。

监利建成首家规范化花鸟市场
本报讯（记者钟欣）10月28日，监利花鸟市场正式开张，这是城

区建成的首家规范的花鸟市场，监利县领导胥金普、谭友喜参加开业
庆典。

上午9时，花鸟市场开业庆典在喜庆的腰鼓声中拉开序幕，监利
县委常委胥金普宣布花鸟市场开业。县政协副主席谭友喜对市场开
业表示祝贺。

监利县花鸟市场位于茶庵大道蓝天幼儿园斜对面，占地3500平
方米，是监利县第一家规范的花鸟市场。该市场由县花木盆景协会
承建，目前有46家花鸟经营业主进驻，可以进行花卉、苗木、盆景、赏
石、虫鱼等商品的交易。花鸟市场的建成为监利县花鸟爱好者提供
了交流场所和交易平台，将助力监利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各种花卉姹紫嫣红、苗木盆景郁郁葱葱，来到花鸟市场的市民都
说，市场内花木鱼鸟赏心悦目，商户集中让买主有了更多选择。有几
位市民开张当天就在市场买到了自己喜爱的商品，他们表示，这里的
价格很公道。

城区一直没有规范的花鸟市场，这次规范化的市场建成吸引了
不少商家的入驻。四季青园艺的老板段彪说，这个市场租金低，商家
集中，有利于同行抱团发展。

下岗花圃园艺的老板李小平告诉记者，此前他的小店搬了两次，
这次搬到市场里，开张第一天上午就有1000多元的入账，还有客人
向他预订苗木，他对以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本报讯（记者廖含嫣）11月3日上午，由市委宣传部主办，荆
州市人民广播电台、沙市区委宣传部承办的“感动荆州·好人好
梦”百姓宣讲会在监利县监利中学会议厅举行。副县长吴莉，各
乡镇管理区、县直单位分管负责人,学生代表等近千人参加了本
次活动。

报告会上，5位报告团成员饱含深情，多角度、立体式地讲述了
牺牲在防汛一线的监利县分盐镇河沙村村委会副主任朱同宝、荆
州援非抗击埃博拉第一人的市疾控中心专家肖林、把一生奉献给
公安工作的公安县公安局原副政委郑明超、为保护麋鹿寂寞坚守

25年的石首麋鹿自然保护区副主任李鹏飞、在今年夏天的防汛救
灾战斗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荆州公安民警群体的先进事迹。

“朱同宝是我的老同事、老搭档，虽然朱同宝已经离我们远
去，但是他的精神还在。我们将继续发扬他的精神，学习他心系
群众、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一心一意服务群众，做好灾后重建
工作。”分盐镇河沙村村党支部书记谢俊虎说。

监利中学学生刘雨薇则表示，将以此次宣讲报告中的感动
人物为榜样，学习朱同宝的先进事迹，从自己做起，努力学习，将
来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感动荆州·好人好梦”百姓宣讲团走进监利

监利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十三号

监利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
定：监利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11月16日
至18日在容城召开。

特此公告
监利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6年10月31日

本报讯（记者汪艳娟）11 月 3 日，省政协主
席张昌尔一行莅临监利，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县领导黄镇、陈孝俊、羿卫国、胥金普陪同调研。

在新沟镇秦阳村，张昌尔一行步行在河岸
边，观看村里的文化墙，并来到秦阳村和孙场村
两村的村支部，详细了解了秦阳村和孙场村两
村的基本情况、综合环境整治情况、今年受灾情
况以及精准扶贫情况。张昌尔说，要进一步建
设好水活河畅、水净岸绿的美丽乡村；精准脱贫
要从实际出发，对照脱贫标准，实现脱贫。

来到福娃集团稻虾共作养殖基地，张昌尔
一行详细了解福娃集团的土地流转情况、“稻虾
共作”养殖模式。张昌尔说，福娃集团植根于农
业，反哺农业；植根于农村，反哺农村。福娃集
团这个百亿企业实现了新沟镇 56%的城镇化，
高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福娃集团3万亩的
土地流转，带动10万人致富，农民每户每年大约
有7万多元的收入，实现了农业创新发展，产业
融合发展，打造了新型现代农业。

张昌尔一行走进福娃城市广场，详细了解福
娃综合社区。张昌尔对福娃集团整合资源，留住
人才，减少留守家庭，促进家庭和谐的模式，十分
欣赏。张昌尔建议，新沟镇新建一个“四化同步”
展示馆，将“四化同步”的发展历程收录进去，进
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

省政协主席张昌尔莅临监利调研
建议新沟镇建“四化同步”展示馆

监利新闻
Jianli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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