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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健身 （２１６）
!!!!!!!!!!!!!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２１６）
!!!!!!!!!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２１６）
!!!!!!!!!

　软件正版化迎检 （２１６）
!!!!!!!!!!

　文化产业 （２１６）
!!!!!!!!!!!!!

　旅游市场管理 （２１７）
!!!!!!!!!!!

档案建设与管理 （２１７）
!!!!!!!!!!!

　概况 （２１７）
!!!!!!!!!!!!!!!

　档案基础业务建设 （２１７）
!!!!!!!!!

　馆藏资源拓展 （２１７）
!!!!!!!!!!!

　“三重一特两民”建档 （２１８）
!!!!!!!!

　档案信息数字化 （２１８）
!!!!!!!!!!

　档案法治建设 （２１８）
!!!!!!!!!!!

卫生　计划生育 （２１８）
!!!!!!!!!!!

　概况 （２１８）
!!!!!!!!!!!!!!!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２１８）
!!!!!!!!!

　妇幼保健工作 （２１９）
!!!!!!!!!!!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２１９）
!!!!!!!!!

　疾控试点工作 （２１９）
!!!!!!!!!!!

　智慧医疗信息系统建设 （２１９）
!!!!!!!

　医疗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２２０）
!!!!!!!

　“医养融合”试点工作 （２２０）
!!!!!!!!

　卫生监督 （２２０）
!!!!!!!!!!!!!

　爱国卫生工作 （２２０）
!!!!!!!!!!!

　健康产业发展 （２２０）
!!!!!!!!!!!

　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 （２２１）
!!!!

　“两非”综合治理工作 （２２１）
!!!!!!!!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２２１）
!!!!!!!

　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工作 （２２１）
!!!!!!

　基本建设与财务管理 （２２１）
!!!!!!!!

　卫生行业职业道德和精神文明 （２２１）
!!!!

　红十字会工作和无偿献血工作 （２２２）
!!!!

　公费医疗工作 （２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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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生 活

民　　政 （２２６）
!!!!!!!!!!!!!!

　概况 （２２６）
!!!!!!!!!!!!!!!

　幸福社区创建 （２２６）
!!!!!!!!!!!

　新增社区用房１０００平方米达标建设 （２２６）
!!

　长丰新片区配套设施建设 （２２６）
!!!!!!

　政府购买服务 （２２６）
!!!!!!!!!!!

　社区志愿者 （２２７）
!!!!!!!!!!!!

　养老工作 （２２７）
!!!!!!!!!!!!!

　民间组织登记管理 （２２７）
!!!!!!!!!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２２７）
!!!!!!!

　大病医疗救助 （２２７）
!!!!!!!!!!!

　慰问困难群众 （２２７）
!!!!!!!!!!!

　婚姻登记管理 （２２７）
!!!!!!!!!!!

社会保障 （２２８）
!!!!!!!!!!!!!!

　概况 （２２８）
!!!!!!!!!!!!!!!

　扩面征缴 （２２８）
!!!!!!!!!!!!!

　社保业务网上申报 （２２８）
!!!!!!!!!

　年度工资申报工作 （２２８）
!!!!!!!!!

　养老待遇审核工作 （２２８）
!!!!!!!!!

　医保生育待遇审核工作 （２２８）
!!!!!!!

　工伤待遇审核工作 （２２８）
!!!!!!!!!

　失业待遇审核工作 （２２８）
!!!!!!!!!

　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 （２２８）
!!!!!!!!

　社会保障卡 （２２９）
!!!!!!!!!!!!

　信访稽核 （２２９）
!!!!!!!!!!!!!

民族　宗教 （２２９）
!!!!!!!!!!!!!

　概况 （２２９）
!!!!!!!!!!!!!!!

　民族团结创建工作 （２２９）
!!!!!!!!!

　少数民族政策全面落实 （２３０）
!!!!!!!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２３０）
!!!!!

　民族宗教知识培训 （２３０）
!!!!!!!!!

侨务工作 （２３１）
!!!!!!!!!!!!!!

　概况 （２３１）
!!!!!!!!!!!!!!!

　海外联谊工作 （２３１）
!!!!!!!!!!!

　服务华侨 （２３１）
!!!!!!!!!!!!!

　爱心帮扶 （２３１）
!!!!!!!!!!!!!

　侨务信访 （２３１）
!!!!!!!!!!!!!

　侨联活动 （２３１）
!!!!!!!!!!!!!

残疾人事业 （２３２）
!!!!!!!!!!!!!

　概况 （２３２）
!!!!!!!!!!!!!!!

　阳光家园建设 （２３２）
!!!!!!!!!!!

　残疾人康复服务 （２３２）
!!!!!!!!!!

　残疾人就业培训 （２３２）
!!!!!!!!!!

　残疾人社会保障 （２３２）
!!!!!!!!!!

　残疾人文体工作 （２３２）
!!!!!!!!!!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３３）
!!!!!!!!!!!!

　概况 （２３３）
!!!!!!!!!!!!!!!

　文明城区创建 （２３３）
!!!!!!!!!!!

　公民道德建设 （２３３）
!!!!!!!!!!!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２３３）
!!!!!!!

　志愿服务活动 （２３４）
!!!!!!!!!!!

　活动开展 （２３４）
!!!!!!!!!!!!!

街　　道

易 家 街 （２３５）
!!!!!!!!!!!!!!

　概况 （２３５）
!!!!!!!!!!!!!!!

　街道经济 （２３５）
!!!!!!!!!!!!!

　重点项目 （２３５）
!!!!!!!!!!!!!

　城市管理 （２３５）
!!!!!!!!!!!!!

　综合治理 （２３６）
!!!!!!!!!!!!!

　社会事务 （２３６）
!!!!!!!!!!!!!

　党群纪检 （２３７）
!!!!!!!!!!!!!

古 田 街 （２３８）
!!!!!!!!!!!!!!

　概况 （２３８）
!!!!!!!!!!!!!!!

　街道经济 （２３８）
!!!!!!!!!!!!!

　安全稳定 （２３８）
!!!!!!!!!!!!!

　民生服务 （２３８）
!!!!!!!!!!!!!

　城市治理 （２３９）
!!!!!!!!!!!!!

　依法行政 （２３９）
!!!!!!!!!!!!!

　群团发展 （２３９）
!!!!!!!!!!!!!

长 丰 街 （２４０）
!!!!!!!!!!!!!!

　概况 （２４０）
!!!!!!!!!!!!!!!

　街道经济 （２４０）
!!!!!!!!!!!!!

　“城中村”改造 （２４０）
!!!!!!!!!!!

　重点项目 （２４０）
!!!!!!!!!!!!!

　安全生产 （２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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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管理 （２４１）
!!!!!!!!!!!!!

　社会事务 （２４１）
!!!!!!!!!!!!!

　党建工作 （２４１）
!!!!!!!!!!!!!

韩家墩街 （２４２）
!!!!!!!!!!!!!!

　概况 （２４２）
!!!!!!!!!!!!!!!

　街道经济 （２４２）
!!!!!!!!!!!!!

　项目建设 （２４２）
!!!!!!!!!!!!!

　社会事务 （２４２）
!!!!!!!!!!!!!

　城市管理 （２４３）
!!!!!!!!!!!!!

　综合治理 （２４３）
!!!!!!!!!!!!!

　计生工作 （２４３）
!!!!!!!!!!!!!

　党建工作 （２４３）
!!!!!!!!!!!!!

宗 关 街 （２４４）
!!!!!!!!!!!!!!

　概况 （２４４）
!!!!!!!!!!!!!!!

　街道经济 （２４４）
!!!!!!!!!!!!!

　城市管理 （２４４）
!!!!!!!!!!!!!

　社会事务 （２４４）
!!!!!!!!!!!!!

　平安创建 （２４５）
!!!!!!!!!!!!!

　党建工作 （２４５）
!!!!!!!!!!!!!

汉水桥街 （２４６）
!!!!!!!!!!!!!!

　概况 （２４６）
!!!!!!!!!!!!!!!

　街道经济 （２４６）
!!!!!!!!!!!!!

　城市管理 （２４７）
!!!!!!!!!!!!!

　社会事务 （２４７）
!!!!!!!!!!!!!

　平安创建 （２４７）
!!!!!!!!!!!!!

　党建工作 （２４８）
!!!!!!!!!!!!!

宝 丰 街 （２４９）
!!!!!!!!!!!!!!

　概况 （２４９）
!!!!!!!!!!!!!!!

　街道经济 （２４９）
!!!!!!!!!!!!!

　城市管理 （２５０）
!!!!!!!!!!!!!

　社会事务 （２５０）
!!!!!!!!!!!!!

　党建工作 （２５０）
!!!!!!!!!!!!!

　综合治理 （２５１）
!!!!!!!!!!!!!

　文化建设 （２５１）
!!!!!!!!!!!!!

　计生工作 （２５１）
!!!!!!!!!!!!!

荣 华 街 （２５２）
!!!!!!!!!!!!!!

　概况 （２５２）
!!!!!!!!!!!!!!!

　街道经济 （２５２）
!!!!!!!!!!!!!

　城市管理 （２５２）
!!!!!!!!!!!!!

　社会事务 （２５２）
!!!!!!!!!!!!!

　综合治理 （２５２）
!!!!!!!!!!!!!

　党建工作 （２５２）
!!!!!!!!!!!!!

汉 中 街 （２５３）
!!!!!!!!!!!!!!

　基本情况 （２５３）
!!!!!!!!!!!!!

　街道经济 （２５３）
!!!!!!!!!!!!!

　安全稳定 （２５３）
!!!!!!!!!!!!!

　城市管理 （２５３）
!!!!!!!!!!!!!

　民生工作 （２５３）
!!!!!!!!!!!!!

　党建工作 （２５４）
!!!!!!!!!!!!!

六角亭街 （２５４）
!!!!!!!!!!!!!!

　概况 （２５４）
!!!!!!!!!!!!!!!

　项目建设 （２５４）
!!!!!!!!!!!!!

　经济建设 （２５４）
!!!!!!!!!!!!!

　城市管理 （２５４）
!!!!!!!!!!!!!

　安全稳定 （２５５）
!!!!!!!!!!!!!

　社区建设 （２５５）
!!!!!!!!!!!!!

　人口计生 （２５５）
!!!!!!!!!!!!!

　党建工作 （２５６）
!!!!!!!!!!!!!

汉 正 街 （２５６）
!!!!!!!!!!!!!!

　概况 （２５６）
!!!!!!!!!!!!!!!

　街道经济 （２５６）
!!!!!!!!!!!!!

　电子商务 （２５７）
!!!!!!!!!!!!!

　社会事务 （２５７）
!!!!!!!!!!!!!

　城市管理 （２５７）
!!!!!!!!!!!!!

　劳动就业 （２５８）
!!!!!!!!!!!!!

　文化工作 （２５８）
!!!!!!!!!!!!!

　安全生产 （２５８）
!!!!!!!!!!!!!

　党建工作 （２５８）
!!!!!!!!!!!!!

附　　录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２６０）
!!!!!!!

　先进集体 （２６０）
!!!!!!!!!!!!!

　先进个人 （２６４）
!!!!!!!!!!!!!

文件目录选编 （２６６）
!!!!!!!!!!!!

　中共口区委员会文件选目 （２６６）
!!!!!

　中共口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选目 （２６６）
!!

　口区人民政府文件选目 （２６７）
!!!!!!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选目 （２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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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选及题录 （２７０）
!!!!!!!!!!!

　报刊文选 （２７０）
!!!!!!!!!!!!!

　报刊题录 （２９７）
!!!!!!!!!!!!!

统计资料 （２９９）
!!!!!!!!!!!!!!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口状况 （２９９）
!!!!!!!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口按年龄分组 （２９９）
!!!!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口增减情况 （３００）
!!!!!

　２０１５年口区土地面积人口密度 （３０１）
!!!

　２０１５年口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
　　总值表 （３０１）

!!!!!!!!!!!!!

　２０１５年口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
　　总值 （３０２）

!!!!!!!!!!!!!!

　２０１５年口区地区生产总值构成项目表
（３０３）

!!!!!!!!!!!!!!!!!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业生产、销售总量 （３０４）
!!!

　２０１５年口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一）
（３０４）

!!!!!!!!!!!!!!!!!

　２０１５年口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二）
（３０５）

!!!!!!!!!!!!!!!!!

　２０１５年口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购进、
　消费及库存消费量 （３０５）

!!!!!!!!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总值表
　 （３０６）

!!!!!!!!!!!!!!!!!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筑业企业年报生产情况
（３０６）

!!!!!!!!!!!!!!!!!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筑业企业年报财务状况
（３０７）

!!!!!!!!!!!!!!!!!

　２０１５年口区投资完成情况 （３０７）
!!!!!

　２０１５年口区标准化工作情况表 （３０８）
!!!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镇居民收支表 （３０９）
!!!!

　２０１５年口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目标完成
　情况统计表 （３０９）

!!!!!!!!!!!

　２０１５年口区个体工商户发展情况 （３１０）
!!

　２０１５年口区新办三资企业情况 （３１０）
!!!

　２０１５年口区三资企业资金实际到位情况
（３１０）

!!!!!!!!!!!!!!!!!

　２０１５年口区三资企业实际入库税收情况
（３１１）

!!!!!!!!!!!!!!!!!

　２０１５年口区外资到位名细表 （３１１）
!!!!

　２０１５年口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１１）
!!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收入预算完成情况 （３１２）
!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支出情况 （３１３）
!!!!!

　２０１５年口区房地产交易 （３１４）
!!!!!!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设局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３１４）
!

　２０１５年口区园林绿化情况 （３１５）
!!!!!

　２０１５年口区园林业务活动情况 （３１５）
!!!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境卫生设施情况 （３１６）
!!!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化事业基本情况 （３１７）
!!!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化活动情况（一） （３１７）
!!!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化活动情况（二） （３１７）
!!!

　２０１５年口区体育活动情况（一） （３１８）
!!!

　２０１５年口区体育活动（二） （３１８）
!!!!!

　２０１５年口区中小学校校舍情况（２０１５年）
（３１９）

!!!!!!!!!!!!!!!!!

　２０１５年口区专任教师年龄情况 （３１９）
!!!

　２０１５年口区中小学校基本情况 （３２０）
!!!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政优抚事业情况 （３２０）
!!!

　２０１５年口区社会救济及优抚事业费使用
　情况 （３２１）

!!!!!!!!!!!!!!

　２０１５年口区社会团体情况 （３２１）
!!!!!

　２０１５年口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情况表
（３２１）

!!!!!!!!!!!!!!!!!

　２０１５年口区卫生计生系统人员情况统计表
　 （３２２）

!!!!!!!!!!!!!!!!!

　２０１５年口区医疗机构情况统计表 （３２３）
!!

　２０１５年口区已婚育龄女婚姻、生育情况
（３２３）

!!!!!!!!!!!!!!!!!

　２０１５年口区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独生
　子女家庭情况 （３２３）

!!!!!!!!!!

　２０１５年口区育龄妇女婚姻、生育年龄别
（３２４）

!!!!!!!!!!!!!!!!!

　２０１５年口区采取各种节育手术情况 （３２４）
!

　２０１５年口区育龄妇女节育情况 （３２４）
!!!

索　　引 （３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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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ｍａｇｅ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Ｍａｐ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ＱｉａｏｋｏｕＳｔｙ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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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ＥｌｅｖｅｎｔｈＴｅｎＡｌｌ（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Ｗｏｒｋ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Ｊａｎｕｒａｒｙ２９，２０１６） ＷａｎｇＴａｉｈｕｉ（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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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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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ｔｅｅｎｔｈ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Ｍｅｅｔｉｎｇ ＧｕｏＨｏｎｇｈｅ（２０）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

Ｔｈ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ｎｚｈｅｎｇＳｔｒｅｅ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５）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２６）
!!!

“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６）
!!!!!

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２０１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９）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３０）
!!!!!!!!!!!!!!!

Ｍａｒｃｈ （３１）
!!!!!!!!!!!!!!!!

Ａｐｒｉｌ （３３）
!!!!!!!!!!!!!!!!!

Ｍａｙ （３４）
!!!!!!!!!!!!!!!!!

Ｊｕｎｅ （３５）
!!!!!!!!!!!!!!!!!

Ｊｕｌｙ （３７）
!!!!!!!!!!!!!!!!!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８）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９）
!!!!!!!!!!!!!!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４０）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４１）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４２）
!!!!!!!!!!!!!!!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

Ｓｕｒｖｅｙ （４５）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４６）
!!!!!!!!!!!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６）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ｆ
　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４８）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４８）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５０）
!!!!!!!!!!!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５３）
!!!!!!

· ＵｎｉｔｅｄＦｒｏｎｔＷｏｒｋ· （５５）
!!!!!!!!!

·ＷｏｒｋｏｎＰａｒｔｙＳｃｈｏｏｌ· （５７）
!!!!!!!!

·Ａｆｆａｉｒ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ａｉｗａｎ· （６０）
!!!!!!!!

·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Ｖｉｓｉ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 （６０）
!!!

·ＳｅｎｉｏｒＣａｄｒｅｓＷｏｒｋ· （６１）
!!!!!!!!!

·Ｗｏｒｋ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Ｗｏｒｋ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６４）

!!!!!!!!!!

·ＷｏｒｋｏｆＫｅｅｐｉｎｇＳｅｃｒｅｔ· （６５）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６７）
!!!!!!!!

·４１·



·Ｗｏｒｋ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ＰＣ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ｎｄＱｉａｏｋｏｕ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６８）

!!!!!!!!

·Ｍｅｄｉ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６９）
!!!!!!!!!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７０）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７０）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ｅｔｉｎｇ· （７０）
!!!!!!!!!!

·Ｕｓ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ｏｆＯｆｆｉｃｅ· （７３）
!!!!!!!

Ｐｅｏｐｌ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７５）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７５）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 （７５）
!!!!!!!!!

·ＬｅｇａｌＷｏｒｋ· （８４）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８５）
!!!!!!!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９）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 （９２）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９４）

!!!!!!!!!!!!

·Ｏｒｇａ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９５）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９６）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９６）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ｅｔｉｎｇ· （９６）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９７）
!!!!!!!!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ｎｇ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９９）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１０１）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Ｋｕｏｍｉｎ
ｔａｎｇ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１０１）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Ｌｅａｇｕｅｏｆ
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０２）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０４）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０５）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ｎｄ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ｙ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０７）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ＺｈｉＧｏｎｇＤａｎｇ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０８）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ＪｉｕＳ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０）

!!!!!!!!!!!!!

·Ｑｉａｏｋｏｕ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ｅａｇｕｅ· （１１１）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ｏｆ
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２）

!!!!!!!!!!

Ｍａ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３）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ｅＵｎｉｏｎｓ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３）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ＹｏｕｔｈＬｅａｇｕｅｏｆ
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５）

!!!!!!!!!!

·Ｗｏｍｅｎ′ｓ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７）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Ｑｉａｏ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９）

!!!!!!!!!!!!!

Ｔｈｅ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ｅｓ，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ｉｓｔ （１２１）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 （１２９）
!!!!!!!!!!!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１３０）
!!!!!!!!!!!!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Ｗｏｒｋ （１３２）
!!!!!!!!!!!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１３４）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３６）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ａｆｅｔｙ （１３９）
!!!!!!!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ｓ （１４１）
!!!!!!!

Ｃｉｖｉ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４３）
!!!!!!!!

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４５）

!!!!!!!!!!!!!!!!!!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４６）
!!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４８）
!!!!!!!!!

Ｗｏｒｋ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４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１５０）
!!!!!!!!

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１５５）
!!!!!!!!

Ｕｒｂ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１５６）
!!!

Ｈｏｕｓ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Ｈｏｕｓ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５９）
!

·５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６３）
!!!!!!!!

ＰｕｂｌｉｃＵｔｉｌｉｔｙ

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１６６）
!!!!!!!!!!!!!

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１６７）
!!!!!!!!!!!!!

ＧａｓＳｕｐｐｌｙ （１６９）
!!!!!!!!!!!!!!

Ｐｏｓ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７０）
!!!!!!!!!!!!!

Ｔｅｌｅｃｏｍ （１７１）
!!!!!!!!!!!!!!!

·ＣｈｉｎａＴｅｌｅｃｏｍＣｏ．，ＬＴＤ．，ＷｕｈａｎＱｉａｏｋｏｕ
Ｂｒａｎｃｈ· （１７１）

!!!!!!!!!!!!!!

·Ｃｈｉｎａ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ｒｏｕｐＨｕｂｅｉ
Ｃｏ．，ＬＴＤＱｉａｏｋｏｕＢｒａｎｃｈ· （１７２）

!!!!!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ｃｏｍＣｏ．，ＬＴＤ．，Ｗｕｈ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Ｑｉａｏ
Ｅｓｔｕａｒｙ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 （１７２）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７４）

!!!!!!!!!!!!!!!!!!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７５）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１７６）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Ｐｒｉｃｅｓ （１８０）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８１）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ｆ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８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８５）

!!!!!!!!!!!!

Ａｕｄｉｔ （１８７）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８８）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１９０）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ａｘ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９２）
!!!!!!!!!!!!!!!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Ａｓｓｅｔ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４）
!!!!!

ＳｔａｔｅＴａｘｅｓ （１９５）
!!!!!!!!!!!!!!

ＬｏｃａｌＴａｘｅｓ （１９９）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１１）
!!!!!!!!!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ｐｏｒｔｓ （２１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１７）
!!!

ＨｙｇｉｅｎｅａｎｄＢｉｒ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１８）
!!!!!!!!

ＳｏｃｉａｌＬｉｆｅ

Ｃｉｖｉ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２６）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２８）
!!!!!!!!!!!!

Ｅｔｈｎｉｃ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２９）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３１）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ａｂｌ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ｓ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３２）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３３）
!!!

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ｅ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ｓ

Ｙｉｊｉａ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３５）
!!!!!!!!!

Ｇｕｔｉａｎ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３８）
!!!!!!!!

Ｃ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４０）
!!!!!!!

Ｈａｎｊｉａｄｕｎ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４２）
!!!!!!!

Ｚｏｎｇｇｕａｎ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４４）
!!!!!!!

Ｈａｎｓｈｕｉｑｉａｏ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４６）
!!!!!!

Ｂａｏｆｅｎｇ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４９）
!!!!!!!!

Ｒｏｎｇｈｕａ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５２）
!!!!!!!

Ｈａｎｚｈｏｎｇ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５３）
!!!!!!!

Ｌｉｕｊｉａｏｔｉｎｇ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５４）
!!!!!!!

Ｈａｎｚｈｅｎｇ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５６）
!!!!!!!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ｉｓｔ （２６０）

!!!!!!!!!!!!!!!!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２６６）
!!!!!!!!!!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ｔｌｅｓ （２７０）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２９９）
!!!!!!!!!!!!

Ｉｎｄｅｘ （３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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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委十一届十次全会
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９日，根据录音整理）

中共口区委书记　王太晖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在区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暨全区经济工作会上讲话

同志们：

刚才新华区长全面部署了２０１６年经济工作，对

“十三五”开局之年的各项工作，考虑的很深、很全，部

署得也很细，希望大家下去之后认

真做好任务分解，抓好贯彻落实。

在新华区长讲的基础上，我再强调

三个方面的意见，大家一起共勉。

一、大力学习和弘扬区化工企

业搬迁专班精神，加快推进口转

型发展

刚才海峰宣读的《区委、区政

府关于给予区化工企业搬迁专班

通报表扬的决定》，是２０１６年一号

文件，也是“十三五”时期的第一

个文件。作出对化工企业搬迁专

班隆重表扬的决定，区委常委会、

区政府常务会经过了反复讨论研

究，非常慎重、非常郑重。化工企

业实现全部关停搬迁，作为百年工业聚集区的口

彻底告别化工时代，开启转型发展的新时代，这是

口历史上里程碑式划时代的大事，怎么强调都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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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包括“城中村”改造，宣告几千年传统生产生活

方式的结束，开始树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还包括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改造，五百年汉正

街改变传统业态，向武汉中央服务区进军。可以说

“十二五”时期，我们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大家都

是口转型发展的推动者，一路走来，非常辛苦，非

常不容易，值得我们好好总结。

市委、市政府已经开始帮助我们总结化工企业

搬迁体现出来的精神。市“两会”期间，万勇市长到

口代表团来，听完新华区长汇报后，他说，“‘十二

五’期间，口可以说是跨越赶超，成绩斐然。三件

大事让人刮目相看，９９家化工企业全部外迁，古田

地区彻底告别化工时代，这是对老工业区的成功改

造，化工企业搬迁所体现的精神值得总结。”“更令

人欣喜的是口干部昂扬的精神状态，不畏困难，气

场足，这为我们实现‘十三五’目标任务打下了基

础，积累了经验。”

化工企业搬迁体现出来的精神，正是口时代

精神。区化工企业搬迁专班，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

表。这样一种精神，正是我们推进三件大事过程中

需要一直秉持的精神，也是“十三五”时期取得更进

一步发展的法宝。

一是不畏艰险、敢于担当的精神。敢于担当，就

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把党摆在心头的

正中”。只有把党摆在心头的正中，把口的发展

摆在心头的正中，才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不惧怕

任何风险，敢于承担任何责任。

我们哪一件事情，特别是困难的事情，如果没有

担当精神，都干不成。２００８年，上一届区委、区政府

作出化工企业搬迁的决策，体现了敢于担当精神。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融资平台，没有任何融资经验，

面临的各种风险超乎想象。但是我们事不避难，组

建国资公司，利用区级平台融资３８亿元，解决资金

短缺问题。抽调精兵强将，组建化工企业搬迁整治

专班。大家一家企业一家企业地谈，一名职工一名

职工地做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如果没有敢于担

当的精神，化工企业绝对搬不走。如果搬不走，安全

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口就永无宁日。这就是转型

与危机在赛跑。

昨天，省委巡视组的两位组长到口实地回访，

看了四中，看了江滩，看了化工区搬迁改造和汉江湾

古田生态新城建设，看了园博园，看了宜家荟聚，特

别是看了长丰村的还建房，中建三局做的，地下两层

停车场，非常规范。他们说，短短一年半的时间，

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明区委、区政府的决策

是正确的，口的广大干部群众是值得信赖的。可

以说，没有担当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今天口的长足

发展。

二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化工企业

搬迁，涉及９９家化工企业、４万多名职工、２１１２户

居民、５０万平方米厂房，甚至承接转移的化工新区

建设，都要请市政府领导出面协调，无一不艰难。

如果按照常规方法，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地推进，

别说８年，再过８年可能也完不成搬迁。只有迎难

而上、百折不挠，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才能把事情

干成、干好。比如，制瓶厂原来是市国资委管的企

业，不在口区。我们为了把化工企业搬迁的事

情做好，主动把包袱接下来，申请管理这个企业。

现在制瓶厂厂房基本拆除，改制工作也在健康的

轨道上。这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积极主动想

办法干成事。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就绕着走，那

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三是团结协作、众志成城的精神。今天表扬

的化工专班，由多个部门、街道和单位组成，有发

改委、经信局、国资公司、财政局、统筹办、安监局、

环保局、房管局等区直部门，也有古田街等多个街

道，还包括红星村等村及村改制企业。搬迁工作

涉及多个分管区长。化工企业的顺利搬迁，离不

开各位区领导的指导，离不开各个部门的配合。

如果没有大家的精诚合作，没有大家的不分彼此，

主动把担子挑起来，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化工企

业搬迁肯定干不成。

四是锲而不舍、善做善成的精神。化工企业关

停搬迁工作历时八年，历经两届区委、区政府，三任

区化工专班主任。我们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着

一任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２·

·口年鉴·



如果新官不理旧事，那什么也干不成。所以认准的

事情，无论谁在任，都要把历史的接力棒接下来，继

续往前面跑。

五是人民至上、倾力服务的精神。面对着化工

企业带来的严重污染，曾经有１万多人联名写信请

求市政府尽快启动化工企业搬迁。我们实施化工企

业关停搬迁，就是回应居民群众改善生活环境、提升

生活质量的迫切诉求，就是把老百姓关心的事情办

好。截止到现在，４万多名职工，２１１２户居民，没有

发生一例进京非访，没有发生一例赴省上访。所以

把老百姓的事情解决好，老百姓就会理解我们的工

作，支持我们的工作。

以上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口时代精神。这是

在座的每一位同志，在“十二五”时期，一天一天、一

年一年、一点一滴共同铸造的宝贵财富。我给大家

报一组“十二五”的主要数据，大家就能感受到我们

取得的成绩非常令人振奋。

征收拆迁累计完成９６４万平方米、３９２３１户。其

中，旧城改造２９２万平方米，市政工程８０万平方米，

“城中村”４５１万平方米，违法建设１４０万平方米。

挂牌供地３９宗、２２７８７公顷，成交价格３７０亿

元，区级土地收益２２亿元。

融资４１２亿元，其中区级融资１９５亿元，市级融

资１２７亿元，其他融资９６亿元，当前贷款余额７８亿

元。我们储备了近６６６７公顷土地，有非常可观的

土地收益。融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主要是在

商业银行贷款，压力大。现在我们抢抓国家保增长

的机遇，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性银行支持，国开行和农

发行政策性资金的期限是 ２０年，利率不超过

５７％，融资压力大大减轻。而且通过这几年的勤扒

苦做，转型发展已经呈现光明前景，国开行、农发行

也愿意贷款给我们。所以“十三五”时期，资金对我

们来讲不是问题，只要我们坚持好“当前不崩盘，事

后不留后遗症”的原则，把握好干部群众的承受能

力，口还可以大有作为。

固定资产投资１４３３亿元。引进 １００亿元以

上的项目 １个，５０亿元以上的项目 ７个，３０亿元

以上的项目１０个，１０亿元以上的项目 １８个。项

目开工面积 ７８７万平方米，其中公建 ２４３万平方

米，住宅５４３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５９３万平方米，

其中公建２００万平方米，住宅３８３万平方米。“十

三五”时期，重大项目将进入高峰期和收获期。像

恒隆、凯德、招商，都是全国一流的项目，是转型发

展的基础和后劲。

这是我们“十二五”的成绩单，是在座的各位同

志呕心沥血干出来的，非常不容易。“十三五”时

期，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发扬口时代精神，潇

潇洒洒干事创业，争做口时代精神的践行者、推动

者。比如区水务局，今年将全力推进江汉六桥至长

丰桥段砂石厂搬迁，全部完成１４５千米汉江沿岸砂

石厂搬迁和江滩改造，全面启动绿化建设，打造口

靓丽的风景线。水务局就成为口时代精神又一个

典型代表，２０１７年区委、区政府也将对区水务局通

报表扬。还有“城中村”改造工作，目前１３个“城中

村”，１０个整村拆除，易家墩村、舵落口村整村拆除

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力争年底完成。剩下东风

村，我们多想办法，再下功夫，最迟明年完成拆除。

到那时，整个西部地区一马平川，充满生机。２０１８

年也会对“城中村”改造通报表扬。

面对这些急难险重的各项工作，尤其在全面从

严治党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弘扬口时代精神显得

更为必要。现在对干部的要求越来越严，福利待遇

进一步规范，一些惯常的物质激励手段被限制，上升

渠道也受到一些制约，大家承担的任务又很繁重，加

班加点多，非常辛苦，我们都非常理解。但是干事创

业靠什么，靠责任和担当，因为我们都是口人，理

应把口的发展放在心中至高的位置。等我们老

了，回来看看口的变化、成长，回忆一起奋斗的经

历、一起激情燃烧的岁月，非常有意义，这也是最终

能够留下来的事情。所以，“十三五”时期，我们要

依靠口时代精神，支撑我们、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而且有了这种精神，我们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无往而

不胜。

二、认真做好２０１６年经济工作

关于２０１６年的经济工作，总要求是：全面落实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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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打造经济、城市、民生“三个升级版”的战略，更

加注重细节、更加注重品质、更加注重提升、更加注

重精细，全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城市功能升级、社

会治理创新，努力为“十三五”发展开好局。

这要求推进转型发展时，不能因为重点工作

多，难点问题多，就片面追求速度，忽略质量，犯粗

糙的毛病。我们干一件事就成一件事，就改变一

个区域的面貌，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比如，四中场馆、汉江湾

全民健身中心、宜家，坚持高标准建设，精细化管

理，能够经得起检验，能够留得下来。要以此为标

杆，推进各项工作。

关于１１３５片。这是口的未来和希望，是与

其他中心城区竞争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已进入

招标阶段，即将推进各项工作。要坚持高标杆、高

标准，抓紧做好产业功能、居住功能、生态功能等

方面规划。特别是要做好 ８０万平方米的产业规

划，设置高门槛，拿出实打实的政策，以１３公顷、

２公顷为一个供地单元，招好项目、搞好产业。像

葛洲坝集团，总部在口，去年税收 １８亿元，这

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建议这个规划要经过人

大、政协讨论上升为我们的法定职责，一步一步往

前走，一任接着一任干，做出口水平，在全市发

挥引领作用。

关于重大项目。这是经济工作的核心。没

有项目就没有产业，有了大项目支撑，产业转型

才有基础。有了恒隆、宜家等龙头企业，我们就

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商贸强区。电子商务企业我

们有五六百家，但没有一家龙头企业，那只能是

现代电子商务大区，称不上电子商务强区。所

以，每一个产业要以恒隆、凯德、宜家为标准，着

力引进具有带动性、标杆性的龙头企业，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区招商局要多研究、多谋划，其他

相关部门也要各尽其责。

关于“城中村”改造。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拆掉

了旧村湾，建设了新小区，还要再接再厉，以一流标

准管理好新社区。部分社区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但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关于生态建设。“两带三园”建设，锁定口生

态大格局，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老百姓看得

见，也能感受得到。接下来，要加快建设高质量、高

品质的街头游园，提升东中西整体生态水平。像中

建御景星城的街头小游园、双墩街头小游园，非常漂

亮。这些小游园，就像一个一个小珍珠，慢慢连成

串、连成片，口生态环境就会实现量变到质变，发

生根本性变化。

三、当前要注意的几项重要事情

春节将至，有五项工作，大家要统筹安排，务必

牢牢拿在手上。

一是要维护公共安全。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

产、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和专项

整治，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特别是汉正

街、长丰街、汉中街、荣华街，老旧社区多，一定要高

度重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二是要做好信访稳定工作。要把信访维稳作为

第一位的事情来抓，“各家孩子各家抱”，主动把工

作做在前面，提前化解矛盾，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三是关心慰问困难群体。要积极开展送温暖、

献爱心活动，帮助困难群体过一个安宁祥和的春节，

这是基层党委和政府的职责。每位常委都要到挂点

街道送温暖，帮助困难群体解决问题。

四是安排好春节期间的值班。班子成员要统筹

安排好，轮换着值班，也都要休息几天。要完善值守

应急机制，提高紧急情况应急处置能力。

五是要坚持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严格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政纪律，千万不要在这

个上面栽跟头。包括一些娱乐活动，也要注意不踩

红线。

同志们，今年的工作非常繁重，也非常值得期

待，让我们团结在以习近平总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周围，大力弘扬“不畏艰险、敢于担当，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团结协作、众志成城，锲而不舍、善做善

成，人民至上、倾力服务”的口时代精神，锐意进

取、埋头苦干，为“十三五”开好局、起好步，为把

口建成现代商贸强区、生态美丽口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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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０日在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群翔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冯群翔在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

各位代表：

我受区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

审议。

２０１５年的主要工作

２０１５年，区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认真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在区委领导下推进各

项工作，坚决落实区委决策部署；坚持立足区情，组

织开展对“一府两院”的依法监督，把人大工作融入

全区发展大局。一年来，先后召开

７次常委会会议和 ２６次主任会

议，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２５个

专项工作报告，组织开展１９次检

查监督活动，对区发改委等４个政

府职能部门开展工作评议，依法任

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７１人次。为

加强我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深

化改革、凝聚共识、化解矛盾、畅通

民意，为做好三件大事、加快转型

跨越发展，发挥了人大在全局工作

中的重要作用。

一、着力经济工作监督，推进

转型发展、跨越发展

“十三五”规划事关今后五年口发展大局，常

委会高度重视规划编制工作。组成四个工作组，分

别由主任会议成员带队，分头联系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对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生态文明４个

方面２４个主要指标，认真开展调查研究。通过召开

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征求人大代表和居民

群众的意见建议。主任会议和常委会会议认真进行

审议，就用好国家产业政策、打造口支柱产业、突

出项目建设、明确阶段目标任务等提出建设性意见，

为本次会议审查和批准“十三五”规划纲要做了大

量前期工作。

结合贯彻新预算法，全程监督预算执行。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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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政府预算体系、硬化预算支出约束为重点，在半年

预算执行、年度决算、预算调整等程序性监督中，认

真做好预审和初审，着力提高常委会审议质量。审

查和批准了２０１４年度本级财政决算、２０１５年上半

年财政预算执行、２０１５年预算调整报告。常委会积

极评价我区财政预算执行，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的情况下，较好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对政府财政

预算和执行情况，首次以书面形式提出审议意见。

督促政府增强预算刚性约束、规范预备费使用、盘活

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升了常委会审议效

力，增强了监督实效。

发挥审计部门在经济监督中的职能作用，严格

督促审计整改。常委会要求在部门预算中强化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的审计内容，同时将政府投资及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列为年度审计重点。听取和

审议了２０１４年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

的审计报告，以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相关工委主动跟进审计查出的４３个问题，严

格督促整改。支持区审计局积极探索对公共资金、

国有资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监督全覆盖，加大

对查出问题整改的检查力度，促使审计发现的问题

迅速得到整改，维护了财经纪律的严肃性，全区各单

位财务管理进一步规范。

二、强化重点项目监督，依法决定重大事项

高度重视重点项目建设，听取和审议了年度重

点建设项目情况、地铁六号线汉正街站点、竹叶海湿

地公园和园博园配套建设等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

改进工作方式，采取会前现场调研、会后跟踪检查、

代表现场视察等多种形式，了解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常委会高度评价区政府敢于

担当、千方百计解决地铁六号线汉正街站点建设问

题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充分肯定强力整治竹叶

海和张毕湖公园，保持湿地生态，改善口西部环境

取得的显著成效。人大机关干部积极参与重点项目

建设，４名主任会议成员分别挂点有关重点项目，在

协调中强化人大监督，推进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立足加快口发展，依法就重大事项作出决定。

长江食品厂片开发建设项目由于各种原因面临困

难，区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长江食品厂

Ａ２、Ｂ地块收回及开发补偿工作情况的报告》。对

此重大事项，区人大先后召开３次主任会议，充分酝

酿，反复讨论，协调统一思想。常委会在充分审议的

基础上，原则同意这个报告，支持政府克难攻坚。

三、深化法治建设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不断改进对依法行政的监督方式。常委会先后

组织委员和代表成立四个执法检查组，深入相关单

位，走访现场，分别对《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

等四部法律法规在我区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针对

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持续跟踪督促落实，相关部门执

法行为进一步规范。改进对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评议

方式，完善评议程序，严格工作步骤，务求监督实效。

常委会成立４个评议小组，共组织１３０余名人大代

表和居民群众参与，分别对区发改委、区卫计委、区

司法局、区水务局开展工作评议。评议前重在广泛

征求意见，评议中突出现场视察检查，评议后实行结

果公开，注重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扩大民主监督范

围，促使被评议单位强力整改，收到较好成效。

持续对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开展办案

质量监督检查。２０１５年重点检查自由裁量权较大

的民事案件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执行情况。三机关自查了１１５０件案件，检查组

抽查了６５件案件，从办案程序、实体处理、文书质量

三个方面，逐案进行评审。通过创新检查方式，突出

检查重点，推动三机关强化自查自纠，支持将办案质

量检查结果纳入个人执法档案，促进了三机关办案

质量进一步提高。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在

强化队伍建设、深化案件质量管理、推进司法公开等

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效。常委会还听取和审议了大调

解工作情况报告，充分肯定我区大调解工作在促进

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四、突出民生问题监督，推进社会事业发展

通过市、区人大联动工作平台，聚焦城市治理。

对我区贯彻实施《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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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三个月的执法检查，通过明察暗访、调查核查，

督促专项整治“胶囊房”等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开展《武汉市物业管理条例》执法检查，督促强

化社区建设，加大对物业公司监管力度，着力提高我

区物业服务水平。结合“环保世纪行”活动，组织代

表对餐饮业油烟治理、污水处理进行现场检查，促进

相关部门积极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常委会坚持把基础教育列为关注的重大民生问

题，开展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执法检

查和“第二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调研。组织

代表视察９所中小学和３所在建幼儿园，召开座谈

会，广泛听取教职员工和学生家长的意见。针对人

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常委会要求教育部

门统筹整体规划、合理配置资源、努力实现均衡发

展，同时督促完成８所小学的标准化建设。

社区卫生服务是本届常委会一直关注的重点。

结合对区卫计委开展工作评议，组织代表和群众３０

余人，先后视察古田社区等７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面检查标准化建设情况。在常委会持续推动下，

区政府加大投入，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全面

提档升级，在完善“医联体”合作模式、推进医养结

合等方面有了长足发展。

五、扩大群众参与监督，推动议案建议落到实处

常委会把办好大会议案和代表建议作为实现群

众意愿、尊重代表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切实强化督

办协调。大会议案由常委会审议通过办理方案，主

任会议专题督办。区政府高度重视议案办理工作，

在突出重点、解决问题、务求实效上下功夫。关于提

高小区物业服务水平的１号议案，区政府制定了老

旧住宅小区物业全覆盖三年行动计划，符合条件的

１０６个小区已完成业委会组建，三方联动机制基本

形成；１１个相对封闭的老旧住宅小区通过改造，达

到“十有”标准，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关于长丰

地区保障房周边配套设施建设的２号议案，办理成

效明显，生鲜市场、便民超市、社区卫生服务站、老年

服务中心等一批民生配套设施相继建成投入使用；

周边道路建设加快，绿化、排水、路灯得到维护，居民

群众买菜难、看病难、养老难、出行难等实际困难得

到有效缓解。

常委会还重点抓了代表建议的督办工作。一是

强化对建议办理工作的分类督导，实行主任会议成

员领衔督办，加大了督办力度。二是改进检查方式，

由街人大工委组织代表和相关选民集中进行现场检

查，面对面询问，背靠背评议，促进了办理工作。区

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建设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等７８

件代表建议，逐件分析，落实责任，克服困难，积极推

进。大多数建议办理有方案、有目标、有效果。

六、搭建代表履职平台，代表联系选民更加紧密

充分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坚持邀请代表列席常

委会会议和参与主任会议。积极组织代表参加执法

检查、视察调研、工作评议及专项督查，探索开展省、

市、区三级代表联组活动，让更多代表直接参与关系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等突出问题的调

研和督办，切实发挥代表作用。今年有９０余名代表

回选区述职，接受选民评议监督。

推进代表工作室规范化建设，搭建代表履职平

台。代表工作室建设向社区延伸，基本实现社区代

表工作站全覆盖。同时，全区３００多名省、市、区人

大代表，按属地原则编在各代表工作室（站），初步

形成“区、街道、社区”三位一体的代表工作平台运

行格局，这一经验在全市交流推广。各街人大工委

依托社区代表工作站，组织代表走进选区，倾听群众

心声，积极为选民排忧解难，密切了代表与选民的联

系。全年共有１４０余名省、市、区人大代表依托代表

工作室（站），接待选民１９００余人次，为选区选民在

金秋助学、扶贫济困等方面做了一批实事，受到广泛

好评。

七、加强人大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常委会专题学习了《中央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

作和建设的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１８号），认真领会

省、市、区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自觉适应“四个全

面”新要求，积极创新人大工作机制，规范人大工作

程序，不断增强常委会服务大局、服务代表、服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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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能力，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进步。

常委会联系实际，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紧扣“六个围绕”，把思想教育、党性分析、整改

落实贯穿始终，积极推动人大机关党员干部做到

“六个带头”。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不断完善主任

会议成员联系街人大工委、人大代表和选区选民等

制度。主任会议成员自觉深入选区，认真听取群众

意见，积极协调帮助解决困难；接待受理群众来信来

访１１６件次，跟踪督办信访反映的重要问题，着力化

解矛盾，密切了人大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各位代表，一年来，常委会的各项工作取得了新

的成绩，这是区委坚强领导，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全体人大代表和全区人大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

果，是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协同

工作的结果，也是全区人民和社会各方面大力支持

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向全体人大

代表，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区人大工作的同志

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常委会

的工作与人民的期望、与代表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

的差距。比如常委会的工作还要进一步贴近发展，

以更好地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建设；促进民生改善还

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以更好地回应社会关切；常委会

审议工作的组织方式还要进一步改进，以更广泛地

体现民意；代表和委员履职保障机制也还要进一步

完善，以更好的发挥作用。对此，我们一定高度重

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改进。

２０１６年的主要任务

各位代表，２０１６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区人大换届选举之年，也是本届人大常委会任

期的最后一年。省、市、区委人大工作会议对新形势

下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区人大常委会将始终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

一，坚持人大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２０１６年区人大

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

念，围绕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工作大局，努力在

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上有新的举措，在监督

与支持“一府两院”工作上有新的作为，在推动“十

三五”实现良好开局上有新的成效，为加快建设现

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做出新贡献。

一、深入贯彻省、市、区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切

实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

认真学习贯彻中发〔２０１５〕１８号文件和省、市、

区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对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认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走群众路

线，坚持依法办事，围绕我区发展大局，保证区委决

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推进口民主法治建设。

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成果，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加强常委

会自身建设和转变工作作风上下功夫，在服务口

发展和提高依法履职水平上下功夫。

加强对人大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

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密切联系群众，进一步丰富

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

与。修订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等工作制度，强

化制度执行，规范履职行为，提升常委会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水平。

二、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精心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２０１６年下半年进行的区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区

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常委会要认真贯彻中

央关于换届选举工作的部署要求，严格遵照法律规

定，在区委领导下，成立选举委员会，统筹安排，周密

组织，精心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突出阶段重点，依法做好宣传动员、选区划

分、选民登记、提名推荐、候选人介绍、投票选举、

计票监票、选举结果确定等各环节工作。提高选

民登记的便捷性和准确性，简化流动人口参选程

序，充分调动广大选民的参与热情。改进代表候

选人介绍工作，完善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

提问程序，保障选民知情权。提高基层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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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确保

