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邓慧遐 通讯员
隆军鹏） 9 月 1 日，记者从市财政局获
悉，省财政厅公布 2020年度美丽乡村典
型示范村名单，净潭乡杨文村、多宝镇大
众新村、彭市镇长江村榜上有名。

近日，省财政厅发布《湖北省财政厅关
于公布 2020年度美丽乡村典型示范村名单
的通知》，对 2020年度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
进行验收，主要考核村庄建设、产业发展等
五大类和村庄规划、村庄建设、村容村貌等

17个小项。经市级初验、省级复验，确定
全省 170个村为美丽乡村典型示范村，我市
净潭乡杨文村、多宝镇大众新村、彭市镇长

江村 3个村成功入选，将获得省级财政相应
奖励资金，用于继续巩固提升美丽乡村建设
成果，提高典型示范效应。

据悉，从 2016 年起，我省每年重点
支持 300至 500个村开展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试点，滚动发展。

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典型示范村名单发布

杨文村、大众新村和长江村上榜

锚定新发展 建设示范区

零容忍、严打击，坚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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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层 察民情 解民忧 暖民心

“我要尽快掌握无人机飞行技
术，为‘火焰蓝’增光添彩。”8月
21日，入职市消防救援大队 10余天
后，21岁的杨开红表示。

杨开红是竟陵街道永丰社区居
民，今年刚大专毕业，其母 12年前
与父亲离婚，父亲杨想平在建材市
场打零工，身体不好。毕业后，
“尽快实现就业”是杨开红与父亲共
同的心愿。

今年 6 月，在“下基层、察民
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中，
竟陵街道办事处党群服务中心支部
书记、主任江兰洲与杨开红一家结
为“亲戚”，点对点对他们进行帮
扶。
“房子是毛坯的，窗户还没装

全，家具又少又旧。”6月 22日，江
兰洲第一次走进杨开红家，与这对
父子坐在一起拉家常。“杨开红是
中共预备党员，在学校时是学生会
主席，还是挺优秀的。”了解到情况
后，江兰洲决心帮助这家人实现就
业“微心愿”。

当天，江兰洲就向这对父子提供了不少就业建议，
并将写有自己联系电话、工作单位的“联系卡”交给
杨想平，叮嘱他们遇到困难及时与他联系。

走访一结束，江兰洲就与企业联系了解用工需求，
向杨开红推荐了多家企业，但因各种因素，杨开红没
有成功入职。一天，江兰洲在《天门日报》上看到市
消防救援大队招聘通信员的消息，“岗位要求应聘人
员具有计算机操作特长，杨开红学的就是这个，太适
合了。”江兰洲第一时间给杨开红打电话告知了这个招
聘信息，并和永丰社区工作人员一道找到市消防救援
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杨开红的情况。最终，经过面
试、体检、政审等程序，杨开红顺利被市消防救援大
队录用。

为了帮助杨开红解决就业问题，两个多月时间里，
江兰洲走进杨家近 10次，倾听这对父子的就业诉求，
解答他们的困惑。

这期间，江兰洲与杨想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经
常一起交流杨开红今后的发展方向，江兰洲还自掏腰
包为他们送去了米油等生活物资，“这么炎热的天气
一趟一趟地跑，我送点绿豆都被他拒绝了。”杨想平告
诉记者，“我跟孩子从内心深处感谢党和政府，感谢
这么好的干部，为我们家办实事、解难题。”

孩子就业问题解决了，压在杨想平心里的一块大
石头终于卸下了。“孩子工作后，家里开销大大减少
不说，孩子吃住不用操心，转正后每个月还有 4000多
元的工资。我跟孩子都会更加努力，让我们这个小家
越来越好。”杨想平说。
“有工作就有收入，生活就会有改变。”在市消防

救援大队，杨开红每天学习新知识，过着充实丰富的
日子，“我将听从江主任的意见，多多学习提升能力，
迅速完成从社会青年向消防战士的转变，争取尽快成
为一名合格的‘火焰蓝’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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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9月 1日电 8 月 3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图伊马莱阿利法诺，祝贺他连任萨摩亚独立国国
家元首。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萨摩亚是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

全面战略伙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促进了
双方共同利益。我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
力，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充实
双边关系内涵，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图伊马莱阿利法诺
连任萨摩亚国家元首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许威）“想不到这条路这么
快就修好了，以后我们出行就很方便了”。站在村口新
修的公路旁的张港镇尹港村民高兴地说。

今年 7月，市交通运输局党员干部在张港镇走访
调研时，尹港村民反映 S247汉江大桥连接线改建后，
原出村公路与现改建后的新公路有 100多米无通村公
路搭接，未搭接部分路面破损，给村民出行和运输带
来不便。收到反映后，市交通运输局迅速组织技术人
员踏勘现场，指导施工方案，确定将原出村公路向主
线方向修建长 130 米、宽 3.5 米的水泥路面顺接 S247
主线公路。经过紧张的施工，目前，新建公路已竣工。

