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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晚，在大冶保康社区水
产小区院内，东岳路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首单宣讲——“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落实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活动如期而
至。东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红细
胞”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队长冯猛为
群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宣讲。

夜幕将至，东岳路街道党工委干
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老党员、“红
细胞”理论宣讲队成员、“银龄先锋”党
支部志愿服务队代表、居民代表等80
余人围坐在宣讲台边。大家一边摇着
小扇子，一边认真聆听宣讲。

在宣讲环节，冯猛以“夯实基层治
理基础，全力打造‘东岳样板’”为题，
宣讲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
话精神，并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
进行了解读。冯猛说，要把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同贯彻落
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
同推进大冶市“八大行动”结合起来，
同党员干部“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

暖民心”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同各社区
推进基层社区治理实际结合起来，凝
聚更多共识，汇聚更多力量，共同推进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奋力打造符合实际、务实管用、群众满
意的基层治理“东岳样板”。

“今晚的宣讲我一直认真地听完，
既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
要讲话精神和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精神，又明白了打造基层治理

‘东岳样板’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水产小区居民陈先生听完宣讲后说，

“希望这种接地气的宣讲活动能继续
办下去。”

冯猛表示，街道今后还将持续开
展宣讲学习活动，进一步推动“下基
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
走深走实，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新格局，全力打造基层治理

“东岳样板”。
据悉，当日，该街道的桥虹社

区、湖滨社区也同步开展了专题宣
讲活动。 （刘云松 肖萍）

全力打造基层治理“东岳样板”

7月30日傍晚，夕阳西下，铁山建
设路社区家风家训主题公园里，人气
渐涨，人们来此散步、咵天、打乒乓球、
跳舞……自去年建成开放以来，这里
就成了社区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这块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
主题公园，前身是一块荒废的绿地，杂
草丛生。针对社区公共活动场地狭小
的现实，社区广泛征集居民意见，通过
大家共同决策，将此处改造升级成主
题公园，“居民日常饭后遛弯，社区举
行集体活动，都可以在这里。”社区党
委书记王利说。

这是建设路社区坚持“党建引领、
社会协同、群众参与”工作机制的实践
成果。通过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
享，做到听民声、察民意、汇民智、集民
力、聚民心，实现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
共同缔造。

“公家事”成为“大家事”

建设路社区有2千余户居民，多
数为大冶铁矿退休职工及其家属，辖
区单位5家，均为大冶铁矿下属单位，
属于典型的单位型社区。“过去，大冶
铁矿职工和社区联系不强，基本上对
社区大小事也不太关心。”王利说，在
实行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之后，
社区以此为契机，加强联系群众、发动
群众、依靠群众，干群之间的关系越来
越亲密。

在社区家风家训主题公园旁，新
建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不仅让群众
办事更便利更舒适，还成了孩子们乐
意前往的“打卡地”。在服务中心大楼
新建之前，社区广泛搜集群众意见，响
应群众需求，在大楼内设置了史经书
读室、电子书吧室、绘画书法室等三个
服务社区少年儿童的活动室，让孩子
们在这里学习传统文化。

坚持决策共谋，发扬社区居民主
人翁精神，将“公家事”变成“大家事”，
是社区实现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
缔造的第一步。“楼栋下水道污水回
流，社区尽快解决。”“楼栋庭院灯不亮
了。”“楼栋前那棵树的树枝都伸到我
家 阳 台 上 了 ，影 响 到 我 家 生 活
了。”……面对这些居民的烦心事，社
区党委审定议题，按照“居民提事—睦
邻议事—联动办事—群众评事”流程，
由社区“睦邻议事会”代表居民进行协
商解决，并及时解决、公开反馈群众关
心的事项，极大调动了群众参与社区
治理的热情，从“为民做主”向“由民做
主”改进，实现居民从“被动参与”到

“主动参与”的转变。

群众积极申请入党

转变的不仅是居民的意识，还有
群众的身份。“在社区干群关系变得密
切、群众参与社区事务变得积极后，一
些群众入党积极性也大增。”王利介
绍，去年以来，先后有6名群众申请入