代表的社会性和广泛性。

严格遵守换届工作纪律规定，加强对选举全过

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严格执行换届选

举法定程序，按时公布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加

强代表资格审查，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三、实行宪法宣誓制度，规范人事任免工作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

办事相统一，坚持和完善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听取供

职报告、无记名投票表决等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人

事任免工作。通过工作评议、执法检查、视察调查等

方式，进一步强化地方国家工作人员任后监督。

研究制定我区宪法宣誓工作实施办法，实行宪

法宣誓制度。自２０１６年起，凡经区人大及其常委会

选举或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

向宪法宣誓，激励和教育地方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

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四、提高监督工作实效，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认真审议政府重要工作，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

于三件大事、三大功能区、三大产业和重点项目建设

等工作情况报告，加强会前调研，提高审议质量，强

化跟踪监督，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加强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审查监督，进一

步增强预算编制的全面完整和公开透明。着力预决

算预审和初审，加大对预算执行情况监督力度。突

出预算绩效和财政收支审计监督，强化对审计查出

问题整改的督办。

结合听取政府专项工作报告，对区经信局、环保

局等职能部门开展工作评议，扩大社会参与，拓展监

督渠道，推进政府工作。根据市人大部署，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

育法》《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在我区实

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继续开展办案质量检查，拓宽人大代表参与司

法监督渠道，促进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提

高办案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力。支持我区司法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推动完善司法责任制，推进审务和检

务公开，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继续盯住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食

品安全等重大民生问题，组织委员和代表开展视察

检查。听取和审议有关民生问题的专项工作报告，

邀请政府及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答复问题，促

进民生事业发展。

五、提升保障服务水平，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提高人大代表履职参

与程度。积极安排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和参加主任

会议及有关专门会议，邀请代表参与视察、检查、督

查、评议政府工作等重要活动，使人大代表在全区经

济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推动代表进一步联系选区选民。通过街道代表

工作室、社区代表工作站以及网络平台，做好代表走

访接待选民工作。建立代表履职档案，督促代表加

强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心声，反映群众意愿，切实履

行代表职责。

提高议案建议办理实效。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督

办工作机制，加大督查力度，重点做好中期检查和年

终测评验收，确保大会议案和代表建议办理质量，力

求让代表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

各位代表，时代的使命光荣而艰巨，人民的期待

殷切而厚重。让我们在中共口区委的坚强领导

下，继往开来，凝神聚力，扎实工作，锐意进取，以更

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更加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努力把口的改革发展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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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在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　景新华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在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
政府工作报告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连

同《武汉市口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草案）》一并审议，并请区政协各位委

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十二五”主要成就和“十三五”目标任务

“十二五”时期，是口发展历程中波澜壮阔的

五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领导下，在区人大、区

政协监督支持下，我们团结和依靠全区人民，牢牢扭

住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主题，坚定不移推进汉正街传

统市场搬迁改造、化工企业关停搬迁、“城中村”改

造三件大事，克难攻坚、砥砺奋进，

较好落实了“十二五”规划，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令人振奋的新成就。

预计“十二五”期末，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５５０亿元，地方公共财政收

入超过３９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额达到３９２亿元，分别保持年

均１０１％、１８７％、１５％的较快增

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３３７万元，较“十一五”期末增收

１３８万元。我区跻身国家电子商

务示范基地、全国城区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示范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试点区行列，荣获全国文化先进

区、科技进步先进区、科普示范区、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区、社区教育示范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基

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区、残疾人阳光家园示范区、社区

戒毒康复工作示范区、节能“百强”典型和全省文明

城区、双拥模范区等２０余项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过去五年，我们着力抓大事、攻难点，转型发展

基础不断夯实。抓住决定全局的主要矛盾，推动三

件大事取得决定性进展。汉正街整治改造持续推

进，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关闭市

场４３个，外迁商户１１万户，整改重大消防隐患挂

牌单位４８家，消除安全隐患２４万处；完成工业学

院片、银丰片拆迁，基本完成汉正街东片拆迁，累计

拆迁７５万平方米，投资１５１亿元的武汉恒隆广场、

投资９０亿元的复地汉正街相继开工。化工企业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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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完毕，古田地区彻底告别化工时代。９９家化工企

业全部关停外迁，完成拆迁２１３０户４０万平方米；

远大、航天、力诺、无机盐、二电线等重点企业的总部

留驻口，新厂发展进入规模扩大、产能升级的快车

道；凯德古田广场、招商江湾国际、海尔国际广场等

新引进项目加快建设，古田地区开启汉江湾发展新

时代。“城中村”改造全面发力，城乡一体化进程明

显加快。４村完成改造、５村整村拆除，完成拆迁４００

万平方米，还建房开竣工２１７万平方米，５０００余户

村民乔迁新居，１１万村民转变农民身份；清退“三

合一”１１万户，拆除违法建设１０５万平方米。全区

旧城改造有力推进，累计拆迁６９６万平方米、供地

２３５３３公顷，分别是“十一五”时期的２１４倍、１５５

倍，为转型发展拓展了巨大空间。

过去五年，我们着力稳增长、调结构，经济运行

质量持续提升。坚持以项目建设为主要抓手，促进

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重大项目加速布

局，滚动实施项目１３３个，香港恒隆、新世界项目投

资过百亿，２０个项目投资超过３０亿元，宜家家居、

华汉广场等８７个项目实现开竣工，建成公建面积超

过２００万平方米，累计完成重大项目投资１１６４亿

元。３３０米越秀财富中心创造口新高度，星汇云

锦等３０余栋超百米高楼勾勒出新的汉江天际线。

产业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到

７４５％。现代商贸强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宜家荟

聚购物中心、凯德武胜广场、西汇城市广场、越秀维

港购物中心等综合体建成开业，集聚电商近６００家，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７９０亿元，是 ２０１０年的

２９倍，规模稳居全市第二。葛洲坝集团总部正式

入驻，省石油、地铁、天然气、中百、工贸等总部企业

发展壮大。泰康人寿、中华保险、建信人寿等省级金

融保险企业达到１２家。美年大健康、嘉信隆科技等

６３０余家健康服务企业扎推口发展。江城壹号被

评为省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招商引资总额累

计突破８５０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２５倍。经济

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累计争取国家和省市扶持资金

８１８亿元助推企业发展，税收过千万元、过亿元企

业分别达到９０家、１１家。新增孵化器面积２４万平

方米，高新技术企业达到３６家。企业数量较“十一

五”期末增加９９３８家。

过去五年，我们着力补短板、强管理，城区环境

面貌明显改观。强力推进城建攻坚和城管革命，进

一步优化城市功能。城建投资突破 １３０亿元，是

“十一五”期间的４倍。“八纵八横”框架基本形成，

群众出行更加方便。长江大道、长丰高架、古田桥、

园博大道、南泥湾大道等３７项路桥工程建成通车，

地铁三号线建成营运，六、七号线加快建设，新增道

路２５千米，路网密度较“十一五”期末提高２０个百

分点。绿化面积大幅增加、化工污染基本消除，口

生态建设进入新阶段。“两带三园”高水平建设，园

博园、张毕湖公园、竹叶海湿地公园３个超千亩大型

城市公园基本建成，１１千米张公堤城市森林带、

１４５千米汉江湾生态绿带即将连通。绿地面积较

“十一五”期末净增４５５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从３９平方米增加到１２５平方米，跃居中心城区

前列。深入推进“两型”建设，单位生产总值能耗、

碳排累计下降１７％、１８％，占全区污染总量９５％以

上的化工企业污染得到根治。“大城管”工作格局

基本形成，城管水平迈上新台阶。实施城乡结合部、

园博园周边、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综合整治，加强暴

露垃圾、农贸市场等专项整治，一批影响群众生活的

城管顽疾和薄弱环节得到有效治理。强力拆除违法

建设１４０万平方米，有力遏止违建势头。圆满完成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任务，城区环境质

量和文明程度大幅提升。

过去五年，我们着力保民生、增福祉，改革发展

成果广泛惠民。坚持保基本、守底线，打基础、创品

牌，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群众生活质量。民生

投入累计达到１１２８亿元，年均增长２２％，较“十一

五”时期净增７５２亿元。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新一职教中心、全民健身中心、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社会福利养老中心、群众文化活动中心相继建成，有

效解决西部地区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集中解决

“住房难”，争取保障房配套资金２２亿元，建成保障

房４００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持证家庭、人均住房面

积不足８平方米的困难家庭住房全部解决，４８７８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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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租房和公租房分配到户，累计发放住房补贴６１６２

万元。积极解决“就业难”，新增就业１５万人次，安

置困难群体就业１６万人次，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４％以内。着力缓解“上学难”“看病难”，建成１３

所幼儿园、５所中小学，市级素质教育特色学校达到

２６所，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提档升级，２０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完成标准化建设。保障救助能力显

著增强，低保实现应保尽保，社会保险累计扩面

１７１万人，救助资金累计发放 ３５亿元，惠及 １３０

余万人次。社区服务功能不断提升，６０％社区办公

活动用房超过１０００平方米，建成居家养老中心４２

个、残疾人阳光家园１５个、文化室８４个。坚守安全

底线，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监管，扭

转安全工作被动局面。平安建设不断深化，街头警

务站、社区警务室、校园紧急报警终端实现全覆盖，

群防群治工作有力推进，着力化解突出矛盾，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

过去五年，我们着力建机制、转作风，政府服务

效能显著增强。遵循为民、务实、清廉总要求，切实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作风建设成效明显，扎实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反

“四风”、树新风，讲规矩、守纪律，整改突出作风问

题７７项，解决老百姓诉求２４３个，取得干部受教育、

群众得实惠、作风有转变的良好效果。法治政府加

快建设，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自觉接受区人大法

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区政协民主监督，积极接受社会

各界监督，认真办理议提案 １２７９件，健全决策机

制、完善决策程序，新建、修订制度８１项，大力推进

政务公开，行政执法责任制有效落实，“六五”普法

全面完成。改革创新不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事业

单位分类改革稳步推进，“三个清单”（权力清单、责

任清单、负面清单）全面公开，公务员岗位责任制得

到落实，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能力

显著提高，政府融资创新、财力下沉等工作积极推

进，统筹调度、全程督办、绩效考评等工作机制更加

有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持续加强，“两

个责任”（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有效

落实，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相关要求，“三

公”经费〔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

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大幅下降，文风会风明

显改善，治庸问责深入开展，形成了风清气正、干事

创业的浓厚氛围。

各位代表，回顾五年来的工作，我们既收获了克

难攻坚的硕果，更坚定了敢于胜利的信心。“十二

五”期间取得的发展成就来之不易，是市委、市政府

和区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区上下和社会各界共

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各位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口改革发展的同志们、

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各位代表，“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阶段，是口转型发展极其关键的五年、大有

可为的五年、构建格局的五年。全国经济发展进入

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尽管面临

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但总体仍

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湖北肩负

“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历史使命，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发展处于竞进提质

的上升期；武汉开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新征程，确定

“万亿倍增”新目标，吹响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新号

角，这些都为口加快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大环境。

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发挥优势、

积极作为、锐意进取，奋力推进口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

“十三五”时期，我区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

立“五大发展理念”，牢牢扭住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主

题，深入推进三件大事，着力打造三大功能区，重点

培育三大产业，注重涵养现代、时尚、文明的城市气

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建成现代商贸强

区、美丽生态口。

今后五年，我们必须坚持锐意转型、聚力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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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改革攻坚、创新驱动，坚持产城融合、环境先行，

坚持包容增长、共享发展，全面完成三件大事，建立

兼具实力与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增强城区集聚

辐射功能，加快产业结构、城市功能、社会治理转型

升级，促进居民幸福指数进入全市先进行列，全面彰

显活力、生态、健康的区域特质。主要奋斗目标是：

———经济发展方面：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８５％左右。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超过５０亿元。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招商引资总额累计均不少于

１５００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１２００亿元。

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８０％。

———城市建设方面：城建投入突破 １６０亿元。

人均占有道路面积达到 １３５平方米。新增公共

停车位１万个。新增绿地１４３万平方米，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达到１３９平方米。单位生产总值能耗、

碳排放量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水平达到目

标要求。

———民生改善方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长８５％左右。新增就业１６万人次，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８％以内。建成保障房１万套。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９９％以上。每千名老年

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５０张。注册志愿者人数占

居民人口比例达到１５％。

围绕上述奋斗目标，我们将重点从四个方面

努力：

加快改造更新步伐，激活发展潜力。坚持协调

发展，深入推进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改造、老工业区

搬迁改造和“城中村”改造，建成一批引领型、支撑

型、功能型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汉正街·武汉中央服

务区、宝丰—宗关特色商务带、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

三大功能区，形成产业集聚、板块联动的产城融合发

展格局。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内生动力。坚持创新

发展，推动“互联网 ＋”与产业深度融合，重点发展

现代商贸、工业服务、健康服务三大产业，积极培育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１＋３＋Ｎ”的现代服

务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开放发展，大力开展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市场活力、企业活力和人才

活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城区。

提升生态环境品质，彰显城区魅力。坚持绿色

发展，实施一批重点路桥工程和生态建设项目。改

善路网系统，提升东部路网畅行能力和西部路网联

通效率。全面建成“两带三园”，优化生态格局。提

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强化源头治理和生态保护，努

力建设功能完善、环境优美、运转有序、群众满意的

美丽生态口。

促进民生事业发展，增强保障能力。坚持共享

发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确保全区人民共同迈入

全面小康社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

努力实现社会保障、就业服务、教育文化、医疗卫生

等民生服务全覆盖。实施社会治理创新，完善社区

服务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深化平安口、法治

口建设。

二○一五年工作回顾

各位代表，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扎实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深入推进作风转变、问题整改、效

能提升和制度建设，切实将政府自身建设的成效转

化为推动发展的动力，较好完成了区十四届人大四

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９％，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增长１１５％，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额增长 １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１０％，招商引资总额增长３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９％，经济社会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良

好态势。

一、三件大事攻坚步伐加快

汉正街整治拆迁有力推进。深化综合整治，开

展示范创建，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整改重大消防隐

患挂牌单位１２家，拆除违建５００余处，交通、物流整

治成果得到巩固；老三镇、第一大道等商城实施全面

改造，创建示范商城４个，现场展示、品牌经营、电子

交易模式探索推进。武汉恒隆广场完成桩基施工，

地下工程全面开建。银丰片实现供地，复地汉正街

项目启动建设。动迁数超过５０００户的汉正街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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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基本完成，招商全力开展。长江食品厂东片地

块收回和征收准备工作基本到位。地铁六号线汉正

街站顺利动工。

化工区改造建设统筹实施。最后４家化工企业

全部关停外迁，厂房拆除基本完成。继续争取国家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扶持资金５７３亿元，１１３５片土

壤修复和道路、绿化、学校等配套建设同步推进，凯

德古田广场加快建设，招商江湾国际、海尔国际广

场、汉江湾壹号开盘热销，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影响

力不断提升。

“城中村”拆迁还建全面提速。完成拆迁８９６

万平方米，建荣、永利等村整村拆除，长丰、汉西、农

利、红星等村拆迁收尾。常码村签约率近８０％、即

将挂牌。易家墩、舵落口两村改造方案顺利通过，挂

牌工作有序推进。还建房开竣工８１万平方米。撤

村建居工作基本完成。坚持常态化综合整治，安全

隐患进一步消除。

二、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项目建设持续发力。抢抓国家棚户区改造政策

机遇，筹集资金６９亿元、房源２２００套，完成征收拆

迁７０万平方米、４２８７户。公交枢纽片、海尔片、一

聋校片１４９３公顷土地顺利供地，内燃宿舍片、汉宜

路片、海尔扩大片等项目征收基本完成、即将供地，

６５中片、宗关铁桥二期等项目启动征收。时代新世

界、御景星城等１５个项目开工，新世界二期、同馨商

务大厦等１１个项目加快建设，兰亭荣荟、凯景国际、

海联大厦等１４个项目主体竣工，重大项目投资突破

３２０亿元。

产业创新深入推进。围绕“互联网 ＋”行动及

现代商贸、工业服务、健康服务三大主导产业，完善

产业创新工作机制和实施方案，产业发展思路更加

清晰。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环同济健康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产业集聚效应

开始显现。宜家荟聚购物中心、红星美凯龙世博家

居广场、越秀维港购物中心等项目建成开业，产业项

目竣工６４万平方米。成功引进海尔集团华中总部、

航天科技华中总部和葛洲坝集团财务公司，去哪儿

网、云柜物联网等１８３家电商相继进驻，石化盈科、

美测科技等１８家工业服务企业落户发展，新引进瑞

慈体检、春雨医生等健康服务企业１５家。桥科院、

材保所成功获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填补了口空白。

９家企业进入全市百强，７家企业进入全市民营百

强。注册资本过亿元企业达到９７家。

发展环境不断改善。积极参与国家创新型城市

建设，启动武汉大学生创新创业汉口基地、智巢众创

空间、博济创客邦建设，新增孵化器６８万平方米，

建成众创空间３９００平方米。连续四年成功举办武

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大赛，易惠信息、蝴蝶

美食等一批创新型企业落户发展。大力发展科技金

融，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首个分中心落户口，维

特科思、新科谷等２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泽越科

技、金东方设计等５家企业与券商签约。组织企业

对接活动３０场次，协助企业融资１０１亿元，解决企

业问题１１０余个。实施“三证合一”企业登记制度，

新增私营企业３２１６家，同比增长３６２％。优化税

源征管服务，促转个体工商户２０４户。强化品牌建

设，新增省著名商标５件。

三、环境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城建攻坚成果丰硕。抓住园博会举办和“路网

年”“停车场年”建设契机，加大城建投资力度，完成

投资３０亿元，拆迁１５万平方米、征地６８４６公顷。

长丰高架、古田桥、古四北路、广华路、三环线改造等

５项工程竣工通车，韩家墩路、古田五路、长嘉路等

１０余条支路和微循环道路全面建成。地铁三号线

一期正式运营，地铁六、七号线完成房屋征收、提交

施工断面。实施停车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建成停

车场２０个、新增停车位２３５２个，规范设置停车位

１３７６个。完成２７个社区排水管网改造。新建雨污

管涵８千米、公共厕所９个、人防工程５８９万平方

米。古田二路消防站投入使用。

生态质量整体提升。园博园全面建成开园，长

丰地区生态环境彻底改观。张毕湖公园、竹叶海湿

地公园基本建成，古田二路、城华路等７条道路绿化

提档升级，建成绿道１０千米，三年新增绿地３７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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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兑现了“三年新增３００万平方米”的承诺。

月湖桥至知音桥清障及建设启动，汉江湾体育公园

三期主体完工。强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淘汰黄标

车及老旧车２３４２辆，完成居民油烟直排设施改造

１０００户，ＰＭ１０和ＰＭ２５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１７％

和２４％。深化两型创建，生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深入人心。

城市管理纵深推进。积极服务园博会、中田赛，

投入７０６９万元开展综合整治，修缮房屋立面１０万

平方米，拆除违法建设１６７万平方米，“我的园博

我的家”活动广泛开展，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占道

经营、渣土运输、交通秩序等专项整治深入推进，农

贸市场、无主水箱长效管理机制基本建立。疏浚排

水管网２２３千米，排水联动三年行动计划基本落实。

启动二手车市场、汽配市场综合整治。智慧湖泊、智

慧工地建设稳步实施。建立“创文”“创卫”长效机

制，全面落实“十大工程”，巩固拓展创建成果，“创

模”工作深入推进。

四、民生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保障力度不断加大。统筹推进就业创业，新增

就业３万人次，帮扶困难群体就业再就业３６５０人

次，完成创业培训１１００人次，扶持创业成功１０４２

人。新增“五险”参保人员１万人。加强低保规范

动态管理，按时足额发放低保金７５０２万元。加强

困难群众救助，发放救助资金 ７５８万元。保障房

建设管理全面加强，综合配套更加完善。开工建

设保障房８７００套、基本建成 ７７００套，分配公租

房１８５０套。新改建社区养老院１８家，新增养老

床位１７１０张，建成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１１个。

启动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改造提

升工程。残疾人帮扶、慈善救助等工作扎实开展。

十件实事全部落实。

民生事业协调发展。高水平完成四中综合整治

改造，成功举办中田赛，向世界展示了口新形象。

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质

量稳步提升。８所小学标准化建设完成，新一聋校、

紫润中学、山鹰小学加快建设。承办２０１５年国际青

少年校园足球研讨会，首届校园足球联赛成功举行。

汉江湾体育公园建成活动场馆４８个，开展“幸福

口·乐在汉江”主题惠民活动１５８场，成功举办第

二届国际风筝邀请赛。星海合唱团应邀赴法参加反

法西斯胜利７０周年演出。家庭医生团队服务居民

１０余万人次，中医标准化建设深入推进。符合政策

生育率达９２７８％，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１１３以

内。双拥、民兵预备役、国防动员、对台、民族宗教、

侨务、妇女儿童、对口帮扶、档案、科普、地方志等工

作取得新成绩。

社会治理得到加强。积极推动财力下沉，投入

７６２９万元推进幸福社区创建，１５３７个惠民项目全

面落实。新增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社区党员群众服务

中心１７个。圆满完成第六届社区换届。１０６个小

区组建业委会，“三方联动”全面推行，物业管理得

到规范和加强。启动危房改造三年行动计划，首批

消除Ｄ级危房３９栋。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

职追责，整改安全隐患３４万处、督办重大安全隐患

摘牌６７处，安全形势总体平稳。积极化解历史遗留

问题，解决信访积案７２件。完善应急预案，规范值

班制度，处置突发事件１６２起，群众投诉按时办结率

提高２０８个百分点。参与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

建成小餐饮便民服务区６处。消费维权、价格监督

等工作有效开展。推进平安口建设，完善警务设

施，安装社区视频监控探头１９３５个，立体化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初步建立，群众治安满意度稳步提高。

在总结过去一年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正视

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问题：矛盾凸显、风险

增大，诸多考验对我们的意志、谋断和执行力提出更

大挑战；产业创新、财源建设推进困难，财政收支矛

盾突出；部分工作落地较慢、推进不力，及时回应、有

效解决群众诉求力度不够，“为官不为”现象仍不同

程度存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努力在今后工

作中加以解决。

二○一六年工作意见

各位代表，２０１６年是“十三五”发展开局之年，
·５１·

·特　载·



也是区级班子换届之年。口发展由“破字开路、

边破边立”进入“立字当先、破立并举”的新阶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新形势、新

任务，围绕“十三五”发展蓝图，精心布局、精准发

力、精细管理、精致服务，确保五年规划一年一年变

为现实。

２０１６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扭住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主题，围绕“三个三”的总体部署，更加注重环

境先行、功能引领、产业支撑、创新驱动，全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奋发有为，顺利完成

本届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三五”发展

良好开局。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８５％，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增长９％，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突破４００亿元，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能耗下降２２％，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３８％，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８５％。

围绕上述目标，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

的工作：

一、深化三件大事，加快构筑三大功能区。坚持

点线面结合、东中西联动，以重大项目、重要板块支

撑发展大平台，促进三大功能区协调发展。

坚持整治征收建设并举，奋力打造汉正街·武

汉中央服务区。持续实施综合整治，强化重点区域、

重点场所、重点部位消防、交通、物流、市容管理，坚

持疏堵结合、人车分流，打造步行街、严管区，巩固安

全基础、提升环境形象。加快征收拆迁和项目建设，

完成一职教东片、长江食品厂东片拆迁，适时启动跃

进片等地块征收，促进汉正街东片供地，加快复地汉

正街建设，推进武汉恒隆广场及配套变电站、连通道

建设。积极推动建成区转型升级，深化示范商城创

建和电子商务应用，聚焦服装行业推广 Ｏ２Ｏ、现场

展示、品牌经营等新模式。

坚持以环同济健康城为引领，丰富拓展宝丰 －

宗关特色商务带。大力推进环同济健康城建设，加

强与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省三医院、市一医院、普

爱医院等重点单位的紧密高效对接，形成常态化的

协调、调度、推进机制。整合新世界中心、葛洲坝商

务大厦、同馨商务大厦等楼宇资源和地大片、长酒

片、体育馆片、省医药片等地块资源，推动医疗、研

发、体验等五大功能中心建设。加强太平洋总部城、

崇仁文化艺术城策划，推进崇仁 Ａ片、６５中片等项

目征收，完成汉宜路片、宗关铁桥片二期等项目供

地。加快香港中心、御景星城、时代新世界、武胜文

化城等项目建设。

坚持产城联动、整体谋划，加快建设汉江湾古田

生态新城。深化汉江湾开发建设实施方案，加快汉

江湾核心区建设，基本完成１１３５片土壤修复和道

路、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凯德古田广场主体完

工，加快招商江湾国际、海尔国际广场等项目建设，

完成内燃宿舍片供地，适时启动万人宿舍片征收。

完善经济开发区综合发展规划，同步推进老厂房改

造和新园区建设，推动新工厂建成开园，充分利用凯

景国际、海联大厦、汇丰天地、万象国际等楼宇资源，

重点引进互联网和工业服务企业，打造专业化楼宇。

以宜家、园博园为龙头，整合园博大道沿线汉口里、

汉江
!

、张毕湖、竹叶海、张公堤等资源，整体策划打

造融购物、旅游、休闲为一体的国际生态乐活中心。

加快正达红星美凯龙等项目建设，适时启动建一片

征收，提升发展汉西家居生活体验中心。完成“城

中村”拆迁８０万平方米，推动还建房开竣工７２万平

方米，力争３村整村拆除、最后４村实现挂牌，促进

各村开发用地、产业用地纳入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

整体规划建设。

坚持重大项目统筹运作，着力保障功能区建设

有序推进。进一步完善项目推进机制，全面增强项

目规划策划能力，提高项目推进效率和水平。总结

和推广模拟征收、阳光征收经验，确保项目征收平稳

快速可控。充分利用棚户区改造政策，积极争取政

策性金融机构支持，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加强安置

房源对接管理，统筹归集商品房、二手房及“城中

村”还建房，妥善安置被征收居民。力争完成旧城

征收６２万平方米，实现挂牌３３３３公顷，重大项目

投资突破３８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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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出三大产业，聚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坚

持升级与创新、引进与培育相结合，充分发挥老工业

区搬迁改造示范区、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环同济健康

城的政策效应、品牌效应和集聚效应，加快形成主导

支柱产业。

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强化三大产业推进机制，

完善实施方案，力争在培育和引进龙头企业、重点项

目上取得突破，加快形成产业特色和优势。发展壮

大现代商贸业，加快打造竹叶海、汉西等重点商圈和

一批主题商城、特色商街，支持中百、工贸等企业加

快发展，大力发展Ｂ２Ｂ、Ｏ２Ｏ等电子商务，推进专业

市场营运法人化、结算集中化、纳税属地化，引进连

锁商贸和品牌销售总部３～５家、总部型和平台型电

商４０家以上，力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０％。

积极培育工业服务业，突出发展工业总部，加快海尔

集团、航天科技、力诺化学三大华中总部项目落地，

促进葛洲坝、天然气、华汉、远大、有机、无机盐、二电

线等企业做大做强，支持桥科院、材保所国家重点实

验室建设，鼓励船级社、三勘院、建科院、地质院等骨

干科研机构创新发展，依托重点龙头企业整合引进

产业链上关联企业，培育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服务

外包、智能制造、个性定制等科技服务，大力引进工

业总部３～５家、工业服务骨干企业２０家以上。加

快发展健康服务业，突出高端医疗、智慧医疗、健康

管理、健康体验等方向，促进产学研联动、企院校联

手，充分挖掘同济医学院和辖区三甲医院资源，大量

集聚医药器械销售等支撑性产业，促进环同济健康

城网上网下同步发展，加快推进同济转化医学大楼

等项目建设，瞄准行业龙头引进健康服务业骨干企

业２０家以上。支持金融、文化创意、现代物流等产

业竞相发展。

形成以产业为导向的大招商格局。加大招商

信息、资源、力量整合力度，健全统筹指导、分工协

作、多方参与、运转高效的大招商工作格局。加强

重点项目策划，编制改造地块产业导向“一张图”，

着力抓好汉江湾核心区、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环同

济健康城等重点板块的主题推介，完善越秀财富

中心、葛洲坝南大天地等重点楼宇和汉正街东片、

汉宜路片等重点地块专项招商方案，引导高品质

企业向园区、楼宇集中。加强龙头企业引进，瞄准

重点优质企业，积极跟踪对接，实施精准招商。加

强战略层面合作，深化与国家部委、省市部门、金

融机构、高等院校、行业领军企业的沟通对接，在

开放合作中寻觅商机、引进企业、聚集资源。力争

招商引资总额增长２０％以上。

营造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环境。引导社会资本

共同设立产业发展基金，鼓励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

风投机构进驻，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壮

大发展。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重点园区

和楼宇光纤网络、ＷｉＦｉ全覆盖，立足优质资源、重点

企业和潜力领域，推动商贸、健康、交通等行业大数

据开发应用，推进智慧工地、智慧小区建设。支持重

点企业创办研发中心、工程研究院、产业创新技术联

盟。加快建设武汉大学生创新创业汉口基地，积极

申报国家级创新创业示范园区，继续办好“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建设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５万平方米，力争聚集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２００

家，培育新三板挂牌企业３－５家。实施“城市合伙

人”计划、“口英才计划”，争取在中高端产业人才

引进上实现更大突破。完善定期走访、定点联系、定

向采购等服务企业制度，及时解决企业融资、用工、

经营等方面实际困难。发挥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

会作用，加强优秀企业家队伍建设。

三、强化建管并重，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坚

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绿色惠民，围绕重点区域和

薄弱环节开展攻坚，加快推进美丽生态口建设。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融资渠道，探索

ＰＰＰ、ＥＰＣ等新模式，有效破解城建资金瓶颈。把

握节奏、优化时序，实现城建项目早开工、快完工。

保障市级重点工程实施，推进孝高速、汉江大

道、中山大道、江汉四桥、汉正街隧道和地铁六号、

七号线建设。围绕 １１３５片、保障房等重点区域，

加快城华路、古雅路、长安路等道路建设，建成金

银湖南街、丰雅路等道路，打通一批微循环路和断

头路。继续实施停车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深化

排水“三化”建设，新建雨污管涵３千米，启动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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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泵站、福新泵站建设。实施海绵城市试点项目。

新建人防工程５９万平方米。

提升生态建设水平。坚持西部成片成带、扩绿

养绿，东部成块成线、增绿透绿，促进生态均衡发

展。提升张毕湖公园、竹叶海湿地公园绿化水平，

加快绿道建设，新建街头公园、小游园 ４个，推进

一批道路、社区、学校绿化提档升级，引导辖区大

单位拆墙透绿，严格落实开发项目绿化建设标准，

让更多绿色走进群众生活。实施晴川桥至月湖桥

趸船清理整治，推进月湖桥至知音桥沿线景观提

升、古田桥至长丰桥江滩整治建设，全面建成汉江

湾体育公园，基本形成汉江湾生态绿带。新增绿

化面积３０万平方米。加强两型示范创建，推进重

点领域节能减排，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和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健全“创文”“创卫”机

制，深入开展“创模”工作，巩固和扩大创建成果。

重点加强宜家、园博园、保障房、张公堤等新建区域

和铁路沿线、市场周边等薄弱区域管理，增强清扫保

洁、垃圾转运等基础工作保障能力，推进环卫作业市

场化，强化拆违控违、渣土治理、占道经营等专项整

治。开展拥抱蓝天行动，加快淘汰黄标车，严格控制

工地、道路扬尘污染，促进ＰＭ２５、ＰＭ１０平均浓度和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创新机制、加强力量，

统筹推进商业街区、生活街区建设。优化重点区域、

重点路段交通组织，确保交通安全顺畅。打击非法

营运，净化交通运输市场。规范二手车市场、汽配市

场经营管理。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提升市民

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四、促进共享发展，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保

基本、守底线，打基础、创品牌，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使广大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

有更多获得感。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新增就业２万人次，帮扶困难群体再就业３０００人

次，扶持创业带动就业４５００人次。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维护职工和企业合法权益。促进社保扩面，加

快区社保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规范低保审核审批

程序，确保应保尽保。加强保障房建设管理，消除Ｄ

级危房３３栋。做实“一键通”服务品牌，推广医养

结合，提升养老服务能力。完成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老年人活动中心改造提升。加快建设区残疾人综合

服务中心，办好阳光家园和街道康复服务站。改进

救助机制，发展慈善事业，拓宽困难家庭、特殊群体

政策覆盖面。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进

名校、名师、名校长培育工程。探索教师学区交流

轮岗机制，深化教育云平台建设，促进优质教育资

源共享。推进新一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建

成山鹰小学，加快建设汉江湾国际学校、紫润中

学、新一聋校。深化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工作。全

面开放汉江湾体育公园、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深

入开展“幸福口·乐在汉江”主题惠民活动。扶

持星海合唱团等民间艺术团体健康发展，办好书

香口、新春舞龙、广场舞大赛、全民健身运动会

等群众性品牌文体活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完善“医联体”合作模式，加大全科医生培养力

度，推进分级诊疗、双向转诊试点工作。落实一对

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提高优生优育水平。

做好双拥、民兵预备役、国防动员、对台、民族宗

教、侨务、妇女儿童、对口帮扶、档案、科普、地方志

等工作。为民办好十件实事（见附件）。

全面创新社会治理。落实全市创新社会治理加

强基层建设“１＋１０”文件精神，深化街道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完善行政综合执法体制，更好发挥街道统

筹协调作用。健全社区治理体系，改进社区综合考

核，深化拓展网格化服务，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

设，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推进社区减负

增能。深化幸福社区创建。完善保障房集中区域配

套服务功能，实施老旧社区环境综合提升工程。深

化“三方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

提高服务居民水平。

保持和谐安定局面。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失职追责，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深化重点区域、

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推进阳光信访、法治信访建设，化解一批信访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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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应急管理，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加大食品

药品、特种设备、物价、消费等方面服务监管力度。

深化平安口建设，健全多元协同、多方互动、共建

共享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决打黑除恶、防

暴反恐，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五、践行严实要求，努力建设人民满意政府。坚

持依法治区、从严治政，巩固深化“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成果，持续推进法治建设、效能建设、作风建设，

以发展实效和工作实绩取信于民。

深入推动依法行政。自觉接受区人大法律监

督、工作监督和区政协民主监督，提高议提案办理质

量。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规定，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落实行政执法责任

制，加强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推动政府行为全面纳

入法治轨道。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落实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制度。深化

法治口建设，启动“七五”普法，增强全社会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观念。推进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认真做好仲裁调解、社区矫正、法律援助等工作。

大力促进改革创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行政权

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

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贯彻新预算法要求，强化预

算支出约束和绩效评价，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逐

步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加快建设新政务服务中

心。打造“政务云”，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共

享。改进国有资产监管，优化国资公司治理结构和

营运功能，提升房集团市场竞争力。建立风险识

别和预警机制，增强政府化解风险能力。

切实提升执行能力。大力提倡和发扬“钉钉

子”精神，敢啃硬骨头、善当主攻手，全面履职尽责、

干事创业。围绕“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完

善专项规划，细化年度工作，明确责任单位，促进美

好蓝图落地落实。完善重点工作、重点项目、重点产

业领导牵头负责制度，执行上比速度、落实上见分

晓、成果上论英雄。加强政务督办与绩效考核，落实

周安排、月汇报、重点工作定期调度制度，营造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的浓厚氛围。

持续强化廉政建设。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三严三实”要求，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接

受监督，严防不正之风反弹回潮。严格执行“一准

则两条例”的相关规定，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承诺兑现，健全治庸问责

常态长效机制。强化财经监管、行政监察，促进重点

领域审计监督全覆盖。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一

岗双责”和“两个责任”，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办发

生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始

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各位代表，新征程承载新使命，新机遇孕育新希

望。要实现口的振兴，迫切需要我们以口发展

和口人民为念，无畏担当、无私奉献、无悔付出。

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领导下，在区人大、区

政协监督支持下，团结和依靠全区人民，凝神聚力、

担当作为、克难攻坚，为顺利完成２０１６年工作任务、

夺取“十三五”发展的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附件：

２０１６年区政府十件实事

１安置困难人员就业３０００人次。

２创业培训１０００人以上，扶持大学生创业企

业和团队１００个。

３落实公租房３０００套。

４为５００户有需求的贫困残疾人提供家庭

无障碍设施，为贫困残疾人提供小型辅助用具

３０００件。

５完成２０个最困难老旧社区综合环境提升

改造。

６新建停车场８个，新增公共停车位２０００个，

规范设置停车位１５００个。

７推广使用家庭油烟净化装置１０００户。

８组织大型群众广场文艺演出５０场。新增户

外健身器材２００件。

９建成老年人配餐中心１５个。

１０免费受理法律援助案件５００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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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８日在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政协口区委员会主席　国洪河

　　政协口区委员会主席国洪河在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
工作报告

各位委员：

我受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

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会议的同

志提出意见。

２０１５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５年是全面实现“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也是为口新一轮发展打牢基础的关键一年。一年

来，在中共口区委的正确领导和

市政协的指导下，区政协深入贯彻

落实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团结和民主两

大主题，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转型发展、推进三件大事，充

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

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切

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职能，在建设现代商贸强区、

美丽生态口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加强理论学习，在适应新

常态中履职尽责

以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和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契机，充分发挥政协党组的

领导核心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体委员的示

范作用，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规矩意识、大局意识

和责任意识，提高了在新常态下履职尽责的自觉性

和适应能力。

激发了履职热情。区政协党组按照区委统一部

署，按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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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深入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一是把政协机关专题教育与全体委

员的政治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一起布置，共同研学，

相互促进，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二是把政协机关

干部的转变作风、深入基层与全体委员走进社区、服

务群众结合起来，通过“机关走访委员、委员走访群

众”活动，一起给力，共同发声，在知区情、民情和社

情上取得了主动权；三是把完成政协工作目标与全

体委员履职成效结合起来，主动谋事，认真干事，努

力成事，适应新常态，践行新要求，实现新作为，较好

地激发了政协机关干部和广大委员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收到了学理论、严纪律、转作风、促履职

的实际效果。

增强了创新活力。采取专题辅导、座谈交流、

学习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组织政协委员和机关干

部理论联系实际、推动工作创新。以中共中央和

省委、市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

见为指针，认真总结基层政协的履职实践，向区委

提出了《关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实施办

法》修改建议并得以采纳，向省政协报送的《口

区政协创新“市区政协联动”新形式》和《创新“持

续跟踪协商”新形式》得到肯定并入选《湖北省各

地政协工作创新事例选编》。《关于加强市区联动

工作的思考》《协商民主在口的实践与探索》分

别在全国政协“人民政协论坛”和市区政协主席座

谈会上交流。

扩展了业务知识。以提能增效为重点，组织政

协常委和委员参加市政协举办的各类形势报告会和

专家讲座，视察重点项目，听取区情报告，交流履职

情况。先后举办了提案知识、社情民意信息和侨务

知识培训班，对界别组长、政协信息员、特约信息委

员、新任委员进行理论和业务培训。组织政协委员

和机关干部参加全区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

神报告会，积极参加全国、省市政协系统的培训学

习，提高了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做好新形势下政协

工作的能力。

二、发挥履职优势，在助推转型发展中凝智聚力

坚持把促进区域转型发展作为履职第一要务，

充分发挥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渠道作用，积极

谋划政协工作，精心组织协商议政活动。

有序开展政治协商。按照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

策实施之中的要求，以区委《２０１５年口区协商工

作计划》为重点，组织政协委员、会同有关部门开展

一系列调研视察和协商活动。一是在专题协商方

面，重点围绕年度确定的常委会和主席会课题开展

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座谈讨论和征求意见。区委

书记与委员座谈会就“增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进

行了面对面交流，对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健

康成长环境明确了责任；区长与委员恳谈会就“科

学编制我区‘十三五’规划”开展交流互动，为绘就

我区转型发展新蓝图凝聚智慧，《关于编制“十三

五”规划的建议》受到王太晖书记的批示；主席会议

围绕“加强长丰地区保障性住房区域管理”和“加强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产业培育”开展调研，组织政协

委员、社区群干同区政府领导面对面交流和协商，形

成了许多促进转型发展、维护民生利益的共识。二

是在对口协商方面，各专委会围绕“以‘创客空间’

点亮汉江湾竞争力”“做好‘六五’普法验收工作”

“举办汉江湾群众文化嘉年华活动”“改善政务中心

周边环境”“合理布局宗教场所”等内容，与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和联系单位开展对口协商，为及时解决

问题起到了推动作用。三是在界别协商方面，鼓励

各界别开展自定课题自主协商，先后围绕“发展总

部经济和新兴产业”“加强老旧厂房改造审批效率”

“‘中田赛’场馆建设和赛事筹备”“汉江湾全民健身

中心运营”“健康产业园区建设”“公共卫生服务”等

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

问题组织调研视察，与政府有关部门及单位开展协

商，进一步突出了问题导向，彰显了界别特色。四是

在提案办理协商方面，认真贯彻区委、区政府《关于

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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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大督办力度，认真做好提案办理协商工作。

协同区委区政府督查室对全区提案办理情况特别是

重点提案进行了督办。本年度交办的１６７件提案全

部办结。《关于建设汉江湾购物休闲旅游区的建议

案》《关于将汉江湾体育公园打造成全民健身中心

的建议案》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建议效果正在转

变为建设成果。

有效实施民主监督。坚持贴近民生开展民主监

督，把促进问题整改作为监督重点，扎实有效地组织

民主监督活动。一是开展专项监督。以《区政协

２０１５年开展“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专项督查工

作方案》为抓手，选派４５名委员组成９个督查组，由

主席带队、各专委会组织，深入现场对文明城市建

设、办理群众投诉、村级党组织建设、路网停车场规

划等问题承诺整改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督促有关单

位及时整改并完善长效机制。主动联系市政协对口

专项督查组，将整改情况下情上达，做好沟通联系工

作。二是开展评议监督。积极推荐政协委员参加全

区组织的政风行风民主评议、绩效责任单位满意度

测评活动，选派 ３０余名政协委员参与市区组织的

“治庸问责”“电视问政”等监督活动。三是开展视

察监督。重点围绕我区重大项目建设、民生十件实

事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视察监督２０

余次，对问题的整改落实起到了促进作用。

有力推进参政议政。按照服务区委决策、促进

政府工作的思路，积极主动作为，为助推我区经济社

会发展建言出力。一是在市区联动中借力。持续关

注的“‘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课题已纳入市

政协年度重点提案，引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加大了“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

建设力度。我区提出的“运用互联网 ＋，加快发展

电子商务的建议”，在市政协协商全市“十三五”规

划的常委会上进行了交流并得到好评。二是在课题

研究中借智。围绕促进口发展和推进区政协年度

重点协商课题的落实，组织开展面向全区各界别、政

协委员和区直单位的重点课题招标活动，吸纳专家

学者参加，进一步提高了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加快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和《促进社区功能

归位》两篇调研报告获得市政协优秀调研课题。三

是在直接参与中助推。落实区委关于“四大家”领

导挂点工作的要求，发挥专委会和街道联络委的作

用，组织委员投身项目建设的主战场，积极参与民意

调查、信访疏导和园博园招展工作，为武胜文化城建

设、汉正街东片拆迁、产业升级和幸福社区创建起到

了助推作用。

三、强化自身建设，在提高履职成效上求真务实

坚持把自身建设作为提高履职能力的重要抓

手，着力在推进队伍建设、机关建设、履职能力现代

化上下功夫，形成了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

界别工作活动方式和委员服务管理方法得到改

进。以“委员社区行”和“界别活动周”等形式为载

体，推动和引导委员开展“扶贫帮困”“金秋助学”

“结对帮扶”等献爱心活动。各界别小组深入荣

华、中山、双墩、皮子街、汉口春天和黄陂泉水店

村，走访慰问，扶贫帮困，开办健康、法律讲座和书

画培训班，为高考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面对面为群

众办实事。《长江日报》以“口区政协委员进社

区缓解‘考爸考妈焦虑’”为题予以报道。广泛开

展走访委员活动，在走访中了解情况、征求意见，

尽力协调解决委员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为委员

履职营造良好的环境。抓好委员履职的动态管

理，建立了委员参加会议、活动及履职考勤通报制

度，促进了《委员履行职责考评办法》《委员述职办

法》《联系委员制度》的落实。

委员话语权和政协影响力得到提升。加强与宣

传部门和新闻媒体的联系，利用全国、省、市政协刊

物、新闻媒体、《口政协》杂志和区政协网站等平

台，及时宣传口、推介口。配合市政协和武汉电

视台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协论坛》

节目制作。编辑出版了《口近代工商史话》和书

画摄影作品集《之月》《武汉有个汉正街》一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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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组稿。以传统节日和重要纪念活动为载体，组

织各界人士参观口生态建设成果，与区委宣传部

共同策划举办“聚焦口”书画摄影大赛，充分展示

了“新经济、新生活、新口”的魅力和风采。与区

直机关工委共同举办“‘互联网＋’与阅读”读书会，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全年编报社情民意信息６０余

篇（条），市政协采用３２篇（条）。

专委会基础建设和机关作风能力建设得到加

强。调整充实专委会力量，建立健全专委会对口协

商和经常性联系制度，完善办公室对口联系专委会

制度，大力支持专委会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开展对口

协商。以“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动力，全面推进机

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

倡廉建设，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机关干部综

合素质和履职水平。强化机关干部政治规矩意识、

工作责任意识、服务奉献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组

织机关在职党员到社区开展“双认领”活动，多次深

入“三万”活动联系点黄陂区泉水店村问民需、访民

困、解民忧，按要求督促落实精准扶贫工作。

各位委员，过去的一年，区政协各项工作有了新

的进步，这是中共口区委正确领导和市政协加强

指导的结果，是区人大、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的结果，是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

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区政协常

委会，向所有关心支持政协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朋

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工

作中的差距和不足：在发挥政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

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方面还不够充分；在自身建设、

制度建设和工作机制完善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在

激发委员动力、机关活力和内外合力方面还需要进

一步研究和探索。这些问题都要在今后工作中认真

加以改进。

２０１６年工作意见

２０１６年是口区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也是本届政协任期届满之年。区政协工作的指

