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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甸金钟山消纳场“开吃”弃土

推动省党代会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凝聚发展气场抓好重点工作
江岸区

既为一域争光
又为全局添彩
江汉区

坚持三个“第一”
凝聚发展强大气场
■口区

推动落地见效
做好招商引资
汉阳区

聚焦十大重点
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武昌区

抓“精准落地见效”
强化首善之区担当
青山区

五件大事
抓好贯彻落实
洪山区

本报讯

（记者 李 婷 通讯员 祝 丽 芳）6 月 30
日，江岸区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学习贯彻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会议要求，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
贯彻会议精神同做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相结合，
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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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元聪 通讯员 朱素芳）6 月 30
日，江汉区传达学习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会议，
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会议指出，各单位、各支部必须认真学习落
实省党代会精神，凝聚发展强大气场。 始终坚
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现代服务业的主
攻方向，加快产 业 转 型 升 级 ， 推 动 生 产 性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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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李放军 柳中）4
日，硚口区召开全区干部大会，学习贯彻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会议指出，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推动省党代会各项
决策部署在硚口落地见效。
省党代会报告再次强调招商引资， 市委把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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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锐 通讯员 刘晶 晶）6 日，汉阳
区召开全区干部大会， 传达学习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要求迅速在全区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高潮，推动省党代会精神在汉阳落地生根。
汉阳区下半年将聚焦十大重点， 确保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抓好经济运行调度； 打好工业翻

本报讯

（记者 李锐 通讯员 刘庆国 刘金峰）6
月 30 日，武昌区召开全区干部大会，传达学习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会议要求， 强化武昌作为
省、市首善之区、首位之区责任担当，抢抓发展良
机。
武昌区按照“精准落地见效”要求，细化分解
“十项全局重点工作”。以武昌滨江核心区为重点，

本报讯 （记者李 锐 通讯员 彭 亚 楠

柴 华）近

日，青山区召开全区党政干部大会，传达学习贯彻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青山区各级党组织将采
取中心组研讨、 专家辅导、 宣讲团宣讲等多种形
式，实现党代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全覆盖。
为抓好贯彻落实， 青山区将重点抓好五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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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菁 通讯员 李 涛 肖 满）5 日，
洪山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 传达学习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省党代会报告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
“
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目标的行动指南。 洪山
区要准确把握省党代会精神实质， 迅速掀起学习贯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推动发展实际成效
加强组织整顿 强化监督约束

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党员服务群众更热心
“爸妈终于搬进新还建小区，多亏您做通了老人
家的工作。 ”近日，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新团村村民
马林财握着村书记付后先的手激动地说。
马林财父母年事已高， 房屋拆迁后一直留守在有
危险隐患砖厂居住，不愿搬入还建小区。 付后先多次上
门劝说，还把老人的 4 个子女找来，一起与老人分析情
况，合理劝说，最终，老人答应搬入社区居住。 这件事正
是新团村党组织整改、改进工作作风的成果反映。
5 月中旬， 武汉开发区工委组织部负责人带队
深入军山街新团村、沿河村两个村，通过召开部长办
公会、村党员群众座谈会、村整改工作现场推进会等
方式，针对两个村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进行分析，发
现症结：服务意识差、服务能力弱。针对问题，要求两
村建立整改台账、 基层组织建设台账； 制定问题清

资金去向清楚，确保惠民项目合乎民意
近日，江汉区万松街机场社区更换、维修了 47
根公共晒衣架，社区居民拍手点赞。“既为社区居民
做了好事，每笔钱还用得清清楚楚，我们真是放心、
舒心！ ”该社区居民高红霞说。
5 月， 机场社区街工委举办了居务监督培训班，
对 15 个社区的全体居务监督委员会委员进行管理
培训， 明确居务监督委员会对社区惠民项目资金使
用、重点项目建设、重大事务决策、社区工作者履职尽
责等社区事务的监督职责，确保惠民项目规范使用。
“从惠民项目的立项，到商家选择，到资金支付，
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在跟踪监督， 还请了驻社区律师
指导。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林琴芳说。 居务监
督委员会成员不仅全程参与，还在近日举行的“居民
议事会”上，将晾衣架的安装情况、耗费的 2.1 万元
具体构成向居民代表作了仔细说明。
今年，在整区推进“红色引擎工程”的全省试点
中，江汉区将标准化、规范化作为重要的努力方向，
充分发挥居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能，创新推出“邻里夜
话”“社区半月谈”“幸福面对面” 等网络居民议事平