党，有的成了入党积极分子，有的成了
正式党员。

“成为一名党员，可以更好地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也会让群众对我更加
信任。”过了花甲之年的于文英，成了
社区一名新党员。因为信任于文英，
为了方便于文英上门帮忙，社区一些
老人就把家里钥匙交给她保管。如今
的于文英，到哪都随身带着一大串钥
匙，为老服务从不言累。有的老人儿
女照应不过来，她会搭把手，给老人洗
澡、做饭、料理家务；有的老人儿女不
在身边，她经常上门看望，陪老人聊
天；逢年过节，她做了好吃的，会端去
与老人们分享。

正是因为有于文英这样的党员，
活跃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发挥着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社区干群关系变得
更加紧密、融洽。在建设路社区，还有
柯三腊、张宏毅、张卫华、王建祥、姚红
英、郭霞、王友梅等一长串让群众倍感
亲切的党员名单。在这些党员的带领
下，社区先后组织成立了文体、敬老、
爱幼、扶弱、应急救护等志愿服务队，
为居民提供丰富多样的志愿服务。

“你和我”成为“我们”

走在建设路社区，给人的第一印
象就是干净整洁，让人身心愉悦。

这样的环境，让党员柯三腊感
到自豪。六年来，他主动承担居民
区的牛皮癣、高空挂物的清理，他的
行为吸引越来越多的党员和群众加
入，借此成立了柯三腊志愿服务队，
这支红色队伍活跃在社区，对不文
明行为敢言敢管，社区居民无一不
信服。

“文明家园，需要群众共建，要把
党员干部和群众从‘你和我’变成‘我
们’。”王利说，社区在文明楼栋评选活
动中，组织社区干部、群众代表、社会
志愿者等组成评审小组，将评选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反馈到各网格员和门栋
长，再由他们联合居民进行对标整
改。这样的做法，确保了评比的公开
公平公正，激励了先进、鞭策了落后，
激发了群众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共创
温馨美好家园的热情。

为了让“我们”的距离更近，社区
决定将“支部建在小区”，目前正在加
紧打造“党群微家幸福里”。建成以
后，可以组织党员群众在此开展活动，
辐射周边居民，通过党建带群众的方
式，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活动与党
组织的活动紧密结合，让党员干部与
群众联系更紧密。

同时，将七网格支部、柯三腊志愿
服务队、张卫华调解等服务点设在“党
员微家”，打通服务党员群众的最后一
百米，组织开展学习教育、健康咨询、
民生政策、权益维护、矛盾调处等党员
服务、生活服务、公益服务，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实现公共服务的常态
化，架起党员群众的连心桥。

坚持“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铁山建设路社区——

共建美好家园 一个都不能少
□ 本报记者 张友财

H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7月29日，顶着烈日，全市2022
年第二次项目拉练火热进行。7个
县（市、区）21个项目现场比一比、晒
一晒。

从开发区·铁山区的闻泰科技智
能终端产业园开始，市领导、各县
（市、区）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一起
看项目、查问题、找差距，一路汗水一
路风尘，酣畅淋漓。

21个项目，既有前景正好的电
子信息产业项目，也有建筑智造、高
端精密设备制造等优势产业项目，还
有沉浸体验文旅项目，各具特色。

阳新县选送拉练的黄石国家农
业科技园3个食品项目让人耳目一

新。三者都在 2021 年 3月进场施
工，2022年陆续竣工试投产。阳新
食品配送中心可年配送预制菜50万
份；安兴食品生产以肉、鱼、虾、果蔬
类农产品为原料的预制类食品及高
端休闲食品；珍创食品由前者以商招
商、以企引企而来，主营海苔、魔芋、
果汁果酱等深加工尖端休闲食品。

“农业产业化现代化，一直是黄石想
要突破的，农业科技园的这3个项
目，是最好的示范与引领。”市领导现
场称赞。

项目拉练，是现场“赛马”，赛出
各县（市、区）的干劲、拼劲、闯劲。按
照项目投资强度、影响力和带动力、

高端化水平、绿色化水平、科技化水
平、现场管理等6方面进行考核评
分。通过表扬先进、激励后进，总结
成绩、查找差距，进一步激发大家你
追我赶、竞相发展的干劲和豪情。