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口区委的领导

和市政协的指导下，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充分

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职，努力开创政协工作新局

面，为继续推进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建设做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紧紧围绕推进“十三五”规划实施献计出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全区

“十三五”发展规划的主线，也是政协履行职能、服

务大局的主攻方向。要发挥政协人才汇萃、智力密

集的特点和优势，把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把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到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上

来，形成群策群力、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要进一步

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协商讨论，

加强对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的调查研究，力

求在宏观决策上出点子、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

特别是要围绕三件大事全面完成、三大功能区建设、

三大产业培育、“１＋３＋Ｎ”现代服务业体系发展、提

升城市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等方面建言立论，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和参考；围绕“环同济健康城”建设、汉江湾国际教

育园建设、长丰地区保障房综合管理等重大课题开

展深入调研、专题协商。

二、紧紧围绕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务实创新

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的意见》为指针，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委关于推进协

商民主建设的要求和区委《关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决

策程序的实施办法》，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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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眼界，推进协商民主的思路创新、工作创新、制

度创新，尤其要在拓展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健

全制度机制、增强协商实效上下功夫，努力做到“三

个聚焦”：即聚焦区委、区政府的重大决策，力争做

到党委、政府的部署有何要求，协商工作就作何响

应；聚焦全面深化改革、转型跨越发展的重大任务，

力争做到改革推进到哪里，协商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聚焦事关民生改善的重大问题，力争做到群众的愿

望集中在哪里，协商工作就深入到哪里。在用好专

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已有

协商形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协商形式，认真学

习借鉴有关协商座谈会、立法协商、网络议政协商、

远程协商等协商形式的经验做法，探索在论证、听

证、公示、评估、咨询过程中进行协商的模式，努力在

委员之间、委员与专委会之间、委员与党政部门之间

搭建更多的协商交流平台。建立和完善对接服务机

制，切实把政协协商民主工作贯穿履职的全过程，对

协商计划制定、协商议题提出、协商活动组织、协商

成果转化、协商成效评估、协商运行保障等环节严格

把关，有序推进，不断提高政协协商民主的科学性、

实效性和生命力、影响力，使政协的协商民主形成制

度化，实现规范化，体现专业化。

三、紧紧围绕推进“五位一体”自身建设提能增效

坚持巩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着力推进

政协自身建设，进一步提高政协工作科学化水平。

加强党组对政协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及时

研究解决政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增强政协工作的

全局性、计划性和规范性。要充分发挥党派界别的

特色作用，突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界别履职中的

骨干地位，拓展履职平台，建立完善工作机制，提高

界别组织化程度，以“界别活动周”为载体，有效开

展界别间协商、界别与党政部门协商，推动界别活动

制度化经常化。要充分发挥专委会的基础和支撑作

用，不断充实壮大工作力量，优化知识和专业结构，

积极组织专题调研、委员提案、大会发言、对口协商、

视察监督等活动，使专委会在履行职能、联络委员、

联系界别、协调关系等政协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更

加明显。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通过加

强学习培训、改进调研工作、拓宽履职平台、严格履

职管理、加强履职服务等措施，鼓励引导委员积极参

加履职活动，进一步增强和提高委员的履职意识、履

职能力和履职成效。要充分发挥政协机关的服务保

障作用，切实转变机关作风，主动、积极、有效作为，

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

切实推进政协履职能力现代化，增强机关工作的创

新力、执行力和服务保障能力，推动政协事业再上新

台阶。

各位委员、同志们，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新的

一年，新形势赋予新使命，新常态当有新作为。让我

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

围，在中共口区委的领导和市政协的指导下，同心

同德，群策群力，开拓进取，扎实履职，为早日建成现

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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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记

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

【概况】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综合整治与拆迁征收工作

指挥部继续通过消防、交通整改和拆迁征收推进市

场搬迁、改造和关闭，积极促进产业升级，汉正街传

统市场搬迁改造取得决定性进展，为加快建设汉正

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做出贡献。

【征收改造】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拆迁征收取得实质性

突破。年内完成签约 ４５８０户，占总拆迁户的

９８７７％，汉正街东片基本具备供地条件。长江食品

厂东片地块收回和征收准备工作基本到位，地铁六

号线征收按期完成，汉正街地铁站顺利动工，复兴汉

正街项目启动建设。

【市场整治】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综合整治工作持续深

化。整治挂牌消防隐患单位９家，规范市场消防管

理３９家，全年市场无火情；推行“门前三包”，倡导

“商城自治、商会自治、商户自律”，汉正街市容环境

从乱到治，汉正街街巷“看得到边，望得到天”。

【消防整治】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对辖区５１家市场物

业公司进行安全检查，对宝庆等社区 ８处染坊进

行综合整治。此外，对高层建筑、医院、幼儿园、小

学、老居民区电梯等进行隐患排查，并定期开展专

项集中整治，依法依规严格查处关停“三合一”（指

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

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建筑）、“胶囊房”、

隐患仓储等场所２４１处。全年辖区未发生较大的

消防安全事故。

【业态转型】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产业转型顺势推进，

第一大道商城、品牌服饰广场、老三镇商城等５个

示范商城初步实现购物环境商场化、商品品牌化

和批发异地化，汉派靓仔男装走向全国。积极推

进“互联网 ＋”工程，汉正街产业带、翠园礼品、壹

钮扣等３个行业电商平台初具规模，７０００家商户

实现网上交易，汉正街传统批发业态逐步向“现场

展示、异地批发、品牌经营、电子交易”经营方式转

型。龙腾第一大道在翡翠座商城装修打造汉派服

饰创意设计展示营销中心；第一大道商城２～３楼

培育引进汇聚上千家靓仔服饰产销一体的商家。

老三镇２～３楼完成靓仔服饰写字间改造装修，１７０

户商家入驻；钻石座商城打围，加紧推进整体改造

工程。积极引导 ６１家商户使用阿里巴巴电子商

务等平台开设网店，年内累计完成网店１０２７家，完

成品牌经营６１家。

【交通禁货】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综合整治专班继续全

力开展交通禁货工作。全年消除顽固堵点１２处，

“三纵一横”主干道保持畅通。坚持开展夜间查处

货车行动，累计处罚货车 ２３６辆（含市内小型货

车）。持续开展物流整治，将管控区域向江汉桥以

西、月湖桥以东延伸。坚持“减量化”整治物流，打

击物流欺行霸市，物流乱象得到初步遏制。强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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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整治违停、“客载货”、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

残疾人机动三轮轮椅车（以下简称“三车”）、非法营

运等各类违法行为，主要路段违停贴条累计达

１７３００余张，暂扣无证电动摩托车和三轮车３８０余

辆，清理占道堆货 ４７０余处，处罚“客载货”车辆

５４００辆，查扣非法营运的小型客车４３余辆。年内

大货车进入汉正街核心区的现象基本杜绝，未发生

长时间拥堵现象。

（田　伶）

化 工 企 业 搬 迁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加快化工企业搬迁，全力

打造“汉江湾”古田新城项目建设，围绕产业转型、

引进企业总部、产业招商等各项工作，区化工专班按

照全年工作规划，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并及时督办，推

动古田地区彻底告别化工时代，开启汉江湾发展新

时代。

【化工企业停产搬迁】　２０１５年，口区化工企业停

产搬迁工作取得历史性的重大突破。２月１４日，武

汉无机盐化工有限公司和武汉力诺双虎涂料有限公

司停产。停产后，无机盐、力诺双虎组织设备拆卸和

设施、设备的清洗工作。３月３１日，武汉有机实业

有限公司停止生产主原料甲苯进货，４月２８日，最

后一条生产线停止投料。５月２９日，无机盐厂设备

处理完毕移交专班，８月１０日，力诺双虎移交专班。

截至年底，无机盐厂和力诺双虎搬迁企业已经完成

厂房拆除和设备处置，有机实业设备拆卸，土地平整

工作接近尾声。

【搬迁场地安全监管】　２０１５年，口区化工专班继

续督促化工企业搬迁拆除工作，协调职能部门定期

进行安全检查，实施化工企业搬迁全过程、不间断的

安全监管，重点做好遗留（残存）危化品处置，加强

突发安全事故预案准备和演练，严防发生水、电、气、

化工管道泄漏、爆燃造成危害。在此期间，坚持小问

题不过夜、大问题不隔天，及时发现、及时研究、及时

解决、及时督办。

【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项目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

完成１１３５片项目开发建设提档升级，产业创新不断

深入。远大医药总部入驻宝丰路城市广场，当年税

收突破亿元大关；海尔智慧广场建设正式启动；二电

线销售总部留驻天宇·万象国际写字楼；航天电子

华中创新中心拟入驻１１３５片三期地块，完成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投资２８亿元的凯德古田广场将于

２０１６年开业，投资３６亿元的招商江湾国际已开盘

销售、后期产业招商紧锣密鼓，以总部企业为特征的

工业服务业加速集聚，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全面

升级。

【１１３５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化

工专班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环境修复工作全

面展开，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同步推进。远大医药搬

迁遗留场地修复技术方案编制完成，无机盐、双虎涂

料、环宇化工三厂场地土壤详查工作完成。完成

１１３５片内国际教育园初步设计方案和“一纵两横”

道路建设前期工作，实施园林绿化一期工程，由方圆

钛白粉厂、武汉有机实业有限公司等１１３５片外地块

改造形成的绿化游园已全面向公众开放。积极争取

国家土壤修复专项资金扶持，落实国家城区老工业

基地搬迁改造扶持资金９３００万元，创造性地采取

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实施公开招标，对污染区域道路、园

林绿化和土壤修复工程实施整体打包、统筹推进。

年内相关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部分地块修复工作有

序推进。

（江岑）

“城中村”改造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口区城改办）按照区委、区

政府“三件大事”总体要求，加强领导，统筹协调，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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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０日，长丰街常码村“城中村”改造启动签约仪式现场

集调度，克难攻坚，全区“城中村”改造工作持续深

入推进。全年累计完成拆迁１０４８７万平方米，还建

房开、竣工８１７９万平方米，完成建荣村、永利村、罗

家墩村下干校整村拆除验收工作。

【土地挂牌】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改办针对未挂牌土

地普遍存在用地条件差、改造成本高、招大商难的实

情，充分发挥部门合力，打破固有思维模式，积极对

接问题，争取各类政策支持，破解瓶颈制约。统筹协

调，发挥街道、区直部门、村的职能优势，形成合力，

细化责任分工，倒排时间节点，全力推进四村挂牌；

抢抓机遇、拓展融资渠道，积极争取农村发展银行支

持，借助国家政策资金全力推进挂牌、拆迁工作，努

力探索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工作；主动作为，加

强协调，争取市级部门和市级政策的支持，包括将市

级储备用地纳入“城中村”改造，对市政控制用地复

合利用等。

【拆迁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改办根据当前拆迁

村收尾的最后攻坚阶段，为破解拆迁难题，紧盯年初

签订的市绩效目标任务不放松，针对每个村的具体

情况，分门别类、各个击破，完成建荣、永利、罗家墩

村下干校整村拆迁验收，以及红星、汉西等村区级整

村验收，加快推进长丰、农利等村拆迁，启动常码村

拆迁。全年累计完成拆迁１０４８７

万平方米，其中汉西村完成拆迁

３１万平方米，罗家墩下干校村湾

０４６万平方米，红星村７５２万平

方米，永利村３５万平方米，常码

村 ４５６万平方米，长丰村 ４３３９

万平方米，东风村１３万平方米。

【还建房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

城改办针对已挂牌村还建房全部

开工建设的实际情况，严格按照开

发房要求，高起点、高标准实施还

建建设。严把规划设计关，落实基

础设施配套，将还建房区域打造成

为功能齐全、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的住宅新区；严把

建设进度关，倒排工期，明确责任和时限，确保建设

进度；严把建设质量关，要求各村聘请监理公司对工

程质量严格监管，聘请审计公司对还建房建设成本、

资金投入、工程质量及还建房安置分配全程参与审

计监督。全年累计还建房开、竣工８１７９万平方米，

其中开工 ５０５６万平方米，竣工 ３１２３万平方米。

建荣村还建房主体结构竣工，汉西村板材市场片还

建房还建入住，长丰村、永利村、农利村等还建房正

在加快实施建设。

【科学谋划开发和产业用地发展】　２０１５年，口区

城改办针对“城中村”产业布局分散，业态落后、土

地利用粗放，村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现状，注重

加强对城中村产业用地统筹谋划和科学定位。对全

区１３个村产业用地和发展意向进行调查摸底，联合

区规划分局委托武汉市地空中心编制《城中村开发

用地和产业用地功能及产业定位指导意见》，科学

规划城中村产业发展；将易家墩村、舵落口村“城中

村”改造项目纳入汉江湾核心区建设，统一规划；积

极参加全市“三旧”（旧厂房、旧城区、旧村庄）改造

项目招商会，大力推介本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主

动积极招高品质大商。

（方润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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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旧城改造项目一览表
单位：万平方米、户

序

号

项目名称 所在街道

户　数 面　积 ２０１５年完成情况

需征收

户数

累计完成

户数
剩余户数

需征收

面积

累计征收

面积
剩余面积 征收户数 征收面积

１ 内燃机宿舍片 古田街 １３５７ １３５７ ０ ８２０ ８２０ ０００ ９０７ ５５００

２

长江食品厂

东片Ａ１地块

长江食品厂

东片Ａ２、Ｂ地块

汉正街

７０７ ５９９ １０８ ５７１ ２９７ ２７４ ０ ０００

１５７５ ７３０ ８４５ １３７４ ５８３ ７９１ ２０ ０２２

３ 汉宜路片 汉水桥街 １４８１ １４８１ ０ １５４８ １５４８ ０００ ６７３ ６３４

４
地大汉口

分校片
宝丰街 １０１９ １ １０１８ １６１０ ６６０ ９５０ １ ６６０

５
海尔电器

扩大片
古田街 １６０ １６０ ０ ５９７ ５９７ ０００ １５９ １６７

６
宗关铁桥片

二期
宗关街 １１３７ ３５０ ７８７ １１９６ ４３０ ７６６ ３５０ ４３０

７ ６５中北片 荣华街 １６２４ ２００ １４２４ １９０９ １５０ １７５９ ２００ １５０

８ 制瓶厂片 古田街 ３８４ ３２０ ６４ １９３ １６７ ０２６ ３２０ １６７

９ 汉正街东片 汉正街 ４７９２ ４６５４ １３８ ４６４１ ４０４８ ５９３ １６７７ ７６５

１０
地铁中山

大道片

六角亭街、

汉中街、

汉正街

１１８６ １１８６ ０ ９５５ ９５５ ０００ １１８６ ９５５

１１
长丰街

征收项目

长丰街、

宗关街、

易家街

６１２ ６１２ ０ ６３３ ６３３ ０００ ２６４ ３３９

１２ 航天电工 古田街 １ １ ０ ６４２ ６４２ ０００ １ ６４２

１３ 化工仓库片 长丰街 １２ １ ０ ４７９ １００ ０００ １ １００

１４ 钛白粉厂 易家街 １ １ ０ １５４ １５４ ０００ １ １５４

１５ 市轻汽厂宿舍 韩家墩街 ８０ ８０ 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０ ８０ ０３０

１６
城中村整合

国有地
长丰街 ３８０ ５８０ ０ ６３３ ６３３ ０ ６８０ ６３３

１７
园博园

周边整治
长丰街 ３ ３ ０ ３７３ ３７３ ０ ３ ３７３

１８
汉江江滩

二期

韩家墩街、

古田街、

易家街

４０ ４０ 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０ ４０ ３５０

合　　计 １６５５１ １２３５６ ４３８４ １８７０８ １３１７０ ５１５９ ６５６３ ７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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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大事记

１　 　月

２日
口区召开安全生产紧急工作会议，传达武

汉市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精神，部署下阶段安全生

产工作。

５日
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开幕。来自全区２６个界别的２７２名政协委员参加
会议。会上，全体政协委员围绕口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协商议政、建言献策。

６日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

开，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２２１名人大代表齐聚一堂，
共商口发展大计。会上，区长景新华代表区政府

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会议期间，审议通过

区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

案工作报告和《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建设汉江湾购物休

闲旅游区”和“关于将汉江湾体育公园打造成全民

健身中心”两个建议案；列席口区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协商讨论景新华区长

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关于

提案和建议办理情况的通报、区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区财政决算报告和区

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２０１５年计划
草案的报告；对先进集体、个人和优秀提案、优秀

大会发言进行表彰。大会期间共收到提案 １９２
件，其中党派团体提案 １１件，网上提案系统提交
１８１件，提案委员将根据提案工作细则审查立案交
有关部门办理。

７日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会议期间听取和审

议景新华区长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决定批准这个报告。会议审议区人民政府

提交的《关于武汉市口区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情况与２０１５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会议决
定批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 ２０１５年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会议审查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的

审查报告，同意区人民政府提交的《关于武汉市

口区２０１４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５年财政预
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区人民政府提

出的２０１５年区本级财政预算。会议听取和审议
冯群翔主任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所作的《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同意报告提出的 ２０１５年总体工作
思路和主要任务。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会议

审议并决定批准《口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

《口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共收到代表

１０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原案）１５件。经大会
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提请大会表决通过，２件议
案列为大会议案：“关于健全‘三方联动’机制，提

高物业服务水平的议案”为本次会议 １号议案，
“关于进一步完善长丰地区保障性住房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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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建设的议案”为本次会议 ２号议案。未
列入本次会议的１２件议案（原案），拟作代表建议
处理。大会收到代表提出的建议 ７３件。大会以
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胡诗云为口区人民法院

院长。

９日
口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全区街道党

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专项述职。区委书记王太

晖主持会议，市委组织部领导到会指导，区委常委，

区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会上，１１位
街道党工委书记分别作述职发言，总结抓基层党建

工作的经验，同时查摆问题、分析原因，提出下一步

整改思路和措施。会议特别邀请部分“两代表一委

员”、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参会，就各自关心的

问题现场发问，与每位述职的书记互动交流，并现场

进行民主测评。

１２日
口区政府召开区政府常务（扩大）会，研究部

署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工作，区

长景新华主持会议。会上专题研究部署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工作，通报全区 ２０１４
年开展严肃财经纪律等五项检查情况，部署本年开

展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专项检

查工作。

１９日
口区委中心组专题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一书。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区委常委，区人

大、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

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参加学习。

２１日
口区委、区政府召开全区“十三五”规划编制

工作部署会，全面启动规划编制工作。

２６日
口区政府第 １０２次常务会议原则同意本

区申报创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度全国（省）科普示

范区。

３０日
口区委十一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

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议程为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全面部署２０１５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书面
审议《中共口区委常委会向区委十一届七次全会

的工作报告》。汉正街、长丰街、区统筹办、区城改

办、区建设局、区化工专班作交流发言。十一届区委

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会议，区纪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是月

口区韩家墩云鹤社区、汉水桥营业北社区被

评为湖北省“科普示范助力新社区”。

２　 　月

１日
凌晨，武汉普降中到大雪，为保证市民安全出行

和车辆通行安全，口区城管委迅速开展融雪保桥

应急行动，共出动人员５４２０人（次），出动车辆１５２
台次，使用工业盐２５０吨，使用草垫２８００张，确保
主次干道无积雪、无泥浆，道路干净。

７日
口区委、区政府领导王太晖、景新华、刘红鸣、

余力军、许以华、张勇强、潘利国、程宏刚、刘传实

地调研武汉四中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场馆建设及

周边环境整治、长丰大道高架、宜家购物中心、福利

养老大楼等４个在建重大项目，查看项目进展情况，
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９日
口区召开“胶囊房”整治工作调度会，传达２

月７日武汉市“胶囊房”整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通
报前期“胶囊房”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分析当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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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存在的问题，部署下一步工作。按照全市统一部

署，从１月１５日开始，本区对辖区“胶囊房”进行拉
网式排查，逐一登记造册。截至１月２１日，共摸排
出疑似“胶囊房”４８０户，其中区房管局认定３６１户。
经过整顿，已取缔关停“胶囊房”５８户，整改规范９８
户，自拆转向１４户，占纳入整治数的４７％。

１２日
口区政府召开常务（扩大）会，部署节前及节

日期间重点工作。

１３日
口区纪委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

纪委全会精神，总结回顾２０１４年全区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研究部署２０１５年工作任务。

１４日
口区被授予“湖北省学前教育示范区”称号。

１５日
口区政府召开十四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

暨廉政工作会议。会议专题研究部署２０１５年重点
工作及政府廉政工作。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强化“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着力营造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严肃责任追究”

“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等观点，坚持“五个必须、五个决不允许”，突出

抓好政府廉政建设中征收拆迁、土地出让和项目审

批、工程招投标、专项资金管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

业监管、招商引资、各种执法领域等七个重点。

２５日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区委书记王太晖先后到
汉正街、长丰街、开发区、化工专班看望慰问一线干

部职工，并与党政班子成员座谈。

△口区召开党政联席会，研究部署近期重点
工作。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区委常委、区人大主要

领导、区政府副区长参加会议。

２６日至３月３日
口区领导王太晖、景新华、冯群翔、国洪河、刘

红鸣、许以华、苏海峰、张勇强先后走访慰问宜家家

居、武汉地铁集团、武汉天然气、湖北省石油、工贸家

电、中百仓储等１５家辖区重点企业，了解企业发展
情况，倾听企业诉求。

２８日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

上，崇仁路小学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单位”

称号，首次迈入国家级文明单位行列。同济医院继

续保持“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３　 　月

５日
武汉市“三五”学雷锋志愿服务集中行动暨

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志愿者选拔活动启
动仪式在口区举行。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

网信办、团市委、武汉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办的武汉市

“三五”学雷锋志愿服务集中行动暨２０１５年世界中
学生田径锦标赛志愿者选拔活动启动仪式在武汉四

中举行。

１０日
口区领导王太晖、景新华、刘红鸣、许以华、

张勇强实地查看了江发路两侧园林景观提升，张

毕湖公园建设，竹叶海路、广华路、张公堤绿道建

设，方圆钛白粉厂绿化建设，以及重点园林绿化项

目拆迁进展情况。区领导要求，要围绕宜家项目

周边区域生态建设、园博园周边环境整治提升、中

田赛园林景观建设、绿道系统规划建设等特色项

目扎实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全区园林绿化水平，加

快建设美丽生态口。

１１日
口区召开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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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２０１４年度全区安全生产暨消防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工作者，总结２０１４年工作，部署２０１５年工作。

１４日
口区领导王太晖、刘红鸣、许以华、苏海

峰、彭前旭、张勇强、潘利国、程宏刚实地调研福

利养老大楼、武汉四中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场

馆建设及周边环境整治、汉宜路片等重大项目，

查看项目进展情况，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１８日

△武汉市委常委冯记春、市政府副秘书长姜
铁兵到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实地考察汇丰企业天

地电子商务大楼，以及裕农网、酒仙网、千里马、

武汉企派、永乐生活等互联网企业，并与部分企

业家代表座谈。区领导景新华、苏海峰、郭建敏

等参加调研。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召开汉正街·武
汉中央服务区２０１５年工作动员部署会，区“四大
家”相关领导、各指挥部指挥长等参加会议。会

上，部署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 ２０１５年重点
工作，汉正街、区公安分局、红燕社区以及银丰

片、汉正街东片、长江食品厂东片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作大会发言。

２０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口区委党校对３５岁以下考录公务员和优秀

军转干部共计７１人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分１２期
利用周末时间学习。此次培训由区人力资源局、区

行政学校联合举办，时间从３月至１２月，将围绕知
识素养与能力提升、经济文化研究、社会治理与依法

治国、职业道德教育四个方面开展学习研讨活动。

培训旨在加快提升年轻公务员的理论素养和能力水

平，增强干事创业本领。

２２日
在第２３届“世界水日”及第２８届“中国水周”

来临之际，武汉市湖泊局与口区水务局联合在竹

叶海湿地开展“节约水资源，保障水安全”为主题的

志愿者活动。

２４日
口区委副书记刘红鸣、副区长尹天兵召集区

公安分局、消防大队、安监局以及长丰街、辖区派出

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召开长丰地区“三合一”消

防安全综合整治会议。会议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

通力协作，进一步提高工业园消防标准，确保各项安

全措施执行到位；扎实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为开展综

合整治营造良好的氛围。

２５日
口区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报告会，

特邀湖北省审计厅经济责任审计局局长刘永庆作题

为“关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几个问题”的辅导报

告。报告重点阐述新常态下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对

全区领导干部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六条意

见”精神，强化廉政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强化经济责任意识、提高履行经济责任能力具有教

育和启示作用。

２６日

△口区召开城建工作会议，研究部署２０１５年
城建工作。会上区城管委、区园林局、长丰街作交流

发言。２０１５年全区城建计划共安排项目１５６项，包
括道路交通项目７９项、城管设施项目１２项、水务建
设项目１７项、园林绿化项目４３项、房管维修项目５
项，总投资４６４亿元，其中，市级资金３３９３亿元，
区级资金１２４７亿元。

△口区召开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会
议，明确工作任务，对撤并和新组建部门进行调整安

排。会议要求，要紧抓重点，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和机构改革。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批复

的《口区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和

任务分工，围绕职能转变、机构改革、人员编制三个

重点，积极推进区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

是月

口区纪委按照“精简、效能、内涵式”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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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整合减少内设机构３个，区纪委纪检监室由原
来的１个增加到４个，从事执纪监督的人员均越过
区纪委总人数的８０％。

４　 　月

２日

△在湖北省召开的“五好”县级工商联建设
推进会暨商会建设工作会议上，区工商联被授

予“湖北省 ２０１４年度‘五好’县级工商联”荣誉
称号。

△口区委中心组开展《习近平关于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集中学习研讨活

动，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余力军，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海峰，区人大副

主任刘国利，区政协副主席郭建敏分别作主题发

言，其他区委中心组成员也围绕研讨主题交流心

得体会。

７日
口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在口区司法局挂牌

成立，成为武汉市首家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该

中心依托法律援助中心，整合司法行政职能，统筹普

法宣传、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等资源，努力为群

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１０日
口区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报告会，

特邀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作题为“‘十

三五’经济发展环境特邀条件与趋势特征”的专题

辅导报告，针对“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的六个重大

问题，着重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中国经济的发

展条件、“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征以及需

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于全区党员干部准确把握经

济新常态，做好“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推进本区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１５日
口区举办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集中教育培训

班，全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培训。此次培训，

区委将集中六天时间，分三期对全区约５６０名领导
干部进行专题培训，培训对象包括各街道、区委各部

委办、区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及直属企事业单位、各

人民团体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全区纪检监察干部，

培训方式包括专题报告、分组讨论、大会交流、观看

专题片等。

２５日
口区首届“汉江杯”校园足球联赛在口汉

江湾体育公园拉开序幕，共有３７支球队参赛，运动
员计４００人。

２７日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教育部规划课题《优
质均衡视域中的融和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论证会

在口区教育局举行。

△口区公共卫生服务大楼正式对外营业。该
楼位于口区易家墩街工农路６号，共２４层，总面
积２１２８５２５平方米，区妇幼保健院、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区计生服务站和易家街社区服务中心等４
个单位在此办公。

２８日
口区在区行政中心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表彰大会，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２００余名职工
代表参加大会。

２９日
口区委召开党建工作会议，全面部署组

织、宣传、统战工作。会议要求，全区党员干部一

定要深刻认识抓好党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

使命，是推进口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党建

工作实现自身再突破的迫切要求，做政治上的清

醒人、明白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一心

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党建，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落到实处。

３０日
武汉荟聚购物中心盛大开业，宜家全球总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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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泰格纳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５　 　月

４日
△口区汉正街团工委被共青团中央授予

２０１４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成为武汉
市唯一获此荣誉的团组织。

△口区纪念五四运动９６周年、建团９３周年
大会暨区青联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

会议号召全区广大青年与口同呼吸、共命运，在各

个领域、各条战线激情奉献、争创一流。

７日
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周元到武汉四中专题调度

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第二届亚洲中学
生田径锦标赛筹备工作。

１１日
口区接受国家级中医药先进单位复核检查。

１３日

△口区区政务中心自行车办卡窗口正式启
用，且运行良好。本区作为武汉市首批选定３个区
级政务中心办卡点之一。此窗口的设立，让市民办

理武汉环投公共自行车租车卡更加便捷。

△武汉市市长万勇率市重点办、市发改委等２０
家市直部门和单位到口区考察调研，并实地考察

汉江湾体育公园、宜家购物中心、国家电子商务示范

基地等项目运营建设情况，听取口区关于经济和

城市两个“升级版”，以及“绿道年”“路网年”“停车

场年”建设等工作的汇报。

△口区委向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
人、无党派代表人士通报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的情况，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座谈

会上，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

士就落实“两个责任”的措施办法，广泛开展理想信

念教育，进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的学习，从源头预

防腐败，树立先进典型，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等方

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１４日

△口区政府区长景新华调研本区健康产业发
展情况，实地走访美年大健康口店、华美整形医院

和同心健康产业园，并与远大医药、兰卫医学检测、

海王星辰健康药房、馨禧月母婴专护等企业座谈。

△口区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报告
会，特邀武汉市安监局局长李上玉作题为“安全责

任重于泰山”的专题辅导报告。报告全面阐述安全

生产工作，对增强全区党员干部安全生产法治观念，

提高本区安全生产法治化水平具有指导意义。

１５日
口区总工会在武汉琴台大剧院举办“纪念抗

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慰问演出活动”，区“四大家”领
导及全区５３家单位共计１５００名职工观看演出。

１８日
第九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在国博中心开

幕，此次中博会首次专设电子商务展区，口区国家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组团参展，展区面积１０００平方
米，由跨境电商、涉农电商、大学生创新创业等七大

板块组成。中百商网、酒仙网、千里马、永乐生活等

２０余家辖区电商企业参展。

１９日

△口区召开卫生计生工作暨出生人口性别比
综合治理工作会议，表彰２０１４年度全区人口计生工
作以及打击“两非”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部署２０１５年工作。区领导景
新华、潘利国、刘国利、刘传、田超英参加会议。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第五期区管干部进修班
在区委党校开班，３８名副处以上干部学员参加为期
五周的培训学习。为进一步提升干部学员们的理论

素养和能力水平，区委党校精心选择邀请到市区各

级领导、大专院校知名教授和省市党校系统专家为

学员们授课。在教学方式上，区委党校将大量采取

现场教学、模拟教学、互动教学和案例教学等接地气

的教学方式开展教学。同时，结合区情，将组织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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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区政府关注的重点课题开展课题研究，开展

“我为口‘十三五’规划献一策”活动。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彭前旭代表区委作学习动员。

２４日
口区领导王太晖、景新华、许以华、苏海峰、张

勇强、潘利国、程宏刚等到武汉四中实地查看田径场

和训练馆建设、钟楼教堂修缮及园林绿化项目施工

情况，现场调度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场馆建设。

２８日
口区召开电子商务产业工作推进会，全面推

进“互联网＋”产业培育工作，促进口区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

２９日
中央文明办发布５月“中国好人榜”入选名单，

普爱医院护士高秋玲光荣上榜。当年４月１０日，在
泰国旅游的高秋玲遇到游客溺水，立即施救，对其进

行心肺复苏，帮助溺水者脱离生命危险。她的大义

之举赢得中外游客的一致称赞。

６　 　月

１日
武汉市政协主席吴超来到宗关街申新社区，开

展“青春同行·阳光伴飞”慰问困境未成年人活动。

２日
口区政府区长景新华到区委党校为区委十一

届第五期区管干部进修班全体学员作“口区发展

形势和思路”专题讲座。

５日
口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

６日
口区领导巡查高考考点组考工作。本年区内

共有３７８８名学生参加高考，分布在十一中、二十六

中、四中、十七中四个考点。

８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英姿专题调度２０１５

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第二届亚洲中学生田径

锦标赛筹备工作。

９日
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揭幕。该展示中

心位于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建筑面积１４８０
平方米，由非遗展示厅、互动体验厅、多功能厅和大

师工作室组成，囊括了木雕船模、老大兴园
"

鱼制作

技艺、小口径瓶内画技艺等１６项国家、省、市、区级
重点非遗项目。该馆采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

段，多视觉、全方位呈现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是目前全市面积最大、项目最多、功能最全、形式

最新颖的非遗展示场馆。

９日至１０日
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举行测试赛，口区中

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武汉四中举行。作为２０１５年
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第二届亚洲中学生田径锦

标赛的测试赛，此次运动会共有辖区６４所中小学校
的１０００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器材、技术规则、中英
文解说、评判仪器设备等全面仿真中田赛标准，近

９０名裁判员与３８０名中田赛志愿者也“实战”上岗。
本次测试赛全面检测场馆设备运行情况，为进一步

完善中田赛组织工作，确保赛事成功举办奠定良好

基础。

１１日

△口区政府组织召开１月至５月群众投诉办
理工作问题分析会，分析１月至５月全区群众投诉
办理工作情况，对办理不规范、群众满意率低等问题

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口区召开防汛排渍工作会议，传达市防
汛水务工作会议精神，通报本区水情和汛情，部

署２０１５年防汛排渍工作。区长景新华参加会议
并讲话。

△口区举行爱岗敬业模范先进事迹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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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表彰全区２０１４年度爱岗敬业模范，并为受表彰
模范颁奖。下一步，本区将继续组织媒体采访，举办

座谈会、报告会，以多种形式宣传先进事迹，弘扬干

事文化，鼓舞全区广大干部职工以先进典型为榜样，

恪尽职守，勇于担当，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

态口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１３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潘利国、程宏刚到武汉四中

专题调度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第二届
亚洲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筹备工作。

１４日
“法治语境下反贪侦查工作转型发展高端论

坛”在武汉召开，来自最高检反贪总局、公安部法制

局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及国内理论界著名专家学者与

武汉市两级检察机关围绕“反贪侦查工作转型发

展”主题进行深入研讨。口区检察院干警马翔应

邀参加论坛并作交流发言。

１６日
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胡曙光到

口区开展“三严三实”专题调研，实地考察武汉

四中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场馆、口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武汉荟聚购物中心、汉江

湾体育公园等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听取口区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展情况，以及基层代表对

领导干部践行“三严三实”、加强作风建设的意见

建议。

１９日
口区政府区长景新华到长丰街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调研，听取村级组织软弱涣散问题整改

工作情况、“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展情况，以及对

领导干部践行“三严三实”、加强作风建设的意见

建议。

２３日
口区检察院档案工作顺利通过湖北省特级复

查，成为本年全市检察系统中第一家通过档案工作

目标管理省特级复查单位。

２６日
口区政府区长、依法治区（普法）领导小组

长景新华为“口区江城壹号法治文化教育基地”

揭牌。

２７日
武汉市政府市长万勇到口区实地调研汉正

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现场查看汉正街东片项

目拆迁进展情况。截至当日，汉正街东片项目已完

成签约４５４２户，签约率达９６％，完成拆迁２５万平方
米，预计年底完成签约工作，力争年内实现分期供

地。万勇市长对汉正街东片项目进展情况给予高度

肯定，他要求，实施汉正街搬迁改造是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需要、改善群众生活品质的需要、传统商

业业态转型升级的需要、提升城市功能水平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的需要，口区要明确目标，突出重点，

加快拆迁、加快供地，并将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同步规划、通盘考虑、统筹推进。要强化责任，

落实任务，继续坚决彻底禁货，支持汉正街控股集团

持续发展，抓紧制定银丰片两处文物保护方案并及

时组织实施。

２８日
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第二届亚洲

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武汉四中开幕。世界中学生

体育联合会主席劳伦特·佩楚卡，亚洲中学生体

育联合会主席杨立国，武汉四中校友、“杂交水稻

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出席开幕式。武汉

市政府市长万勇宣布开幕。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

赛是世界中学生体育联合会举办的世界性中学生

田径比赛，每两年举办一次，以团体赛为主，并要

求参赛选手必选兼任一“田”一“径”两项比赛，弘

扬“青春、健身、拼搏、友谊”的体育精神。此次该

赛事在武汉举行，是其首次走出欧洲、走进亚洲。

本次赛事将从６月２８日持续至７月１日，共有来
自欧洲、北美洲、南美洲、亚洲的２９个国家和地区
代表队参加，来汉运动员、教练员及各级官员共计

６００余人。开幕式以“我们的世界“为主题，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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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神韵、青春梦想、相约武汉三个部分，充分展

现中国传统文化，增进各国中学生友好交往，共筑

青春梦想。

２９日
２０１５年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校园足球与青少

年发展”研讨会在口举行。

７　 　月

１日

△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昌尔
率检查组到宜家荟聚购物中心检查反恐工作并现

场观看应急演练。宜家荟聚购物中心按照国际领

先标准建设，监控和警报设施完善，每隔 ２７米就
有一个应急疏散出口，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安保人

员在３０秒内就能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张昌尔副
书记对宜家荟聚购物中心的反恐工作给予高度评

价，称赞其安防措施全省一流、全市领先。他建议

省、市有关部门召开现场会，学习推广宜家荟聚购

物中心的工作经验。

△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第二届亚
洲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武汉四中圆满落幕。世界

中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斯提里亚诺斯·达斯卡

拉基斯、秘书长简·库伦，亚洲中学生体育联合会

主席杨立国，武汉市副市长刘英姿、市政府副秘书

长周元出席闭幕式。闭幕式在武汉诗语合唱团

《玛依拉》等歌曲的合唱中拉开序幕，世界中学生

体育联合会秘书长简·库伦致辞，现场宣布比赛

成绩并举行颁奖仪式。在６个组别９９个单项的比
赛中，中国队在世界选拔队男子组、女子组，亚洲

选拔队男子组、女子组 ４个组别上占据金牌榜榜
首位置。武汉市政府向各国代表团赠送纪念杯，

并向世界中学生体育联合会、亚洲中学生体育联

合会赠送印有各国官员签名的瓷瓶纪念品。区长

景新华致闭幕词。闭幕式上还进行了世界中学生

体育联合会会旗交接仪式，下届赛事将由法国南

锡市举办。

△口区委副书记、区总工会主席刘红鸣到区

总工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调研。

２日
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赵显富到口区民政局专

题调研加强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听取区民政局

关于开展履职尽责推进重点工作情况介绍，以及部

分街道、社区、养老机构、服务对象代表对民政系统

履职尽责方面的意见建议。

３日
口区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报告会，

特邀武汉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中国地质大学教

授徐世球作题为“沧海桑田四亿年———武汉环境变

迁”的专题辅导报告。报告从远古洪荒、江湖探秘、

水韵山情、人水和谐四个方面，介绍武汉地质变迁历

史、众多湖泊的形成原因、武汉发展与水的关系、水

资源与水环境保护等内容，对于全区党员干部深刻

理解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建设美丽

生态口的责任意识具有启示意义。

１０日

△“以劳动托举中国梦”武汉劳模先进事迹报
告团专场报告会在口举行。５００余名来自全区的
工会干部和职工代表参加报告会。

△由武汉市政府主办，口区政府、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２０１５年第四届武汉市大学生
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在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

业园拉开帷幕。

１３日

△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纪仁凤、青海省政府副
秘书长巨伟率考察团到口区参观调研韩家墩街

“阳光家园”建设，对基础设施、人员配备、托养工

作、康复训练，残疾人文体活动开展等情况进行实

地考察。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荣到汉正街第一大道
靓仔服装商会，就加强商会组织建设、提升商会服

务能力开展专题调研。湖北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曹

立明，武汉市工商联党组书记耿洪山，口区政协

主席国洪河，区政协副主席、区工商联主席李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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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调研。

２２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就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汉正街调研，

实地查看地铁六号线、汉正街东片项目征收拆迁工

作进展和石码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并召开座谈

会，听取街道、社区、市场、商会代表对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的意见和建议。

２３日
武汉市遭遇大暴雨袭击，武汉市气象台发布当

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市防汛指挥部首次启动二级

排渍应急响应。口区“四大家”主要领导和各街

道挂点常委分别深入宝善、燕山、板厂、劳动、居仁、

玉带等渍水严重的老旧社区、背街小巷以及武胜路、

江发路等重点路段现场指挥排渍工作。相关街道全

体机关干部迅速下到挂点社区，帮助群众清理积水，

排查电器安全隐患，安排专人巡查危房，协助转移受

灾群众，重点做好孤寡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等重

点人群的安置工作，保障居民正常生活。

２８日

△口区委召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工
作推进会，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要求，通报本区典型问题及查

处情况，部署当前和下一阶段工作，进一步强化认

识，传导压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不折

不扣地落到实处。

△口区“四大家”主要领导率相关街道、部门
负责人，分四组到海军工程大学、军事经济学院、空

军后勤部驻武汉办事处、武汉警备区、古田消防中队

等１２家驻军部队进行走访慰问。区领导向部队官
兵致以节日问候，感谢部队长期以来为口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并介绍了口区近年来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和取得的成绩，就进一步做好双拥工作

征求部队的意见和建议。

３１日
口区委常委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

二次专题研学。常委会围绕“严以律己，严守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主题，

就如何“担当负责、争作为、守规矩”开展专题研学。

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学习并讲话。

８　 　月

是月

经口区委、区政府批准，设立口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挂口区质量技术监督牌子，划入

原口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职责。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机关行政编制 ３５
名，设１１个内设机构、２个直属机构、１１个派出
机构，派出机构实行局、街双重管理。同时，区工

商（质监）局下设１个二级事业单位，即质量技术
监督检验所。

６日
口区举办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报

告会，武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学龙就中央统战工

作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

精神作主题报告。

７日
口区委组织区总工会、团区委、妇联、残联、科

协等群团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省、市、区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工作推进会

议精神。

１２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到汉水桥街仁寿社区、韩

家墩街简易社区、古田街古二社区、长丰街长丰社区

实地调研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设和社区“两委”换

届准备工作情况。

１３日

△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胡道银到汉正街都市工业
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调研，实地走访酒仙网、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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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派、千里马、永乐生活、一路乐等电商企业，详细了解

企业经营状况、面临的困难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武汉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喻春祥调研汉
正街综合整治工作，实地查看汉正街警务综合服务

站、即将建设的微型消防站和商户联防情况，并召开

座谈会。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刘菊生

主持座谈会。

△由口区直机关工委组织的“爱岗敬业，创
新立功”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区行政会议中心二楼

第二会议室成功举办。

１４日
口区召开危化品行业安全生产紧急工作会

议，传达中央及省、市关于天津滨海新区“８·１２”危
险品仓库爆炸事故批示指示精神，部署口区下一

步工作。

１８日
口区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全区电梯安全

管理工作会议，传达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万勇在全

市电梯安全工作会议上的指示精神，部署口区下

一步工作。

１９日
口区组织城管、长丰街、国土规划、公安、消

防、交管、卫生、司法及供电、供水等部门２５０余人，
拆除古田四路延长黄家墩片区违法建筑１１０００平
方米，打响全市秋季大型拆违首仗。

２０日

△根据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编〔２０１５〕２９
号通知，原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划为行政职能的事

业单位，其行政职能划转到区政府办公室，原机关

在编参公人员整体划转到区政府办公室。同时，

根据编〔２０１５〕３５号通知，设置口区机关综合
保障中心，为区政府直属正局级财政金额拨款的

事业单位。

△口区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报告
会，特邀湖北省委宣讲团成员、武汉科技大学教授顾

杰作题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贯彻落实‘三严三

实’”的专题辅导报告。报告结合实际提出了如何

践行“三严三实”，推进作风建设，对口区深入开

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具有启发意义。

２１日

△口区古田街建筑工地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
故，造成４死２伤。

△口区被授予湖北省唯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试点区，新合村小学、安徽街小学、崇仁第二小学、

博学初级中学、武汉市四中、武汉市二十九中入选全

国足球特色学校。

２６日
△口区委、区政府召开第十三次重大项目调

度会，专题研究１１３５片搬迁改造项目。区领导王太
晖、景新华、苏海峰参加会议。

△口区政协召开第十三届二十五次常委会暨
区委书记与政协委员座谈会，就“增强中小学生体

质健康”课题进行专题协商。区领导王太晖、国洪

河、刘红鸣、程宏刚参加会议。

２８日
△口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

区经济工作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武汉市委十二届

八次全会暨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动员大会精神，全

面部署下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口区政府区长景新华就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一职教中心调

研，听取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教师代表对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代表反

映公共交通配套、教师职称兑现、学生安全出行、周

边综合治理、教育资源共享、职教作用发挥等方面的

１７个突出问题。

９　 　月

１日
口区宝丰街头北社区被湖北省民族宗

教事务委员会命名为“湖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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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９日

△为进一步巩固口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迎
接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区领导王太

晖、刘红鸣、许以华、潘利国、刘传实地查看园博园

周边道路建设、沿线公益广告宣传，以及丰美社区、

团结社区、园博北社区等保障性住房集中区域文明

创建工作。

△武汉市居家养老医疗卫生签约服务现场会在
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开，各中心城区（功

能区）卫计委分管主任参加会议，区卫计委、汉水桥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作交流发言。

△湖北省长江新里程“关心你的残疾人邻居”
项目———武汉“六角亭街阳光梦工场”项目启动仪

式在六角街学堂社区举行。

１０日
口区企业“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正式实施。

当日，口区政府副区长刘传在区政务中心工商

窗口为申报企业颁发口区首张加载全国统一代码

的“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

１２日
口区直机关工委、区政协文史委、区财政局携

手长江日报、长江网共同举办第８１期“爱上层楼”
读书会活动。读书会特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省统计局副局长、市政府参事叶青以“互联网 ＋与
阅读”为题向广大书友进行讲授。区内３０个机关
单位的８０余名区直机关干部与社会各界书友共
１３０余人参加了读书会。

１５日
口区政府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汽车服务业规

范管理提档升级工作。

１６日
口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团区委联合举办

第七期青年干部跨越论坛，全区８０余名青年干部参
观园博园、竹叶海公园、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

心、宜家家居和荟聚购物中心，进一步加深青年干部

对口西部发展变化的认识，激发大家积极投身

口转型发展的热情。

２４日
口区委召开双月座谈会，向党外人士通报

美丽生态口建设情况。座谈会上，区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就加大宣传

力度，提高居民知晓率和参与率的问题；公园配

套设施建设以及后期管理维护的问题；利用生态

环境打造生态经济的问题；如何平衡东、中、西部

生态环境建设问题；如何在此基础上打造植物基

地的问题等方面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

２５日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隆重开幕。

本届园博会以“生态园博，绿色生活”为主题，园区

位于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核心区，总面积２１３公顷，
有８２个国内城市（含港澳台地区）、１０个国外城市、
４位国际风景园林大师、１２家企业等参建的１１７个
展园以及长江文明馆、国际园林艺术馆等主展馆。