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从硚口发展阶段看，经过
五年时间深入推进三件大事， 为招商引资创造了
良好条件，三大产业不是凭空产生的，主要靠招商
引资。全区上下要凝聚共识、统一思想、同频共振，
增强紧迫感，形成大合力，开创新局面，做好招商
引资，为硚口经济加快发展引领开路、奠基增能。

身仗；把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引向深入；做好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加快推进征收拆迁及“三旧”
改造；着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抓好信访维稳和矛
盾化解；一刻不松懈做好防汛抗洪排涝；深入开展
“红色引擎工程”；深化机关作风建设，全力以赴为
建设“三化”大武汉、复兴大武汉贡献汉阳力量。

加快亮点区块配套设施建设。制定相关政策，加快
发展新民营经济，服务大学生创新创业。加快建设
“中科武大·智谷”。提升防洪体系安全保障能力和
长江主轴景观水平， 加快供水管网和二次供水改
造。 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加
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扎实推进“红色引擎工程”，不
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事：以
“
三联工作法”为核心，着力推进
“
红色引擎工
程”；以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升级和新民营经
济发展为重点，着力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以“四水
共治”为特色，着力全面深化改革；以
“
三旧”改造为
抓手，着力提升城市功能；以实施教育、医疗、文体、
养老设施民生组团建设为保障，着力改善民生。

彻会议精神的热潮， 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洪
山发展的实际成效：要紧盯主要经济指标，确保实现
经济增长目标；要抓好防汛抗洪，确保安全度汛；要
强化督查，确保各项改革工作落地落细；要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延伸，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加强绩
效目标督促检查，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生 叶帅）长江日报记者 6 日从市环保局获悉，我市将
建立全市土壤环境质量监控网络， 今年底前配合布
设国控、省控土壤环境监测点位，基本形成土壤环境
监测能力。
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说，土壤污染防治是国家继
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后又一污染防治重大举措。
不同于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废弃物污染等，土壤污染隐
蔽性强，往往要通过对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化验，有些甚

至还要通过研究对人、畜健康状况的影响才能确定，而
且治理污染土壤通常成本较高、治理周期较长。
2019 年底之前， 我市拟计划完成市控点位设
置，基本建成覆盖农用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区和高风险行业企业、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周边
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 重点监测指标包括镉、
铬、汞、铅、砷以及镍、铜、锌等重（类）金属和石油烃、
多环芳烃、苯系物等有机污染物。各区可根据工作需
要补充设置监测点位，增加特征污染物监测项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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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升 通讯员 凌勇 严
娟娟 金曼）被采空的金钟山矿坑常年积
水，形成了 30 米深的“湖水”。 而周边的
山体边坡不稳定， 也存有滑坡隐患。 6
日，长江日报记者获悉，此地新建的蔡甸
区金钟山弃土消纳场开始投入试运营，
既能消除矿坑滑坡隐患， 又能破解蔡甸
和硚口的建筑弃土外运难题， 还能复绿
造景变成市民休闲区。
据介绍， 金钟山位于蔡甸区大集街
伏牛村、鹤林村及奓山街丘林村交会处，
上世纪 80 年代有 10 家采石企业，2011
年 5 月关闭了所有采石企业。 6 日，长江
日报记者在场区看到，昔日海拔 40 米的
金钟山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只有一
潭水体。 水面较宽阔、水色碧蓝，一条通
往矿坑的小路也被水体淹没。
建设方市环投集团园林绿化有限
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柳 晓 闵 介 绍 ，
从金钟山的山顶到矿坑底部， 开采的
深 度 超 过 了 70 米 ， 山 体 破 损 面 积 达

285 亩。 目前，矿坑形成一潭 30 米深的
漏斗状雨水坑， 鱼和野鸭成了这里的
“常客”。
“之前炸山采石导致山体边坡不稳
定， 引起滑坡的可能性较大。 现在是汛
期，雨水坑的水位也在上涨。 ”出于安全
考虑，建设方计划先排空矿坑里的积水，
再用建筑弃土进行天坑回填和山坡复
原。 ”柳晓闵介绍，根据实地测量，预估
可消纳弃土弃料 590 万立方米， 主要对
口消纳蔡甸区、硚口区产生的弃土，预计
三年达到饱和。
据悉， 金钟山破损山体生态修复工
程是蔡甸区 2017 年政府投资指令性建
设计划项目， 该项目建设工程投资共计
9386 万元，由武汉市环投集团负责建设
运营。 目前， 金钟山的北侧山坡现已复
绿，建成弃土消纳场为二次修复项目。后
期，市环投集团将因地制宜，结合山体原
有树种种植绿植， 既控制水土流失又形
成大规模的森林化景观效果。