7月30日，2022年上半年经济
形势分析会暨市重点项目建设总指
挥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公布了7
个县（市、区）、21个项目的拉练评
分。评比前三的新冶钢焦化环保升
级综合改造、立中车轮、闻泰科技项
目分获40万元奖励；评分排名第一
的开发区·铁山区获200万元奖励、
排名第二的西塞山区获奖160万元
奖励。

市重点项目建设总指挥部办公
室介绍，今年以来，我市项目建设呈
现“稳中有进、稳步提质”的发展态
势。截至6月30日，全市亿元以上
项目投资额同比增长28.9%，亿元以
上 施 工 项 目 387 个 ，同 比 增 长
11.2%，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117个，
同比增长53.9%。

上半年集中开工重点项目265
个 ，开 工 入 库 129 个 ，入 库 率
48.7%。36个省重点项目已实质性
开工31个，开工率86.1%，今年计划
投资240.1亿元，已完成投资124.9
亿元，完成率52.03%，顺利实现“双
过半”。

7月30日，2022年上半年经济
形势分析会暨市重点项目建设总指
挥部第二次全体会议通报了全市上
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今年以
来，全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加速奔跑、全面冲刺，有效应
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短期波动，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呈现高开稳走、竞相发
力、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

“双过半”。

主要经济指标高开稳走

上半年，全市7项主要经济指标
除消费外全部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进
入全省第一方阵。其中，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5.2%，居全省第3位，高于全
省0.7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9.9%，居全省第5位；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16.1%，居全省第6位；地方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16%，居全省第
2位，高于全省12.5个百分点；服务
业增加值增长3.3%，居全省第5位；
外贸出口总额完成106.3亿元，居全
省第4位。

全市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增强经济发展信心。上半年，全
市共为3757户企业办理增值税留抵
退税25.51亿元；为9198个市场主体

办理缓税4.7亿元；为925户企业和
个人减免房屋租金1182万元。

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我市
健全“4321”风险分担机制，做大新
型政银担业务规模。截至6月底，政
银担业务新增57笔6941万元，在保
254笔，在保余额4.6亿元。1-6月
实收担保费率0.67%，比去年同期下
降0.12个百分点。通过压缩预算等
方式积极筹资7000万元，配套省级
提振消费政策，突出我市纾困重点，
积极帮助中小企业纾难解困。

各县（市、区）竞相发力

在全市排名中，开发区·铁山区
的GDP、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一马
当先。开发区·铁山区全力稳投资、
稳工业、稳市场主体，上半年，GDP
增长6.4%，高于全市1.2个百分点。
工业增加值增长14%，高于全市4.1
个百分点。

开发区·铁山区始终把工业作为
发展“顶梁柱”，主导产业量质齐升，
发展效益不断提升。上半年，帮助企
业办理物资运输通行证146张，解决
融资17.25亿元，招工13120人，新增
市场主体2637户，全区168家规上
企业 121 家盈利，营业收入增长

28.14%。电子信息产业同比增长
41.31% ，新 材 料 产 业 同 比 增 长
30.41%。

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方面，西塞山区跑在全市首
位。上半年，西塞山区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44.2亿元，同比增长18.4%，排
名全市第1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完成45.9亿元，同比增长3.7%，排名
全市第1位。

西塞山区招商引资实现重大突
破，1-6月份全区新签约、新注册、新开
工、新投产重点项目21个、13个、10
个、6个，实际到位内资45.9亿元，其中
省外资金27.9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3800万美元。上半年，参加全市集中
开工项目已入库26个，入库率72.2%。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服务业
增加值方面，阳新县当仁不让。上半
年，阳新县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
计17.92亿元，同比增长59.8%，高于
全市55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市第1
位；服务业增加值增速5.2%，增速排
名全市第1位。

全力以赴抢抓机遇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以赴抢
时间、抢机遇、抢要素，争政策、争项

目、争资金实现新的突破。
全市共争取省级以上政策160

项，其中国家级19项。“一江两山三
湖”生态整治项目纳入全国第二批
EOD试点，获批国家创新型城市，入
选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名单，“黄石-
鄂州-黄冈”作为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纳入国家《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十四五”发展规划》，获批全省海绵
城市建设示范市。