本届园博会于 ２０１６年 ５月闭幕，其间将举办“公
园·生态·生活”高层论坛、“风景园林与美好生

活”专业研讨、参展城市活动周等多项活动。闭幕

后园博园将作为城市公园永久保留，成为广大市民

群众日常休闲、游憩、健身的活动场所。

３０日
口区委常委会围绕“严以用权，真抓实干，实

实在在谋事创业做人，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新形

象”主题开展专题研学。

１０　 　月

１０日
口区政府区长景新华到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调研，参观企业荣誉陈列室和生产车间，深入了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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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项目开发情况和取得的科技成果。

１４日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授奖仪式在京举行，海军

工程大学潜水分队原潜水员官东当选“全国敬业奉

献模范”。自 ２００７年首届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
范”以来，本区全国道德模范已达３人，提名奖１人，
人数居全市各城区首位。

１５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召开区“四大家”联

组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

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研究探讨口

区“十三五”发展思路、发展目标，以及产业转型、城

市功能、生态建设、社会事业等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

的重点任务、重要举措、重大项目。

１８日
按照武汉市委宣传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公园的要求，口区将口公园建设成为本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按照“宣传、互动、展示”的思路，充分发

挥公园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浓郁氛围中的重要

作用，努力营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浓郁宣传氛围。整个主题公园由中国梦、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文明礼仪规范、市民互动区四

大部分组成。

２０日
口区召开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扩

大）会议，贯彻落实省、市关于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的有关精神，研究部署全区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１０月２２日至１１月１７日
口区总工会举办首届职工体育大赛。比赛项

目为篮球和羽毛球两项球类比赛，共有１２５个代表
队计１２００名职工参赛。

２６日
口区委党校举办区委十一届第六期区管干部

进修班开学典礼。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

长、党校校长彭前旭出席开学典礼并做动员讲话。

２９日
口区委召开双月座谈会，就本区“十三五”规

划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

议。区领导王太晖、景新华、苏海峰、彭前旭、刘国利

参加会议。

３０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到汉正街红燕社区、共和

社区、永庆社区，专题调研指导社区“两委”换届工

作。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彭前旭参加

调研。

１１　 　月

２日
口区国税务局委托邮政代开普票代征税款的

第一笔业务在武汉市口区分公司仁寿路邮政所成

功完成，为自然人李女士代开出第一张国税普通发

票，并代收增值税。同时区邮政分公司下设１３个代
开网点正式启动“双代”工作。

３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要求，口

区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社区矫正帮教安置工作领导

小组对区内１３名符合特赦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按
程序上报批准特赦。

４日
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吴一民一行实地查看武汉四

中教育园、宜家荟聚购物中心、有机实业有限公司和

汉江湾体育公园，对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重点提

案《关于建设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的建议》开展督

查暨民主测评。

５日至８日
２０１５年武汉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武汉市第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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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举行，口区第１９次蝉联中学组团体总分冠军。

６日
武汉光彩·杨小玲公益基金会成立仪式在武汉

第一聋校举行。

７日至８日
“汉江湾”２０１５年中国·武汉国际风筝邀请赛

在区内汉江湾举行，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１３
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各地２５支队伍计２００位风筝
高手参赛。

１１日
口区纪委监察局召开全区纪检监察机构改革

工作部署会。会上，正式成立３个综合派出纪工委
和３个重点派驻纪检组，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强调
各单位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

１２日

△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三项党内法
规，即《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主要

精神。

△口区开发区举行招商引资重大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２１个大数据、电子商务项目正式落户口。
至此，口区电商企业数量达到近６００家。

１３日
口区召开平安口建设工作推进会，区领导王

太晖、周付民、许以华、余雅明、尹天兵、丁新超，区法

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参加会议。

１８日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九次
会议。会议审议批准《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１４年度区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

告》《关于竹叶海湿地公园建设情况的报告》，审查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

终止和补选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书面审议

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关于２０１４年度办案
质量检查整改情况的报告。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

任命吴双墩为口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袁兆东为口区人大常委会宗关街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吴茂杰为武汉市口区园林局局长，

免去吴红口区人大常委会宗关街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职务。

△为深入贯彻落实平安口建设测评工作任
务，口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召开平安口建设测评

工作动员部署会，所属４４家区直机关单位的党组织
书记参加了会议。

１８日至２０日
全国工会行业集体协商工作座谈会在福建厦门

召开。口区总工会代表湖北省武汉市在会上作交

流发言。

２０日
口区委党校在区工商局会议中心举办全区基

层党校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理论骨干培训

班，全区各基层党校理论骨干和口区第一期年轻

公务员跟踪班学员共１２０余人参加了培训。

２１日
口区委常委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交流。

２７日

△口区委召开双月座谈会，向区各民主党派
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通报平安口建设工作的

情况，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

△口区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报告
会，特邀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党校教授赵静作“推

进五大发展，决胜全面小康”专题辅导报告。

１２　 　月

是月

口区委党校新办公大楼全面竣工并正式投入

使用。此大楼于２０１３年９开工，历经２年多的建设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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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１日

△口区政府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专题研究
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稿）》和《口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会议

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报告和纲要，要求进一步修改完

善，为提交区“两会”审议和协商做好准备。

△口区召开“三严三实”专题交流座谈会，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的新精神新要求，集中交流前期开展专题教育

的做法和体会，研究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深入推进全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３日

△在全省第五次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口区残联劳服部主任俞风获

得“全省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福泽残疾

人工业园获得“全省助残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口区举行区直机关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精神专题报告会，特邀省委宣讲团成员、区人大教

工委副主任吴双墩以“创新，决战小康致胜法宝”为

题作专题辅导报告。区直机关单位以及街道、社区

基层宣讲员２００余人参加报告会。

４日
口区２０１５年“１２·４”国家宪法日暨法治宣

传日活动在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

８日
口区委召开双月座谈会，向区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主要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征求对 ２０１５年
《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９日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次会

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区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议案和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

告》，听取《口区“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情况报

告》，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评议小组《关于对区发

改委开展工作评议的报告》，表决通过对区发改委

的评议意见。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口区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草案）》，讨

论提交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有关

文件及各项名单（草案）。会议决定有关人事任免

事项。

１１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带领全区１１个对口扶贫单

位负责人前往黄陂区罗汉寺街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１５日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区会议

中心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口区科协第八届委员

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口区科协第九届委员会。

１６日
口区直机关工委在区财政局举办主题为“学习

工作化，工作学习化，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的创建学

习型机关暨读书交流会。区直机关各单位基层党组

织书记、党支部学习委员共７０余人参加了会议。

１６日至１８日

△口区举办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培训班，特邀

省委党校教授舒艾香、任大力、徐仲韬分别作学习辅

导报告。区“四大家”领导班子成员，各街道、各部

门和各单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全区纪检监察干

部分三期参加培训。

△口区委党校对区内５６０名副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进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的专题学习培训。区委书记王太

晖、区纪委书记余力军以及特邀湖北省委党校教授

分别作了专题报告。

１８日

△口区政府党组召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一
岗双责”和主体责任工作会，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

景新华讲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党课，并与参会人员开

展集中廉政谈话。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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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直机关“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跳绳
比赛在武汉市第四中学室内体育场馆成功举办，２１
个区直机关单位、约２００人踊跃报名参加此次活动。

２２日
△口区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议程为深

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

委、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今后一个时期

本区人大工作。

△武汉市召开争创民族团结模范经营户活动总
结表彰会，口区流动少数民族经营户韩国元、法付

闯、韩云３人被武汉市民宗委授予“全市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经营户”的荣誉称号。

２６日
口政务微博＠口发布被人民网评为全国十

大发布之一。截至年底，“口发布”在人民网站上

共发布信息１２５９１条，其中反映全区各部门工作动
态的为１２０６条。

２９日至３１日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

开，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２１８名人大代表齐聚一堂，
共商口发展大计。区长景新华代表区政府向大会

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书面报告《口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口

区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２０１６年计划
草案的报告》《口区关于２０１５年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和２０１６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口
区第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议案和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的报告》。大会表决通过《大会选举和表决办法》。

３０日
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开幕，来自全区２６个界别的２７０多名政协委员围绕
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协商议政、建言献策。３０
日，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会议期间，审议通过区政协

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

告和《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

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健康产业升级，加快‘环同

济健康城’建设的建议案”；列席口区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并协商讨论口区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提案

和建议案办理情况的通报、区法院工作报告、区检察

院工作报告、区财政预决算报告、关于口区２０１５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２０１６年计划草案的报
告。会议选举产生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大会期间共收到提案

１４４件，其中党派团体提案１２件，提案委员会将根据
提案工作细则审查立案后交有关部门办理。

３１日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会议听取和审议景新华

区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区政府２０１５
年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１６年工作意见，决定批
准这个报告。会议审议并同意《口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决定批

准这个规划纲要。会议审议并同意《关于武汉市

口区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２０１６年计
划草案的报告》，决定批准区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６年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会议审议并根据大会财

政预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同意《关于武汉市

口区２０１５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６年财政预
算（草案）的报告》，决定批准区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６年
区本级财政预算。会议听取和审议《口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区人大常

委会２０１５年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１６年总体工
作思路和主要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会议审议

并决定批准《口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口区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共收到代表１０人以
上联名提出的议案（原案）１２件。经大会议案审查
委员会审查，提请大会表决通过“关于加快汉江湾

古田生态新城建设的议案”“关于改善老旧小区居

民生活环境的议案”列为大会议案。未列入本次会

议议案的，拟作代表建议处理。大会还收到代表提

出的建议７０件。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纪跃
辉、李鹏杰、姜文舫为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选举万诗雄为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余国成）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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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综 述

概 述

【基本情况】　口区位于武汉市汉口西部，东接长
江，以青年路、航空路、民意四路、满春路为界与江汉

区毗邻；南濒汉江，与汉阳区隔水相望；西抵舵落口、

额头湾；北至张公堤与东西湖区接壤。２０１５年，全
区土地面积 ４１４６平方千米。全区户籍总人口
５２６４９４人，其中，农业人口 ５８７人，非农业人口
５２５９０７人，有汉、回、满、土家等２７个民族。区辖１１
个行政街道，有１２７个社区居民委员会，１个村民委
员会。

２０１５年口区街道基本情况简表

街道名称
面　积

（平方千米）

人口

（人）

社区居民

委员会

（个）

村民

委员会

（个）

易家街 ８８０ １２３３１ ４ １
古田街 ５２２ ６４９９９ １３ —

长丰街 １０１７ ２７６２５ １５ —

韩家墩街 ４５９ ６４４８４ １１ —

宗关街 ３７１ ４９２６９ １１ —

汉水桥街 ２６４ ６０６４０ １３ —

宝丰街 １８８ ５３２０７ １０ —

荣华街 ０８１ ４３１５４ １０ —

汉中街 １３３ ４９２７３ １１ —

六角亭街 ０７４ ３０３８５ １０ —

汉正街 １５７ ７１１２７ １９ —

【自然环境】　口区地处江汉冲积平原，无丘陵山
坡，地形平坦开阔。历史上原为河湖水域，芦苇丛

生，经汉江入江口变迁，河沙冲洗，沙土逐步堆积、填

充形成陆地，地面标高１９至２２米。

口位于汉江和长江的汇合口，是汉口的发源

地。境内得水之利，自然形成港埠，商贸始盛，人丁

集聚，遂形成十里长堤和正街（汉正街）。近代，境

内汉江沿岸帆船林立，码头排列，商贾云集，货达三

江。京汉铁路开通后，境内建有玉带门、汉西车站。

１９０７年，拆汉口城垣，修筑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
１９２４年，修建汉宜公路，打通口西大门，构成水陆
交通重要枢纽。至２０１２年，区境形成三环线、汉西
路二环线、沿河大道、解放大道、建设大道、中山大

道、京汉大道等快速路１条、主干道１８条、次干道
２２条、支路６８条，轻轨１号线贯通全区，汉江上６座
桥梁连通汉阳，口成为武汉市重要交通咽喉。

口的气候特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

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降水充沛；雨热同期，无霜期长

（２４０天）。春秋各６０天，夏季最长为１２５天，冬季
为１２０天。常年降雨量１３００毫米左右，降雨集中
在每年６月至８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４０％。

【建制沿革】　明代中叶，口境内始有人定居，实
为汉阳城外的一片芦荻漫滩。明嘉靖年间，汉阳府

在汉口镇设立巡检司，但司署仍设在汉阳。清康熙

年间，汉口巡检司由汉阳迁至汉口，汉口从行政管理

上与汉阳正式分离。清末，汉口设置为夏口厅。民

国元年（１９１２年），夏口厅改为夏口县。１９２６年１０
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汉，在夏口县区域内设立

汉口市，区内建置沿革便反复隶属于汉口市政府和

汉口特别市政府。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６日，武汉解放。７
月，中共武汉市第二区委员会成立。１９５０年１１月，
武汉市第二区人民政府成立，管理口片区。１９５２
年６月，武汉市第二区改称口区，辖街道人民政府
２０个。１９５４年，街道人民政府改为街道办事处。

·５４·



１９５５年３月，口区人民政府改称口区人民委员
会。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口区人民委员会改
为口区人民公社。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口区人民公
社撤销，恢复口区人民委员会。１９６８年３月，成
立口区革命委员会。１９８０年２月，撤销口区革
命委员会，恢复口区人民政府。

国 民 经 济

【国民经济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完成生产总值
５４７６亿元，按可比口径（下同），比上年增长
７２％，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２９８７亿元，增长
２３％；第三产业增加值 ４１７７３亿元，增长 ８８％。
第二、第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２５６∶７４４调整为
２３７２∶７６２８。年末全区登记失业率３８％，比上年
增加０４个百分点。全年新增就业人数５３４万人。

【工业】　２０１５年，口区完成工业增加值６２８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２２％，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
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非国有
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４００２亿元，下降
２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工
业增加值５６１亿元，增长１３５６％；股份合作企业、
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和其他经济类工业企业

完成工业增加值 ３９５８亿元，下降 ３２％。全年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产值）１４６０８亿元，
下降５２％。截至年底，全区共有个体私营工业企
业３０４６个，从业人员１８２０３人。

【建筑业】　２０１５年，口区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
建筑企业１９３个，从业人员７８６５人。全年有资质
的建筑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４５９５１亿元，比上年
下降 ８５％。完成建筑业增加值 ６７亿元，增长
１５％。建筑施工企业施工工程质量优良品率达
３２４％，建筑业劳动生产率 １５３９万元／人，增长
１３％。全年房地产投资 ３１８３５亿元，增长 ３８％，
其中经济适用住房开发投资２０亿元，下降５４２％。
全年建筑企业施工项目３７个，竣工项目３３个；施工
面积２８５７１万平方米，下降５５１％，竣工备案面积
７６３４万平方米，下降２３４％。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１５年，口区完成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 ３９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２％。按
产业构成分，第二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９８亿
元，下降 ５８９％；第三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３８８６２亿元，增长 １７３％。第二、三次产业投资
之比为１∶９９。

【国内贸易】　２０１５年，口区完成批发和零售业增
加值１４１６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６％。全年商业企
业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６７７６亿元，增长
１０３％。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３２２４亿
元，增长４８％；限额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额完
成２３５５２亿元，增长２５２％，其中，限额以上批发
零售贸易业完成零售额 ５１８２７亿元，增长 ４８％；
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完成零售额１３９７亿元，增长
４２％。截至年底，全区共有注册商品交易市场９４
个，商业从业人员１０万人。

【对外经济贸易】　２０１５年，口区完成外贸出口
创汇总额４５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９３％。全年
直接利用外资６０７亿美元，增长２８６％。全区累
计批准三资企业３０５个，其中２０１５年新增三资企
业３个。

【财政收入与支出】　２０１５年，口区实现全口径财
政收入８８４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占全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１５６％提高至１６１％。全年
实现公共财政收入３９２４亿元，增长１２１％。全年
财政支出４１６６亿元，增长１５６％。

社 会 发 展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２０１５年，口区共植树
１２８万株，市区垂直绿化 １１００米。全区新增公
共绿地面积 ７０３７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１２５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３９％。全年治理
污染源１０００个。全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
效声级为 ５４９分贝，比上年上升 ０２分贝，区域
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二级，评价为较好；昼间

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６９９分贝，与上年
持平，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二级。全区道路

清扫面积 １０８７７６万平方米，垃圾清运量 １２００
吨／日，“门前三包”覆盖率９８％，环境卫生管理达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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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率８５％。

【教育】　２０１５年，口区共有幼儿园６０所，在园幼
儿１５２０９人，比上年增长１１％；小学４１所，在校学
生３１９６４人，增长３１％；普通中学２３所，在校学生
２１３４３人，下降２６％；中等职业学校２所，在校学
生４２５２人，下降７３％。６周岁—１１周岁人口入学
率１００％，１２周岁—１４周岁人口入学率１００％。小
学在校学生无辍学，初中在校学生辍学率００２２％。
初中毕业生合格率 ９９２％，高中毕业生升学率
９７２％，其中一批本科上线９９８人，比上年增加２７１
人，本科上线２３５３人，增加２２９人。

【科学技术】　２０１５年，口区共有科研机构１３个，
全年实施科技计划项目２９项。全年专利申请３６５
项。截至年底，全区累计获批高新技术企业３４个，
全年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８４１９亿元，下降
６４％。国家级孵化器（武汉三新新材料科技企业
孵化器）１个，全年新增孵化面积５８９万平方米，截
至年底，孵化器总面积达２９６８万平方米。全年技
术市场签订各类技术合同９６项，合同成交额３０５
亿元，增长１３％。

【文化】　２０１５年，口区共有区属文化事业机构５
个，其中，文化馆１个，图书馆１个，藏书２３万册，从
业人员５５人。全年开展大型群众文化活动１５８项
（次）。投资 ５００多万元，建成全市首家非遗博物
馆———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全年文化市

场管理稽查覆盖率达１００％，音像制品案件查处率
１００％。

【卫生】　２０１５年，口区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３１１个，其中，医院４３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０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１７个，其他医疗卫生机构２３１个；
有卫生技术人员医护人员１６００４人，其中执业医师
５２２７人；有医院病床１１５７３张。平均每千人拥有

医生９人、拥有医院病床１３５张。全年法定报告传
染病发病率为４２９２８人／１０万人，儿童免疫接种率
９６２５％，食品卫生监督覆盖率１００％。

【体育】　２０１５年，口区共开展大型群众性体育活
动２６次，参加活动人员１５万人。体育人口达到４４
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６２１％。承办市级年度青
少年射击、田径、羽毛球比赛。组队参加省运会青少

年乒乓球比赛，获９枚金牌，参加全市青少年年度体
育比赛，获田径、摔跤、乒乓球、羽毛球、国际象棋团

体总分第一。协助教育部门做好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
生田径锦标赛。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３３６５５元，比上年增长９％。全区参加社会养
老保险单位４７６３户，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职工２４４１
万人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单位４８１３户，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人员 ４９６７万人次；参加失业保险单位
４４８８户，参加失业保险职工１５０５万人次；参加工
伤保险单位４６８４户，参加工伤保险职工１６９６万
人次；参加生育保险单位４７１９户，参加生育保险职
工１７０３万人次。全年共１１３６万户次城区居民享
受最低生活保障补贴，下降 ６７％，计 １９３９万人
次，下降１１７％，生活保障费实际发放金额８６２９８７
万元，减少６６４６４万元。发放水费、电费等各项补
助２６４１７万元。全区人口出生率 ９７９‰，人口死
亡率７８９‰，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９１‰，符合政策生
育率９２７８％。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共有各级文明单
位、文明街道、文明社区及文明诚信市场３１１个，其
中，国家级文明单位２个，省级文明单位２２个，省级
文明社区５个，市级文明单位７２个，市级文明街道
８个，市级文明社区５９个，省级文明诚信市场５个，
市级文明诚信市场８个。

（曹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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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口区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５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中共口
区委员会（简称口区委）牢牢扭住转型发展主题，

大力弘扬“不畏艰险、敢于担当，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团结协作、众志成城，锲而不舍、善作善成，人民

至上、倾力服务”的口时代精神，持之以恒推进

“三件大事”，锲而不舍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功

能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全面完成全年主要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全面完成“十二五”目标任务，认真谋

划“十三五”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振奋的新

成就，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奠定更加

坚实的基础。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根据
中央及湖北省、武汉市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本区６９
个区直单位（机构改革后为６６个），５０５名区管干
部、２９名市管干部全部参加了“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区委高度重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切实把专

题教育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活动期间，全方

位深入查找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不严不实”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经过对收集到的意见逐条分析，形

成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不严不实”突出问题清单

１１项；１１名区委常委共深入基层单位开展专题调研
８６次，其他区级领导开展专题调研９５次，区直各单
位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分管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８２４
次；区委常委带头讲专题党课２６场，其他区级领导

讲专题党课１４场，区直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讲专题
党课３６２场；区委常委会及区直各单位按要求全部
完成３次专题研学；区人大、政府、政协及区直各单
位领导班子成员围绕“三严三实”主题，全部完成３
次专题研讨。

区委将“不严不实”突出问题整改与教育实践

活动整改落实、电视问政承诺整改、区政府“十件实

事”、社区“两委”（社区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和社区

居民委员会）换届等重点工作相结合，从严从实抓

好整改落实。一是立说立行，推进专题教育边查边

改。区委围绕梳理查摆出的“不严不实”突出问题，

逐项明确责任分工，制定整改措施，扎实推进边查边

改。二是持续用力，深化群众路线整改落实。坚持

“群众认可、组织认可”的原则，制发《全区教育实践

活动整改任务销号办法》，对各级领导班子整改方

案和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整改措施确定的整改任务，

全面实行项目化推进和销号管理。三是履职尽责，

落实基层党建主体责任。按照市委统一要求，区委

主要领导就抓好２０１５年全区基层党建重点工作，认
真开展公开承诺和履职践诺。四是重视基层，健全

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区委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直接联

系群众工作，将相关措施具体化制度化，研究制发建

立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常态化机制实施方

案，确保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常态长效。

【区委十一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

会议】　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０日，口区委十一届七次全
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届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全面部署２０１５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工
·８４·



作，书面审议《中共口区委常委会向区委十一届

七次全会的工作报告》。全会充分肯定区委十一届

五次全会以来区委常委会的工作。全会指出，做好

２０１５年工作，首要任务是深刻认识新常态，认真把
握新要求，真正做政治上的清醒人和明白人。２０１５
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积极适应新常态、着力打造新

作风、奋力推进新发展，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到守规

矩、勇担当、有作为。

【区委区政府工作会议】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口召
开区委区政府工作会议，进一步总结２０１４年工作，对
２０１５年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会议指出，回顾过
去的一年，全区上下轰轰烈烈干事，实实在在出活，把

创业的激情转变为实干的精神、实干的举措、实干的

作风，在“三件大事”、项目建设、生态环境、安全生产、

民生改善、干部作风等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绩，连续第

二年被评为全市立功单位。同时，口仍处于转型的

关键时期，处在关键的爬坡期和成长期，面临的形势

很严峻，必须保持持续创业的激情，坚持发展是硬道

理，打消顾虑，继续干事创业，共同把口的各项工作

推向深入。会上通报表彰了绩效管理、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财源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为区化工专

班、银丰片项目指挥部、汉西建材片项目指挥部、区建

设局和区重大办５家单位颁发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突
出贡献奖，表彰１７名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先进个人，７
人现场交流经验和体会。

【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

会】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８日，口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体
（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会召开。会议认真学

习贯彻武汉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暨建设国家创新型

城市动员大会精神，全面部署下半年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全会指出，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当前

经济发展形势，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

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又要增强紧迫感，同时也要保持

持续向上的信心。全会回顾总结上半年工作，并认

为，全区上下咬定目标，克难攻坚，重点工作进展平

稳，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在健康的轨道

上运行。全会提出，下半年全区经济工作的重点是：

一是加快项目建设，形成持续滚动开发态势；二是推

动产业升级，打造经济升级版；三是着力抓好财源建

设，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硬实力；四是抢抓园博会举

办机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提升生态水平，提

高城市管理水平，打造城市升级版；五是坚持改善民

生，建成用好公共服务设施，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突

出问题，立足社区服务打造民生品牌，不断提升群众

幸福指数。

【区委十一届九次全会】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口
区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中共口区委关

于制定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会议提出，制定和实施“十三五”规划的

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牢牢扭住

转型发展主题，深入推进“三件大事”，着力打造三

大功能区，重点培育三大产业，注重涵养现代、时尚、

文明的城市气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建成

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会议提出，综合考虑

当前形势和未来五年的发展潜力，“十三五”时期主

要奋斗目标是：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

的基础上，到２０２０年，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改造、老
工业区搬迁改造、“城中村”改造“三件大事”全面完

成，兼具实力与特色的服务业体系基本建立，城区集

聚辐射功能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城市功能、社会

管理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活力口、生态口、健康

口的区域特质初步显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８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实现 １５００亿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５万元，居民幸福
指数进入全市先进行列。

【信息调研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区政府研究
室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注重服

务大局，围绕“三件大事”、深化改革、生态建设、创

新社会治理、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开展调研，着力将

上级精神与口实际相结合，着力创新工作思路，提

高工作质量，做到谋在服务中、参在点子上、干在关

键处，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年内完成区委十一

届七次、八次、九次全会、全区“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社区“两委”换届、落实“两个责任”工作推进会

等重要会议、重要工作文稿，撰写区委关于制定全区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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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口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彭前旭参加挂点联系的
汉水桥街“六个专项整治”专题民主生活会

“十三五”规划建议、区委关于巡

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通报等专项

文稿，为推动口转型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２０１５年，口区信息工作紧
紧围绕中央和省、市、区的中心工

作和重点工作，共编发《口信

息》９０期；向市委办公厅报送信息
１８０余条，采用６９条，其中获市领
导批示４条。全年未发生紧急信
息错报、漏报情况，发挥了信息为

党委决策服务的功能，为区委及时

掌握发展动态、科学决策、指导工

作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

【督促检查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
区委、区政府督查室围绕全区中心

工作，突出“三件大事”、项目建

设、产业升级等工作重点，紧扣“落实”想办法、下功

夫、履职能。坚持落实好区委决策督查、领导批示、

专项督查等各项工作。建立健全“主要领导总负

责、分管领导直接负责、督查联络员专门督办”的工

作机制，形成全区抓落实的合力。落实督查工作

“拟办立项、责任分解、跟踪催办、回告反馈”的闭环

工作流程，用好督办信息平台，强化督查工作绩效考

核，完善制度，促进督查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

化，提高督办效率和质量。２０１５年，共承办各类批
示件、转办件３０３件，其中上级转办件４５件，区领导
批示２５８件，均做到办结率１００％、回告率１００％，确
保政令畅通。

（李雄风）

·组　　织·

【概况】　２０１５年，中共口区委组织部（简称口
区委组织部）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线，按照“加

强系统谋划、注重统筹推进、做真做细做实、求特色

创品牌”的工作思路，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和省、市组

织部长会议精神，统筹推进组织工作重点项目，不断

提升全区党建和组织工作科学化水平，有力推进全

区组织工作“走在前列、争创一流”，取得明显工作

成效。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组
织部坚持从严治部、从严律己、从严带队伍，选好干

部、配强班子，锻造组织工作铁军班子队伍。以“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为契机，谋划部署、示范带动 ６６
个区直单位５３４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践行“三
严三实”。围绕增强活力提高能力，切实加强领导

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选优配强“一把手”队伍。

坚持重点教育培养，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

章、民主集中制、从政道德等纳入党校主体班教学内

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敢担当、争作为、守规矩。坚

持重点选配，严格选拔标准，注重从具有街道党政正

职工作经历的干部中选拔区直部门党政正职。坚持

重点管理，加强单位职能职责和“一把手”岗位职

责、工作目标的对接，有针对性地加强从严监督管

理。深入推进“年轻干部成长工程”。分类储备一

批，分层级、分年龄、分专业完善后备干部人才库，将

全区３８岁以下处级干部和３５岁以下科级干部纳入
人才库进行跟踪定向培养，建立区管正职、副职后备

干部库。跟踪培养一批，抽调近１００名干部参与汉
正街搬迁整治、化工企业搬迁、文明创建、治庸问责、

信访维稳等区重点工作锻炼，选派４名干部组成小
康工作队常驻黄陂结对帮扶，选派５名干部到市级
机关、重点项目、武陵山区挂职锻炼，接收１９名央
企、外省和市直机关干部到有关街道和区直部门挂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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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及时招录一批，公开招录六类机关公务员８名，
接收安置１２名选调生、４名正团职军转干部，引进１
名市外年轻干部担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充实基层

工作力量，改善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大胆选用一批，

着眼改善班子结构，拓宽选人视野，选拔一批优秀年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口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
长彭前旭调研汉水桥街汉宜社区换届工作

轻干部进入各单位领导班子。５名３８岁以下经受
锻炼考验的年轻干部走上街道和区直单位党政正职

岗位，３名３５岁以下优秀年轻干部提拔到副处级领
导岗位。完成政府机构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工

作。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制度建

设，完善党委统筹协调机制、重大问题共商机制、科

学民主决策机制，组织开展区管领导班子党组（党

委）工作规则清理和规范工作，进一步加强党组（党

委）制度建设，提升民主、科学、依法决策水平。不

断深化“履职尽责管理工程”。加强年度考核情况

分析研判，建立区管领导班子和区管干部正反向评

价清单，完善履职尽责管理档案。加大管理结果运

用力度，表彰１７名履职尽责先进个人，营造“轰轰
烈烈干事、实实在在出活”的干事创业氛围。实现

履职尽责管理全覆盖，督促指导区直单位把党建工

作责任和履职尽责管理延伸到二级单位，全区７０个
区管领导班子和５０５名在职区管干部按要求建立履
职尽责管理项目清单。下发《关于加强公务员履职

尽责管理，健全公务员岗位责任体系的实施意见》，

在科级及科以下干部中全面推行履职尽责管理。加

强干部从严监督管理。对处级超配问题，采取轮岗

交流一批、提拔重用一批、免职改非一批、到龄退休

一批“四个一批”的方式，积极消化整改。强化备案

审批管理，对专项治理中规定的十类人员应备尽备，

实施因私出境证件台账管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坚持干部逢提必查，认真做

好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组织完成在职区管

干部的档案初审、复审和签字确认工作，实现区本级

干部档案专审组织认定率和区属单位干部档案专审

组织认定率两个１００％。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组织部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以落实从严治党要求为主线，强化基层党建工

作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改进作风，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为建设现代

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以

“三个确保”为要求扎实推进社区“两委”换届。严

格按要求督促指导１２１个社区精心做好“两委”换
届准备工作。成立由区委书记任组长的全区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制发实施方案，全面动

员部署。区委常委带头落实领导联系包保责任制，

深入社区调研指导，帮助解决问题，社区联系指导实

现全覆盖。成立４个由区级领导任组长的换届工作
督导组，加强督促指导。分层组织开展换届选举工

作集中培训，提高依法指导和组织换届选举能力。

严格把握任职资格条件，严格规范换届选举程序，确

保选优配强社区“两委”班子特别是社区党组织书

记，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圆满完成。以“横到边、纵

到底”为目标完善组织体系。在街道社区全面构建

“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楼栋党

小组—楼栋党员”“五级”组织架构。强化街道社区

对驻区单位党组织的组织协调权、对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的领导权以及对辖区党员的

教育管理权等职能，推行事务联管、活动联办、经费

联筹，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有序推进３４个符合组建
条件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组建工作。积极探

索“互联网＋”新形势下电商党建工作新途径，实施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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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安家、服务为先、先锋引领、互促共赢”４项创
新工程，其工作经验先后被《中国组织人事报》等媒

体刊载。以强化队伍建设为核心提高组织能力。采

取选优与派优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

人队伍建设，及时调整不胜任现职的基层党组织负

责人。通过“干部进课堂＋党课下基层”的方式，培
训基层党组织书记班２期、３６６人次，实现全覆盖。
确定６个社区、１２个非公企业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扎实做好整顿工作。对全区４２３家社会组织进
行调查摸底，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全面开展“三会

一课”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认真开展党员民主评

议工作。以联系服务群众为目的发挥组织作用。推

行“一线工作法”，组织１８个区直相关部门依托社
区“五务合一”平台组织开展服务活动 ７０余项。
５００８名在职党员到社区认领微心愿 ４９２７个、服
务岗位８３５２个，“双认领”实现全覆盖。实施“网
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全区 １０３２３名“两长四
员”（党小组长、楼栋长、治安员、卫生员、文体员、

房管员）全部整合到社区网格党支部队伍，实行网

格员日巡制度和定期汇报制度，倾听群众意见，解

决群众困难。深入推进社区“五务合一”建设，新

增２１个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全区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占
７４％。以项目化管理为抓手创新党建品牌。按照
“一街道一特色、一社区一品牌”的思路，在全区所

有单位及社区，实施基层党建“特色品牌创新工

程”。在保障性住房集中区域深化困难群体帮扶

措施，发动区卫计委等 ２２个职能部门、同济医院
等２８家市级以上文明单位，建立帮扶困难群体
“责任清单”和“项目清单”，４７个帮扶项目、７７条
帮扶措施强力推进，受到群众欢迎。以问题为导

向全力抓好“电视问政突出问题”整改。认真开展

“三资”清理、制度规范、廉政谈心、业务培训、立行

立改等工作，建立软弱涣散问题整改销号机制和

整改工作长效机制，整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认

真抓好业委会组建和履职，对符合组建条件的，督

促街道及时帮助指导建立党组织。全年建立业委

会党组织８５个，向暂不符合组建党组织的业委会
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２２个，党的组织和工作实现
全覆盖。

【人才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组织部深入实施人
才强区战略，进一步鼓励各类人才到口区创新创

业，加快构筑口产业人才高地，充分发挥各类人才

在全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打造“一区三园”创新创业平台。电子商务集聚区

已入驻电商企业４００余家，博士创业团队６个，引进
２１个创新创业项目、智巢众创空间项目、５５创意产
业园项目。“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创建“微

果”青年创业孵化中心暨人才服务中心，引进创意

设计为主的科技创业小微企业３２家。同心健康产
业园引进医疗健康类企业３７家，引进湖北“百人计
划”蒋明博士的“互联网＋慢病管理项目”等海内外
科研团队４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１７个。三新科
技创业园引进科技创新创业型企业８７家，集聚留学
回国人员 １１人、博士后 １人、博士 ２７人。配套
“１＋４”人才创新创业政策。落实武汉市“互联
网＋”行动和“城市合伙人”计划，制定《关于支持产
业升级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等“１＋４”政策体系，
从规划用地、产业扶持、租购减免、金融服务、科技扶

持、人才扶持、配套服务等７个方面，以清单形式出
台２９条优惠政策。实施４项创新创业服务。举办
第四届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大赛，

通过电商大赛引进大学生创业项目１０６家。举办
“环同济健康城”论坛，推进“环同济健康城”建

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新世界

置业、马应龙集团等单位与口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积极组织参加“华创会”、２０１５年武汉创业创
新博览会等活动。开展口英才、口拔尖人才、

口优秀科技工作者、大学生创业先锋评选活动，

评选资助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人才项目，２
人入选第四批“黄鹤英才计划”、３人入选２０１５年
省市政府专家、４人获第一批“口英才计划”资
助、３０人获第九批“口拔尖人才”资助。１１个项
目获得２０１５年湖北省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资助、
５家企业创新创业团队申报湖北省创新创业团队
项目。建设党员人才服务中心，为园区党员、人才

以及园区企业员工提供党员关系转接、会议议事、

人才活动交流、创客咖啡等服务，实现党建工作与

人才工作、企业发展的良性互动。举办“创业链青

年圈”“互联网 ＋”文创武汉青年创业主题活动、
“创业成功 ＤＮＡ解码”、“青年创业大讲堂”暨孵化
器进校园等活动２０余场，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新高潮，为进一步壮大口区高层次人才队伍

打下良好基础。

（张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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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三严三实”主题教育活

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

新，牢牢把握“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着力加强思

想理论建设，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

业产业发展，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提

供强大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理论武装】　２０１５年，中共口区委宣传部（简称
口区委宣传部）依托“点拾台”理论特色品牌，共

组织高层次中心组（扩大）报告会１１场，有针对性
的交流研讨座谈 ６次，联组学习 １次，集中学习 １
次，专题交流１次，实施理论宣讲“百千工程”活动，
组织各类宣讲活动 ３３６场次，进行宣讲员培训 １３
次，理论宣讲在社区实现２轮全覆盖。

加强中心组理论学习。以党委（党组）中心组

和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开展《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

编》的学习，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完善区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加强对全

区各级中心组和党员干部学习情况的检查考核。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分类指导，完善督学促

学、考核评价、督查通报等机制。继续发挥口在

线理论学习平台功能，做好与国内知名理论学习

网站的链接，拓宽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视野和渠

道。重点围绕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

难点问题和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组织

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用以

指导实践、推动发展。

开展重大理论宣传。继续实施理论宣讲“百千

工程”，着力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坚定干部群众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组织理论宣讲团进机关、

进学校、进企业、进医院、进社区，强化理论宣讲的对

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加强宣讲员培训和交流，健

全“宣讲员资源库”，评选优秀宣讲组织单位和优秀

宣讲报告，努力提高理论宣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宣传教育】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宣传部继续完善各
类先进典型的推评机制，精心推评和宣传不同层次、

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效应和

引导作用，促进人们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年来本区成为全市推评全国道德模范最集中的城

区之一，学习先进、争当模范成为本区崇德向善的一

股强大力量。

抓好先进典型的培育和推评。２０１５年，全区推
评出全国道德模范１名、“中国好人”３名、“荆楚楷
模”１名、湖北好人２名，武汉模范市民３人。在“立
榜扬德 见贤思齐———践行武汉精神评选活动”中，

８人上榜。１０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职工被评为全
区“爱岗敬业模范”。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采取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武汉城市形象、城市精神。举行“国防教

育月”活动，开展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工作。配合

各有关单位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环保、消防、安

全生产、计生、科普等系列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新闻宣传】　２０１５年，口区宣传部在中央、省、市
主流媒体发稿１１００余篇（条）。围绕区域品牌形象
“汉江湾”进行策划、宣传和推介。微电影作品《汉

江湾》荣获央视网中国微电影优秀作品奖。围绕世

界中田赛、园博会、汉江湾体育公园开园、宜家荟聚

开业等重大事项适时开展新闻发布和外宣工作。

口发布政务微博入选湖北省政务新媒体综合影响力

排行榜，在全省县市区级政务新媒体中排名第四，入

选人民微博２０１５年度十大最具成长力政务微博。
突出重大主题新闻宣传。围绕汉正街中央服务

区建设、化工企业搬迁、国家新一轮老工业基地调整

改造示范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园博会、

世界中田赛、汉江湾体育公园建设、瑞典宜家二期开

业等重大主题开展正面宣传。深度挖掘新闻线索，

及时召开新闻线索分析会、新闻发布会、通气会。继

续加强与长江日报集团等文化传播机构的合作，围

绕“汉江湾”区域品牌持续开展系列推介活动，用生

动的影像和文字跟踪记录口转型发展的进程。积

极配合中央电视台《行进中国·新汉正街人》等栏

目的采访和拍摄。借助主流媒体着力讲好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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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传播口好声音、展示口新形象。

积极稳妥做好热点问题舆论引导。把握正确舆

论导向，做好对各类突发事件及社会热点、敏感问题

的舆论引导。做好新闻发言人考评、培训工作，提高

新闻发言人正确履职应对媒体的能力。完善区、街、

部门互联网舆情直通平台，抓好舆情第一时间直报、

快处。定期开展舆情信息工作人员培训，提高信息

敏感度及对“大局、大事、大势”的分析判断能力。

提升网络正面宣传影响力。充分发挥政务微

博、微信的主渠道作用，丰富内容和形式，加大政务

微博发布力度，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开展全区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ＱＱ群、微信群登记，加强对公
务人员网络工作平台的管理。开展网络应用技术的

培训和交流，提高全区宣传干部应用网络的能力和

水平。

【文明创建】　２０１５年，口区宣传部制发《口区
关于建立健全文明城市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

《口区文明城市建设十大工程 ２０１５年行动计
划》，成立督察小组，加强日常巡查，转办市级责任

清单３６个，解决问题２２４个，下达区级责任清单７７
个，解决问题５４４个。建成１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公园。着力开展公益广告设计发布、文明过

马路、网吧违规经营、集贸市场乱象、工地扬尘、高空

抛物等专项整治，区域环境面貌发生显著变化。推

进“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本区中山巷小学再次获

得全省中小学生经典诵读大赛个人冠军和团队季

军，崇仁路小学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社区名家

讲坛、市民学校、道德讲堂等阵地和理论宣讲团、网

络资源，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文明

礼仪、法律知识为重点的宣传教育活动。突出抓好

法治意识、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家庭意识教育，

运用文艺创作、文艺巡演生动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开展“我们的节日”、抗战胜利７０周年、国家
公祭日等庆祝或纪念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利用户外广告宣传点位、工地围墙广告、社区宣传

栏、大型电子显示屏等载体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深入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爱岗敬业模

范的推评和学习宣传活动，继续开展“武汉精神践

行者”评选活动，在社区设立“凡人善举”榜。

开展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周末清洁家

园”行动及公共场所、社区街巷、建设工地、学校周

边环境专项整治。开展文明交通示范路口创评活

动。持续开展文明餐桌、文明旅游行动。深入开展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在社区建立学雷锋志愿服务

站，广泛开展“邻里守望”“三关爱”志愿服务活动。

积极推进诚信机关、诚信企业等建设。加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抓好文明街道、文明社区、文明单

位创建工作。

完善文明创建长效机制。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坚持“以人为本、创建为民、

共建共享”，坚持问题导向、群众参与、重在建设，制

定《关于口区建立健全文明城市建设长效机制的

实施意见》《口区落实文明城市建设“十大工程”

２０１５年行动计划》，抓好口区关于文明城市建设
不持久、不深入问题的整改落实。运用法治思维和

互联网思维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创新内容载体，改进

方式方法，不断扩大精神文明建设覆盖面和影响力，

巩固和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持续提升市民文明

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常态化、制

度化。

【文化发展】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宣传部共组织开展
以“幸福口·乐在汉江”为主题的文化嘉年华活

动１５０余场。开展“我们的节日”、首届全国社区广
场舞大赛“广场文明舞起来”系列活动。组织星海

合唱团赴法国演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
周年。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开馆。《打造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传承汉派优秀传统文化》

获评第十届“武汉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优秀创新项

目”提名项目。口区图书馆获评“２０１５全国少年
儿童阅读年”经典阅读绘画大赛“优秀组织单位”。

《口区“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设想》被武

汉市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优秀

区级研究课题成果。引进５家收藏、体育等特色品
牌文化创意企业，江城壹号文化创意园区被命名为

首批“湖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武汉盛世兴文文

化有限公司被命名为第四批“湖北省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

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贯彻落实《关于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家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加强宣传文化设施阵

地建设，加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区文化中心大楼

和区非遗展示中心。区图书馆新增图书２万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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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年鉴·



　　２０１５年８月６日，口区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报告会在区会议中
心二楼第二会议会举行

扩充数字资源总量，与街道、社区

公益性电子阅览室资源共享。加

强书友会建设，成立口读书联

盟，围绕“好时光·悦读空间”品

牌，组织开展各类读书活动。组织

开展走进博物馆活动。积极申报

市级非遗项目，建立口区非遗项

目的资料库。

大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建

设汉江湾体育公园市民大舞台，开

展“幸福口·乐在汉江”为主题

的群众文化系列活动。打造“一街

一特色”群众文艺团队，推动和鼓

励民间文艺创作，打造精品力作。

组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系列文化
活动。

促进特色文化、体育产业发展。加大文化产业

项目策划力度，引进５家文化创意企业并纳入文化
产业统计名录库。加快江城壹号、古田记忆、省新华

印务等园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和集聚高端工艺、绿

色印刷、动漫媒体、创意设计四类文化产业项目。

（汪　丹）

·统一战线·

【概况】　２０１５年，中共口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简称口区委统战部）坚持把“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同贯彻落实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紧密结合，牢

牢把握统战工作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在开展学习

教育中激发履职热情，在助推转型发展中提高履职

成效，在加强自身建设中增强履职合力。充分发挥

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巩固多党合作

政治格局，破解改革创新难题，提升统战工作科学化

水平，凝心聚力，团结、争取社会最大公约数，为全区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多党合作】　２０１５年，中共口区委常委会三次专
题研究统一战线工作，对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

设、党政领导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以及双月座谈会

等工作进行规范，部署进一步深化在全区统一战线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中央

统战工作会议后，区委常委会及时传达中央统战工

作会议主要精神及省委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深入学

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确定全

区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条例》的工

作安排。全年区委共召开双月座谈会６次，分别就
“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汉正街传统市

场整治、搬迁、改造情况”“美丽生态口建设”“平

安口建设”“区“十三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

告”等工作向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和建议３２条。健全双月座谈会
意见建议反馈机制，协商实效不断提升。不少党外

代表人士提出的意见建议直接催生出政协建议案，

转化为政府的决策。区领导高度重视政党协商，区

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分别两次参加区委双月

座谈会，真诚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其他区

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也积极参加双月座谈会。全

年１５名区级领导每人与２名党外人士联系交友，与
交友对象联系或面谈４次。２０１５年，口区各民主
党派共有４５个支部，１２４０人。

【建言献策】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统战部继续发挥统
一战线独特优势，汇聚社会各界力量。以中央统战

工作会议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颁布为契机，在全区各单位和“八党五联”（中国国

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

口区工作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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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

党口区工作委员会、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

会、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口区支部、口区工商业联合会、口区知识分子

联谊会、口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口区台胞台属联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４日，口区委召开双月座谈会，向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
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通报美丽生态口建设情况，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

谊会、口区海外联谊会）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大家谈”征文活动，全区推荐出较高质量的征文２０
篇，并选送 ４篇征文参加武汉市委统战部举办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新思想在武汉的应用”