打通“断头路”连通群众心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王潮通讯员解小华）
8 月 31 日，记者从西气东输三线中段 （中
卫—吉安） 项目枣阳—仙桃段工程第四标
段项目部获悉，由中国石化石油工程建设
公司江汉油建承建的西气东输三线中段
（中卫—吉安） 工程天门段主体管道焊接已
于今年上半年全部完工，比原计划提前 77
天完成线路主体焊接任务，焊接一次合格
率达 97.5%。同步完成的还有管道防腐工

程及 21 处单体试压。目前，工程进入连头
施工阶段。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 （中卫—吉安） 项目
枣阳—仙桃段工程第四标段位于天门市和仙
桃市境内，线路全长 59.74 公里，途经石家
河、黄潭、岳口、小板等乡镇。其中，天门
段长 48.4公里，管径 1219毫米，设计压力为
10 兆帕。去年以来，江汉油建先后派出约
700名施工人员及 280多台（套）设备，组建

了运管、土建、全自动焊接、防腐、顶管、
弯管、连头等 35个机组开展施工。

据了解，枣阳—仙桃段工程是西气东输
三线中段 （中卫—吉安） 工程的关键路径，
是国家管网在我省主导建设的大口径天然气
管线，工程整体建成投用后将使我省省网干
线通道和天然气供应能力大幅提升，促进我
省尤其是中部、北部地区优化产业结构，方
便群众用上清洁能源。

图为正在建设中的西气东输天门黄潭段主体管道。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吴军 通讯员谭
艳）近日，北京新发农林有限责任公司与
横林镇、彭市镇成功签约，将投资 2 亿
元，在我市建设现代化云数据杜仲产业园
和国家级生态农场种养基地。

据介绍，北京新发农林有限责任公
司拟总投资 2 亿元，在横林、彭市两
地建设 3000 亩杜仲种植产业园；同时，
建设杜仲生态公园 500 亩、杜仲主题公
园 500 亩、一河两岸杜仲旅游观光公园
500 亩、道路两旁杜仲护林园 500 亩；

建设国家级生态农场，发展颐有菜种
植 5000 亩；建设规模化网箱水产草鱼
养殖 2500 亩，部分建设成工厂式大棚
水产养殖；建设规模化网箱水产养殖

黄河鲤鱼 2500 亩，部分建设成工厂式
大棚水产养殖；发展林下经济，养殖
广东白鹅、福建黄兔、北京番鸭、福
建河田鸡等。

签约仪式上，横林镇、彭市镇负责人
表示，全力当好“店小二”，高质高效服
务企业，支持北京新发农林有限责任公司
扎根天门，做大做强。

北京新发农林落户我市

打造杜仲产业园和国家级生态农场种养基地

提前 77天

西气东输天门段主体管道焊接完工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付磊磊） 8 月 31
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杨兴铭到天门
高新园调研走访在建项目，强调要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抓
快干，靠前服务，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推
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杨兴铭先后走访了中铁天门轨枕场、特

变电工、彤兴电子、汇晨电子、通格微电路
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察看项目建设进展、
设备安装、生产工艺流程等相关情况，详细
了解企业生产流程、生产工艺和生产能力，
详细询问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并现场协调相关部门予以解决。

杨兴铭指出，项目建设是稳增长、促
发展的重要抓手。各项目主体要紧抓实干、
力求实效，切实加快建设进度，推动项目

建设提速增效；要抢抓当前建设黄金期，
按照时间节点，加足马力、加紧推进，确
保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要压紧压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技术操
作流程，合理安排工人作业时间，保证项
目序时推进。

杨兴铭强调，相关部门和项目属地要
切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主动介入、靠
前服务，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和问题，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强化
服务意识，加强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
以更加务实有效的举措，及时协调解决遇
到的难题矛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
早达效。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减少审批环节，优化审批
流程，压减审批时间，为项目建设营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全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委常委、副市长曾令慧参加调研。

杨兴铭到天门高新园调研走访在建项目

紧抓快干 靠前服务 强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本报讯（融媒体
记者王帅） 9 月 1
日，秋季学期开学首
日，全市公安机关集
中开展“见警察、见
警车、见警灯”护学
行动，全力护航师生
顺利入学。

为做好秋季学期
开学工作，切实维护
校园安全稳定，市公
安局结合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百日行动”，
对校园周边进行全面
治理，严打涉校违法
犯罪，严整校园周边
乱象。行动中，该局
启动高等级勤务，落
实校园周边“高峰勤
务”护学岗制度，机
关民警下沉乡镇包保
联勤，把警力摆上
街，全市公安机关千
余名警力在各重点时
段、重点部位开展全
时空巡逻守护，持续
加大违法犯罪震慑
力，守护“开学季”
平安稳定。

开学前夕，市公
安局联合市教育局开
展校园安全隐患大排

查，督促学校进一步配齐安保力
量，完善安防设施建设，并对学
校安保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促进
校园安全防护水平全面提升；加
强对涉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严
防恶性伤害案事件发生；召开全
市校车安全管理会议，严格落实
道路交通安全责任，进一步合理
设置学校周边交通安全设备，确
保校园周边道路安全通畅；督促
各所学校完善应急响应工作预
案，加强常态化督导检查，确保
发生突发事件后能及时有效处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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