链接 >>>

6座消纳场破解中心城区弃土外运困局

第二批计划已提上日程
据了解， 武汉每年产生建筑弃土达

2100 万立 方 米 。 根 据 规 划 ，武 汉 市 将 优
先选取废弃采石场等生态破坏严重区
域，建设建筑弃土消纳场。
今年， 首批由政府规划的 6 座弃土
消纳场均已投入运营， 基本满足了中心
城区建筑弃土消纳需求， 市城管委提前
半年完成市政府下 达 的 目 标 任 务 。 6 座
消纳场分别是江夏区长山、秀山消纳场，

东湖高新区顶冠峰消纳场， 汉阳区汤家
山消纳场，黄陂区丁店消纳场，蔡甸区金
钟山消纳场。中心城区无条件建消纳场，
所以这批消纳场基本上都在新城区 （汤
家山消纳场除外），涵盖了 6 个中心城区
（而青山区以自主消纳及外运为主）。
目前，我市计划加快启动第二批弃土
消纳场的建设，各区结合自身实际，规范
建设消纳场。

（记者杨升 通讯员凌勇）

2017湖北企业 100强发布

台， 与居务监督有机融合， 完善社区党委领导下的
“议事程序 + 议事监督 + 议事平台”的治理模式。

设财务公开栏，村民不再看不懂
“这样蛮好，群众明白，村干部清白，少了一些猜
疑，多了一份信任。”近日，新洲区辛冲街邢榨村财务
公开栏前，一位村民查看该村财务收支情况后感慨。
今年来， 新洲区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村级财务
公开看不见看不懂、不及时不规范、不广泛不透明等
问题，推行村级“阳光财务”，收到实效。
针对原有村级财务公开项目多、专业术语多、村
民难看懂的问题， 新洲区委统一制发了相关指导文
件，从栏目、内容、时间、程序、形式等方面简化项目，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进行表述。
邢榨村专设村级财务公开栏，用通俗的形式对救
济救灾款、低保金发放、各项惠农政策和涉农补贴资金
发放等逐项逐笔专项公开。村民对公开内容如有疑问，
可以口头或电话形式向村务监督委员会、街镇经管站
提出质询，也可以通过年中和年底的
“
村官直评”向村
“
发问”，相关当事人要及时予以解释或限期答复。
干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6 周年

今年底我市基本形成土壤环境监测能力
明年底前完成岱山、北洋桥、紫霞观等垃圾填埋场环境治理
本报讯（记者张晟 通讯员鄢祖海 于海涛 实习

金钟山现
状为废弃采石
场，山体留下
深坑，破损山
体生态修复项
目可消纳渣土
量 约 590万
立方米，有效
缓解武汉主城
区渣土外运困
局
记者刘斌 摄

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
升级。 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置，把
改善民生作为最大的政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的新期待新要求。 始终坚持把加强党的建设作
为第一保障， 切 实 抓 好 整 区 推 进“红 色 引 擎 工
程”试点，努力实现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过硬、
全面进步。

记者宋磊 通讯员李长江

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 要求两个村支部成员提高
认识，树立“群众的大事小事都是我们的事”的理念，
细致耐心做好工作。经过两个月努力，两村基层党组
织面貌大为改观，党员的群众认可度大幅提升。

矿坑回填复绿
将现森林美景

力抓好省委市委要求干、江岸有条件干、人民群众
期盼干的事情，使各项工作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
局添彩。 抓好经济工作，抓好亮点区块建设，抓好
全面从严治党。 当前特别要抓好
“
四水共治”，确保
安全度汛；抓好信访稳定工作，做好信访积案化解，
既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又切实维护好社会秩序。

掀起“红色旋风”改进基层工作作风
“工作抓得非常及时，支部软弱涣散的症结被指
出，群众更满意了！”经过两个多月的支部整改，武汉
开发区（汉南区）军山街新团村党支部书记付后先对
整改结果很满意。今年以来，军山街整顿软弱涣散村
党支部工作成效明显。
我市着力改进基层干部作风， 持续整顿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健全居（村）务监督委员会运行机制，
强化对重点项目、重大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监督约束，
掀起“红色旋风”。