征文活动，其中３篇被收录到论文集。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积极主动为区委、区政府的重大

决策和工作建言献策。如民建区委的《建立健康管

理与促进产业孵化基地调研课题》《将武汉市粮食

机械制造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武汉科普

教育进校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武汉物流产业对

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研究》《智慧社区落地激发大

众创业的可行性研究》《如何利用“互联网＋”推进政
务与民意的贴近沟通》《关于从规范行政程序入手打

造法治政府的建议》，民革区工委的《关于打造“互联

网＋”信息平台助推口区经济社会大发展的建议》
《利用“大统战”凝聚新媒体代表人士 充分发挥协商

民主的积极作用》，九三学社区工委的《科学规划 高

效治湖》《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口区众创

空间的建议》等调研基于各自专长、以其独特视角和

独到见解，得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坚持
继续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

士队伍建设的意见》，结合换届，努力培养建立一支

素质较高、结构合理、年龄梯次完备的党外后备干部

队伍。加强建立完善党外代表人士库，建立电子档

案和文字档案，３４１人入库。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区
有７０后处级党外干部２名，均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拥有专业技术职称。５０岁以下党外干部共有４２
名，其中局级３名，处级５名，科级１６名，均为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大代表中有党外人士４８人，
占总数１９７５％；区人大常委中，党外人士９人，占
３６％。区政协委员中，党外委员 １６８人，占总数
６１３％；区政协常委中，党外人士 ３４人，占总数
６９４％。委员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党内外比例符合有
关文件精神。全区党外代表人士实职安排人数为

１３名，其中局级３人，处级１０人（其中正处３人，副
处７人）。政府２６个工作部门中有５个部门安排了
７名党外领导干部，１１个街道办事处各安排１名党
外领导干部。区卫计委的１名优秀党外干部到区小
康工作队挂职锻炼，７名党外干部被推荐实职安排。
武汉市４名遴选的优秀党外干部在本区一线锻炼。
继续贯彻落实把一部分优秀人士留在党外的政策规

定，全年新进入机关的非中共干部２０人，并安排他
们旁听双月座谈会、参加知联会、民主党派的相关活

动，促进年轻干部加快成长。

２０１５年，口区创建２个国家级实验室，分别
为九三学社区工委主委张三平为副主任的“特种表

面保护材料及应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区九三

学社社员汪正兴作为主要学术带头人的“桥染结构

健康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此

２个实验室的建立一举填补本区
历史空白，也是本区科技发展史上

的重大突破。同时，九三学社区工

委主委张三平作为第二负责人以

及九三学社社员周学杰、吴军参加

的《大气腐蚀研究、试验技术新体

系及其工程应用》课题成果获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民进区工委十七

中支部的委员鲜皓谱写的歌曲《一

起奔跑，一起欢笑》经过重重选拔，

成为２０１５年６月 ２８日在武汉四
中举行的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暨第二届亚洲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的主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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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的“三个一活动”】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统
战部继续支持和发展区内健康产业发展，并号召全区

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为本区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一条招

商信息、联络一家优质企业、招引一个好的项目。在

工作举措上，完成《口区健康服务业行动方案》，为

口健康产业整体发展作出长远规划。以同济医学

院和同济医院为核心，整合周边土地、楼宇资源，促进

医疗健康服务业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创新业态的高

度集聚，努力创建环境最优、门类最全、模式最新、实

力最强、服务最好，中部领先、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

医疗健康服务业先行示范区。在环同济健康城内构

筑四大功能中心：高端医疗中心、医技研发中心、健康

金融中心、体验服务中心。大力开展招商，引导企业

聚集。协调各部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对符合产

业定位、带动行业发展、满足广大群众需求的健康产

业企业积极引入。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积极

协助企业申报武汉市优秀创业项目和市发改委武汉

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为企业申请无偿资

助、贷款贴息和专项扶持资金。全年新引进医疗健康

企业１８家，引资４０００万元。同心健康产业园招引
３５家健康产业相关企业，入驻率达到９５％；建造１栋
医疗健康产业专业楼宇；成功举办“环同济健康城”建

设暨口区健康服务业发展研讨会，进一步扩大了本

区健康产业的影响。

【非公有制经济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统战部协
助区工商联（区总商会）建立完善全区重点非公企

业（主要为规模以上及区工商联执委会成员企业）

信息库，共有１３６家企业入库。以“三个五好”（五
好区级工商联、五好基层商会、五好商会会员）建设

为重点，大力开展守法诚信教育、服务会员企业等活

动，区工商联被湖北省工商联授予“五好”县级工商

联称号，并代表湖北省“五好”县级工商联接受全国

工商联验收。

口区“同心·律师服务团”积极与辖区行业

商会、异地商会等４６家商会对接，全年共走访企业
３００余次，开展电话咨询３２０次，开展普法宣传１８２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３０００余份，审理合同 １８６
份，为民企提供诉讼与非诉讼业务１１０次，为企业挽
回经济损失达３０００多万元。

武汉光彩·杨小玲基金自２０１４年成立以来，已
从社会各界筹集慈善捐款 ２００万元并不断回馈社
会，截至年底共支出９４万元，用于资助市第一聋校

贫困生、患病学生、设立奖学金、打造精品舞蹈节目

及为汉绣班学生购买培训材料等。积极策划实施支

持创业创新光彩项目，并从光彩基金中筹集５万元
资金，支持２０１５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
周暨口第四届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

目大赛。

【统战成员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统战部组织台
胞台属开展联谊活动，宣传“九二共识”，弘扬一个

中国和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全年对困难台胞台属

３５人次进行了慰问。为台企德林义肢矫形康复器
材（武汉）有限公司申请１０万元的奖励扶持资金；
完成台资企业和台胞协调事项３件。

积极指导、协助区民宗侨务局认真履行职责，调

处涉及少数民族矛盾纠纷２０件，调处率和调成率均
为１００％。加强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严格财
务制度，落实主要教职人员任职备案工作，确保

“６·４”敏感期、国庆节及园博会开园期间的社会政
治稳定。

争取市侨联资金支持，对３５位困难归侨侨眷、１５
位月工资在２０２０元以下的退休归侨及住院、去世归
侨的家属按政策进行慰问。协调解决一名归侨生活

困难及住房困难问题，并帮助一名华侨了解社保方面

的相关政策，使其能够回国顺利办理退休手续。

健全街道、社区统战工作网络，夯实基层统战工

作基础。统战部领导带领相关科室干部深入到宝丰

街、长丰街、韩家墩街、汉水桥街调研，指导社区统战

工作。协调促进社区兼职统战委员工作经费全部落

实。２０１５年，长丰街百泽社区和宝丰街北社区创
评为武汉市首批统战工作先进社区，百泽社区还在

全市大会上进行了经验交流。

（卞　玮）

·党　　校·

【概况】　２０１５年，中共口区委党校（简称口区
委党校）坚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

例》，充分发挥教育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作

用。全年举办各类培训班２５期，承担县级以上课题
３项，送课下基层７０场次，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绩效
任务，获得２０１５年度绩效管理立功单位。同时，年
内完成新党校的顺利搬迁。

·７５·

·政　治·



　　口区委党校图书室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党校的重点工作是
办公大楼竣工和新党校整体搬迁。新党校自２０１３
年９月底开工，历时２年，一座环境优美、功能设施
齐全的现代化新党校在长丰地区正式建成并投入使

用。这是区委党校几十年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实

现了几代党校人的多年梦想。新党校总建筑面积

１８万平方米，其中地下４８００平方米和地上９～１４
层６０００平方米为区委党校使用。新校舍建有容纳
２１６人的报告厅１间；容纳５０人的教室２间，６０人
的教室２间；容纳８０人的教室１间，容纳１６～２０人
的学习讨论室８间；容纳３０人、建设标准化题库的
多媒体考试测评室１间，教学硬件全部达标。同时，
还配有乒乓球台、篮球场、健身房等文体活动场所，

拥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为适应现代化教学需求，所

有教室都安装有智能电教多功能讲台及多媒体设

备，８０人教室安装录直播系统，可以现场录音录像
编辑，可实现局域网络同声传播；３间教室装有交互
式液晶书写屏。新校还建设有视频点播服务系统、

电子图书阅览室和中央党校远程教学网ｃ级站。

【培训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党校为适应中央和
湖北省、武汉市“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

素质”的要求，不断优化办学理念，狠抓培训质效，

干部教育培训模式得到进一步优化，效果明显提升。

全年，举办１５期主体班、专题班和１０期区管干部、
科级干部菜单选修课，共培训干部４０４１人次，其中
包括３期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培训班和３期《准则》
《条例》培训班，对区管干部进行２次轮训，共培训

１０６６人次。在教学管理方面，严
格落实教学规划，执行调训有关规

定，主体班严格执行五周以上的培

训计划，确保实际培训天数不少于

２５天；在授课教师方面，尽量选择
有丰富经验、守纪律讲规矩的教授

专家到党校授课，课后发放满意度

测评表，以不记名方式对教师授课

进行测评，以评促改，确保教师授课

质量和学员满意度。

【科研成果】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
党校注重把科研工作和全区经济

及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紧

密结合，取得明显成效，共获奖 ６
篇，其中《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考》荣获２０１５年湖北
省党校系统党史党建研讨会一等奖，《打造汉江北

岸经济带 形成武汉经济新增长极》荣获第八届武

汉城市圈党校理论研讨会征文一等奖，《长江中游

城市群背景下的武汉发展思考》荣获第八届武汉城

市圈党校理论研讨会征文二等奖，《加强社区治理

创新 建立城市社区“三方联动”机制》荣获第八届

武汉城市圈党校理论研讨会三等奖，《关于加强长

江中游城市群“城中村”改造中产业培育的思考》荣

获第八届武汉城市圈党校理论研讨会征文三等奖，

《创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机制》荣获第八

届武汉城市圈党校理论研讨会征文三等奖。其主要

做法为：坚持围绕城区中心工作进行课题立项；坚持

全员参与集体攻关，采取“领导负责，分工合作”的

课题目标责任制进行组织攻关；用好用活学员资源

组织调研。在开班前，为学员设置若干科研课题，在

整个培训期间开展研究性学习，并为每个小组确定

一名教师进行课题指导。与此同时，还在学员中广

泛开展“我为口发展献一策”“我为口‘十三五’

规划献一策”等活动，动员学员结合自身工作，为

口发展建言献策。坚持深入基层开展调研，课题调

研小组深入基层一线，反复调研探索，形成课题成

果。坚持成果转化形成良好效应，精选党校干部教

师和学员的优秀调研成果编印成一至两册建议集，

送区“四大家”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做决策参考。

【教学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党校注重教育培训
管理和良好学风培训，全面落实“三个从严”，加强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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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管理。从严加强班级管理，每期主体班都选派

素质高、善管理的干部任班主任，与班委一道共同管

理好整个班级。从严实施考勤管理制度，采取指纹

打卡、每周公示、班主任讲评等方式，确保学员到课

率。从严加强制度建设，先后修订《口区学员培

训管理条例》《班级学员管理工作规定》，建立《教学

培训质量评价办法》，形成一套较为完善、规范的管

理措施。以上措施有力促进了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

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树立了良好学风。

【基层党校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党校在全区
１７所基层党校基础上，又深入４０多家单位和 １３０
个社区成立基层业余党校，并积极开展基层骨干培

训。同时，为加强基层党校建设，要求各基层党校配

备有专兼职人员、专门经费和场地设备。年内对基

层党校开展“四个一”指导，即召开一次工作布置会

指导培训工作，下发一批讲课纲要明确培训内容，组

织一次送课下基层活动增强辐射影响力，开展一次

检查评比活动使教育培训任务落实。坚持将基层党

校培训任务纳入绩效管理，较好地促进了基层党校

工作开展。创设基层党校工作简讯，及时通报基层

党校好做法、好经验，发挥示范作用。召开基层党校

工作会议，推广典型，促进相互学习交流。按照每校

每年３０００元的标准，下拨到１１所街道基层党校用
于教学活动。

（李金玉）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党校办班情况一览表

序号 培训时间 班次名称 天数（天） 参加人数（人）

１ ５月１９日—６月１９日 区委十一届第五期区管干部进修班 ２５ ３８

２ １０月２６日—１１月２７日 区委十一届第六期区管干部进修班 ２５ ３５

３ ９月２２日—１０月２１日 科级干部任职培训班 ２５ ３２

４ ３月１８日 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 １ ２４１

５ ４月２１日—４月２３日 村委会和村改制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培训班 ３ ７３

６ ３月２０日—１２月３０日 年轻公务员跟踪班 ２５ ７１

７ ５月２４日—５月３０日 公务员国内高校班 ５ ３７

８ １１月２０日 全区１７所基层党校领导和理论骨干培训班 １ ３４

９ ４月２９日 第一期区管干部菜单选修 ０５ １７１

１０ ５月２７日 第二期区管干部菜单选修 ０５ １７１

１１ ７月２日 第三期区管干部菜单选修 ０５ １７１

１２ ９月１８日 第四期区管干部菜单选修 ０５ １７１

１３ １０月２８日 第五期区管干部菜单选修 ０５ １７１

１４ １１月１９日 第六期区管干部菜单选修 ０５ １７２

１５ ５月７日 第一期科及科以下干部菜单选修 ０５ ２１２

１６ ６月４日 第二期科及科以下干部菜单选修 ０５ ３９５

１７ ９月２３日 第三期科及科以下干部菜单选修 ０５ ３９８

１８ １０月１４日 第四期科及科以下干部菜单选修 ０５ ３２８

１９ ４月１５日—４月２４日 ３期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培训班 ９ ５０６

２０ １２月１６日—１２月１８日
３期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
分条例培训班

３ ５６０

２１ ４月８日—４月１０日 开发区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３ ５４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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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事务·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台湾事务办公室（简称
口区台办）围绕全区工作中心，加强对台基础建设，

积极开展城市建设及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对全区台

企进行逐户走访调研，尽心尽力服务台胞台属，为巩

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应有作用。全年完

成组织１批赴台公务交流。８月２７日，区委常委会
议研究决定：区台办新增１名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对
台专项工作，并每年拨付对台交流联络专项经费６０
万元；增加办公室１间，为对台交流和各项服务工作
的开展创造良好条件。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７日，口区台办举行台联会中秋座谈及中央对台政策专题报告会

【对台交流】　２０１５年，口区台办重点开展城市建
设和经贸文化交流，并组织城市建设考察团１批１０
人赴台公务交流，了解台湾地区的城建、绿化、园林

建设等城市管理先进经验。７月，区委常委、区纪委
书记余力军带队到台湾苗栗县头份镇进行考察，并

开展了经贸文化交流。全年参与接待台湾来汉参访

的各届人士１００余人次，其中５月参与接待苗栗县
狮子会徐世宏等３５人参访团；６月参与接待中国国
民党苗栗县党代表参访团；８月接待苗栗县青工总
会参访团，区总工会、团区委及妇联负责人参与座

谈，并就各自的组织架构及工作等进行了交流；９月
借湖北武汉台湾周召开之际，与头份镇台湾武汉市

同乡会及苗栗县社区代表团１１人进行了交流。

【台商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区台办对辖区台企进行
了逐户走访调研。全区台企总数为９家，其中武汉
宝岛光学公司办公地点设在江岸区。９家台企注册
资本３８７８万元人民币和 ７７８万美元，投资总额
９１２０万元人民币和 ７５万美元，２０１５年生产总值
（销售收入）４４０７３万元，税收２１４５７万元。认真
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关于保护台胞投资的各项相关

政策、法规，区台办和区属各职能部门积极与江岸区

联系和协调，顺利解决辖区台商在江岸区开设分店

中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受阻的诉求。区物价局积极向

市物价局反映，并耐心向投诉者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妥善处理辖区台商因对价格管理的政策、法规不熟

悉，引起的消费者投诉事宜。

【台胞台属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区台办加大为台胞
台属服务力度，积极为其排忧解难。全年为区台联

会和生活困难的部分成员进行了补贴，金额达１万
元。２０１５年，根据台湾“大选”的动态，区台办要求
各台联会成员积极开展“打一个电话”、“写一封

信”、“走一趟亲戚”的活动，密切保持在台亲属的联

系，通过亲情来宣传和平发展的思想，体现台联会成

员的职责。９月底，根据台湾选情的变化，特别是台
湾国民党和民进党双方实力此消彼长的具体情况，

区台办举行专题报告会，对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政党

的更替及现实、党和政府的主要对策等，结合中央对

台政策向台联会成员进行讲解，让

大家消除疑虑，坚定信心。

（唐　军）

·信　　访·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信访局
全面深入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

扎实开展“信访法治建设年”活

动，着力打造“阳光信访”“责任信

访”“法治信访”，推动信访工作公

开、透明、规范、高效，依法及时就

地化解信访问题，依法规范信访秩

序，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全

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创造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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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全年共处理信访事项２８３６件４４７６人
次，进京赴省、市非正常上访量均低于武汉市下达的

控制数。全年进京非正常上访量位列全市第七，

口区被评为２０１５年度全市信访工作先进单位。

【信访工作责任制落实】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先

后专题研究信访工作８次，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和
分管领导先后对信访重要事项作出批示５３０次，阅
批群众来信１０５件。口区“四大家”领导超前深
入分管部门和联系单位，亲临一线部署、督导、参与

矛盾排查、积案化解和稳控工作。尤其在全国“两

会”“抗战胜利 ７０周年纪念活动”、十八届五中全
会、中田赛、园博会等重要敏感节点，区委、区政府领

导对信访工作一日一调度，将全区信访突出问题和

重点人员全部纳入区、街两级领导包案范围，形成一

个信访问题（重点人）、一名包案领导、一个责任部

门、一套化解方案、一套稳控措施的领导包案责任机

制。由于措施得力，全年汉正街第一大道商户群体

（２０００余租户）、宗关地铁３号线“大金都”周边群
体（１５２户）、区水务局门面承租群体（近５０户）、经
济开发区“名典屋”群体（７２户）、中商平价长丰信
访群体（２８０户）等群体性上访问题得到妥善化解。

【信访积案化解】　２０１５年，口区信访局注重加
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信访积案攻坚工作力度，

协调各方力量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全年

累计排查出突出信访稳定问题 ８１件，重点人员
２８９人。着力破解历史遗留信访难题，对信访积案
开展深入全面的排查梳理，建立信访积案台账，对

上级交办和全区梳理的信访积案，按照“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由各相关责

任部门、街道党政领导包案处理。认真履行“一岗

双责”，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发动党员干部深入基

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主动担当化解信访积案，

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

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

处理到位，促进全区信访积案有效化解，先后妥善

化解２７件长达十多年的疑难信访问题。集中开
展积案攻坚活动，化解市交办积案 ５６件，化解率
达８５％，超额完成市下达进度。

【阳光信访推进】　２０１５年，口区信访局继续推进

阳光信访，加强阳光信访信息系统运用建设并初见

成效。进一步完善阳光信访信息系统，实现办信、接

访、网上信访、督查督办等基本业务全覆盖、信访信

息全录入、业务全流转、数据全生成、办理全公开。

开展信访事项“五率”（录入率、及时受理率、按期办

理率、群众满意度参评率和满意率）通报。全年全

区集中培训４次，街道、部门阳光信访信息系统开通
率达到１００％，录入系统信访事项１８９０件，超过市
下达目标１０％。

【来信来访办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信访局对群众来
信来访及时受理、交办，办理率大幅提升。全年处理

国家、省、市交办信件及重点邮递信件２０７件，及时
受理率、按期办理率均达到１００％，群众满意率达到
９０７％。

【维稳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信访局办加大逐级走
访宣传力度，加强对越级走访群众的思想教育疏导，

加大督导化解力度，推动问题及时就地解决，切实扭

转信访上升态势。开展创建“三无”街道社区活动

（无进京越级上访、无大规模集体上访、无因信访问

题引发的极端恶性事件和舆论负面炒作），确保全

区进京越级上访量进一步下降。坚决遏制非正常上

访，进一步完善信访、政法、综治、维稳、公安联合处

置进京非正常上访工作机制。全力做好重点敏感时

期的信访工作。全区初步形成信访、维稳、综治、公

安等部门联动协作工作机制，全年有效瓦解涉军群

体、公租房摇号、企业改制买断职工、被拆迁户、残疾

人等２３批次群体串联策划集体进京上访行动，累计
引导退票１２６人次。区内公安机关先后依法对５０
余名牵头人进行训诫，行政拘留 ８人，刑事拘留 ５
人，有效遏制上访老户和重点人员拟进京非访的违

法行为。

（张　敏）

·老干部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老干部工作局（简称口
区老干局）以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

“三严三实”活动为契机，强化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

建设和党组织建设，全面落实离退休干部政治生活

待遇，精心做好老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充分发挥老干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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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重要作用，扎实推进老干部活动阵地建设，积极探

索老干部工作转型发展，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绩效目

标工作任务。２０１５年荣获“武汉市老干部工作绩效
第三名的好成绩。完成的调研论文分别荣获全省调

研论文三等１篇、全市调研论文二等奖１篇。

　　２０１５年９月３日，口区离休干部蔡国栋参加抗战胜利７０周年阅兵，在工作
人员的陪同下进入观礼区

【服务中心、服务大局】　２０１５年，口区老干部工
作重点服从服务于区委中心工作，尤其是突出为老

干部服务。过去老干部曾因福利问题、就医问题、老

干活动问题出现上访多、投诉多、扯皮多的现象，严

重干扰老干局正常工作，局党组经研究认为老干部

既是党的财富，其管理教育引导非常重要，所以既要

做好服务工作，更要做好老干部的管理教育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老干局在坚持过去好的做法基础
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老同志发挥正能量。

组织老同志参观口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正

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口发展大局的关系。先后组织

全区女老干部、企业离休干部参观区重大项目建设、

环境建设，重阳节组织全区１０００多名副处级以上
的老干部参观武汉园博园，百闻不如一见，广大老干

部亲身感受到口的发展，环境的变化，也感受到作

为一名口人的光荣和自豪，自觉体谅区委的难处，

支持区委、支持在职领导的工作。组织过去曾经担

任区领导的６０余名市管离退休老领导，在区委书记
王太晖、区长景新华等“四大家”主要领导的陪同

下，参观汉江湾江滩、四中、园博园、宜家等重大项目

和环境道路建设，并进行座谈。座谈会上景区长报

告区情后，老领导们积极建议献策，关心关注口建

设的热情高涨。通过组织这些活动，使老同志们了

解区情，既看到口的经济发展，也看到所面临的困

难和希望，自觉从关心自己的福利转变到关心口

的发展，支持区委工作，服从区委决定的自觉性进一

步增强。

发挥老同志的优势，为口发展作贡献。局党

组注意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余热，为老干部发挥作用

牵线搭桥、提供平台。如原区人大主任彭有为负责

的企业家协会，在协助企业的项目建设上、在为企业

排忧解难方面多次受到区委王太晖书记的表扬。原

区委书记吴泽胜负责的老年体协，在推广社区文体

活动，丰富全区老年群体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还有易明生担任区老年大学校长、邬沧涛

担任延安精神研究会秘书长以及书协、门协、乒协、

桥协等１６个各类协会，主体骨干全部是老干部，他
们在全区的文明建设、社区建设、和谐口建设中都

发挥了积极作用。

树立标杆，用身边的老干部典型引领教育老干

部。２０１５年，口区老干局树立和宣传原区房地局
副局长马业定同志参与长江救援队的事迹，他多次

救人从不张扬，默默坚守做实事，他功推他人，事揽

自己，体现了一个受党教育，用余热特长服务社会的

高尚品德，深深地感染了广大老干部。同时，马业定

为全市老干部报告其事迹，受到好评。向省、市推荐

抗日老战士蔡国栋、彭易林参加北京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周年大阅兵，全省５名参阅的抗战老战士中口
区就占２名，回汉后又组织他们座
谈，给全区老干部作报告，使广大

老干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为广大老同志展示阳光心态、享受

美好生活，为关心口、支持口，

为口发挥余热，为党的事业增添

正能量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

【老干部政治待遇落实】　２０１５
年，口区老干局积极组织引导离

退休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十

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习近平同志

系列重要讲话和全国离退休干部

“双先”表彰大会精神，引导广大

离退休干部做到“离岗不离党，退

休不褪色”，始终保持政治坚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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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１日，口区老干局举办老干部网络宣传工作培训班，特邀荆楚
网记者牛晋阳为学员讲课

想常新、理想永存，始终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切实加强老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按照从严治

党的要求，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同

时发力。以知识竞赛、文艺汇演、老年教育等形

式，充分发挥传统思想教育阵地作用，通过创新支

部学习和服务方式、丰富支部活动内容等，把老同

志的思想引导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激发广大

老党员爱党、忧党、兴党、护党的热情和责任。开

办并增强教育活动的吸引力、影响力。打造老干

部网络学习平台，为老干部便捷学习、深入交流创

造条件。以老年大学网络教育平台，组建一支骨

干网宣员队伍，积极发声、扶正祛邪，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

切实加强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口区老干

局以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为抓手，充分发挥离退

休干部党组织在组织、凝聚、引导老同志等方面的作

用，将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纳入党建工作总体规

划，做到与在职人员党组织建设工作同部署、同规

划、同考核。在强化全区已建立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４８个、离退休干部党小组５６个的基础上，在医院、
社区、老干部兴趣团队等“三个前沿”建立１２个老
干部临时支部，并组织老干部参加全市离退休干部

支部书记培训班和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培训班，努力实现对老干部教育管理服务的全覆盖，

更好地把广大老干部凝聚在党的周围，把老干部党

建工作落到实处。

注重落实老干部政治待遇。

以组织老干部形势报告会普及当

前社会经济、军事等热点知识，还

坚持重大节日走访慰问老干部，重

大事项先征求老干部意见，重要会

议请老干部参加等制度。全年举

行情况通报和形势报告会６次，参
加市老干局组织的形势报告会 ４
次。坚持春节、端午、中秋、老人节

走访慰问老干部。为老干部订阅

报刊杂志１６００余份，确保每人人
手一份以上。

【老干部生活待遇落实】　２０１５
年，口区老干局抓创新、抓特色，

把落实老干部待遇溶入到提升老

干部服务之中，将提升服务质量作为老干部工作的

重点。

针对离休干部整体进入“双高”期、离退休干

部骤减骤增的状况，我们始终坚持以务实创新为

着力点，全面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普及“四就

近”服务工作。２０１５年，在区内１２３个社区中有条
件的开展老干部“四就近”服务工作，为全体离退

休干部提供就近学习、就近活动、就近服务照顾、

就近发挥老同志作用的平台。年内有 ９１个社区
完成普及。２０１５年，区老干局直接向社区划拨“四
就近”专项经费３１万元，服务居住在社区的老干
部３０００余人，１５０多名老干部在社区从事老年医
疗保健、青少年帮教、社区管理、文体等方面的服

务，成为社区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骨干；加强社区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分别在发展社区、营北

社区建立老干部养老院，在古画、发展、幸乐、营北

等社区和医院及老干部活动兴趣小组成立临时离

退休干部党支部，方便老干部学习和活动；创新服

务形式，在全区公办或民营养老机构进行调查摸

底，初步成立４家满足“医疗、养老、保健”三位一
体的养老机构，作为全区离退休干部养老基地正

式挂牌服务，全区老干部入住养老机构人数达到

４０人；进一步建立健全困难帮扶救助机制，对生活
困难和医药费自付部分较多的离退休干部实行补

助，全年共发放特殊困难救助费１０万元。全年离
退休干部离退休费和医药费落实率达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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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３日，口区直机关工委举办“爱岗敬业，创新立功”先进事迹
报告会

【老干部文体活动】　２０１５年，
口区老干部局继续保持老干部开

展文体活动的传统优势，不断丰

富离、退休老干部的精神文化生

活。老干部活动先后在市以上的

各类比赛获各类奖项１０余个，在
１３个区中稳居第一，继续保持引
领示范作用。同时，注意创新活

动方式，坚持老模式，新内容，新

标准，新效果。既重视活动的竞

赛性，更注重活动的广泛参与性，

用健康、快乐、鲜活的活动方式，

贴近时事、贴近生活、贴近老干部

需求、丰富多彩的内容服务老干

部的精神文化生活。全年先后举

行老干部报告会４场，利用元旦、
春节、“三八”、“八一”、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开展各

种大型文艺汇演、参观展览、游艺等活动。

重视涉老阵地建设。区内老干部工作有离退

休干部支部建设、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年大学、全

区性的形势报告会等４个阵地。２０１５年，口区
老干部局党组始终把老干部离不开的这四个阵地

抓在手上，为老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

学、老有所为搭建平台。同时，全区离退休老干部

借助这 ４个阵地，满足了关心时事、接受党的教
育、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健康、服

务社会的需求。

（郑爱民）

·区直机关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５年，中共口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员
会（简称口区直机关工委）以扎实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活动，以落实绩效管理目标任务为抓

手，立足本职、服务大局。按从严治党新常态的总体

要求，创造性开展工作，着力提升区直机关基层党组

织凝聚力、战斗力和廉政建设水平，各项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直机关工委按照从严
治党的总要求，以落实“三会一课”为突破口，狠抓

机关基层党组织全面建设。根据《党章》和《基层组

织工作条例》的规定，及时督促指导１２家应换届的
区直机关基层党组织进行换届，大力推行“公推直

选”，强化党内民主建设。３月份，举办区直机关基
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就落实好“三会一课”制度、

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等重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９
月，举办区直机关党务干部培训活动，重点就发展党

员工作进一步规范流程。继续做好党员培养和发展

工作，配合区委组织部举办一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班，共培训区直机关７名入党积极分子。５月份，组
织区直机关系统的党务干部、科级以下的干部１２０
余人开展“一把手”讲党课的教育活动。区直机关

工委书记带头以“守纪律，讲规矩，严律己”为题讲

授专题廉政党课。

【学习型机关创建】　２０１５年，口区直机关工委
继续推动学习型机关创建，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

学习活动，着力在区直机关营造学习氛围。３月份
和９月份，区直机关工委联手《长江日报》“爱上层
楼”读书会，特邀武汉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蓝青、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讲授读书心得，举办读

书会活动，３０个机关单位的１００余名区直机关干
部参加读书会。为提升区直机关干部文化素养，

营造浓厚读书学习氛围，促进“书香机关”建设，组

织“美丽汉江湾”诗歌征集活动，区直机关１８个单
位干部以及口籍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共 ３５人报
送 ３８篇创作诗歌，机关工委完成编辑《汉江
湾———生机与欢歌》诗集。４月份，区直机关“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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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湾”诗歌创作暨朗诵比赛在区图书馆隆重举

行。为营造“爱读书、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

良好氛围，掀起区直机关干部职工读书学习的热

潮，组织举办主题为“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让

阅读成为一种习惯”的创建学习型机关观摩和读

书交流会，区财政局、区发改委、区检察院、区法院

等单位的干部在会上作读书交流。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直机关工委继续加
大机关纪律作风巡视督查力度。成立督查专班，

制定工作专案，拟定巡视督查安排，把巡视督查工

作纳入绩效管理目标。坚持每月２次对区直机关
单位、重点是机关大楼的工作纪律、办公秩序、文

明用语、公车使用、带彩娱乐等方面情况，采取明

察暗访、实地检查、查看监控视频等方式进行巡

查。全年巡查 ２４次，巡查机关单位 ３５０余家
（次），发现问题７起，通报批评 ３人，对发现的问
题全部整改到位。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直机关工委认
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履行一岗双责，把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作为年度重要目标任务，

狠抓落实。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廉洁自律，认真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六条意见”、市“十一条

禁令”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有关规定，全年

无一人一起违纪违法事件发生。５月份，区直机关
工委组织举办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专题报告

会，区直各机关单位党务工作者及科以下干部１２０
余人参加了报告会。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观看反腐

教育警示片《贪途欲海无归路》，时刻敲响党风廉

政建设的警钟。上半年，在区直机关广泛开展党

纪政纪知识测试活动，机关干部参与率达到９９％，
优秀率１００％。积极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全年，办
理区纪委转办案件２起，审批案件４起，２人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２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１人
受到行政警告处分，１人免于纪律处分。６起案件
没有出现一起行政复议败诉的情况。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直机关工委注
重加强文明机关建设。开展双认领活动，４月下
旬，区直机关工委全体在职党员深入公安社区，开

展认领服务岗位、认领微心愿活动，梳理汇总困难

群体的“小梦想”“小心愿”，５月５日现场签领“微

心愿”。５月１２日，７名在职党员在工委书记的带
领下将小礼物送到居民手中，帮助他们完成小心

愿。推进文明餐桌行动，６月 ２日至 ９日，集中力
量对区法院、区检察院、区老干局等９个机关食堂
文明餐桌行动推进情况进行检查督促，进一步推

动机关文明餐桌行动的开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工作，把文明机关创建和法治单位创建结合起来，

在区直机关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开展

“１２·４”法制宣教日活动，在区行政中心播放普法
宣传口号。搭建无纸化普法考试平台，组织区直

机关干部职工进行网上普法考试，促进法律进机

关活动。

【群团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直机关工委高度重
视群团工作，并开展多种群团活动。关心区直机

关干部职工身心健康，申请专项经费，开展对机关

干部职工进行身体检查活动。继续开展重大疾病

医疗互助活动，并依照上级工会要求，推动区直所

属４４家基层工会换届和建立工会独立账户工作。
发挥妇委会作用，与区妇联一起举办家长学校座

谈活动。为丰富机关干部职工文体生活，活跃机

关文化，区直机关工委大力开展群团文体活动。

全年成功组织开展 ５次大型群团活动：元宵猜谜
活动、绿道健步行比赛、诗歌朗诵会、区直机关运

动会、跳绳比赛。

（黄学斌）

·保密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国家保密局（简称口区
保密局）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准确把握保密工

作形势，认真落实保密工作责任制，全面推进保密工

作依法行政，扎实开展保密宣传教育、保密管理、保

密技术防护和保密监督检查工作，较好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全年未发生失泄密事件，为全区经济转型

发展提供安全服务保障。

【保密宣传教育】　２０１５年，口区保密局坚持以领
导干部、涉密人员和保密干部为重点对象，以保密法

规和保密专业知识技能为主要内容，以增强保密意

识和提高业务能力为目的，不断丰富教育形式，深入

开展保密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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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六五”保密法制宣传教育。结合新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

实施，通过免费赠阅保密宣传教育资料、播放保密宣

传教育警示片、讲授保密法律法规知识、召开保密专

题座谈会和培训会等形式，把全区的学习贯彻活动

引向深入。组织全区各单位保密组织成员及涉密人

员集中收看保密专题片《手机背后的谍网》共计７０
余场（次），共有１６００余人（次）受到保密教育。通
过在区机关内张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宣传

画、在收藏品市场张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和

《治安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向区机关干部、社会

公众和市场业主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

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教育宣传。按照中央和省委

保密委要求，认真开展“六五”保密法制宣传教育验

收工作，确保法制宣传教育落到实处。

深入推进区委保密委员会主任（区直单位保密

领导小组组长）讲专题党课。当年在向全区各级保

密组织印发《中共口区委保密委员会主任许以华

讲授专题保密党课教材》的基础上，要求全区７６个
单位的保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讲一次保密专题党

课，全区共有２１００余人（次）参加学习活动。
坚持发挥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开展保密教育培

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做到“四有”，即有领导分

管、有部门负责、有教学计划、有专人授课。撰写《定

密工作讲稿》《保密工作培训教材》和《专题保密党课

教材》，先后在区委党校领导干部班、公务员班和新任

公务员班上讲授，全区有１０００人接受保密教育。
组织全区新上岗的涉密人员参加武汉市新任

涉密人员、定密责任人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人

员培训，共计１２０余人接受保密教育，并经考试合
格取得《涉密人员岗位工作证》和《定密责任人岗

位工作证》。

【保密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保密局不断加强保密
工作依法行政，强化保密管理。

强化全区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管理。在“双确

定”基础上，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全市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管理的通知》

中关于“保密要害部门部位每两年年审一次”的要

求，坚持开展年审工作，将年审结果纳入综合治

理、文明创建综合考评。区委保密办及时下发通

知，按照单位自查、协作组成员单位互查、区保密

局组织抽查、年审结果通报的方法步骤有序推进，

全区４个保密要害部门、７６个保密要害部位通过
年审。

强化定密管理。《国家秘密定密管理暂行规

定》颁发后，先后采取培训、座谈、深入基层单位指

导等方式，落实规定要求，强化定密管理，基本形

成单位确定定密责任人、区保密局对定密责任人

进行培训、单位定密解密工作由定密责任人负责

把关确定、年度定密工作情况报区保密局备案的

工作机制。

强化涉密网络及涉密计算机使用保密管理。按

照中央办公厅《党政机关和涉密单位网络保密管理

规定》和省委保密办《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保密管

理的通知》要求，先后组织二次保密专项检查，对区

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区委政法委、区信访局、区

检察院、区法院等２７家单位开展保密专项检查，共
检查各类计算机终端５５０台。对涉密计算机单机进
行备案登记，并统一安装正版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
为全区政务网络终端印制、粘贴“严禁在连接互联

网的计算机上处理、存储、传递涉密信息”警示标

识，实现全天候“标识化”管理。

强化涉密人员管理。按照国家及省保密局关于

涉密人员的管理要求，结合本区实际，对涉密人员管

理工作进行深入学习，根据《涉密人员保密管理指

南》稳步推进全区涉密人员分类工作，进一步强化

涉密人员岗前保密审查、在岗、离岗和脱密期的保密

管理。

开展保密普查。根据全市统一部署，及时开展

保密普查数据统计工作，集中２个月时间，对２０１４
年保密普查数据进行统计摸底，更新全区保密工作

的基础数据库，为口区保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

要依据。

【保密技术防护】　２０１５年，口区保密局进一步加
大涉密网络建设和保密技术投入，加快保密技防设

施设备配备更新，切实提高保密技术防护水平。

制定电子政务内网区级网络平台建设方案。进

一步细化工作任务，明确时间节点；加快推进网络铺

设，实现市区两级内网平台和区级内网平台内各节

点互联互通。

做好安防设备配备。按照保密要求，为电子政

务内网区级终端统一安装红外报警系统，督促各联

网单位改造视频监控系统到位，做到泄密行为早预

防、早发现、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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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密计算机违规外联监控平台进一步升级。全

区２６台涉密计算机单机纳入其中，实现国家、省、市
三级联网报警。

【保密监督检查】　２０１５年，口区保密局明确“以
检查促防范，以检查促落实”的原则，以计算机信息

系统保密管理为重点，同时兼顾区机关日常保密管

理、社会单位保密管理、专业市场保密管理，坚持对

计算机信息系统、政府门户网站和国家统一考试试

卷存放保密室开展保密检查，并将其纳入全区保密

管理重要工作目标，常抓不懈，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坚持开展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检查。成立检查

专班，制定检查流程，下发检查通知，严格规范检查。

全年共抽查区委办公室、区委政法委、区信访局、区

检察院、区法院等 ３５家单位，抽查计算机 ５５０台
（次），其中涉密机１００台（次）；移动存储介质２０５
个（次），其中涉密介质１００个（次）。通过检查及时
发现问题，对当时能改的督促现场整改；对存在问题

较多的，约谈分管领导，下发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

并组织复查，督促整改措施落实。

坚持开展政府互联网门户网站保密检查。为进

一步规范上网信息管理，明确机关单位在政府信息

公开中的保密审查职责，规范审批流程，严格落实

“三审制”，对全区３５个单位的门户网站进行检查，
对社会网站的保密管理开展专题调研和抽查，没有

发现违规公开涉密信息问题。

坚持开展国家统一考试试卷存放保密室检查。

按照最新标准，对高考、中考、司法、卫生等各类国家

统一考试启用的试卷存放保密室进行检查，覆盖率

达到１００％，确保各类考试顺利进行。
加强全区公文资料的清退销毁工作。始终把握

全区废旧公文的清理、回收等各个环节，做到全程指

导、全程参与、全程把关，全年共清收各类文件资料

１０吨，实现统一清退、集中销毁，有效杜绝重要、敏
感信息失泄密事件的发生。

（刘　剑）

·绩效考评·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区政府坚持以绩效为
引领，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将自身建设

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着力推进功能

重塑、产业复兴、环境创优和民生改善，先后承办

了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

博览会、中国（武汉）国际风筝邀请赛等国际性赛

会，荣获和保持了全国文化示范区、科普示范区、

全省文明城区、双拥模范区等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较好地完成了市委、市政府年初下达的各项目标

任务，口区连续三年被授予全市综合考评立功

单位。

【加强目标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区政府坚持
以目标引领破解发展之困，项目建设“重效益”，着

力防范纪律风险、严守安全底线、维护群众利益，纪

检审计全程跟进，力求“进度快、质量好、零伤亡、干

部不出事、群众不上访”。经济发展“看潜力”，不简

单以ＧＤＰ论英雄，不在转型期单纯比财税收入，将
固定资产投资、新兴产业培育等作为打基础、管长远

的目标抓牢抓实，为转型发展“筑根基，民生服务

“树口碑”。加大财政投入，建设汉江湾体育公园、

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社会福利院、群众文化活动中心

等系列公益项目，让群众得实惠。通过目标引领，全

区上下凝神聚力，对标赶超，解决了一批制约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难点问题。

【落实责任制】　２０１５年，口区注重抓目标任务，
并不断完善跟踪落实机制。特色目标专班跟踪，对

汉正街综合整治、长丰“三合一”整治等特色工作，

一个目标成立一个专班、制定一套专案，强化执行效

果。街道目标常委跟踪，区委常委包点街道目标，常

委个人年度考核成绩与对口街道的项目建设、城市

管理、安全稳定目标成绩挂钩。重大项目协同跟踪，

重大项目成立指挥部，实行指挥长负责制，区委、区

政府主要领导定期调度，研究解决疑难问题。通过

上下联动，形成横到边、纵到底、无盲点、全履盖的目

标落实责任链。

【跟踪问效强化】　２０１５年，口区坚持问题导向，
数据指标“常排位”，每月将经济指标完成值与先进

城区排位对比，找差距、明方向。项目指标“常敲

钟”，定期对项目分析研判，查找规划、资金等困难，

督促制定推进方案。民生指标“常挖潜”，定期深入

服务对象征求意见，了解需求，督促提升服务质量。

通过“调焦”寻查，找准问题突破点，促进问题早发

现、早协调、早推进。

·７６·

·政　治·

覆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口区召开区委区政府工作会议，总结２０１４年绩效考评工
作，表彰２０１４年度绩效管理立功单位、履职尽责先进个人，对２０１５年绩效管理工作
进行全面部署

【考核评价完善】　２０１５年，口区坚持强化干事
创业导向，让实干者得实惠，并设置绩效管理突出

贡献奖，对当年工作成效突出、为转型发展做贡献

的单位予以重奖。让有为者有位，将绩效评先重

点向街道、“三件大事”承担单位倾斜，凡破解发展

难题成效明显的单位评为绩效管理立功单位，体

现基层优先。凭实绩用干部，实行干事和用人并

轨，不让干实事、有担当的人吃亏，全区７０％的区
直部门一把手具有街道领导工作经历，“以实干论

实绩、从实绩看德才、凭德才用干部”的用人导向

逐步夯实。

（罗艳玲）

·史志资料征集编纂·

【概况】　２０１５年，中共口区委党史（地方志）
办公室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开展“三

严三实”教育活动为契机，以“存史、资治、育人”

为己任，精心部署，开拓创新，较好地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

【《中共口区组织史资料》第六卷征编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党史办公室在编纂出版《中共
口区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后，及时启动《中共口区

组织史资料》第六卷征编工作。截至年底，按照“尊

重历史，求实存真”的原则和“广

征、核准、精编、严审”的方针，已征

集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的
组织史资料４万余字。

【《中国共产党口历史》第三卷

初稿编纂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
委党史办公室在三卷本的撰写上

着力体现区委组织全区人民完成

全党的中心任务，把重点放在改

革开放的起步、全面展开，初步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章

节，力求全面反映历史原貌。武

汉市委党史研究室重新调整三卷

本编纂年限后，口区委党史办

公室及时修订，将三卷本调整为３
编 １１章 ４０节，编写年限截至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截至年底，已完成三卷本重编初稿
２０万余字。

【口区党史大事记资料征编】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
党史办公室充分利用政府政务网络媒体提供的信息

和区委提供的资料，采取对区内大、要、新、特事追根

溯源，记叙事件的起因和结果，并包括时间、图片、文

字，共征集２０１４年计３万字党史大事记资料，重点
反映区委、区政府领导全区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情

况，并形成２万字的归档资料。

【《口年鉴》（２０１５年卷）编纂出版】　２０１５年，
口区地方志办公室结合年鉴编纂特色，新增口区

爱岗敬业模范等彩页；进一步展现口风貌，提高年

鉴作为工具书的效果与利用价值。该书记载时限为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共设１４个类目，计
５０万字和百余幅彩色图片，设英文目录、索引等，于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底出版发行。

【《长丰乡志》样书编纂工作】　《长丰乡志》自２０１４
年３月启动以来，口区地方志办公室先后召开工
作调度会、推进会、座谈会，协调和指导相关街道、部

门及１３个村组织人员征集有关资料、数据，并安排
人员在长丰街走访调查，以及查阅历史档案资料。

该书记录从明初至２００６年间长丰地区自然、经济、
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其城市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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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３月６日，口区地方志工作培训会在区行政中心召开

化的演变过程。截至年底，编纂完成《长丰乡志》初

稿，共计２０万余字。

【口区情资料征编】　２０１５年，口区地方志办公
室根据省、市年鉴社的要求，组织人员在区属有关部

门搜集资料、图片，完成编辑成文１万字，且真实、准
确地反映全区２０１４年经济社会发展概况，并按要求
及时报送省、市年鉴社。

【收集建立口区情资料库】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党
史（地方志）办公室为便于今后各类志书编纂工作

的开展，自２０１４年以来，按照创建特色指标的要求，
把收集建立口区情资料库作为一项特色指标任

务，按目录对部分史志内容进行归档收纳。截至年

底，在档案工作目标管理晋升省一级的基础上，完成

２万字资料搜集工作。

【《武汉历史风貌丛书·汉正街篇》编纂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纂《武汉历史风貌
丛书汉正街篇》的工作任务，此任务由武汉市人
民政府下达。截至年底，已编纂完成并率先通过验