全市共争取列入国家及省规划、
计划、方案的项目28项。41个项目
纳入省重点，总投资695亿元的16
个项目纳入省长江经济带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十大行动清单，长江干堤黄
石段提档升级工程纳入国家“十四
五”重点项目库，长城汽车大冶项目
报国家发改委窗口指导，国家级重大
项目金上—湖北800KV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落户黄石。

全 市 共 争 取 省 级 以 上 资 金
183.41亿元，其中，中央、省预算内资
金5.85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56.64
亿元。此外，发行3支企业债40.9亿
元，获法开署贷款1亿欧元、南洋银
行信贷资金1亿美元等。

这些政策、项目、资金的争取，为
黄石持续巩固“双过半”成果，确保实
现“全年精彩”打下坚实基础。

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重
点项目建设总指挥部第二次会议，为
全市下一步发展厘清了思路、提供了
遵循，吹响了新一轮奋进号角。

今年来，全市有效应对经济下行
压力和短期波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呈现高开稳走、竞相发力、齐头并进
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双过半”。黄

石“稳”的根基在夯实，“转”的效应持
续显现，“进”的动力在积聚，这是今
年“上半场”全体干群努力跑出来干
出来的。进入“下半场”，我们必须进
一步坚定信心，跑出更大“加速度”，
向着更高目标奋进。

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全力营
造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立足于不
断稳固的发展根基、不断增强的向好
趋势，我们要抢抓全省“大力发展以
武鄂黄黄为核心的武汉都市圈”“重

点建设武鄂黄黄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等重大机遇，集中精力抓产业、抓招
商、抓发展，不断夯实经济发展底盘，
推动黄石经济稳进提质。

要守牢底线、化解风险，全力营
造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要强化大
局意识，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扛
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守牢安全生产
底线。扎实做好防疫情、保安全、护
稳定各项工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要强化引领、转变作风，全力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广大党员
干部坚决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要
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把精力聚集到
干事创业上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环境和敢担当、善作为、重落实的干
事创业氛围。

下半年，我们要继续在“稳”“转”
“进”中催生更大发展动能，拿出十二
分干劲，跑起来，干起来，奋力冲刺实
现“全年精彩”。

向着更高目标奋进
□ 本报评论员

H 磁湖评论

本报讯（记者 肖琼） 7月30日
召开的全市2022年上半年经济形势
分析会暨市重点项目建设总指挥部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市政府办对全市
主要经济指标“双过半”、对上“三争”

和重点项目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32
家单位予以通报表扬。

今年来，全市上下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做好“六稳”

“六保”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有

关工作要求，锚定奋进全省第一
方阵目标，始终保持加速奔跑姿
态，以只争朝夕的干劲拼劲闯劲，
主动作为、奋发有为，交出了“双
过半”的优异答卷。为表彰先进、

激励斗志，经市委、市政府同意，
决定对在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双
过半”、对上“三争”和重点项目建
设等重点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32个单位给予通报表扬。

32家单位获通报表扬

拉练“赛”项目 燃起发展激情
□ 本报记者 肖琼 文/摄

高开稳走 竞相发力

全市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双过半”
□ 本报记者 肖琼

朗天药业生物医药项目

锚定新发展 建设先行区H
——奋力“双过半” 夺取“满堂彩”

本报讯（记者 罗炜 通讯员 黄龙
杰）近日，市委平安办、市交通运输局
联合印发《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平安创
建活动方案》，部署安排全市交通运输
行业平安创建工作，为平安黄石、平安
交通建设再添新举措。

方案明确，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单位督促相关
基层管养单位、生产经营单位、施工
单位，对标开展“平安公路”“平安工
地”“平安车站”“平安港口”“平安航
道”“平安铁路”创建活动，对创建目

标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将平安交
通创建活动纳入年度平安建设考核，
将创建开展情况及成果按权重计入
考核评分。

据悉，平安交通创建活动将在通
过达标创建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县级、
市级、省级“示范单位”评价，2022年
底组织开展第一批“示范单位”命名，
此后每两年开展一次验收、考评、命
名。市委平安办、市交通运输局将定
期进行检查督办，推进我市平安交通
创建走深走实，取得实效，创出特色。

我市全域推进平安交通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