5

高监测频次。 2020 年底之前，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
位覆盖所有行政区和功能区。
上述负责人表示， 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在于减
少污染物的排放， 我市计划在 2018 年底前完成岱
山、北洋桥、紫霞观等简易垃圾填埋场环境治理，加
强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此外，我市还将集中
回收铅酸蓄电池， 强化废氧化汞电池等含重金属废
物安全处置，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继续实施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扩大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范围。

71家武汉企业入榜
本报讯

（记者 张智 通讯员 宋克杰）6
日，湖北省企业联合会、湖北省企业家协
会在汉发布 2017 湖北企业 100 强。东风
汽车、中建三局、葛洲坝集团排名前三，
九州通医药、卓尔控股、稻花香 2016 年
营业收入首次跻身 500 亿元。
2017 湖北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共计
23410 亿元， 比上年增加 1630 亿元，增
幅为 7%，实现利润 899 亿元，比上年增
加 155 亿元，增幅为 21%。
湖北百强企业前三名 2016 年营业
收入均跨越千亿，东风汽车以 5726 亿元
继续领跑；中建三局以 1603 亿元排名第
二，营收同比增加 167 亿元，连续 5 年以
百亿元速度递增；葛洲坝集团以 1004 亿

元排名第三，并首次跨越千亿大关。
营收跨越 500 亿元的百强企业有 8
家，依次是：大冶有色 808 亿元、湖北宜化
781 亿元、武钢集团 773 亿元、九州通医药
616 亿元、武汉铁路局 608 亿元、中铁十一
局 563 亿元、卓尔控股 509 亿元、稻花香集
团 506 亿元。 其中，九州通医药、卓尔控股
和稻花香三家民企首次晋级 500 亿行列。
百强企业中， 武汉企业共 71 家，产
业分布上仍保持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
“三足鼎立”格局，其中制造业 37 家，服
务业 28 家，建筑业 29 家，另有 6 家为其
他产业。 此外，有 9 家企业新上榜，百强
企 业 入 围 门 槛 从 上 年 34 亿 元 提 升 至
39.15 亿元。

第四届华创杯决赛落幕

人工智能企业云平台揽获第一名
本报讯

（记者 贺 亮）6 日，第四届华
创杯决赛在光谷落幕，“人工智能驱动
的企业级云应用平台” 项目从 11 个决
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获第一名， 获 30 万
元奖金。
据大赛主办方介绍， 前三届共吸引
了来自海内外的 862 个项目踊跃报名参
与，目前 20 余个获奖项目均已落户湖北
并投产进入市场。 思高科技、凯瑞康宁、
象辑知源等一大批获奖项目企业发展势
头迅猛，已在各自领域崭露头角。
大赛协办方介绍，从 4 月 21 日大赛
启动以来， 截至 6 月 17 日共收到报名项

目 461 个，来自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入围本次决赛的 11 个项目中，有来
自医疗健康领域的“治趣—在线虚拟诊
疗平台” 项目， 有来自无人驾驶领域
“极目智能网联 ADAS（L1-L2）产品”项
目和智能制造领域的“全自动智能焊接
机器人”项目。 众多高科技项目入选决
赛， 标志着以技术创新引领创业风向
标。 6 日下午的决赛通过现场项目路
演、答辩形式进行，评委现场打分产生
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3 名、 三等奖 6
名。 大赛一等奖 30 万元、二等奖 10 万
元、三等奖 5 万元。

台湾学生来鄂体验三国文化
本报讯

（记者 宋磊 通讯员 刘宇）汉
台两地学生携手寻访三国古迹，6 日，第
二届
“行读三国”夏令营在武汉外国语学
校美加分校开营，44 名学生将参与为期
8 天的夏令营活动。
据介绍， 参加夏令营的汉台两地学
生将被分成魏、蜀、吴三队。 每到一个三
国古战场原址，每个组必须找到一个“任
务锦囊”， 再根据对三国故事的理解，玩
三国游戏，并寻访三国古迹，从中学习历

史，广交朋友，感悟中国文化。
“行读三国”夏令营由武汉外国语学
校美加分校和台湾《联合报》联合举办，
得到省、市台办的支持。两岸小学生将先
后寻访襄阳古隆中、 荆州古城和赤壁古
战场等三国古迹，在游走中学习历史，感
受荆楚的三国文化。 他们还将在美加外
校听《诫子书》讲座、学习小洪拳，体验美
加外校“中西合璧、文武合一”的特色课
程等，进一步感受中国文化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