收，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和武汉出版社根据全市编纂

进度安排出版。

【口区地方志工作培训会召开】　２０１５年３月６

日，口区地方志工作召开培训

会，区直各单位史志工作兼职干部

１１０多人参加会议。会上，区地方
志办公室部署《口年鉴》（２０１５
年卷）编纂工作方案，武汉市地方

志办年鉴编审处副处长张辉就年

鉴业务知识进行了授课。

【《湖北名村》编纂工作】　２０１５
年，口区地方志办公室按照湖

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关于征集〈湖

北名村〉入选名村的通知》文件精

神，开展《口汉江湾的一颗明

珠》的编纂工作，罗家墩村作为武

汉市既有代表性又富有特色的名

村顺利入选《湖北名村》。该村入

选既提升了口的区域特色亮

点，也更好地宣传了口。

（曹海霞）

·媒体传播发展·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认真开展“三严三实”

教育活动，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

问题。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苦干实干，紧紧

抓住讴歌区域成就，反映群众愿望的工作主线，把

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全力做

好新闻报道，为推动口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闻宣传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媒体传播发展中
心积极配合区委宣传部新闻科，延伸触角，展现口

人的精神风貌，围绕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城中村

改造、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汉江江滩建设等

主题，策划新闻宣传战役，主流媒体对口经济社会

发展进行集中报道，共计发稿６６０篇（条），其中围
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开展主题新闻宣传报道活

动８场：《长报日报》《湖北日报》等集中报道化工企
业搬迁完成，中心城区从此告别化工时代；结合红星

美凯龙开业，集中报道汉江湾购物公园建设；各大媒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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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集中报道宜家荟聚购物中心开业及汉江湾体育公

园建成；组织国内外媒体报道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

赛及国际校园足球论坛；组织《长江日报》专版报道

口区创新驱动工作；组织中央在汉及省、市媒体集

中报道环同济健康城建设研讨会；以口开发区电

子商务企业集中签约仪式为契机，组织省、市各大媒

体报道口区“互联网＋”工作；组织中央、省、市各
大媒体报道口区承办的武汉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及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工作。

【政务微博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政务微博＠口
发布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大力弘扬主旋律，及时处

置突发事件，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在营造良好网络

环境，树立正能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全年在

新浪、腾讯、新华、人民网上共发布反映口区各

部门工作动态的政务微博 ９８５条，及时传递了政
府声音，成为对外发布信息的重要窗口，获得全区

广大市民的支持和“点赞”。由于内容丰富，贴近

生活，＠口发布的粉丝数和微博发布量都位居
全省数万家政府发布平台的前列。如本年 ８月
份，由新华网所做的湖北省政务新媒体综合影响

力报告中，＠口发布被评为湖北省省基层政务
新媒体第四名，七个中心城区仅此一家。１２月，被
人民网评为全国十大发布之一，在国家权威网站

上口政务微博也有了一席之地。

【开展“欢乐社区行”活动】　２０１５年，口区媒体
传播发展中心和武汉电视台新闻经济频道紧密联

系，先后在荣华街荣华社区、武胜社区、宗关街发展

社区、宝丰街３５０６社区、汉水桥街营北社区、汉中街
马家社区、韩家墩街古田社区、长丰街紫润北等社区

开展了１１场“欢乐社区行”活动，大力宣传和谐社
区建设，民风民俗以及社区市民热爱生活、热心助

邻、乐善好施的良好风尚，展现社区市民中的能工巧

匠、生活奇人，体现了广大市民文明和谐、积极向上

的生活风貌。同时还联合相关医院和法律事务所，

在活动现场为市民提供免费义诊和法律咨询，深受

广大市民的欢迎。

【安全防范】　２０１５年，口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积
极配合武汉有线，严格保障重大节日及敏感时期的

安全防范工作，并协调配合口区做好电视网络安

全播出的管理工作，建立完善的机关值班制度，做好

单位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定期检查内部消防及防

盗安全设施。

（李　琳）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简称口区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职责；坚持在区委领导下推进各项工作，坚决

落实区委决策部署；坚持立足区情，组织开展对“一

府两院”的依法监督，把人大工作融入全区发展大

局。全年先后召开７次常委会会议和２６次主任会
议，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２５个专项工作报告，组
织开展１９次检查监督活动，对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等４个政府职能部门开展工作评议，依法任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７１人次。全年为加强本区基层民主
政治建设，为深化改革、凝聚共识、化解矛盾、畅通民

意，为做好三件大事、加快转型跨越发展，发挥了人

大在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重要会议·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５年１日６日至７日，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口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听取和

审查口区政府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

准口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２０１５年
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口区２０１４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５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听
取和审查口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口区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口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听取和

审议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案

和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议案

的审查报告和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关于财政预算的

审查报告。大会选举胡诗云为口区人民法院院

长。本次大会共收到代表１０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
·０７·

·口年鉴·



案（原案）１５件。大会审议并同意作为本次会议
议案的有以下２件：议案（原案）４号“关于规范化
推进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议案”、议案（原案）

１２号“关于健全‘三方联动’机制，提高物业服务

　　２０１５年８月５日，在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７次会议上，区人大常委
会为政府组成人员颁发任命书

水平的议案”，拟并为“关于健全‘三方联动’机

制，提高物业服务水平的议案”，作为本次会议 １
号议案；议案（原案）２号“关于抢抓‘城中村’改造
机遇，进一步完善长丰街居民生活配套设施建设

的议案”，拟为“关于进一步完善长丰地区保障性

住房居民生活配套设施建设的议案”，作为本次会

议２号议案。对未列入本次会议议案的１２件议案
（原案），拟作代表建议办理。会议期间，收到代表

提出的建议７４件。

【口区人大常委会议】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大常委
会共召开７次常委会议（第２４次至第３０次）。
２０１５年１月 ２６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２４

次会议，审议、决定如下事项：补选万勇为武汉市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结果报市人大

常委会确认；会议决定，任命叶奇超为口区环境

保护局局长。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６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２５次
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了如下事项：听取区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区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

的情况报告》；审议并通过《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议案办理工作方案的报告》；会

议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５年工作要点。

２０１５年６月４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２６次
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如下事项：书面听取口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情况的工作报

告，听取和审议口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

告，会议表决通过该报告；会议听取区政府关于

２０１５年重点建设项目情况的报告和区政府关于地
铁六号线汉正街站建设有关工作的汇报；会议决定，

接受周瞡辞去口区第十四届人大代表职务，任命

蒋昌洪为口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免去雷

泽民口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李之良

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仁寿法庭副庭长职务，卢连

洲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２０１５年８月 ５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２７次
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如下事项：审议并通

过《关于口区２０１５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４年度案件质量检查情况和修
改后行政诉讼法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４年
度办案质量检查工作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４年度办
案质量检查工作暨新行政诉讼法执行情况的报

告》，会议对４个报告形成专门的审议意见；会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加强口区社区卫生服务能力

建设情况的工作报告》《关于对卫计委进行工作评

议情况报告》；会议听取和审议《关于长江食品厂

项目 Ａ２、Ｂ地块土地收回及开发补偿工作情况汇
报》，会议表决通过该报告并形成专门的审议意

见；会议决定，免去周学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

任职务，杨志华区人大常委会代

表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主任职

务，何中波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

济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徐世东

区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与环境保

护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刘国伟

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职务，刘倬区人大常委会汉

中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许

建新区人大常委会六角亭街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罗辉华区人

大常委会汉正街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职务；任命杨志华为区人大常

委会办公室主任，何中波为区人

大常委会代表人事任免工作委员

会主任，李昌华为区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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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鹏杰为区人大常委

会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雷雨晨

为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燕为区人大常

委会代表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何松涛为

区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付敢华为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袁宏玲为区人大常委会汉中街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胡正举为区人大常委会六角亭街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王纯为区人大常委会汉正街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会议决定，聘任张进为区教科文卫工

作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任命万艳红为区经济和

信息化局（口区商务局、口区中小企业发展

局）局长，徐春林为区民政局（口区老龄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局长（主任），张智为区财政局（口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口区金融工作办

公室）局长（主任），张启发为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口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口区交通运输局）主

任（局长），刘文杰为区招商局局长，杨斌为区文化

体育局（口区旅游局、口区新闻出版局、口

区版权局、口区文物局）局长，葛建桥为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口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在机

构改革中，原任职机构撤销或变更的，其原任职务

自然免除。

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４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２８
次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如下事项：听取和

审议《关于口区 ２０１４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
告》《关于口区２０１４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批准口区２０１４
年财政决算，会议对两个报告形成专门的审议意

见；听取和审议《口区“大调解”工作报告》《

口区司法局工作报告》《关于对区司法局开展工作

评议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评议意见；会议

决定，接受邱德运、王建普二人辞去区第十四届人

大代表职务，邱德运、王建普、江巧云、方干军、许

建辉、张定宇、鲍群等７名区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
终止，王建普的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终止；会议

决定，任命鲁翠玲为区人大常委会古田街工作委

员会主任，肖宇翔为区人大常委会古田街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免去宫志中区人大常委会古田街工

作委员会主任职务，李书荣区人大常委会古田街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会议决定，任命彭月波等

２８人为区法院人民陪审员，免去肖书湘区人民法
院人民陪审员职务；会议决定，免去岳武区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孙建军区检察院检

察员职务；会议决定，接受江巧云辞去区检察院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由区检察院

报经武汉市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批准，并报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备案；会议决定，任命万诗雄为区检察院检察员、

检察委员会委员、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职务；会

议书面听取和审议部分市人大代表的述职报告。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８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２９
次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如下事项：审议批

准《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
议通过《关于２０１４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

和通过《关于竹叶海湿地公园建设情况的报告》，

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评议小组《关于对区水务

局开展工作评议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区人大对

水务局的评议意见；审查通过口区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筹备工作意见；审查《口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

终止和补选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决定，任

命吴双墩为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袁兆东为区人大常委会宗关街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免去吴红区人大常委会宗关街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职务；会议决定，任命吴茂杰为区园林局

局长；会议书面审议了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

院、区公安分局关于２０１４年度办案质量检查整改
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９日，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３０次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如下事项：听
取和审议《关于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四次

会议议案和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区政

府“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情况报告，审议区人大常

委会工作评议小组《关于对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开展工作评议的报告》，表决通过对区发改委的

评议意见；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口区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草案）》，讨论提

交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有关文件

及各项名单；会议决定周助新代表资格终止，会议接

受周学著、石和江、徐世东等３人辞去区第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委员职务。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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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会议在口区会议中心二楼第一会议室召

开，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于１２月３１日闭幕。会
议期间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书面听取和审

议《口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草案）》《关于口区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６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
口区２０１５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６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口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口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口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同意并批准

上述报告。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

会议共收到代表 １０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
（原案）１２件。经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大会主
席团会议审议，提请大会表决通过作为本次会议议

案的有２件：议案（原案）１号“关于加快‘汉江湾’
建设的议案”、议案（原案）３号“关于进一步深化汉
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的议案”，拟并为“关于加快

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的议案”，作为大会１号
议案；议案（原案）９号“关于改善老旧城区生活环境
的议案”，拟为“关于改善老旧小区居民生活环境的

议案”，作为本次会议２号议案。此外，区第十四届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决定的《关于健全‘三方联

动’机制，提高物业服务水平的议案》（１号议案），
２０１６年继续办理。未列入本次会议的９件议案（原
案），拟作代表建议处理，大会收到代表提出的建议

７１件。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纪跃辉、李鹏杰、

姜文舫为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万诗雄

为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职权行使·

【工作监督】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
口“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并组成４个工作
组，分别由主任会议成员带队，分头联系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对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生态文明

４个方面２４个主要指标，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此期
间通过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征求人大

代表和居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同时，主任会议和常

委会会议认真进行审议，就用好国家产业政策、打造

口支柱产业、突出项目建设、明确阶段目标任务等

提出建设性意见，为本次会议审查和批准“十三五”

规划纲要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结合贯彻新预算法，全程监督预算执行。以健

全政府预算体系、硬化预算支出约束为重点，在半年

预算执行、年度决算、预算调整等程序性监督中，认

真做好预审和初审，着力提高常委会审议质量。审

查和批准２０１４年度本级财政决算、２０１５年上半年
财政预算执行、２０１５年预算调整报告。常委会积极
评价本区财政预算执行，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的情况下，较好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对政府财政预

算和执行情况，首次以书面形式提出审议意见。督

促政府增强预算刚性约束、规范预备费使用、盘活存

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升了常委会审议效

力，增强了监督实效。

发挥审计部门在经济监督中

的职能作用，严格督促审计整改。

常委会要求在部门预算中强化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审计内容，

将政府投资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项目列为年度审计重点。听取

和审议２０１４年本级财政预算执行
及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以及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相关工委主动跟进审计查

出的 ４３个问题，严格督促整改。
支持区审计局积极探索对公共资

金、国有资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监督全覆盖，加大对查出问题

整改的检查力度，促使审计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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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迅速得到整改，维护了财经纪律的严肃性，全区

各单位财务管理进一步规范。

高度重视重点项目建设，听取和审议年度重点

建设项目情况、地铁六号线汉正街站点、竹叶海湿地

公园和园博园配套建设等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改

进工作方式，采取会前现场调研、会后跟踪检查、代

表现场视察等多种形式，了解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有

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常委会高度评价区政府敢于担

当、千方百计解决地铁六号线汉正街站点建设问题

所做的工作；充分肯定强力整治竹叶海和张毕湖公

园，保持湿地生态，改善口西部环境取得的显著成

效。人大机关干部积极参与重点项目建设，４名主
任分别挂点有关重点项目，在协调中强化人大监督，

推进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立足加快口发展，依法决定重大事项。长

江食品厂片开发建设项目由于各种原因面临困

难，区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长江食品厂

Ａ２、Ｂ地块收回及开发补偿工作情况的报告》。对
此重大事项，区人大先后召开３次主任会议，充分
酝酿，反复讨论，协调统一思想。同时，区人大常

委会在充分审议的基础上，原则同意这个报告，支

持政府克难攻坚。

【法治监督】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大常委会注重不
断改进对依法行政的监督方式，并取得良好效果。

全年区人大常委会先后组织委员和代表成立４个
执法检查组，深入相关单位，走访现场，分别对《武

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 ４部法律法规在本区
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针对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持

续跟踪督促落实，要求相关部门执法行为进一步

规范。改进对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评议方式，完善

评议程序，严格工作步骤，务求监督实效。全年区

人大常委会成立４个评议小组，共组织１３０名人大
代表和居民群众参与，分别对区发改委、区卫计

委、区司法局、区水务局开展工作评议。评议前重

在广泛征求意见，评议中突出现场视察检查，评议

后实行结果公开，注重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扩大民

主监督范围，促使被评议单位强力整改，收到较好

成效。

持续对人民区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公安分局

开展办案质量监督检查。２０１５年，重点检查自由裁
量权较大的民事案件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执行情况。三机关自查１１５０件案件，

检查组抽查６５件案件，从办案程序、实体处理、文书
质量３个方面，逐案进行评审。通过创新检查方式，
突出检查重点，推动三机关强化自查自纠，支持将办

案质量检查结果纳入个人执法档案，促进三机关办

案质量进一步提高。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

公安分局在强化队伍建设、深化案件质量管理、推进

司法公开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效。区人大常委会还

听取和审议大调解工作情况报告，充分肯定本区大

调解工作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关注民生】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大常委会积极通
过市、区人大联动工作平台，聚焦城市治理。全年

在对本区贯彻实施《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３
个月的执法检查中，通过明察暗访、调查核查，督

促专项整治“胶囊房”等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开展《武汉市物业管理条例》执法检查，督促强化

社区建设，加大对物业公司监管力度，着力提高本

区物业服务水平。结合“环保世纪行”活动，区人

大常委会组织代表对餐饮业油烟治理、污水处理

进行现场检查，促进相关部门积极解决群众反映

的问题。

坚持把基础教育列为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区

人大常委会开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执法检查和“第二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调研。

组织代表视察９所中小学和３所在建幼儿园，召开
座谈会，广泛听取教职员工和学生家长的意见。针

对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区人大常委会

要求教育部门统筹整体规划、合理配置资源、努力实

现均衡发展，同时督促完成８所小学的标准化建设。
社区卫生服务是本届人大常委会一直关注的

重点。全年结合对区卫计委开展工作评议，组织

代表和群众３０人，先后视察古田社区等７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面检查标准化建设情况。全年

在区人大常委会持续推动下，区政府加大投入，本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全面提档升级，在完善

“医联体”合作模式、推进医养结合等方面有了长

足发展。

【议案建议办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大常委会注重
把办好大会议案和代表建议作为实现群众意愿、尊

重代表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切实强化督办协调。

坚持大会议案由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办理方案，主

任会议专题督办。同时，要求区政府高度重视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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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工作，并在突出解决问题、务求实效上下功夫。

如关于提高小区物业服务水平的１号议案，区政府
制定老旧住宅小区物业全覆盖三年行动计划，符合

条件的１０６个小区已完成业委会组建，三方联动机
制基本形成；１１个相对封闭的老旧住宅小区通过改
造，达到“十有”（有健全的物业服务机构，有齐全的

保洁、保安、维修等岗位服务人员配置，有公开的物

业服务收费标准及收支账目，有固定的门岗设置和

拦车器，有规范的停车点和停车秩序，有公共的室外

晒衣场地和设施，有完好的楼道公共照明，有整洁的

楼道和墙面卫生，有良好的楼内秩序，有较为完好的

房屋外墙维护）标准，市民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关于长丰地区保障房周边配套设施建设的２号议
案，办理成效明显，生鲜市场、便民超市、社区卫生服

务站、老年服务中心等一批民生配套设施相继建成

投入使用；周边道路建设加快，绿化、排水、路灯得到

维护，居民群众买菜难、看病难、养老难、出行难等实

际困难得到有效缓解。

区人大常委会还重点抓代表建议的督办工

作。强化对建议办理工作的分类督导，实行主任

会议成员领衔督办，加大督办力度；改进检查方

式，由街人大工委组织代表和相关选民集中进行

现场检查，面对面询问，背靠背评议，促进了办理

工作。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建设汉江湾古田生态

新城等７８件代表建议，逐件分析，落实责任，克服
困难，积极推进。

【代表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大常委会充分尊重
代表主体地位，坚持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和参

与主任会议。积极组织代表参加执法检查、视察调

研、工作评议及专项督查，探索开展省、市、区三级代

表联组活动，让更多代表直接参与关系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等突出问题的调研和督办，

切实发挥代表作用。全年有９０余名代表回选区述
职，接受选民评议监督。

推进代表工作室规范化建设，搭建代表履职平

台。代表工作室建设向社区延伸，基本实现社区代

表工作站全覆盖。同时，全区３００多名省、市、区人
大代表，按属地原则编在各代表工作室（站），初步

形成“区、街道、社区”三位一体的代表工作平台运

行格局，这一经验在全市交流推广。各街人大工委

依托社区代表工作站，组织代表走进选区，倾听群众

心声，积极为选民排忧解难，密切了代表与选民的联

系。全年共有１４０余名省、市、区人大代表依托代表
工作室（站），接待选民１９００余人次，为选区选民在
金秋助学、扶贫济困等方面做了一批实事，受到广泛

好评。

（冯　畅）

口区人民政府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５年，全区上下扎实开展“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深入推进作风转变、问题整改、效能提升

和制度建设，切实将政府自身建设的成效转化为推

动发展的动力，较好完成了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

确定的各项任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１０％，地
方公共财政收入增长１１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额增长１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０％，招商
引资总额增长３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９％，经济社会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政　　务·

【区政府常务会议】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民政府召开
常务会议４２次，会议议题１６９项。１月１２日，召开
第１次常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改
办关于华生公司与长丰村历史遗留问题情况汇报；

听取区统筹办关于古田二路海尔电器厂片 Ａ地块
供地起始价格情况汇报，要求完善手续，规范程序，

加快申报；会议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彻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有关工作。

１月１９日，召开第２次常务会议。议题为：听
取区监察局、财政局、统筹办、城改办、建设局、房管

局等单位关于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涉及政府系统整

改落实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力资源

局关于规范本区津补贴发放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房管局关于保障性住房有关情况汇报，

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１月２６日，召开第３次常务会议，议题为：听取
区政府办、法制办关于加强政府风险管理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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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民政局关于春节期间辖区困难群

体慰问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计局关于本

区电子政务资源整合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科协关于申报创建全国（省）科普示范区情况汇报，

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

改委关于２０１５年省市级重大项目申报情况汇报，要
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照申报程序和时间

要求及时申报。

２月２日，召开第４次常务会议。议题为：传达
学习《人民日报》关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评论文章

的精神；听取区应急办关于全区融雪防冻应急防灾

减灾工作通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委区政府督查室、

考评办关于区《政府工作报告》年度重点任务目标

分解情况汇报，要求将目标分解工作进一步细化修

改完善。

２月１２日，召开第 ５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布置春节前后有关工作；听取区审计局关于经

责审计报告有关情况通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编

办关于区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情况汇报，要

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税收等优惠政

策清理情况汇报。

２月２８日，召开第 ６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汉正街办事处关于汉正街中央

服务区２０１５年工作要点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
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安监局、公安分局关于全

区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汇报；听取区信访

局关于春节、全国“两会”期间全区信访工作情况汇

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计局、发改委关于固定资产

投资统计制度方法改革试点工作汇报。

３月９日，召开第７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为：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审计局关于审计工作汇报，要求

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力资

源局关于２０１５年人力资源工作汇报；传达学习党风
廉政建设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建设局

关于２０１５年城建项目及资金计划情况汇报；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关于区人大议案、区政协建议案

办理工作方案汇报；听取区政府办关于全区办公用

房清理整改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３月１７日，召开第 ８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考评办关于２０１４年绩效考核
和２０１５年绩效目标设置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

步修改完善；听取区政府办、建设局关于办理群众投

诉不及时、不到位和路网、停车场规划不科学、建设

滞后承诺整改工作方案汇报，要求将工作方案进一

步细化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编办关于《区

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施意见》任务分工情况

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监察局、编办关于区纪检监

察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

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

改委关于２０１４年重大项目建设、表彰方案及２０１５
重大项目计划安排情况汇报。

３月２４日，召开第 ９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管委关于全区城市综合管

理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食药监局关于全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

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交通局关于《口区道路交通运输行业突发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工作汇报，要求将预案进一步

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一聋校片

地块供地起始价格情况汇报，要求科学测算，规范操

作，完善手续，依法依规推进一聋校片项目尽快完成

土地挂牌；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综治办关于全区综治

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

常委会审议。

３月３０日，召开第１０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信访局关于全区信访稳定工

作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

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４年财源
建设工作表彰方案、建立财源建设工作机制及２０１５
年财政工作要点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育局

关于中田赛赛事方案、教育重点项目和校园足球工

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招商局关于２０１４年招商引资表彰方案和２０１５
年招商引资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房管局

关于接收省商务厅四栋危房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

同意汉正街长食片项目指挥部关于长江食品厂项目

Ａ２、Ｂ地块土地收回及开发补偿情况汇报，要求将
材料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４月７日，召开第 １１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信局关于２０１５年经信工作
要点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化工专班关于２０１５年化工企业搬迁整治及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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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５片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改
办关于长丰街永利村与９５８２９部队后勤部签订解决
用地纠纷协议情况通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

关于２０１５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汇报，要求将
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４月２１日，召开第１２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统计局、财政局和

经信局等单位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汇报；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全区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情

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发改委关于全区“两型”社会建设工作情况汇

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人力资源局关于全区公务员管理工作汇报；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民政局关于全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

作汇报。

５月４日，召开第 １３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环保局关于全区创模及改善

空气质量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关于

地铁六号线汉正街站涉地一大道相关工作汇报；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审计局关于经济责任审计报告整改

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及时上报；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改办关于长丰街永利村“城中

村”改造还建房建设情况通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档案局关于全区档案工作情况汇报。

５月１１日，召开第１４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综治办关于深化平安口建

设及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工作汇报，要求

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卫计委关于全区卫计工作汇报；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社保处关于全区社保工作和建设社

保综合服务平台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育

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情

况汇报；听取区城改办关于城中村改造相关控制规

划调整情况通报。

５月１９日，召开第１５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统计局关于做好第一

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

修改完善；听取区经信局关于申报“十三五”加油站

建设规划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力资源局

关于集中治理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和本区与市

直规范津贴补贴标准对接情况汇报，要求将津贴补

贴对标情况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６月８日，召开第 １６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汉正街办事处关于金正茂项

目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

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并向区人大常委

会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育局关于汉西小学

拆迁还建协议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育

局关于原７２中校舍场地租赁有关事项汇报；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人力资源局关于 ２０１４年全区七类
机关和参照管理单位科及科以下公务员和工作人

员年度考核情况汇报。

６月２３日，召开第１７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通知》《市纪

委关于对全市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开展

专项巡查的通知》《省纪委关于开展党政主要负责

人监督制度落实情况“回头看”专项检查的通知》

《市纪委关于开展党政主要负责人监督制度落实情

况“回头看”专项检查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安监局关于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切实

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情况汇报；听

取区经济开发区关于名典屋项目分割销售工作情况

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６月２９日，召开第 １８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新

修订版）。

７月１３日，召开第１９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省、市、区委关于推进“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

《省纪委关于印发〈关于开展２０１５年“四项专项整
治”的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听取区政府办关

于上半年“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工作总结及下

半年工作部署汇报；听取区信访局关于近期全区突

出信访问题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信局关于在

全区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

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工商（质监）

局关于继续解决老旧社区“问题电梯”情况汇报；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航天电工集团土地

收储情况汇报；听取区公安分局关于迁建指挥大

楼项目建设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

关于《口区２０１５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

人大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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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０日，召开第２０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长江食品厂项目

Ａ２、Ｂ地块土地收回及开发补偿工作汇报，要求将
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并向

区人大常委会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

《口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管理办法》

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统计局关于口区电子政务云和财源平台建设情

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力资源局关于进一步

规范我区津贴补贴发放工作汇报。

７月２７日，召开第２１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李鸿忠、侯长安同志在省委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省纪委

关于７起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
力的责任追究典型案件的通报》等文件精神；听取

区考评办关于上半年市、区重点绩效目标执行情况

汇报；听取区政务中心关于开展区、街政务服务“四

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汇报，要求将方案

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改办关于将

区级储备用地纳入易家墩、舵落口两村“城中村”改

造范围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

２０１５年国家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专项申报情况
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古田街办事处关于

制瓶厂片项目征收工作汇报。

８月５日，召开第 ２２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工商联关于创建工作汇报；听

取区统筹办、城改办、发改委、财政局、经信局、招商

局、建设局、房管局、水务局、环保局、园林局、城管

委、民政局、文体局等单位关于７月工作推进和８月
工作计划情况汇报。

８月１３日，召开第２３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

记时的讲话和刘云山同志在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表

彰会议上的讲话》《省委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

意见》《李鸿忠、张昌尔同志在维稳工作专题会议

上的讲话》《中纪委关于十起发生在群众身边“四

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通报》《省纪委关于建始

县原卫生局违规修建办公楼问题的通报》《侯长安

同志在省纪委常委会上的讲话》等文件精神；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编办关于区政府机构改革涉及调整

单位三定方案汇报，要求将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 ６５中北片旧城改
造项目情况汇报。

８月１７日，召开第２４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省委办公厅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省委

书记李鸿忠在阅读人民日报时评〈灾难从来都不只

是“假想敌”〉一文所作重要批示精神的通知》《区安

委会办公室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省、市领导同志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批示指示精神的通知》等文件精

神，研究部署近期本区安全生产工作；传达学习“互

联网＋”、创新创业等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房管局、区民政局关于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

议案办理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８月２４日，召开第２５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刘云山同志在省区市和部分部门单

位“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文件精神；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房管局关于《口区Ｄ级危房排危
治理工作方案》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房管局关于《口区保障性安居

工程专项资金拨付使用办法》汇报，要求将材料进

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区经济开发区关于区经济开发

区产业拓展联席会议制度制定情况汇报，要求进一

步研究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宗关街办事

处关于宗关铁桥片二期征收工作汇报。

８月３１日，召开第２６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区安监局关于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信访局关于全区信访稳定工作汇报；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审计局关于《口区２０１４年度
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汇

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９月６日，召开第 ２７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区考评办、发改委、财政局、经信局、招商局、

统筹办、建设局、房管局、水务局、环保局、园林局、城

改办、城管委、民政局、教育局、文体局、卫计委、安监

局和经济开发区等单位关于８月工作推进和９月工
作计划情况汇报。

９月１４日，召开第２８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关于印发〈２０１５年上半年
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报告〉的通知》《省纪委

关于严明中秋国庆期间有关纪律要求的通知》《省

纪委关于刘刚等同志失职渎职问题的通报》《省纪

委办公厅关于开展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监督制度

“回头看”专项检查情况的通报》《关于机关单位违

规使用非涉密办公自动化系统处理涉密文件案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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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等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关于园

博会开幕式期间保障工作方案汇报，要求将方案进

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区人资局关于《大学生“互联

网＋”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工作方案》汇报，要求将材
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企业联合会、区企业家协会（以下简称

区“两会”）关于２０１５年口企业１００强、民营企业
５０强发布暨创新创业优秀（先进）企业、企业家表彰
大会方案等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口区２０１４年财
政决算（草案）的报告》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

改完善。

９月２１日，召开第２９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湖北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责暂行

办法实施细则》《中央、省委关于四川南充拉票贿选

案查处情况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等文件精神；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统计局关于本区第三次全国经济普

查结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改办关于常码村

“城中村”改造成本情况汇报。

９月２８日，召开第３０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中纪委转发〈河南省委关于新乡原市

委书记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新乡市纪委落

实监督责任不到位问题通报的通报》《省纪委关于５
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典型案件的通报》

《市治庸办关于印发２０１５年治庸问责工作绩效指
标考评计分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布置国庆节

期间有关工作；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环保局关于《

口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口区大气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汇报；听取区发改委、财政局、招商

局、经信局和统计局等单位关于第三季度重点经济

指标调度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化工专班关

于推进１１３５片生态修复、配套设施建设和化工企业
搬迁尾款支付等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长丰街、

易家街关于常码村和易家墩村、舵落口村“城中村”

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相关情况汇报。

１０月８日，召开第３１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区政府总值班室关于国庆期间有关工作通

报，区委区政府督查室、发改委、财政局、经信局、招

商局、统筹办、建设局、房管局、水务局、环保局、园林

局、城改办、城管委、民政局、教育局、文体局、卫计

委、安监局、经济开发区、工商局、科技局、食药监局、

宗关街和荣华街等重点单位关于９月工作推进和
１０月工作计划情况汇报。

１０月１２日，召开第３２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智慧湖北建设

的意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推进智慧湖

北建设行动方案（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的通知》《李鸿
忠、王国生同志在智慧湖北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的

讲话》《省政府关于湖北省参与“一带一路”的实施

方案》《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一票否

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纪

委监察局关于《区直单位惩防体系建设２０１５年重
点工作任务》汇报，要求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报区委

常委会研究；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民政局关于《全区

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

步修改完善后报区委常委会研究；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民政局关于《严格执行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做好

按标施保暨清理违规低保工作》汇报，要求进一步

研究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荣华街办事处

关于６５中北片旧城改造项目房屋征收情况汇报。
１０月１９日，召开第３３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区统计局关于《关于

完善全区产业创新工作推进机制的通知》《口区

关于推进互联网 ＋行动实施方案》《口区工业服
务业发展行动方案》的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

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健康产业专班、区经信

局、区经济开发区关于《口区医疗健康服务业发

展行动方案》《现代商贸业发展行动方案》《关于支

持产业升级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制定情况汇报》的

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传达阮成发同志

关于《切实增强责任感、严格落实责任制、千方百计

确保全市社会政治大局稳定》的讲话精神；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化工专班关于《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

１１３５片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汇报；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平安基金使用有关情况汇报。

１０月２６日，召开第３４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中纪委关于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的通报》《省纪委关于 ９起党员干部“带
彩”娱乐问题查处情况的通报》《省纪委关于４起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典型案件的通报》

《省纪委关于机关内部食堂、培训中心违规公款消

费检查发现问题的通报》《省纪委关于６起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六条意见典型案件的通报》

等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工商局关于《口

区汽配市场规范管理提档升级实施方案》汇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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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并原则同意区工商局关于《口区二手车交易市

场规范整治实施方案》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委

统战部、区卫计委关于“环同济健康城”建设暨口

区健康服务业发展研讨会活动方案汇报；听取并原

则同意出具《关于支持口国资公司发行债券有关

情况的函》有关情况汇报。

１１月２日，召开第３５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信局关于开展“万名干部

进万企、创优服务稳增长”活动汇报；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政府总值班室、区重大办关于办理群众投诉不

及时、不到位和停车场规划不科学、建设滞后问题整

改长效机制建设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水务

局关于《竹叶海湿地公园建设情况的报告》汇报，要

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宗关街关于宗关铁桥

片二期旧城改造项目房屋征收情况汇报；听取经济

开发区关于招商引资项目签约活动方案通报；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预算
调整方案的报告（草案）》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

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１１月９日，召开第３６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区考评办、区委区政府督查室、发改委、财政

局、经信局、招商局、科技局、统筹办、建设局、建管

站、城管委、民政局、文体局、卫计委、安监局、经济开

发区和古田街等重点单位关于１０月工作推进和１１
月工作计划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建设局、区

重大办关于路网、停车场规划不科学、建设滞后问题

承诺整改长效机制建设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审计局关于《２０１４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汇报，要求将材

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１１月１６日，召开第３７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城改办关于调整常码村城中村改造成本情

况的通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关于区人大议

案和代表建议、区政协建议案和提案办理情况汇报，

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

议和区政协协商；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计局关于进

一步加强统计工作汇报；听取区监察局关于有关案

件情况通报。

１１月２３日，召开第３８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专题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区政府党组成员和区监察局、

发改委、经信局、人资局、水务局、宝丰街、韩家墩街

等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发言，区政府景

新华区长作了总结性讲话；传达学习《中纪委关于

五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典型案例的通报》《省

委法规室关于规范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的提醒事项》

等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消防大队关于全区

微型消防站建设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

局（国资办）关于区国资公司发展有关情况汇报，要

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区“十三五”规划纲

要（送审稿）》《区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６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汇报，要求区
发改委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将材料的有关内

容、数据与《区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对接核准，进一

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委区政府研究室关

于《区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汇报，要求结合“十

三五”规划纲要，按照“突出创新、突出产业、突出改

革、突出法治和突出严实作风”等原则将报告进一

步提炼，突出特色亮点，修改完善后提交区政府全会

和区委常委会审议。

１１月３０日，召开第３９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专题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区政府党组

成员和区财政局、审计局、经信局、统筹办、民政局、

教育局、文体局、卫计委、民防办、国土规划分局、汉

正街等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进行交流发言，区政府

景新华区长结合本区发展实际对全会精神进行了全

面、深入解读；传达学习《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试点方案〉的通知》《省委办公厅关于侯长安同志在

２０１５年全省新任厅级领导干部廉政谈话会上的讲
话提纲》《省委办公厅关于侯长安同志在省委常委

会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部分省市县党委书记违

纪违法案件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时的发言》《省纪

委关于种粮补贴政策执行有关问题问责追责情况的

通报》等文件精神；通报本市华氏集团资金链断裂

问题处置有关情况；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

《口区２０１５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６年财政
预算（草案）的报告》汇报，要求将报告进一步修改

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１２月７日，召开第４０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区考评办、区委区政府督查室、发改委、财政

局、经信局、招商局、统计局、建设局、房管局、水务

局、城管委、民政局、教育局、卫计委、安监局、人资

局、经济开发区、汉水桥街、宝丰街等重点单位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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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工作推进和１２月工作计划情况汇报；传达学
习《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

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国有

资产监督防治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等文件精神，

听取区金融办、维稳办、公安分局关于非法集资处置

及稳定工作汇报。

１２月１４日，召开第４１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长江食品厂项目

Ａ２、Ｂ地块土地收回工作情况汇报；传达学习《省委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

行）〉的通知》《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通知》

《省委办公厅关于李鸿忠同志在省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省委关于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

等文件精神；听取区环保局关于《口区环境保护

管理职责规定》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法制办关于《口区人民政府重

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修订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

进一步修改完善。

１２月２１日，召开第４２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区经济开发区关于协调解决企派公司资金

问题通报；传达学习《国务院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

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

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

意见》等文件精神；听取区统计局关于区级政务大

数据平台建设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房管局、

统筹办关于部分动迁安置房交房逾期情况汇报。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府 １０件实事办理情况】　２０１５
年，口区政府继续为群众办好１０件实事，并圆满
完成。

一、关于“落实公租配房１０００套，住房租金补
贴应保尽保”。

口区房管局积极加强全区保障性住房项目协

调调度，既有效改善辖区困难家庭住房条件，又为全

区重点项目提供房源保障。２０１４年，区房管局对全
区２００９年以来所有公租房、廉租房轮候家庭进行摇
号分配，改善辖区部分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条件。

武汉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租赁住房管

理的通知》（武政规〔２０１４〕１１号）后，区房管局加大
“全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并轨为公租房”

等公租房配租政策宣传力度，积极筹措公租房房源，

广泛组织辖区住房困难家庭申报。当年５月，共筹
集公租房１８５０套，其中华生城市广场一期南区６０３
套，邻里中心１２４７套，已全部通过摇号方式分配给
住房困难家庭，并组织搬迁入住，缓解辖区贫困家庭

的住房困难。加大住房困难家庭租金补贴发放力

度。全区新增住房困难家庭租金补贴６３３户，超额
完成市政府下达本区全年新增住房租金补贴家庭

１５０户的目标任务。去年底全区共有２３６３户住房
困难家庭享受住房租金补贴，累计发放租金补贴

８７７６万元，住房困难家庭租金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严格住房租金补贴审核、管理，建立住房租金补贴退

出机制。全年区内因月收入提高不再符合住房租金

补贴发放标准，被取消或转为公共租赁住房的家庭

共２３０户，住房租金补贴管理工作不断完善。
二、关于“帮助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３０００

人次，开展创业培训、扶持创业各１０００人”。
口区人力资源局围绕推进就业再就业、创新

创业，建立定期研究、定期调度、预警反馈等工作推

进机制。分类开展培训，增强培训实效。围绕增强

就业能力，会同街道、企事业单位，贴近市场需求广

泛开展技能培训，共培训２５１４人；围绕增强高校毕
业生的创业意识，广泛开展人才政策、创业环境、载

体建设等各类创业及创业意识培训２６场，投入资金
２２万元，免费培训１０７１人，促进辖区居民就业、创
业；拓宽就业渠道，积极推进就业。实施“六个一

批”就业工程，与公益性岗位管理相结合，帮扶一

批；与招商引资相结合，解决一批；与辖区单位共建

相结合，推荐一批；与市场推荐相结合，安置一批；与

基地建设相结合，吸纳一批；与落实优惠政策相结

合，扶持一批等多种形式，帮助零就业家庭、残疾人

等八类困难对象实现就业、再就业。全年，共帮助辖

区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３６５０人，辖区部分困
难家庭经济状况得到缓解；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

创新创业。实施“全民创业工程”，依托新材料孵化

器、江城壹号“微果”孵化中心建立大学生创业基

地，广泛宣传创业扶持政策，举办第四届电商大赛，

发现和培育创业典型。全年通过免费技术培训、申

请小额贷款、创业基金、创业补贴等形式，共扶持创

业人员１０４２人，其中发放小额贷款１２４人，个税减
免９人，发放零活就业补贴３５４人，通过开展电商大
赛扶持创业团队 ４１个，申请各类创业资金共计
１４２３４万元，推动全区创新创业蓬勃开展。

三、关于“救助困难家庭５０００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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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民政局积极筹措资金，采取最低生活保

障、临时性救助等形式，确保政策性救助措施的落

实。全年区内符合政策规定的９１４３户困难家庭全
部享受“低保”待遇，受惠人员１５３０２人，累计投入
资金８２０４８万元，“低保”待遇实现应保尽保。加大
临时性救助力度。全年共救助困难家庭 ５０４２户
次，其中，对１６５４户因突发因素导致基本生活出现
暂时困难的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一次性给予

５０～１５００元临时生活救助；对符合条件的３３８８户
（次）孤老、孤儿、赤贫户、边缘户等特困家庭每月给

予物资救助（７０～１００元标准）。积极帮助困难群众
缓解看病贵难题，实施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对辖区

６５周岁以下低保边缘户实施医疗救助，共医疗救助
重大疾病患者１８人次，发放临时救助金９３８万元，
缓解了贫困家庭的生活困难。

四、关于“免费受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少于３００件”。
口区司法局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加大对农民

工、妇女、未成年人、贫困人员等弱势群体的法律援

助力度，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健全法律援助网络。

在全区社区建立社区法律援助点，实现社区法律援

助全覆盖；加强对法律援助律师的监督考核。建立

法律援助律师值班签到制度，合理调整值班方式，确

保法律援助及时到位。全年共组织律师到工会、残

联、女子监狱开展法律援助５７人次，维护了特殊群
体的合法权益；畅通法律援助渠道。针对拖欠农民

工工资等突出问题，建立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健全

法律援助异地协助机制，较好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

法权益。全年共免费受理法律援助案件３６７件，其
中免费受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累计受理２３２件；
涉及受援对象３６７人，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２７８
余万元。

五、关于“为９０岁以上有需求的高龄老人提供
每天１小时护理服务”。

口区民政局（区老龄办）组织辖区街道、社区

认真落实２０１５年居家养老相关政策，广泛进行调查
摸底，防止有护理服务需求的老人错报、漏报。全面

收集辖区９０岁以上老人护理服务需求，不断提高护
理服务的针对性。规范居家养老服务管理。采取政

府购买服务方式，通过招投标选定２家家政服务公
司，为辖区４８１名９０岁以上有护理服务需求的高龄
老人每天提供１小时陪聊、买菜、家政等居家养老服
务，累计投入资金２００６７万元。加强监督考核。建
立社区、街道、区民政局（区老龄办）三级监管网络，

不定期对护理服务情况进行抽查，及时解决居家养

老服务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畅通投诉渠道，设立投

诉电话、网络投诉平台，及时受理护理对象投诉；发

放服务满意度反馈卡，每月对服务机构进行满意度

测评，不断提高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确保党和政府对

高龄老人的关爱落到实处。

六、关于“为所有居民家庭购买火灾、盗窃财产

损失民生保险”。

口区民政局投入资金１００万元，为全区２５万
户居民家庭购买火灾、盗窃财产损失民生保险，为辖

区居民家庭财产安全提供托底保障。同时，为方便

群众理赔，在辖区街道、社区广泛宣传赔付险种、赔

付程序及理赔材料，提高群众知晓率；与保险公司协

商简化、规范理赔程序，使辖区遭受火灾、盗窃财产

损失的居民及时得到赔偿。全年共为辖区居民办理

火灾险理赔案件１０件，已理赔１０件，为居民挽回经
济损失２４２６万元；办理盗窃财产损失险理赔案件
１件，赔付经济损失２００５６元。

七、关于“组织文体活动、文艺演出 １５０场，新
增、更换户外健身器材２００件”。

口区文体局以“幸福口·乐在汉江”为主

题，开展主题音乐会、方言剧、戏曲专场、电影展播、

群众体育健身比赛、青少年校外足球赛等文化体育

嘉年华活动１５８场，其中，围绕我们的节日主题，组
织我们的节日·元宵、军民共建·龙腾狮舞闹元宵、

中秋茶韵等文艺演出，弘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打造群众文

化活动品牌，组织“口好声音”歌唱大赛 １４场、
“文化力量·民间精彩”第二届广场舞蹈大赛 １２
场、“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年”演出１２场；围绕“我的
园博·我的家”主题，联合武汉广播电视台，举办园

博会倒计时大型文艺晚会，在长丰街组织“当好东

道主·支持园博会”文艺演出８场，为园博会顺利
进行营造浓厚氛围。举办专题讲座１２场，名家讲坛
月月开讲，大力推进全民阅读。通过专业剧团表演

与群众自编自演相结合的方式，既让辖区群众零距

离欣赏专业团队表演的文艺精品，又为辖区群众提

供广阔的文化舞台，真正做到群众演、群众看、群众

乐。为进一步满足市民的健身需求，区文体局积极

组织户外健身器材新增、更换工作。经街道、社区申

报和现场考察，确定新增、更换健身器材安装点位，

完成招投标工作。全年在汉水桥街、长丰街、宝丰街

１７个社区新增、更换户外健身器材２００件，及时更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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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超过使用年限的健身器材，为辖区市民营造一个

便捷、安全的休闲场所。

八、关于“为６５岁以上有需求的盲人提供每周
５小时家政服务，为２０００名贫困残疾人提供小型辅
助用具”。

口区残联采取多种形式为辖区残疾人开展服

务，不断缓解他们的生活困难。区残联会同街道、社

区广泛进行调查摸底，全面收集了解辖区６５岁以上
盲人的数量和服务需求，确保服务全覆盖。当年围

绕生活照料、室内环境卫生、康复护理等内容，为全

区１０８名６５岁以上有需求的盲人提供每周５小时
家政服务，受到残疾人家庭的普遍好评。加强监督

考核，及时化解家政服务过程中发生的矛盾、纠纷，

每月对服务质量进行满意度测评，发现问题督促服

务机构及时整改，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为进一步减轻贫困残疾人的生活困难，区残联连续

三年为全区贫困残疾人提供小型辅助用具共４０００
件。年初，在对全区８０９１名残疾人进行调查摸底
的基础上，确定采购的品种、型号及数量，２０００件小
型辅助用具已经分发到各街道。

九、关于“改造社区道路３万平方米，维修人行
道３万平方米，新建公厕９座，完成２０个社区排水
管网改造、２５个老旧社区架空管线整治、６０个社区
绿化提档升级”。

围绕幸福社区创建，口区建设局、城管委、水

务局、园林局发挥各自职能作用，积极推进社区道

路、排水管网改造、架空管线整治和绿化提档升级，

增强辖区居民的幸福感。

区建设局主动发挥牵头作用，多次召集各街道

研究部署社区道路维修改造工作，推动社区道路改

造有序进行。全年全区共完成社区道路改造４２万
平方米，其中车行道３万平方米，人行道１２万平方
米，累计投入资金４９２万元，辖区居民出行环境不断
改善。

区园林局以园博园周边社区为重点，投入资金

２００万元，完成园博南、园博北、紫润南、紫润北、天
顺南、天顺北、丰竹园、云鹤、常码等６０个社区的绿
化提档升级工作。全年提升改造绿化面积为６００００
平方米，种植各类植物６０００株，草皮７０００平方米，
美化了居民的居住环境。

为美化市容市貌，喜迎四中世界中学生田径锦

标赛、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区城管

委投入资金５３９８万元，对解放大道（古田四路—建

设大道）、古田五路（解放大道—聋哑学校）、古田三

路等路段破损人行道进行维修，共改造人行道３１
万平方，方便了居民出行。同时，对古田街古画社区

等２５个社区和７条主干道架空管线进行整治。年
内口路、汉西三路、简易路、古田二路、崇仁路、古

田四路、利济东街等７条道路已全部完成整治；古田
街全部社区、宝丰街全部社区、荣华街全部社区、韩

家墩街全部社区、六角亭街游艺社区、顺道社区、自

治社区、长丰街天顺南社区、宗关街水厂社区、汉西

社区、汉中街马家社区、汉水桥街营前社区、阮家台

社区等２７个社区已基本完成整治。加快公厕建设。
针对西部市政设施基础薄弱，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的

新情况，在古田二路跨线桥下等西部区域新建９座
公厕。年内口公园（西）公厕、古田一路（中）公

厕）、竹叶海公厕、长顺路公厕、新墩跨线桥下公厕、

长宜路（中）公厕、长征小学公厕等 ７座公厕已完
工。古田桥下公厕正在进行招标采购，拟于１２月５
日成安装。工农小路（原钛白粉厂）公厕正在建设

之中，拟１２月中旬完工。
区水务局将排水管网改造纳入区城建年度计

划，在全面调查勘察的基础上，对辖区居民反映强烈

的工农、天顺北、舵落口等２７个社区排水管网进行
改造，年内已完成１２个社区的排水管网改造，１５个
社区正在紧密施工中，预计１２月中旬全部完工，进
展较为缓慢。

十、关于“建设社区视频监控探头１９３５个，规
范设置停车位１０００个”。

口区公安分局对全区１３０个社区进行实地勘
察，为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拟建设社区视频监控

探头１６１５个，另有１９个社区涉及拆迁暂不建设。年
内已完成基坑建设１６１５处，其中立杆７３９根、壁装
８７６处；安装视频监控探头１６１５部，已全部联网投入
使用，辖区社会治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为规范老旧社区停车管理，区交通大队通过实

地踏勘，广泛征求意见，科学制定实施辖区停车泊位

整治方案，全区交通秩序不断改善。积极回应群众

诉求，在不影响车辆通行的情况下，按照应划尽划、

应墨尽墨的原则，在水厂二路、城华路等路段增设停

车泊位３９１个，增设禁停标志５０余块，引导标牌２１
块，重点区域交通秩序明显改善；取缔除沿河大道、

利济南路、顺道街、民意四路等路段停车泊位３８８１
个，更新、复线３６２６个，增强了老旧社区机动车通
行能力。加强重点区域停车管理，协调“三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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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对违停车辆进行引导、劝离，协商小区车位对外

开放，缓解重点区域停车难的问题。协助园博园建

设方规范、新增小车停车泊位 ４３０９个，大车泊位
１８０个。

【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办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府
注重强化人大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政

策性，进一步健全完善办理工作机制。区政府坚持

把议案和代表建议办理过程作为改进、改善民生、接

受监督、推动发展的重要途径，按照“依法办理、归

口负责、突出重点、务求实效”的原则，明确责任分

工、加强综合协调、强化督查考核、细化办理方案，着

力在“解决问题、夯实基础、优化环境、促进发展”上

下功夫，较好完成各项办理工作。全年共承办区人

民代表大会议案工作，即《关于健全三方联动机制，

提高物业服务水平的议案》（１号）《关于进一步完
善长丰地区保障性住房居民群众配套设施建设的议

案》（２号）。承办区人大建议案７８件，其中经济发
展尖１１件、城市建设和管理类３５件、社会事业类
３２件。承办区政协提案１４５件，其中，经济发展类
３８件、城市建设和管理类５１件、社会事业类５８件，
全部办理完毕。

（谭金魁）

·法制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法制工作积极落实关于全
面推进法治城市建设的意见，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

的中心工作，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以提升法治保

障能力、规范公共权力运行、发挥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渠道的救济功能为重点，为促进口转型发展、跨

越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５年以来，口区人民政府法制办
（简称口区法制办）认真履行依法行政工作职能，

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强化组织领导。区政府领

导带头落实依法行政首长负责制，区政府和各部门

行政首长要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明确依

法行政层层责任。区政府常务会听取和研究依法工

作４次，各行政机关领导班子定期研究和部署依法
行政工作，确定细化全年依法行政工作四大重点和

１４项具体工作任务；落实依法行政工作制度。继续

落实和完善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政府常务会议

及部门办公会议听取依法行政工作汇报制度、领导

干部学法制度等依法行政相关配套制度。全年组

织政府常务会议学法１次，领导干部学法１次，参
与率１００％；加强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开展 ２０１５
年口区依法行政工作绩效考核，实现远期有目

标，近期有指标，责任有追究，落实有保障；强化行

政权力阳光运行。根据调整和规范后的市级权力

清单，做好取消、调整和市级下放事项的落实和承

接工作，新区级“权力清单”（一级目录）已于年底

对外公开。

【行政行为规范】　２０１５年，口区法制办进一步规
范公共权力运行，确保各项举措始终在法治轨道上

进行。注重政府决策行为规范合法，继续修改完善

《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进一步明确决策

承办部门、法制部门的责任，全区３６项政府重大决
策程序合法率１００％。加强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
全区制发的２件规范性文件事前审查率、备案率、合
法率均达到１００％。对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的现行区
人民政府５０件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决定保留１４
件规范性文件，废止１３件规范性文件，公布失效２３
件规范性文件。强化行政执法案卷审查，２７家执法
机关的 ７４宗执法案卷全部合格，案卷优秀率
９５５％。指导具体行政执法工作。理清第二轮机构
改革部门间的行政权力，对少体校审批、政府购买服

务、机构职能划转后的新问题、新现象的执法工作进

行指导，并对上述行政执法机关履行行政执法职责

情况予以监督。增强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性。协助

做好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政府信息公开、在线申请工

作，依法审核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１３份，减少和避免
涉法涉诉风险，全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情况发生。

【法律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区法制办继续加强政
府法律顾问团队建设，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重大

决策论证、重要合同审查、重点项目参与、诉讼案

件代理、矛盾纠纷处置等方面的作用，不断提高法

律顾问的服务质量和效率。重大决策论证，当年

就地铁三号线、六号线工程项目征收拆迁工作、宜

家红星美凯龙等重点企业招商工作、东风村常码

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合作等 １０余项重大决策事
项，开展专题法律论证７次，提出法律论证意见５０
余条。审查重大合同。涉及银丰片汉正街东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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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片等汉正街地区域重点项目、化工企业搬迁、城

中村改造等重点工作、重大合同协议１１５份，提出
专业法律意见１０００余条。全年代理行政诉讼４４
件，无行政诉讼败诉情况发生，切实有效维护政府

权益。

【行政监督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法制办继续发挥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救济功能，保护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注重依法办

理区级行政复议案件，大力推进行政复议案卷规范

化建设，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

作用。２０１５年，依法审理行政复议案件３２起，其中
不予受理９起，告知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３起，逾
期未补正复议申请２起，审结１８起。切实做好行政
诉讼应诉工作，认真落实行政判决、裁定，进一步发

挥行政诉讼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能力。为适应新形势

下行政应诉工作，本办理顺各项工作机制，统一指派

政府法律顾问代理，并建立健全备案、统计、报告、分

析、归档制度。全年，完成全区４４件行政诉讼案件
应诉、首长出庭等出庭应诉工作，且无行政复议和行

政诉讼败诉情况发生。

（石玉娟）

·机构编制·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口区编办）围绕中共口区委、区政府的重

点工作部署，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纪

检监察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事业单位

分类改革等各项改革工作；围绕优化机构编制资源，

科学分配人员编制、合理制定人员编制补充计划；认

真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转变工作作风，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为顺利完成口区“三件大事”，

加快转型发展、跨越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

【政府机构改革】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６日，口区召开
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会议，制发《口区

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施意见》（文〔２０１５〕
８１号）和《口区直属事业单位设置意见》（编
〔２０１５〕６号）两个改革指导文件，对区政府工作部门
职能整合和大部制调整工作进行部署和安排：整合

市场监管执法资源，打造市场综合监管体系，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机构职能合并，组

建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在城市

管理执法和交通运输执法强强联合，区交通运输局

职能划入区城管委，组建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区城

市管理执法局、区交通运输局、区运输管理所）；加

强民生保障和老年人服务工作，将区老龄办职能并

入区民政局，组建区民政局（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理顺经济发展中金融业服务职能，将区金融

办职能并入区财政局，组建区财政局（区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办公室、区金融工作办公室）；理顺文化旅

游监管职能，将原区经信局的旅游管理职能调整到

区文化体育局，区文化体育局挂区旅游局、区新闻出

版（版权）局、区文物局牌子；对划分为行政类事业

单位进行改革调整，剥离原事业单位行政职能，实现

政事分开，将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行政职责划入区政

府办公室；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行政职责并入区

编办；区园林局由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区政

府工作部门。调整后，区政府设置工作部门由２９个
（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调整为行政类的事业单

位）减少为２５个，区委、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调整
为７个，机构设置均在限额范围之内。

【政府职能转变】　２０１５年，口区在推进区政府机
构改革的同时，制发《〈口区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

机构改革实施意见〉任务分工》（办文〔２０１５〕１１
号）文件，提出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三年期间政府职能转
变工作的具体工作安排以及相关部门任务分工，对

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工作的推进确定了时间表和路

线图。２０１５年８月，口区编办对２０１５年的３２项
任务涉及的１４家部门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督办，对
于部分尚未完成任务或进度比较靠后的部门，加强

沟通联系，分析进度滞后的原因，督促部门加快工作

进度，确保年底全面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２０１５年，口区编办根据
《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和规范市级权力清单的通

知》（武政规〔２０１５〕１９号）文件，对行政审批事项进
行清理，原９１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取消８项，增加
３项，接收市级下放７项。调整后，共保留实施行政
许可类事项９３项，较上年增加２项。按照不再保留
非行政许可事项这一类别的要求，将非行政许可事

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原２４项非行政许
可审批类事项，取消３项，依法转为行政许可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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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行政监督１项，调整为行政确认３项，调整为
其他类事项８项，调整为政府内部权力的５项，属于
非权力服务性事项而不列入的１项。调整后，彻底
取消“非行政许可”这一审批类别。为进一步规范

行政审批行为，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口区

编办开展全区中介服务事项及中介服务机构清理工

作，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事项中涉及的中介服务事项

和中介服务机构，对中介服务机构主体及服务行为

进行规范。同时配合区纪委、区经信局对“红顶中

介”进行检查和清理，双管齐下，肃清中介市场乱象

和寻租行为。

【行政权力“三联单”制度】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口区
编办、区法制办牵头开展行政权力调整优化工作，在

原权力清单的基础上作了３个方面调整和优化：调
整行政权力类别；将原有的１５类行政权力类别调整
为１０类；承接市下放的行政权力事项。对市级下放
的１５６５项事项分类分单位明确区级承接主体；对
市级下放区级原已经实施的事项合并后不再重复计

算权力个数；对因本区无行政管理对象的列入暂缓

实施类权力事项；对因部门无专业人员、无技术以及

设备条件暂无法满足权力行使的，原则上先行承接；

精减行政权力事项。坚持职权法定的原则，对没有

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和市权力清单取消的事项予

以取消；对市权力清单列为政府内部事项、审核转报

事项、不列入事项的，予以调整；对与市级下放的权

力事项内容相近和设置过细的事项，进行合并。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本区圆满完成调整规范后行政权力
清单上网公布工作。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２０１５年，口区编办根据
《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口区直属事

业单位设置方案〉的通知》（武编〔２０１５〕１５号）精
神，制定《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口区属事

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通知》（编〔２０１５〕４８号），对全
区２２５家事业单位进行分类，其中，公益一类 １９６
个、公益二类１９个、经营类１个、暂不分类５个、撤
销３个、不纳入分类１个。９月份，根据市机构编制
委员会《关于做好市属事业单位“九定”工作的通

知》精神，启动“九定”工作，即对区内２２１家事业单
位拟定机构名称、定隶属关系、定职责任务、定机构

规格、定经费形式、定人员编制、定领导职数、定内设

机构和定人员结构的“九定”方案。

【机构编制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总编制数７８７１
名，其中党政群机关使用编制１７５８名。事业编制
６１１３名。全区实有人数８１４６人，其中党政群机关
实有人数１６６４人，全区事业单位实有人数 ６４８２
人。武汉市下达财政供养编制数８３２４名，实有财
政供养编制数７３６７名。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及公示】　２０１５年，口区
编办根据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新修订的《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明确将事业单

位开办资金验资登记改为确认登记，使用新事业单

位法人证，并将有效期延长至５年，同时将事业单位
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公示制度，进行网上公示。

２０１５年，口区符合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和公示
单位２４４家，实际完成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２４４
家。网上公示事业单位法人２３１家。事业单位法人
年度报告网上公示率９４６７％。新设立事业单位法
人登记１家，变更事业单位法人登记３４家。遗失补
领事业单位法人证１家。

【编制政务公开】　２０１５年，口区编办按照准
确、规范、扩面、及时的原则，进一步深化机构编

制政务公开工作，认真办理全区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异动，做到及时审核，及时上簿，及时上网公

开，定人定责维护更新编制政务公开信息，及时

准确公开人员编制异动情况并补充公布编制政

务信息。全区６１１３家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信
息和８１４６名干部职工的人员信息全部实现网上
公开，公开率达１００％，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
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根据全省统一要求，区

编办积极开展机构编制外网网站建设工作。

２０１５年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编制系统中期、年终
考核均获得优秀。

【中文域名注册和网上名称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
编办积极建立政务和公益专用中文域名体系，加快

电子政务建设，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努力推进中文

域名注册工作。截至年底，共注册中文域名３０７个，
其中，政务域名５８个，公益域名２４９个（含社区公益
域名２５个）；完成网上名称申请２２５家，已经领取
《标识证书》单位４０家。经测算，全区３０７家单位
实现区财政统一支付。

（李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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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党政群法检机关和区直属事业单位机构一览表

编号 单 位 名 称

一、口区委工作部门

１ 中共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２ 中共口区委办公室

３ 口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４ 中共口区委组织部

５ 口区绩效管理和干部考评工作办公室

６ 中共口区委宣传部

７ 口区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８ 中共口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口区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口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９ 中共口区委政法委员会（区委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１０ 中共口区委６１０办公室

１１ 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１２ 中共口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１３ 口区信访局

１４ 口区老干部工作局

１５ 口区人武部

１６ 二、口区人大机关

三、口区政府工作部门

１７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区民族宗教侨务局）

１８ 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物价局、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领导小组办公室）

１９ 口区物价局价格监督检查分局

２０ 口区物价局成本监审价格认定分局

２１ 口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商务局、区中小企业发展局）

２２ 口区教育局

２３ 口区科学技术局（区知识产权局）

２４ 口区民政局（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２５ 口区财政局（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区金融工作办公室）

２６ 口区人力资源局（区公务员局）

２７ 口区环境保护局

２８ 口区建设局

２９ 口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３０ 口区水务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３１ 口区招商局

３２ 口区文化体育局（区旅游局、区新闻出版局、区版权局、区文物局）

３３ 口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３４ 口区审计局

３５ 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３６ 口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３７ 口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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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单 位 名 称

３８ 口区园林局

３９ 口区民防办公室（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区地震工作办公室）

４０ 口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

４１ 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４２ 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４３ 武汉口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４４ 口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４５ 四、口区政协机关

五、口区群团机关

４６ 口区总工会

４７ 共青团口区委

４８ 口区妇女联合会

４９ 口区工商联合会

５０ 口区残疾人联合会

５１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５２ 口区红十字会

六、口区民主党派

５３ 中国民主建国会武汉市口区委员会

七、口区街道

５４ 口区易家街

５５ 口区韩家墩街

５６ 口区宗关街

５７ 口区汉水桥街

５８ 口区宝丰街

５９ 口区荣华街

６０ 口区汉中街

６１ 口区古田街

６２ 口区六角亭街

６３ 口区汉正街

６４ 口区长丰街

八、口区政法机关

６５ 口区人民检察院

６６ 口区人民法院

６７ 口区司法局

九、口区委直属事业单位

６８ 口区委党校、口区行政学校

６９ 口区委党史办、口区地方志办

７０ 口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

十、口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７１ 口区档案局（口区档案馆）

７２ 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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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力资源局围绕全区经济
发展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统揽，坚持依法

行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扣民生为本、人

才优先工作主线，继续深化改革，为全区经济社会转

型跨越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就业再就业】　２０１５年，口区就业再就业工作制
定多项措施，取得明显的效果。全年新增就业人数

达３０５６５人次，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４４６０人
次，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８％以内。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９日，口区人力资源局组织召开全区开展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
利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会

推动项目发展，确保新增就业。将产业升级与

扩大就业结合，拓展就业渠道；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

中心，将转型发展与扩大就业相结合，积极对接瑞典

宜家家居公司、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新世界集

团、恒隆地产、越秀地产等重点项目；将项目引进与

扩大就业相结合，落实化工企业搬迁老员工安置工

作。全年新增就业岗位３０５６５个，安置下岗失业人
员４４６０人，安置特困人员３６５５人。

落实扶持政策，创业促进就业。积极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放在首位，完成

高校毕业生就业人员占当年新增就业人员比重的

１０％。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和政策支持，打造“充分就
业”“创业带动就业”社区创建工作。全年发放小额

担保贷款７８５０万元，扶持创业成功１０４２人，其中大
学生创业人数４６５人。带动就业１８２４２人。

强化职业培训，注重就业技能。创新职业技能

培训模式，通过“校企共建”等模式提升职业培训质

量，解决企业招工难问题。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

升计划，开展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培训、职工技能提

升培训和职工转岗技能培训。全年组织开展农民工

培训３１６３人，再就业培训 ２８６４人，大学生培训
１０８１人，开展创业和创业意识培训１１２１人。

发挥平台功能，实现充分就业。完成口区人

力资源市场搬迁改造工程，９月６日正式入驻。同
时依托口区人力资源市场，发挥平台作用，精心组

织就业援助服务、春风行动、劳务对接、现场招聘等

系列活动４０场，提供岗位数１５５８６个，缓解就业难
和企业用工难题。全年在春风行动活动中召开专场

招聘会１０场，发放春风卡２０００份，安排参会企业
２３０个，组织各类岗位７３１２个。

【公务员管理及人事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力资
源局加强公务员管理，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落实“瘦身计划”。坚持把好入口关，对没有空

编的单位一律不审批编外用工和“以钱养事”事项。

２０１５年，全区完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聘、武
汉市示范学校公开招聘教师专项工作、区政府２２名
公务员及参公人员公开招录笔试、资格复审、面试体

检和考察报到等工作。同时，完成全区机关事业单

位司勤人员基本情况汇总工作。建立防范“吃空

饷”机制，开展２次“吃空饷”问题
的集中清理工作，经清查，全区无

“吃空饷”情况。同时，加强对全

区机关事业单位的宣传和管理，杜

绝“吃空饷”问题的发生。

实施“强身计划”。以能力培

训为基础，创新开展年轻公务员跟

踪培训班，全区培训３５岁以下科
及科以下公务员共计７０人，采取
每月利用双休日培训１次方式，全
年完成培训１２班次；开办公务员
国内高校培训班，培训科及科以下

公务员共计３８人；开展全区公务
员“互联网＋”行动和“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主题培训，培训科及科

以下公务员及参公人员共计１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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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时，完成全区科及科以下公务员菜单式培训

四期，共计培训１４００人次。开办２０１５年全区新任
科级干部培训班，培训新任科级干部共计３４人。

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开展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异动认定表登记手续

１９６２人次，更新单位岗位设置台账数据完成率
１００％。完成２０１５年度全区事业单位设置年审工
作，涉及２０３家事业单位６１９７人；开展中小学（幼
儿园）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对口区区属４家
学校进行了试点。同时对涉及职能、编制数发生变

化的７家事业单位开展岗位设置变更初审工作。
完善公务员人事管理制度。以公务员履职尽责

管理为主线，不断完善公务员岗位责任制。全区签

订岗位责任书总数２０１８份，下发公务员工作记实
簿，切实做到日有记实、月有小结、季有考评、年有考

核。全区完成２０１４年度科及科以下公务员及参照
管理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审批工作并拟制奖励文件，

共计有３１６人因年度考核优秀被授予嘉奖，５６人因
年度考核连续三年优秀记三等功。同时规范因私出

国境备案管理，加强全区行政机关科级以下工作人

员出入境备案管理，办理审批手续６２人次，办理领
取证件备案手续１９人次。加强公务员登记管理工
作力度，开展公务员登记工作集中清理，办理４６人
公务员补登记工作，３６人因机构改革原因重新登记
工作及３家参公单位重新报批工作；贯彻落实街道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完成符合政策人员材

料初审。

推进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贯彻落实

国家、湖北省、武汉市相关政策，进一步规范全区

机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秩序，逐步实现口区与

其他城区同城同待遇，为下一步国家实施机关事

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做

好准备。在清理自查的基础上，规范全区奖励性

补贴和改革性补贴发放。通过对接市直规范津贴

补贴标准（工作性、生活性津贴）和垂直压缩率（系

数），与武汉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保持一致，完成全

区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与退休人员的对标审批工

作。贯彻落实鄂人社发〔２０１５〕２２号文件，完成全
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增资预先兑付

和离退休人员增加离退休费工作。根据湖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部署，完成全区公务员的

工资水平调查工作，为建立工资正常调整机制提

供参考数据。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资局坚持深化
人才工作机制改革，注重内培外引，建设人才高地。

加强制度设计，吸引人才。不断完善职称评价

标准，职称评价向基层和一线倾斜。组织全区专业

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班，共有２１６２人次参
加教育、卫生、城建等各系列继续教育培训班，共开

办８个培训班；组织召开教育系列中级评审会共４２
人（小学１８人，中学２４人）；组织全区专业技人员
申报２０１５年职称评审，其中申报高级 ５８人，中级
５２人。组织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６３人（高
级１７人，中级４６人）申报专场评审。同时，积极推
进职称评审社会化，组织湖北古田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武汉东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武汉丰太建筑有限

公司等６家公司申报专场评审会。
加强产业打造，集聚人才。以口三大改造为

契机，在口三大产业之首现代商贸服务业中抢占

人才高地，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全年引进

绿色空间、乐橙等６家中高端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总
计注册资金１０００万。积极协调亚太动力科技有限
公司在口区注册超级波人力资源公司，注册资金

５００万。２０１５年，全区３２家人力资源机构和民办职
业培训学校营业总收入５９亿元，总利润１６００余
万元，总税收达６００余万元。同时，严格人力资源行
业监管，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坚持季报、年审制

度，清理清除１家未达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
“高校行”就业双向选择会３场，共组织１２４家企业
进场，收获求职简历３３５１份，引进高校毕业生４４０
人。组织地产、医药等主题“中高端人才封闭洽谈

会”５场，引进中高端人才１９人，电子商务人才７３
人，医疗专技人才５３人，社会管理人才１１６人，其他
综合人才１４９人。

加强队伍建设，培育人才。积极组织全区各单

位申报２０１５年各类专家津贴的选拔，远大医药（中
国）有限公司耿海明入选２０１５年享受湖北省政府
专项津贴人员名单，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汪

正喜和武汉市第十一中学陶勇入选２０１５年享受武
汉市政府专项津贴候选人员名单。组织武汉凯奇特

种焊接有限公司张炼申报 ２０１５年正高职工程师
（目前已在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报考水平

能力测试）。区内的泽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李进武

经认定推荐申报武汉市２０１５年度黄鹤英才（科技
创业）专项计划。

加强环境营造，留住人才。继续实施“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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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８月，口区人力资源局开展落实高温补贴情况专项检查

才”计划，落实好人才招聘、项目资助、创业扶持、生

活保障等优惠政策。整合区内工商、税务、质监等部

门，优化企业注册流程，简化审批手续，建立大学生

创业“绿色通道”。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服务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
区认真落实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服务工作。全年

接收安置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２６名，并完成登记报
到、档案管理、退役金审核、医疗参保等工作。

【劳动关系协调】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力资源局进一步
深化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改革，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

不断完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做好“前端预

防”。按照“合理诉求解决到位，违法行为处置到

位”原则，牵头联合建设、公安、工商等部门，落实行

业归口管理责任，联合执法，打好“组合拳”，变清欠

工作“尾端治理”为“前端预防”，形成“一处拖欠，处

处受限”的监管体系，从源头上解决工资拖欠问题。

全年共受理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８６０件，办理回
复率１００％，为 ２５３０名劳动者追回工资 ２７５８万
元。全年完成劳动用工年检登记３８０５户，巡查用
人单位４４１７户，涉及劳动者５５万人。全年向公
安机关移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涉嫌犯罪案件６件，
涉及劳动者３５９人，拖欠金额为２５９万，抓捕２人，
追回９２名农民工工资４７７万元。

不断推进基层调解组织规范

化建设，实现“源头治理”。组织

全区各街道２２名调解员开展劳动
争议调解培训班，逐步推动辖区街

道开展案件调解工作，鼓励“事前

化解、就近调解”。全年共新收案

件１１１１件，涉及劳动者人数８０７
人，维权金额达７５６万元。全年完
成审查立案处理的劳动争议案

９３５件，结案７８１件，其中裁决３８３
件，调解 ３９５件，移交 ３件，剩余
１５４件按程序进行办理。全年完
成法定期限内结案７６６件，结案率
为 ９８０８％，其中一裁终局案件
１７３件，一裁终局率为１００％。

不断探索劳动合同动态管理

机制建设，实行“全面监测”。通

过对越秀物业公司、广信联置业有

限公司、道达尔石油公司、淘宝商学院、武汉企派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同济华同健康管理学校等企业上

门宣传和集中培训，共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宣传培训 １２次；完成新增劳动合同签订
１３０户，劳动合同签订率达９６％。６月，集中对辖区
内２００家企业进行薪酬调查培训，完成１９０户企业
薪酬调查工作，占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

达口区 １８５户企业薪酬调查任务的 １０３％。同
时，积极做好街道集体合同审查登记工作，共审查

工资集体合同５５份，其中企业集体合同２７份，区
域性工资集体合同１１份，行业性工资集体合同５
份，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１２份，总计覆
盖企业６３５户，职工人数４６００人。３月至８月，分
四批完成全区未参保集体企业职工及退休人员、

原五七工、家属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工作，共申报２８５８人，户籍比对通过 ２６７６人，
身份认定审核通过２２４８人，办理社保登记 ２２２０
人，办理退休１１６６人。

【第四届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大

赛】　２０１３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将口区人力资源
局举办的电子商务大赛的规格定为以武汉市人民政

府名义主办，口区人民政府和武汉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具体承办。２０１５年，口区继续以武汉
市人民政府名义成功举办了第四届武汉市大学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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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大赛。期间区人力资源局创新

设立大赛“ｅ＋创赛空间”，并围绕“Ｏ２Ｏ”“传统企业
转型”“省级创业项目申报”等主题举办创业者沙龙

１０场次，８８个大学生创业团队、６００人参与活动。
同时，完成大赛网站一期升级和二期改造，建成两大

核心数据库（电商人才简历数据库、电商创业项目

数据库）和三个平台建设（人才招聘信息平台、项目

对接及交易平台和项目众筹及融资平台）。大赛网

站模块、创业人才服务平台“汉才网”全新上线，常

年开放。大赛中，组委会办公室共收到报名项目

４７１个。经初筛、计划书评审、实训、半决赛等环节
选出１０个项目进入决赛阶段，并于当年１２月９日
举办总决赛暨颁奖仪式，来自中国地质大学的“嘿

设汇”项目最终胜出，夺得大赛一等奖。

（林　立）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０日，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传（中）在区政务中心工商窗口
为申报企业颁发了区内首张符合国家赋码规则的“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

·政务服务·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务服务中心结合“三严
三实”及区、街政务服务“四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要求，以进一步改进服务、规范管理、提能增效为重

点，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全年共办理审

批服务事项１６８８６４件，其中即办件１２７１７２件，承
诺件４１６９２件，按时办结率达１００％。上半年、下半
年两次履职尽责测评得分及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府部
门履职尽责督促检查考核，政务中心得分均名列经

济和社会管理类第一名。

【迎接文明城市建设检查】　２０１５
年，口区政务服务中心进一步

完善志愿服务岗，为群众提供咨

询引导、帮助老弱病残孕、失物招

领、图书漂流、预约服务、接待投

诉、劝阻不文明行为等服务。对

政务大厅内的座椅、水瓶、擦鞋

机、报刊架等各种服务设施进行

检查、维修，在免费提供开水、水

杯、签字笔、便笺纸、糊精等的基

础上，又添置了轮椅、拐杖、老花

镜、急救药品等便民物品。在大

厅内增加绿色植物，安排保洁工

作人员提高清扫频率，增设垃圾

桶，引导群众不乱扔纸屑等废弃物，劝阻在政务大

厅内吸烟、吃东西、遛狗办事等不文明行为。全年

双月测评获区直部门排名前列。

【区、街政务服务“四风”问题专项治理】　２０１５年，
口区政务服务中心按照省、市、区纪委的统一部

署，在区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认真开展

政务服务“四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参加省政府

县、乡两级政务服务“四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主持起草《口区开展区、街政务服务

“四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讨论稿）》。在

区政务网和政务微博上，及时发布专项治理工作进

展。在服务大厅醒目位置公布省、市、区、街接受群

众举报、投诉的联系方式。采取匿名问卷调查方式，

广泛征求群众和代表委员对治理工作的意见，做到

开门开展治理工作。按照专项治理工作明确的可及

性、规范管理、运行效能、公正透明、机制执行五个方

面治理内容，认真对照检查，深入查摆政务服务中存

在的“四风”问题，分门别类列出问题清单，明确整

改时限、强化整改措施，结合台账实行销号制度。治

理中共查找出问题１５个，完成整改１５个。除抓好
自身整改外，还到区民政局及汉中、六角、宗关等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开展调研、指导。

【“三证合一”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务服务中
心为进一步简化办事手续、有效提升市场准入的便

利水平、节省行政资源、提高服务效率，积极协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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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９日，市民肖传传到区政务中心领取办好的房产证办时，特地送
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为民排忧解难 人民的好公仆”，感谢窗口在办证过程中为

他排忧解难

工商局开展“三证合一、一照一

码”工作。“三证合一、一照一码”

登记模式在不改变工商（质监）、

国税、地税部门审批职能和不改变

原有证号编码规则的前提下，按照

“一窗受理、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的登记模式，将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三证

合一，从源头上赋予企业全国统一

的主体识别号，使企业拥有全国唯

一的“身份证号”。区政务服务中

心积极协助区工商局开展此项工

作，如期完成设备采购、辅助工作

人员配置、窗口调整、申报资料复

印传送等工作，保证了三证合一工

作顺利推进。９月１０日，副区长刘
传在政务中心工商窗口为申报企

业颁发了口区首张符合国家赋码

规则的“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标志着本区

全面实行“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

【积极推动新政务中心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务
服务中心为解决现政务大厅面积狭小，有些项目目

前不能入驻的问题，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

极推动新中心建设工作。区政府分管副区长苏海

峰、分管项目副区长张勇强召集相关部门到现场召

开办公会，并到周边先进区进行现场学习。经多次

研究，确定新建政务中心的地点和设计单位，协调地

铁集团开通交通出入通道，完成新政务中心内部布

局设计草图。待新政务中心投入使用后，可将目前

无法纳入的出入境等窗口适时纳入。

【入驻窗口结构调整】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务服务中
心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办事，同时优化行政资源配置，

进行了轮值窗口和综合窗口分类设置改革。对办件

量一年只有几十件的部门并入轮值窗口，如人力资

源局、民防办、民政局等；要求部门指派固定的工作

人员，在规定的时间一周到政务中心窗口工作半天

至一天；对办件量极小的归入综合窗口，如区财政

局、区安监局。规范综合窗口的职责，即接待群众咨

询、发放一次性告知书、在发放一次性告知书时预约

办理时间、初审申请人提交的审批材料等。调整后，

既便于市民办事，又避免了行政资源的浪费。

【环投公共自行车办卡窗口设立】　２０１５年，口区
政务中心在大厅内新设立环投公共自行车办卡窗

口。年初，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武汉环投公共自

行车租车卡，武汉市首批选定３个区级政务中心办
卡点，口区政务中心位列其中。接受工作任务后，

区政务中心用最短时间完成窗口布置和办公网络调

试，并积极与环投公司沟通工作人员到岗事宜，至５
月１３日，环投公司选派的工作人员到岗，自行车办
卡窗口立即启用，全年运行良好。

【领导带队完善大厅巡查制度】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
务中心进一步转变基层工作作风，完善领导带队大

厅巡查制度。全年区政务中心领导坚持按制度分时

间段轮流在大厅内巡查，主要检查窗口工作人员在

岗情况、服务态度、工作效率，纠正窗口工作人员在

上班时间内的违规违纪行为，处置政务大厅内的突

发事件，保持政务大厅良好的办事秩序。

【政务中心规范化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务中
心根据《口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管理制度》和

口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单位及工作人员绩效管理

目标考评办法（试行），对窗口单位和工作人员每

月的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和通报，用量化考核进一

步规范窗口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审批和服务。全年

完成更新政务中心审批和服务事项指南、公示资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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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指示牌、人员座牌、叫号设备等软、硬件设施，

优化调整窗口设置，统一购置工作服，为市民办事

提供更加优质的环境。

【上门服务重点建设项目】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务中
心领导及工作人员多次深入到区内园博园、越秀、红

星美凯龙等重点项目建设工程。实地了解重点项目

企业入驻情况，征求建设指挥部对政务中心开展上

门办证工作的要求与安排，对集中上门办证提出合

理化建议，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全力为企业入驻

做好服务工作。

【投资项目网上联合审批平台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
区政务中心按照省、市相关部门的要求，完成《区级

投资项目网上联合审批目录》《区级投资项目联合

审批事项所涉中介服务事项信息表》《联审部门联

合审批事项申请材料信息表》等各类基础信息表格

的收集、整理、汇总工作。同时，对本区成立区级协

调小组及工作专班向区政府提出具体建议，梳理区

级协调小组及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名单和各部门具体

职责分工，并组织业务培训。

【“互联网 ＋”政务服务工作推进】　２０１５年，口
区政务中心坚持开展工商窗口名称预核准及企业年

报网上审批申报工作，完成办理名称预核准９９３件，
企业年报网上申报１２０４８户。同时，积极与统计局
商议协调，拟探索推进微信预约、网上预审等工作，

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

【入驻政务中心权力清单明晰】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
务中心对照《湖北省县（市、区）级行政审批事项通

用目录（２０１４版）》和《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保留和
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完成对入驻及未入

驻区政务中心的审批项目进行了清理，进一步明晰

入驻政务中心权力清单。

（刘丽芬）

·政府公共服务与应急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府总值班室以应急管理
及群众投诉办理工作为抓手，深入推进作风转变、问

题整改、效能提升和制度建设，全区公共服务质量水

平不断优化，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处置能力明显提升。

全年区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综合平台（以下简

称平台）共受理各类群众各类诉求４５３５３件，按时
结案率９７２５％，群众满意率７２３１％，分别较上年
上升１９３５％、１０５％。全年共协调处置区行政大
楼门前上访事件２２０起，成功处置了群众维权堵路、
沼气排险、暴雨渍水、工地塔吊倒塌亡人事故等１８
起应急事件，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

有力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应急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府总值班室注重制
定重点工作、特殊时段（事件）应急预案，完成宜家

荟聚、园博园、红星美凯龙、地铁六号线汉正街站点

管线改迁等应急预案，并更新完善预案３个，为有效
防范、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好应急准备。严

格规范值班工作制度。及时制发《关于切实做好全

区带班值班工作的通知》文件，规范带班工作职责、

值班工作规定及相关工作制度。强化预警和信息报

告工作，不断提高政务值班工作正规化水平。全年

未发生信息报送中的瞒报、漏报、误报、迟报等现象，

并向市应急办、区委、区政府报送突发事件处置情

况、应急演练、应急培训等各类应急信息２００条。全
年共向各基层单位发布预警、应急值守提示等信息

１００条。组织应急演练。全年组织辖区各街、相关
部门、企业开展危化品、消防等突发事故应急救援演

练共２４０场次。

【平台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府成立以区长总负
责，常务副区长主抓，各副区长具体抓，各街、各有关

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重点办理群众

投诉不及时不到位问题的承诺整改工作。区领导多

次到平台调阅办件，抽查实时办理情况，并针对主要

问题及时召开调度会５次，区长亲自签批群众反复
投诉问题１００余件。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府总值班室采取多种形式对

接线人员加强服务规范及行业标准业务培训，提升

接线人员工作水平。针对系统存在运行不稳定等问

题，投入１７万元对原公共服务平台呼叫中心系统进
行全面升级。通过规范群众投诉办件工作流程，明

确受理、转办、承办、督办、回复等环节标准及要求，

不断提高工作质量效率。２０１５年在全市政府服务
热线检查考评中，本区８３７７７７７７政府服务热线综合
成绩位居前列。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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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府总值班室建立健全办理
群众投诉工作机制，先后制定《群众投诉办理不及

时不到位问题长效机制实施意见》《整改承诺事项

责任分解方案》《８３７７７７７７服务电话接听文明用
语及规范程序》《办件办理及回复制度》《投诉不满

意办件督办机制》等“２＋９”制度办法，使考核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形成工作有机制、考核有依据的

工作格局。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府总值班室制发《关于开展
２０１５年区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综合平台办件
质量抽查工作的通知》，并组建服务质量和办件质

量抽查工作专班，严格考核标准，规范工作制度，落

实“四有”（领导有专班、抽查有专人、考核有评分、

记录有专本）措施，实现“三个百分百”（平台受理办

件及时转办率１００％，催办率１００％、回访率１００％）
目标。全年采取重复投诉问题区委、区政府督查室

督办一批；领导签批、媒体曝光问题分管副区长协调

一批等方式，有效处置物业管理、暴露垃圾、公共设

施维护、安全隐患等问题。全年共制发各承办单位

群众投诉办理工作每月情况通报２２期，通过横向对
比激励，带动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叶　芳　李俊红）

·机关综合保障·

【概况】　２０１５年，经口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
撤销口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新组建口区机关

综合保障中心。根据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

的编〔２０１５〕３５号通知精神，设置口区机关综
合保障中心，为区政府直属正局级财政全额拨款

的事业单位，内设６个机构：办公室、资产科、财务
科、公文交换科、社会化服务科、安全保障科。其

职责划入原口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保障职

责及口区公文交换站的职责，并整合原口区

机关事务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口区机关事务管

理局后勤服务队、口区机关文印室、口区机关

汽车队等单位职责。全年，机关综合保障中心认

真贯彻《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和《党政机关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条例》，围绕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

中心主题，攻坚克难，开拓创新，不断提升综合保

障能力，为打造现代商贸强区，建设美丽生态口

提供坚实的后勤保证。

【综合保障】　２０１５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围
绕全年绩效目标任务，扎实做好各项后勤保障服务

工作，确保区行政中心正常运转。加强行政中心办

公区设备设施运行维护工作，关键岗位实行２４小时
值班，严格机关电力、锅炉、制冷、消防、空调、电梯、

监控等系统设备运行管理，切实做好中央空调机组、

管网的运行测试和维修保养，确保机关大楼内冷、暖

气供应正常。全年共接待大小会议１６３９次，圆满
完成机关各类会议的接待服务工作。提前谋划，认

真细致地完成区人大、政协会议的后勤保障工作，保

证了区“两会”顺利召开。配合区园林局完成保障

机关大院园林花卉的维修和保养，以及每月在各个

卫生间更换放置绿色植物和除异味香囊，绿化、保洁

工作得到干部职工的认可和肯定。积极落实机关干

部职工药费报销及子女统筹费的发放工作，全年办

理医保调出调入人员８５次，办理ＩＣ卡更新卡片、遗
卡补办２００余人次，报销在职、退休干部医疗费６１
余万元、子女统筹费９７万元。全年机关综合服务
满意度和基本满意率达到９９６％。

加强机关食堂内部制度建设，制定《机关食堂

食品采购制度》《机关食堂食品卫生制度》等１２项
工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内部供应商选定、食品用品采

购、食品用品入库验收、领料出库等一系列的工作机

制，明确食堂６个岗位（小组）工作职责，坚持用制
度管理队伍。成立食品（用品）采购评审小组，加强

对食品（用品）采购的管理，防止出现“一言堂”情

况，从源头防止腐败问题的发生。按照中央的八项

规定，制定《工作用餐、接待用餐管理办法》，保证公

务接待更加规范、有序。积极增设菜品花样，新开发

２０余种菜品的供应，保证每餐保持１２个以上菜式，
科学调整膳食搭配，力争食堂饭菜物美价廉、营养可

口。全年机关食堂服务满意率达到９５２％。
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落实安全保卫和消防

措施。严格执行２４小时保卫巡查制度，确保机关工
作正常秩序；进一步加强日常消防管理，落实消防安

全检查，针对大楼强电井消防隐患，聘请专业公司进

行整治；更新机关大楼内１２０余个灭火器，确保消防
设施有效使用；加强法治建设，积极配合区信访局和

公安部门认真做好群众来访工作，全年共疏导上访

群体事件２００余起，并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加强财务预算管理和审计监督工作。加强预算

执行管理，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管好“三公经费

“支出，２０１５年“三公”经费比上年下降 １０４８％。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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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机关运行经费支出统计报告制度，规范管理使

用好行政中心公用经费，积极为机关筹措资金，实现

资金利用的最优化。对二级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管

理和政府集中采购工作进行重点审计，保证资金使

用的安全性与合理性。全年完成机关２７家部门财
务分账管理。

推进资产分类管理，强化资产处置监管。切实

做好资产配置预算、新增资产验收登记、闲置资产调

剂使用、废旧资产报废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年区机

关报废处置资产２６５件，价值１４９８万元，处置登记
率为１００％；资产购置登记４３２件，价值４４８９万元，
购置登记率 １００％。进一步推进废旧物资回收工
作，全年共回收废旧物资５６６４８千克，回收金额近
３０００元。

高标准完成文件打印、车辆服务保障和公文传

送。机关文印室坚持“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主动

服务、超前服务、高效服务、创新服务”，实行全天候

值班制度，做到随叫随到。加强岗位练兵，不断提高

文印质量和水平，确保文印材料准确、及时、保密。

机关车队做到主动服务、贴近服务、跟踪服务、上门

服务，认真做好机关公务车辆各项缴费工作，合理安

排公务用车，最大限度地保证机关各项公务活动的

需要。公文交换站加强人员保密教育，全年传递公

文２７万件，其中密件１７万件，无错投、丢失、失密、
泄密事件发生。

【节能增效】　２０１５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以
构建“两型”机关为目标，以节能降耗为抓手，加强

公共机构节能管理。严格按照《公共机构节能条

例》要求，明确节能项目负责人，将节能工作监管、

奖惩目标与单位挂钩；进一步加强行政中心水、电、

气及设施设备节能管理，努力深挖节能潜力和空间。

注重强化节能意识，大力组织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各

类会议、发倡议书、张贴节能标语小贴士等方式进行

广泛宣传。６月，与区发改委、科技局联合举办
“２０１５年口区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暨新能源汽车
推广活动”，组织开展低碳日区直机关干部“低碳出

行”活动；协同区教育局深入各中小学校指导开展

节能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的节能意识，区

水厂路小学积极申报２０１５年创建湖北省节水型示
范单位并取得成功。全区共粘贴悬挂节能宣传标语

１００幅，节能宣传展板６０幅，张贴宣传画２８０张，开
创宣传专栏４０个，发放节能宣传手册２０００份，营

造全区学习和贯彻落实《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的浓

厚氛围。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是机关综合保障中心
开局之年，面对人员思想波动较大、编制定岗暂不健

全等困难，机关综合保障中心从强化组织管理入手，

着力完善和优化管理机制，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建立

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工作重点。坚持集体领导、民主

决策，按法规、程序办事，扎实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

和“一岗双责”制，抓好责任分工和任务分解，落实

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全面完成各项工作。同时，

着眼于干部队伍建设，调整充实干部队伍，为机关各

项工作平稳有序运转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

（陈　炜）

政协口区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５年，政协武汉市口区委员会（简
称口区政协）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紧紧围绕全面

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推进“三件大事”，充分

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

商机构作用，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职能，在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

·重要会议·

【常委会议】　２０１５年，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
共召开５次常委会（第２２次至第２６次）。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１日，召开政协口区十三届委

员会第２２次常委会议。会议审议通过２０１５年区政
协工作要点；审议通过有关界别委员小组召集人调

整和有关专委会主任、副主任的任免；通报区政协十

三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立案情况和确定的重点提

案，同时书面传达学习省、市政协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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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５日，召开政协口区十三届委
员会第２３次常委会议。会议传达中共口区委常
委会议精神；审议通过免去荣建同志区政协副主席

职务和撤销其区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日，召开政协口区十三届委
员会第２４次常委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
精神；听取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情

况和区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情况的通报；听取、

协商区政府关于区政协第十三届四次会议建议案办

理工作方案。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６日，召开政协口区十三届委
员会第２５次常委会议。会议就“提高中小学生体
质健康”课题进行专题协商，并以此为主题召开区

委书记与委员座谈会；对区委重要人事任免进行协

商；协商通过区政协有关人事任免安排；传达学习省

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并就《关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决

策程序的实施办法》（修改稿）书面征求意见。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召开政协口区十三届委
员会第 ２６次常委会议。会议就科学编制口区
“十三五”规划课题进行专题协商，并以此为主题区

长与委员进行座谈。

·职能履行·

【发挥职能】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协党组根据区委统
一部署，按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

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深入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把政协机关专题教育与全体委员

的政治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一起布置，共同研学，相

互促进，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把政协机关干部的转

变作风、深入基层与全体委员走进社区、服务群众结

合起来，通过“机关走访委员、委员走访群众”活动，

一起给力，共同发声，在知区情、民情和社情上取得

主动权；把完成政协工作目标与全体委员履职成效

结合起来，主动谋事，认真干事，努力成事，适应新常

态，践行新要求，实现新作为，有力地激发了政协机

关干部和广大委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收到

了学理论、严纪律、转作风、促履职的实际效果。

【工作创新】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协采取专题辅导、
座谈交流、学习报告会等多种学习形式，要求政协

委员和机关干部理论联系实际，推动工作创新。

以中共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建设的意见为指针，认真总结基层政协的履职实

践，向区委提出《关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

实施办法》修改建议并得以采纳，向省政协报送的

《口区政协创新“市区政协联动”新形式》和《创

新“持续跟踪协商”新形式》得到肯定并入选《湖北

省各地政协工作创新事例选编》。《关于加强市区

联动工作的思考》《协商民主在口的实践与探

索》分别在全国政协“人民政协论坛”和市区政协

主席座谈会上交流。

【理论与业务培训】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协以提能增
效为重点，组织政协常委和委员参加市政协举办的

各类形势报告会和专家讲座，以及视察重点项目，听

取区情报告，交流履职情况。年内先后举办提案知

识、社情民意信息和侨务知识培训班，对界别组长、

政协信息员、特约信息委员、新任委员进行理论和业

务培训。组织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参加全区学习贯

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报告会，积极参加全国、省

市政协系统的培训学习，提高了政协委员和机关干

部做好新形势下政协工作的能力。

【政治协商】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协按照协商于决策
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要求，以区委《２０１５年口
区协商工作计划》为重点，组织政协委员、会同有关

部门开展一系列调研视察和协商活动。在专题协商

方面，重点围绕年度确定的常委会和主席会课题开

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座谈讨论和征求意见。区

委书记与委员座谈会就“增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

进行面对面交流，对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健

康成长环境明确责任；区长与委员恳谈会就“科学

编制口区‘十三五’规划”开展交流互动，为绘就

全区转型发展新蓝图凝聚智慧，《关于编制“十三

五”规划的建议》得到王太晖书记的批示；主席会议

围绕“加强长丰地区保障性住房区域管理”和“加强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产业培育”开展调研，组织政

协委员、社区群干同区政府领导面对面交流和协商，

形成诸多促进转型发展、维护民生利益的共识；在对

口协商方面，各专委会围绕“以‘创客空间’点亮汉

江湾竞争力”“做好‘六五’普法验收工作”“举办汉

江湾群众文化嘉年华活动”“改善政务中心周边环

境”“合理布局宗教场所”等内容，与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和联系单位开展对口协商，为及时解决问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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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推动作用；在界别协商方面，鼓励各界别开展自定

课题自主协商，先后围绕“发展总部经济和新兴产

业”“加强老旧厂房改造审批效率”“‘中田赛’场馆

建设和赛事筹备”“汉江湾全民健身中心运营”“健

康产业园区建设”“公共卫生服务”等事关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组织调研

视察，与政府有关部门及单位开展协商，进一步突出

了问题导向，彰显了界别特色；在提案办理协商方

面，认真贯彻区委、区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

协提案办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不断加大督办力度，

认真做好提案办理协商工作。协同区委区政府督查

室对全区提案办理情况特别是重点提案进行了督

办。本年度交办的１６７件提案全部办结。《关于建
设汉江湾购物休闲旅游区的建议案》《关于将汉江

湾体育公园打造成全民健身中心的建议案》已经取

得突破性进展，建议效果正在转变为建设成果。

【民主监督】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协坚持贴近民生
开展民主监督，把促进问题整改作为监督重点，扎

实有效地组织民主监督活动。一是开展专项监

督。以《区政协２０１５年开展“十个突出问题”承诺
整改专项督查工作方案》为抓手，选派 ４５名委员
组成９个督查组，由主席带队、各专委会组织，深
入现场对文明城市建设、办理群众投诉、村级党组

织建设、路网停车场规划等问题承诺整改情况开

展专项督查，督促有关单位及时整改并完善长效

机制。主动联系市政协对口专项督查组，将整改

情况下情上达，做好沟通联系工作。二是开展评

议监督。积极推荐政协委员参加全区组织的政风

行风民主评议、绩效责任单位满意度测评活动，选

派３０余名政协委员参与市区组织的“治庸问责”
“电视问政”等监督活动。三是开展视察监督。重

点围绕全区重大项目建设、民生十件实事以及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视察监督２０余次，对
问题的整改落实起到了促进作用。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协按照服务区委决
策、促进政府工作的思路，积极主动作为，为助推本

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出力。一是在市区联动中借

力。持续关注的“‘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课

题已纳入市政协年度重点提案，引起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加大了“汉江湾”古

田生态新城建设力度。口区提出的“运用互联

网＋，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的建议”，在市政协协商全
市“十三五”规划的常委会上进行了交流并得到好

评。二是在课题研究中借智。围绕促进口发展和

推进区政协年度重点协商课题的落实，组织开展面

向全区各界别、政协委员和区直单位的重点课题招

标活动，吸纳专家学者参加，进一步提高了课题研究

的质量和水平。“加快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

和“促进社区功能归位”两篇调研报告获得市政协

优秀调研课题。三是在直接参与中助推。落实区委

关于“四大家”领导挂点工作的要求，发挥专委会和

街道联络委的作用，组织委员投身项目建设的主战

场，积极参与民意调查、信访疏导和园博园招展工

作，为武胜文化城建设、汉正街东片拆迁、产业升级

和幸福社区创建起到了助推作用。

【界别活动】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协以“委员社区
行”和“界别活动周”等形式为载体，推动和引导委

员开展“扶贫帮困”“金秋助学”“结对帮扶”等献爱

心活动。各界别小组深入荣华、中山、双墩、皮子街、

汉口春天和黄陂泉水店村，走访慰问，扶贫帮困，开

办健康、法律讲座和书画培训班，为高考学生进行心

理疏导，面对面为群众办实事。《长江日报》以“

口区政协委员进社区缓解‘考爸考妈焦虑’”为题予

以报道。广泛开展走访委员活动，在走访中了解情

况、征求意见，尽力协调解决委员工作和生活中的困

难，为委员履职营造良好的环境。抓好委员履职的

动态管理，建立委员参加会议、活动及履职考勤通报

制度，促进了《委员履行职责考评办法》《委员述职

办法》《联系委员制度》的落实。

【文化宣传】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协加强与宣传部门
和新闻媒体的联系，利用全国、省、市政协刊物、新闻

媒体、《口政协》杂志和区政协网站等平台，及时

宣传口、推介口。配合市政协和武汉电视台完

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协论坛》节目制作。

编辑出版《口近代工商史话》和书画摄影作品集

《之月》，《武汉有个汉正街》一书已完成组稿。以

传统节日和重要纪念活动为载体，组织各界人士参

观口生态建设成果，与区委宣传部共同策划举办

“聚焦口”书画摄影大赛，充分展示“新经济、新生

活、新口”的魅力和风采。与区直机关工委共同

举办“‘互联网＋’与阅读”读书会，倡导健康生活方
式。全年编报社情民意信息６０余篇（条），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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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３２篇（条）。

【机关作风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协调整充实专
委会力量，建立健全专委会对口协商和经常性联系

制度，完善办公室对口联系专委会制度，大力支持专

委会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开展对口协商。以“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为动力，全面推进机关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加强

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机关干部综合素质和履职

水平。强化机关干部政治规矩意识、工作责任意识、

服务奉献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组织机关在职党员

到社区开展“双认领”活动，多次深入“三万”活动联

系点黄陂区泉水店村问民需、访民困、解民忧，按要

求督促落实精准扶贫工作。

（康永辉）

纪 检　监 察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纪委、监察局认真落实十
八届中央纪委四次、五次全会精神，按照省、市纪委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１日，口区纪委监察局召开全区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工作部署
会，成立３个综合派出纪工委和３个重点派驻纪检组

关于“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要求，聚焦主业，

深化内部机构改革，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执纪环

境进一步优化。区纪委、监察局严格督促落实“两

个责任”（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深入

推进治庸问责，扎实推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

根，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问题的案件进行严肃查处，

全区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

【纪律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纪委、监察局把纪律
教育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和中心组学习的

重要内容，两次分三期对全区 ５００多名副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和纪检监察干部进行政治纪律、政治

规矩和《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集中教育

培训，开展学习交流。区纪委、监察局认真抓好以

“守纪律、讲规矩、作表率”为主题的第 １６个党风
廉政建设宣教月系列活动，拍摄警示教育片《迟来

的忏悔》并组织全体党员观看，８０余名重点岗位干
部赴洪山监狱接受廉政教育，１００００多名党员参
加党纪党规知识测试，参与人数为全市第二。深

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点题报告制度。６个区属
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向区纪委全会报告工作并接受

质询和测评，对排名靠后的 ３个单位党政主要负
责人进行工作约谈，严格执行约谈、函询等党内监

督制度；对９名区管“一把手”进行廉政约谈，对４
名干部进行函询，查处 １起违规因私出国（境）行
为；对９名党员干部在经责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进
行严肃问责。

【“两个责任”落实】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常委会２４
次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及时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上级纪委通报，

出台《区委常委会及其成员党委主体责任清单》，召

开落实主体责任推进会。区委常委深入联系点参加

落实“两个责任”专题民主生活

会，层层传导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

体责任压力；强化对下级党委落实

主体责任的监督，深入２４家区属
单位围绕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

任”落实情况开展集中调研，约谈

区属单位党委（党组）书记、纪委

书记 ２３人次，６个区属单位党组
织负责人向区纪委全会报告责任

制落实情况。制发《中共口区纪

委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清单》和

《关于对全区落实“两个责任”情

况开展监督检查的工作方案》，对

区直单位、街道及开发区进行了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严格落

实“一案双查”（指纪检监察机关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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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３日，口区纪委召开区纪委全体（扩大）会议，部署２０１５年全区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

在查处案件时，既要查清当事人的违纪问题，又要查

清主管领导或分管领导的责任范围及责任），对 ２
个单位主要负责人落实“两个责任”不力进行问责，

并通报全区。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纪委、监察局锲而
不舍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防止“四风”

反弹回潮。成立 １０个督查组，采取常态化巡查
和专项巡查相结合的办法，重点查处违规发放津

补贴、违规使用公车等方面的违规违纪问题，全

年共查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３４起，处
理６５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４１人。针对“四风”
问题出现的新形式、新动向，组织开展“六个专项

整治”（机关内部食堂、培训中心违规公款消费问

题，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财务票据突出

问题，党员干部“带彩”娱乐问题，违规配备使用

公车问题，违规配置使用办公用房问题专项整

治）和“三个专项治理”（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方面

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区、乡镇（街）政务服务“四

风”问题，基层“小官巨腐”专项治理工作）监督

检查６０余次，查处 ６１人。强调治庸问责、执纪
监督跟着重点工作走，针对群众关注的“十个突

出问题”，开展明查暗访 １９８次，问责 １７０人，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６６人。通过电视问政“期中考”
和“期末考”、履职尽责测评大会以及行风评议、

加强政府部门履职尽责督促检查等活动，进一步

强化有关部门依法履职，为民尽责意识。

【违纪违法案件查办】　２０１５年，
口区纪委、监察局强化委局机关

全员办案意识，充分发挥区委反腐

败协调小组作用，建立健全《线索

归口管理办法》《纪律审查协作区

工作办法》《案件主办人制度》等

机制。全年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５０９件 （次），问题线索 ３８７件
（次）；立案 ８１件，比上年增加
１８９２９％；审结处分党员干部 ７４
人，其中处级干部１３人，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２人。探索实践执纪监
督“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

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

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

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

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

是极极少数），研究出台对领导干部进行约谈、函

询暂行办法，及时开展廉政提醒教育，深入发案单

位参加专题民主生活会，拨专款与区人民检察院

联合建立反腐倡廉教育基地，把学习上级纪委关

于案件处理的通报作为制度性安排，要求全区各

级党组织每期必学，让“咬耳朵”“扯袖子”、敲警

钟成为一种常态。加大案件审理和监管力度，不

断提高依纪依法办案水平，确保办案安全“零事

故”。对省委巡视组交办的问题实行销号管理，切

实抓好整改落实。

【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纪委、监察
局按照“精简、效能、内涵式”调整的原则，整合减少

内设机构３个，把纪检监察室由原来的１个增加到
４个，从事执纪监督的部门和人员均超过８０％。积
极贯彻落实省、市纪委关于派出（驻）机构改革的要

求，遵循“区直部门改革范围全覆盖”的原则，成立３
个综合派出纪工委和３个重点派驻纪检组，召开全
区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工作部署会，进一步明确责任

分工，强调各单位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分批组

织人员赴十堰、潜江等地考察学习，建立和完善各项

工作制度。全年通过集中培训、以案代训等方式，培

训纪检监察干部３００人次，干部队伍综合素质和业
务能力明显增强。

（唐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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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５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
作委员会（简称民革口区工委会）以思想建设为

基础，制度建设为保障，团结和带领广大民革党员，

发挥党派特色，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履行参政党

职能，建睿智之言，谋务实之策，各项工作取得新的

进展。

【政治学习】　２０１５年，民革口区工委坚持以思想
建设为基础，抓住重要的时间节点，紧跟中国共产党

前进的步伐，及时带领全体党员学习中央会议精神，

注重联系口区的实际和民革工作实践，通过参加

省、市、区报告会、座谈会、听取讲座、参观考察等形

式，组织民革党员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精

神和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通过学习，广大党员

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政治信

念，巩固了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使民革工作更

加切实有效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定期召开政治

集中学习，分层次组织区工委委员、各支部委员和全

体党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民革武汉市委和中

共口区委区政府有关会议精神，学习《中国统一

战》《湖北民革》、时事政治等相关资料。党员将学

习和本职工作有机结合，努力做到求真务实，与时俱

进，提高自身素质，实现自我发展。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５年，民革口区工委会将组织建
设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保证，为使民革组织有序发

展，区工委秉承“坚持标准，注重质量”的原则，把组

织发展工作与加强区工委的建设以及参政议政的需

要相结合，严格按照发展程序，充分听取考察对象所

在单位党组织的意见，努力吸纳政治素质好、作风正

派、学有专长、富有生气的中青年同志加入组织，全

年共发展党员５名。
从组织长远发展考虑，把发现、汇聚、培养、推

荐、使用人才作为组织工作的首要任务，不断优化民

革党员结构，提高党员整体素质。继续保持党员发

展的精英化和年轻化，积极培养各类优秀青年人才，

在教育界和法律界培养８名有前途的工委委员，让
他们在４个支部的主、副委岗位上发挥作用，有效的
保证民革口区工委会各支部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民革口区工委会全年安排部分党员参加省、

市、区各类培训共计３０人次，其中，５人次参加民革
市委举办的新党员培训，２０人次参加市社会主义学
院举办的骨干党员培训，６人次参加民革省委举办
的统战理论培训学习。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５年，民革口区工委围绕武汉市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区内的“三件大事”，充分调

动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发挥优势，深入调研，反映实

情，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为市、区经济社会发展献

计出力。民革口区工委向市政协“两会”提交大

会提案３篇，分别是《关于打造互联网 ＋信息平台，
助推武汉市经济社会大发展的建议》《关于加强重

性精神疾病患者监护和治疗服务的建议》和《关于

加强基层文化馆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其中提案《关于打造互联网 ＋信息平台，助推武汉
市经济社会大发展的建议》被列为武汉市“两会”重

点提案。

民革口区工委向区级“两会”提交大会提案

１２件，最具表代性的提案有《关于加强口区财源
建设的建议》《关于推进口区社区养老产业化的

建议》《关于加强口区扶贫脱困攻坚培训工作的

建议》等。至年底，民革口区工委向民革市委、

区委区政府提交社情民意及各类信息３５件，大部
分社情民意针对性、操作性较强，得到相关部门高

度肯定。

【调查研究】　２０１５年，民革口区工委先后参加
区内调研考察２次（竹叶海—张毕湖—张公堤 １０
里长廊，汉江湾江滩公园—江城壹号文化产业

园—工业博物馆）。主委和副主委深入企业调研３
次（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武汉口分公司、武汉

工商银行口支行、武汉远大制药有限公司）。深

入省级产业示范基地、社区、医院调研 ５次（楚汉
收藏品市场、昊博文化交易所、省新华印务集团，

南巷社区、自治社区、荣华卫生服务中心、六角卫

生服务中心等）。

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底，民革口区工委会已完成
调研课题２个，分别是《关于口区十三五文化产
业规划设想》和《充分挖掘武汉市医疗资源，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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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健康服务产业》；完成调研论文及征文３篇，分别
是《长空血鹰》《利用大统战凝聚新媒体代表人士，

充分发挥其协商民主的积极作用》和《文化馆专业

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

【对台工作】　２０１５年，民革口区工委会参加民革
市委于４月份举办的“基层组织牵手抗战老兵、黄
埔老人”启动仪式，工委会与全区７名抗战老兵、黄
埔老人及其遗孀建立联系，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活

动。国庆、春节前，工委会主委们慰问黄埔老人胡恒

清、赵凌云和邹崇芬等。

加强对台联系交流，年内民革工委会参与市委

接待２批台湾来访团队。主委们带领民革成员深入
台企进行调研考察，走访１０家台企，并与台商协会
进行深入细致的座谈交流。工委会多数成员参与省

侨联举办台情工作报告会，听取祖国统一工作委员

会所作关于台湾问题的专题讲座。

加强涉台社会服务，年内民革工委会部分成员

参与市博爱志愿者法律服务团在市民革法律服务栏

目和省台商网涉台服务团栏目的对外宣传；通过手

机短信平台，发送手机短信总计约达５００条次；寄送
《企业法律资讯》等书刊杂志１００余份；参与省市举
办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企业劳动用工风险等讲座沙

龙４次；接受法律咨询约５０余次。
（高正浩）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委员会（简称
民盟口区工委会）为中国民主同盟武汉市委员会

的派出机构，下设１３个基层支部，盟员３０４人，其中
在职１８８人，退休１１６人，男１８５人、女１１９人、平均
年龄５６２２岁。现有区人大代表４人，区政协委员
１６人。

２０１５年，民盟口区工委会以开展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为载体，以思想建

设为核心，以全面推进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

风建设、制度建设为重点。结合民盟口区工委会

“争五优创规范”活动开展，为建设生态美丽口积

极建言献策。通过全体盟员的不懈努力，盟区工委

会的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年内获得民盟武

汉市委授予的参政议政工作、组织发展工作、宣传工

作、社会服务工作四个“基层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５年，民盟口区工委会注重把理
论学习作为党派成员的头等大事。特别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是中共十八大

的突出主题，并以这一主题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作为

自身建设和参政议政的聚焦点、着力点和落脚点，盟

工委要求各盟支部组织盟员进行学习，针对盟的自

身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的学习。

在学习中盟区工委会强调３个结合，即结合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进

行学习，结合民盟爱国优良传统进行学习，结合自身

的工作进行学习。区工委还选派６名基层骨干盟员
参加中央市社院党派基层骨干盟员培训班学习；新

盟员参加民盟武汉市委在市民主党派大楼举行

２０１５年新盟员培训班；选派５名骨干盟员参加民盟
武汉市委在市社院举办２０１５年骨干盟员培训班，并
到云南省博物馆，西南联大旧址等进行了现场教学；

还组织全区的盟员参加口区委统战部召开的党派

成员学习班。这一系列学习活动的开展，使盟员们

充分认识到参政党在新阶段的历史责任，提高了基

层盟务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５年，民盟口区工委会坚持把参
政议政工作作为民主党派履职尽责的第一要务，努

力发挥政党作用的。充分调动广大盟员积极性，积

极履行参政职能，利用盟员人才济济、智力密集的优

势，以及联系广泛、学有专长的特点，积极建言献策。

民盟口区工委会积极围绕区委、区政府的

“建设生态美丽口”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充分调动

广大盟员的积极性，发挥民盟文化、教育及科技的界

别优势，针对口区的地理位置和地域特点整合旅

游资源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掌握第一手资料，积极撰写提案。

２０１５年，在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上，委员们积极参政议政，为集思广益，

提出了不少科学性、建设性和可行性的意见。会上，

民盟口区工委会提出《关于做好口旅游资源规

划建设的建议》，该建议提出在口的地理位置和

地域特点整合旅游资源，打造口旅游五个“一”，

即“一带一区一城一园一街”（两江四岸汉江休闲

带———一带，竹叶海文化休闲区———一区，武胜文化

城———一城，园博园———一园，汉正街明清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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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一街），将口拥有的山水风光、历史文化、

建筑特色等不同旅游项目结合起来，强化旅游景区

和沿线的服务功能，完善行、游、购、食、住、娱六要

素，为旅游者提供一个充裕、充分、松弛有度的旅游

时空，使口的旅游更加鲜活，特色更加鲜明，人气

更加兴旺。此提案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认

为民盟口区工委会对做好口旅游资源规划建设

的建议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５年，民盟口区工委注重创新组
织建设，保持基层活力。工委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丰富基层组织的活动内容，增强组织凝聚力，发挥基

层组织的作用，关心盟员的工作和生活作为组织建

设的重点，并不断探索组织建设新途径，在以下３个
方面取得好的成绩。

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民盟口区工委注重妥

善处理好质量与数量、巩固与发展、发展骨干成员

与一般成员的关系，真正做到“重培养，打基础，促

选拔”，努力造就一支人员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

理的后备干部队伍。民盟口区工委副主委张宁

调任口区城管局副局长，副主委余水平调任

口区教育局科技站副站长，工委委员李凌云调任

口区教育局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民盟武汉市

第十一中学支部主委朱再娥被提拔为学校教导处

副主任，民盟口区医卫支部宣传委员范晓松被

光荣地选举为首届“武汉家庭服务业协会居家养

老分会”会长。

吸纳发展新盟员。民盟口区工委坚持民盟

发展和推进多党合作事业需要的战略高度，贯彻

“人才兴盟、人才强盟”的方针，从盟区工委会的现

实需要和长远发展出发，以具有前瞻意识和长远

的战略眼光，坚持“发展是为了工作”和“在工作中

发展”的原则，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发展新盟

员。在保持传统界别优势的同时，注重用好非重

点界别３０％的发展比例，切实稳妥吸纳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着力发展民盟工作需要的代表性人士、

有发展潜力的高层次中青年人才以及参政议政等

工作所需的专门人才，改善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

结构，使盟的组织在优势上有加强、结构上有改

善、源头上有活力。全年发展 １２名新盟员，其中
教育界６人，其他界别６人（经济界２人，医卫界２
人、法律界１人、新闻传媒界１人）。

增添基层组织特色。民盟口区工委在盟市

委和区工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盟员的支持配

合下，各基层支部平稳有序地完成了换届选举工

作，一批年富力强的盟员走上基层支部的领导岗

位。新成立民盟口区医卫支部（也是首次）、民

盟武汉市第一职教中心支部，同时平稳有序地完

成民盟武汉市第十一中学支部、离退休支部换届

选举工作。

【活动开展】　民盟口区工委把“争五优创规范”
活动融入深入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

习实践活动中，并开展丰富多彩的各项活动，不断提

高战斗力、凝聚力。

社会服务活动。在春节来临之际，民盟口

区工委组织盟内知名艺术家在武汉市江夏区五

里界李家店村举办“同心共筑中国梦”———迎新

春送戏下乡，送春联下乡、送文物知识下乡活动，

把精神食粮和文艺服务送到基层，送到老百姓的

家门口。

关爱老盟员活动。高度重视老年盟员工作。民

盟口区工委会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开展

一系列的活动，使老盟员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家庭

般的温暖。年初专程看望８０岁以上的老盟员，清明
节组织老盟员到武汉金银湖湿地公园寻找春天的足

迹，重阳节组织老盟员开展座谈活动。盟市委副主

委、口区工委主委程宏刚手捧鲜花，向老盟员姚明

瑜祝贺她的百岁生日，老人接到鲜花后脸上绽放出

幸福的笑容。

关心女盟员活动。为了让女盟员过好“三八”

妇女节，民盟口区工委组织全区各条战线的女盟

员们来到蔡甸区消泗乡沉湖湿地保护区开展调研活

动，体验天上飞来的大雁野鸭，水中游来的鱼虾蟹

蚌，地上长来的芦苇野荻菱角野藕。通过调研活动，

提高女盟员保护生态环境意识，同时也愉悦女盟员

们的心情，增进女盟员们的感情。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活动。为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活
动，民盟口区工委利用周末时间组织全区在职

１００多盟员专程来到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抗战纪念
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通过此次爱国主义教育

集中学习活动，盟员们进一步认清形势，坚定信念，

明确方向。

重温历史活动。民盟口区工委组织工委委

员、盟支部主委赴重庆开展“重温历史 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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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教育活动。盟员们先后参观重庆白公馆、渣

滓洞、红岩魂陈列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中国民主同盟诞生地特园、红岩革命纪念馆等地。

大家认真阅读每一处的陈列解说词，详细了解每

一位为国献身的烈士的先进事迹，仔细聆听解说

员对每一段历史事件的述说，设身处地地感受特

殊历史时期的紧张氛围，无一不为先烈们的英雄

事迹感动。

【展现风采】　２０１５年，民盟口工委成员虽然身处
不同岗位，但相同的却是对工作的热爱，尤其是在各

自工作岗位上爱岗敬业，率先垂范，业绩辉煌。

盟员程宏刚作为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
赛暨第二届亚洲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组委会办公室主

任，全程参与筹备工作和组织协调工作，为赛事的圆

满举办做出重要贡献。世中体联主席劳伦特·佩楚

卡先生专程发来贺信表达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

敬意。盟员田祥高指导骨干教师在“２０１４年高中青
年数学教师优秀课展示与培训活动”中获一等奖、

在高考真题‘红黑榜’”征文活动中获一等。盟员邹

华华获全面素质教育“先进工作者”、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易扣式系头带的湿润口腔护理

罩”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盟员周军华获“武汉市学

科带头人”称号。盟员沈梦被团省委授予“爱心志

愿者”荣誉称号。盟员李秋珍被评为学生最受欢迎

的教师。盟员田爽完成国家级课题被聘为高效课堂

研究主体成员，同时获得省级优秀成果一等奖、区级

“教学比武讲坛”优秀个人。盟员江婷、叶艳获得全

国“一师一课”三等奖。盟员刘大波获武汉市优秀

工会工作者。盟员朱再娥获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

奖赛“正态分布”基础教育组课件湖北省一等奖、武

汉市中小学高效课堂建设活动先进个人称号、全国

高中青年数学教师优秀课展示三等奖。盟员龚光华

再次被选为湖北省中职数学中心组成员。盟员柯春

当选武汉市路跑协会会长、首届“关艾跑”暨汉马爱

心跑协会会长。盟员梁玉红作品《楚风》在中国（湖

北）第二届汉秀文化节中荣获铜奖，其作品《秋凉

图》在中国（贵州）国际民间工艺品博览会暨第三届

中国（凯里）银饰刺绣博览会银奖。盟员周允亮身

兼体育教学和校足球队主教练工作，率武汉四中足

球队获全国高中生足球赛湖北赛区冠军，并接受中

国教育报的专访。

（黄泽平）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５年，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简称民建口区委）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等职能，继续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思想建设、组织发展、参政

议政、社会服务、会务活动等方面均衡健康发展。

年内开发区支部被市民建评为“优秀支部”，综合

一支部被省民建评为“优秀基层组织”，会员贾洪

武被评为武汉市“文明市民”，黄旭等１５名会员被
省民建评为“优秀会员”，会员田盨被评为“武汉市

学科带头人”，会员王怀佳被评为口区“创新创

业优秀企业家”。

【思想建设】　２０１５年，民建口区委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及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治国理政方针政策

解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系列重要会

议和文件精神为重点，围绕“实践”活动主题，组织

全区会员对统一战线、多党合作的历史和理论，民建

会章、会史及民建领导著作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

为纪念民建成立７０周年，区委会组织会员开展“读
会史颂伟业，学会章树新风”主题征文活动，共收到

征文投稿４０余篇（件）。广大会员还积极参加省委
统战部组织的《纪念民建成立７０周年———中国梦、
民建情》演讲比赛和市、区委统战部“我与统一战

线”有奖征文，以自身实际经历热情讴歌新时期的

多党合作制度，自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组织发展】　２０１５年，民建口区委以支部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中心，狠抓组织发展工作，

增补１名副主委（黄旭）、成立 １个新的基层支部
（科技支部）、发展１０名新会员。对区委会下属各
支部进行改选，选举产生新一届支部领导集体，为

各支部均衡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各支部换届完成

后，于１２月７日召开支部工作会议暨新任支部主
委培训会，以会代训，对新上任的支委班子进行任

职培训，各支部离任和新任主、副委进行工作交

接。区委会主委李光宣读《民建口区委关于各

支部主委、副主委任职的决定》。各基层支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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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平稳、顺利地完成政治交接，也为 ２０１６年区
委会换届工作做好组织保障。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５年，民建口区委共向省、市、区
报送社情民意、调研课题１２篇（件），其中《将我市
粮食机械制造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武汉

物流产业对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研究》等重点课题

受到市、区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１０月，综合一支
部、科技支部、企业家支部与区工商联、区金融办公

室共同举办全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推介会，邀请银

行、证券、保险等行业专家为有志于在新三板挂牌上

市的民营企业提供专业、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受

中共远安县委统战部、罗田县人民政府邀请，民建

口区委会考察团先后于今年５月和９月，赴远安、罗
田考察调研，以企业家为主的考察团走访调研两县

生物和科技型企业，全面了解该县投资和生产环境，

并向会员企业推介合作项目，为远安、罗田与武汉的

企业合作、党派交流积累了经验。１１月，口区《关
于编制国民经济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通知》征求意

见稿出台后，区委会主委李光以《对我区“十三五”

规划纲要的几点看法和建议》为题，代表民建在区

委双月座谈会上作了重点发言，受到各有关部门的

高度重视。区委书记王太晖亲笔签批，“李光同志

的建议很有针对性，请区委区政府研究室、区发改委

阅研、吸纳。”

【会务交流】　２０１５年６月，民建口区主委李光、
科技支部主委李丹率领，科技支部全体会员应邀前

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该校民建支部开展联谊

和学习交流，受到地大党委统战部、地大经济管理学

院、地大民建支部的热情接待，科技支部与地大支部

结为“友好支部”。８月，区委会又组织“民建会员与
法官面对面”的专题调研活动，会员们集体调研

口区法院，探访民商庭并现场观摩开庭过程，法院党

委与会员们开放互动，听取民建企业家意见，探讨参

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新渠道与结合点。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５年，民建口区委注重加强企业
家会员的社会责任心与历史责任感，引导他们积极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会员张木溪向黄陂区蔡甸街蔡

甸村捐资１万元，用于改善该村小学办学条件。６
月１日儿童节当天，民建口区企业家支部联合共
青团口区委员会、区青教办等单位，在区青少年宫

联合举办“梦圆·童心·”之“民建企业家助梦六

一”爱心活动，为辖区１０２名家庭困难及残障青少
年送去价值２万余元的文具、体育用品、衣服等礼
物。此外，会员贾洪武等还积极参与团市委组织的

“校园行”等活动，义务为孩子们提供专业的心理咨

询１００小时。

【会务活动】　２０１５年，民建口区委紧扣“实践”活
动主题，先后组织迎春团拜会、参观园博园、老会员重

阳联谊、慰问会龄３０年以上的老会员、走访慰问援疆
会员、与应城市公安系统“警民共建”羽毛球联谊比赛

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类会务活动计１０次，活动
中突出重点、突出特色，会员乐于参与。

（向　仁）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５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
会（简称民进口区工委）深入学习中共十八大，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

团结和带领全体会员，紧抓学习实践活动这条主线，

围绕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这一主

题，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切实推进学习实践活动，

取得新成绩。

【思想建设】　２０１５年，民进口区工委把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开展学习实践活

动相结合，组成区工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学习

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撰写学习

体会。

支部牵头，全体会员广泛参与。组织支部主

任和广大会员认真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统

战工作会议精神，引领广大会员开展不同层面的

学习讨论交流活动，建立会议、简报、情况报送等

日常工作制度，建立并完善区工委的微信群等宣

传平台，畅通联络渠道，加强沟通交流，推动支部

联合、会员互动。

凝聚力量，夯实合作共识基础。通过多种层面、

多个角度、多种方法，不断巩固道路认同、目标认同、

价值认同，增强区工委的凝聚力和影响力。２０１５年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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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广大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引领广大会员开展不同层面的



８月区工委邀请原民进市委会秘书长张忠华作关于
《中国民主促进会武汉市委员会会史简介》的报告，

回顾民进武汉市委员会的创建历史，介绍对市委会

的建立、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胡铭心、王遷、石泉

等老前辈，使广大会员既接受会史教育，又坚定传承

民进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双岗建功，光大民进

组织的信念。１１月，在区工委主委郭建敏的带领
下，口区各支部会员及特邀代表共２５人，开赴位
于蔡甸区的武汉市侏儒山抗战纪念馆参观学习，不

仅接受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也深感今天改革开放

后和平幸福生活的不易，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注重教育，强化年轻会员培养。区工委选送蔡

斯斯、王媛媛等青年会员参加武汉市民进新会员培

训班，委派王媛媛到同心生态园参加由区委统战部

组织的统一战线理论学习，选派王媛媛、蔡斯斯、冯

锐、陶梅、张文、陈慧、喻华等参加首期民进武汉市委

会宣传工作培训班学习。区工委不断地提供机会，

创造条件，加大对青年骨干会员的思想教育与培养

力度，为民进的后续发展积蓄力量。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５年，民进口区工委加强组织
建设，不断提升能力，为口区的发展助力，为民

进组织争光。区工委继续坚持吸纳业务素质高、

代表性强的社会优秀人才的基本原则，发展黄思

思、余俊、黄景忠、裴纲等 ４名新会员。组织蔡斯
斯、王媛媛、冯锐、何浩等会员参加市委会组织的

隆重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年、民进成立７０周年暨第
３１个教师节知识竞赛，由区工委专门选派的鲜皓、
聂煜莹、刘艳红组成的 ３人代表队经过激烈的奋
战，最后勇夺三等奖。

１２月８日，市民进口区工委武汉市第一医院
支部委员会成立，支部主任委员罗光伟，支部副主任

委员贺立群，支部委员邓小艳，该支部会员学历层次

高，在专业领域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并在市区参政议

政工作中都取得骄人的成绩。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５年，民进口区工委围绕民进中
央及省市委会社会服务主题年的重要部署，关注社

会生活以及“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建设”中的重

点、难点问题，凝神聚力，努力为城市及口的转型

发展、跨越发展深入调研，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

的意见和建议，增强民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郭建

敏主委撰写的《关于武汉市尽快启动创建“国家健

康城市”计划的建议》作为集体提案上报市委会；

市政协委员罗光伟撰写的《以互联网 ＋医疗模式
破解分级诊疗实施难题的建议》、区政协委员沈剑

撰写的《关于将自体输血纳入医保体系大力推行

科学用血机制的建议》、市政协委员陈荣华撰写的

《废弃建筑不应成为垃圾场》《抢占老年群体舆论

高地》、区政协委员张文撰写的调研课题《关于增

强我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的建议》等作为社情民

意直达市委会。

４—１０月，罗光伟委员承担并完成民进湖北省
委会“加快推进我省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建议”的调

研课题。５月，作为武汉市政协委员参加武汉市卫
生计生委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暨“双月论坛”，就

“就医体验”发言。１０月，罗光伟代表民进市委在市
政协“加快健康服务业发展专题协商暨重点提案督

办工作”会议上作题为《关于加快推进我市分级诊

疗的对策建议》的专题发言。当年民进口区工委

报送市委会、市政协社情民意共１０余篇，为市委会
充分了解民情，反映群众呼声，建真言，献实策，提供

了有益参考。

民进口区工委的政协委员在口区政协第十

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围绕口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共提交提案１５件。夏新
委员就《关于打造总部经济园区，服务产业发展的

建议》的提案和张文委员就《关于提高中小学生体

质健康的建议》的提案作大会发言，均被评为大会

优秀发言人。区工委有２份提案被作为重点题案进
行督办。在区政协十三届五次全会上，夏新副主委

代表区工委作了《关于高标准建设汉江湾国际教育

园的建议》大会发言。在口区“十三五规划制定”

的双月座谈会上，郭建敏主委提出的打造“绿色健

康城区”的观点，引起与会的区委领导和其他党派

成员的热切关注。

【双岗建功】　２０１５年，民进口区工委会员立足岗
位，成绩卓著。２３名会员在本职工作获得奖励和表
彰。张莉老师获得口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操

守、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学生喜爱家长满意”

教师荣誉称号。陈慧担任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
锦标赛暨第二届亚洲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式节目

排练指导工作，获民进市委会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

人二等奖。陈荣华在武汉电视一台《阅读国学》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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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两度主讲中华竹枝词文化，在第七届湖北学校文

化论坛上被授予湖北省学校文化建设先进个人称

号。卢静参加口区一师一优课比赛，获三等奖，在

湖北省教育厅组织的高中心理健康课程研修培训班

中，主讲心理健康课《挫折管理》，获２０１５年学术年
会心理健康教育科研成果评比二等奖。孟癑、胡慰

被评为口区２０１５年安全稳定先进个人。
２０１５年，民进口区工委会员张东友被聘为

《中国中西医结合影像学杂志》常务副总编（第四

届）和《临床放射学杂志》第六届编委。主持召开

湖北省第五次全省中西医结合影像学术年会，参

加武汉市医学影像质量控制中心 ２０１５年工作年
会暨武汉市放射技术学会１＋８城市圈２０１５年学
术年会。参加全国中医药院校十三五规划教材

《影像学》和《医学影像学》编写启动工作会议，并

被聘为两部教材副主编；编辑出版《武汉市第一医

院放射科科志———磨剑》，编印《武汉市第一医院

放射科管理与操作常规》；编制《让历史告诉未

来———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编年史》视频，创建医

学专题网站；组织编写全国中药行业高等教育“十

二五”规划教材、卫生部十三五规划中医院校本科

教材《影像学》等。

雷智强完成国家级课题《基于数字化环境下的

学习活动研究》、市级重点课题《一对一数字环境下

学习活动设计》，通过中央电教馆《全国百所数字化

示范学校》标准审查，作为省２０１５年特聘专家参加
省录像课课例评审工作。冯锐竞聘成为城管执法大

队直属十中队武胜路的“路长”。黄丰华参与省级

课题研究并顺利结题。鲜皓谱写的歌曲《一起奔

跑，一起欢笑》成为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第二

届亚洲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主题曲，并获得武汉市

原创十佳歌曲第三名。邓小艳撰写的专业论文发表

于核心期刊杂志，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武汉市科技

局课题结题。王媛媛组织赴韩健康产业招商推介

团，为大力引进韩国优质医疗资源和医疗产业落户

口作出了贡献。

罗伟光将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内科扩大规模

至３个病区，总床位数达１５６张，缓解了群众看病
难的困局。成立武汉市属医院首个敏感反应科，

进入人民卫生出版社本科教材《临床变态反应学》

第二版编委，当选第二届湖北省医师协会变态反

应科医师分会副主委，并作为民进湖北省委会的

代表，参加民进中央专门委员会（医卫领域）工作

交流座谈会。

２０１５年４月，在民进口区工委主委郭建敏
与江夏区工委主委吴俊的带领下，两区工委在江

夏区舒安街舒安小学联合开展捐资助学活动，民

进会员在舒安小学和帮扶对象结对见面，活动现

场资助１００００元帮扶１０名家庭均极度贫困的小
学生。区工委响应民进中央“书香彩虹”公益活动

号召，在全区会员中广泛发动，会员们积极响应，

在短短 ２０多天时间里，区工委收到捐书 ６５０多
册，并如数送到市委会，将书籍寄往贵州毕节金沙

县教育局。

星火支部的会员们在六一、农历新年前带着礼

物和精心组织的文艺节目去协和医院爱心学校看

望，陪伴，慰问白血病患儿们。陈慧组织外高高二学

生志愿者数１０人赴爱心学校为患儿们送去上千元
的礼物，并陪伴孩子们画画，学英语，下棋，讲故事

等。作为中国美术教育协会会员、湖北省美术教育

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的民进会员

哈汉芳老师，被武汉晚报主办的“兴业银行２０１５未
来大师赛最美童画”活动特聘为导师，为开发儿童

的智性天赋，对儿童进行科学的美术教育尽心竭力，

相关事迹的新闻报道《“最美童画”导师哈汉芳谈少

儿美术教育》刊登在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７日的《武汉晚
报》上。雷智强２０１５年继续作为区政府公共服务
与社会管理综合专业评价员，协调、评价４０多件投
诉办件。

陈荣华在湖北省内各级各类学校以及街道、社

区主讲中华文化讲座１０多场，应邀为市民进培训参
政议政骨干，应市政协之邀为十二届市政协新增补

委员培训班进行党的统战理论、人民政协理论及委

员履职实务等知识的培训，代表市民进出席市政协

主席会议评审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并为市政协撰写

专报。退休支部会员在社区担任假期儿童兴趣班的

辅导员，教孩子们画画、走围棋，帮社区办板报。

（郭建敏）

·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５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
会（简称农工党口区工委）全体党员坚定信念，立

足本职，服务社会。２０１５年，农工党口区工委下
辖６个支部先后发展党员１０名，至此区工委６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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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共有正式党员２５１名，平均年龄５４岁。

【组织和思想建设】　２０１５年，农工党口工委在党
员人数发展迅速的同时，时刻注意抓好党员思想建

设。根据上级要求和实际工作情况需要，工委每季

度召开一次工作会议，传达上级文件精神，部署相关

工作。当年组织党员到南京邓演达烈士墓瞻仰，开

展政治教育活动，提醒党员勿忘先烈，铭记历史。组

织党员参加“学精神、学党章、学党史”知识竞赛，增

进政治学习氛围。购置学习书籍，送到党员手中，辅

助党员开展政治学习活动。加强党员积极参与调研

及培养新闻信息报道工作的能力。组织各支部积极

参加市委会及区统战部各项培训学习，鼓励各支部

开展丰富多彩党员活动及社会活动，加强组织凝聚

力与工作活力。多次积极组织党员参加农工党武汉

市委会举办的“统一战线同心大讲堂”活动，接受文

化熏陶，提升文化素养。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５年，农工党口区工委发挥党员
医技护专家，组织党员参加健康义诊活动，送医送

药，宣传促进健康及疾病预防知识。全年区工委各

支部举办健康讲座、义诊活动累计２８次，受众人数
１３００人次，发放科普健康宣传资料１８００份。精神
卫生中心支部积极参加湖北省广播电视台节目，分

别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栏目、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栏目、

精神疾病康复栏目做专业的心理健康指导。普爱医

院支部到韩家墩社区开展义诊和科普知识讲课。中

山支部到葛店大湾社区服务中心开展义诊社会公益

活动。同时，组织进行各类专业疾病筛查。如认知

功能障碍筛查、大肠癌筛查，骨质疏松症的筛查。全

年累计筛查人数３３００余人。
彭晓红副主委主持的科研项目《右美托咪定联

合浅低温对新生大鼠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

响》，经同行业专家鉴定，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并获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武汉市２０１５年科
技进步三等奖”。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５年，农工党口区工委王岚主委
在口区政协大会上作《分级诊疗背景下发挥医院

区域功能的思考》的发言。贺漪副主任完成《关于

加大力度培养社区医务人员的提议》、《关于统一社

区环卫人员待遇的提议》的人大议案。彭晓红副主

委完成口区区政协提案《合理设站，方便患者就

医》，并完成市政协提案《建议为代课教师办理医

保》。叶小缅主任完成《关于抓住机遇扶持武泵振

兴湖北泵业的建议》的议案。周杰委员积极参加农

工市委会关于“医养结合”的调研并完成调研报告。

王乔委员撰写《关于医院开办“医养结合”机构工作

的可行性调研报告》。柴厚杰副主委入选口区政

协常委。

农工党口区工委委员周杰《关于将中小学生

意外伤害保险纳入政府保障的建议》、党员谢欢欢

《关于进一步发挥业主委员会作用的建议》、党员曾

繁英《关于车祸现场急救培训的建议》、党员李文学

《建设社区精神康复家园》均被农工党武汉市委会

主办的《关注》杂志采纳并发表。２０１５年区工委完
成省、市、区提案共７份，撰写政协提案１篇。

【捐资助学】　２０１５年，中山医院支部启动捐资助学
活动一直延续４年。当年５月，支部几位同志代表
区农工所有党员再次来到红安永河镇中心小学，看

望杨豪和孟美两位同学及家人，了解两位同学的学

习情况及生活情况，同时将当年的学费分别送给两

位同学。支部党员表示他们会将资助持续下去，同

时希望通过更多更广的公益活动传递正能量。

（江　腾）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５年，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简称致公党口区工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和中共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共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积

极推进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紧紧围绕中

共口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凝心聚力、开拓创

新，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５年，致公党口区工委高度重
视政治理论学习，并要求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党员

学习中共十八大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认真领会新形势下

中共中央统战工作精神和政治协商工作特点。深

入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

动，区工委精心做好学习实践活动的再动员、再部

署，在各支部继续深入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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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投入到高素质参政党队伍建设中来。在学

习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带头

学习，紧扣主题，率先垂范，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积极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党员骨干赴福建

侨乡，通过瞻仰著名侨领陈嘉庚老先生的纪念堂

和集美村等历史、文化纪念地，寻访先辈足迹，弘

扬革命精神，开展“重走致公路，共话侨海情”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本年是中国致公党成立９０周年，
区工委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各支部的主体作用，

积极参加省、市委会联合召开的“纪念中国致公党

成立９０周年座谈会”，同济支部和教育支部的党
员还撰写纪念文章，共叙致公情，同绘中国梦。

【注重本职工作】　２０１５年，致公党口区工委要求
每位党员在本职工作中要突出实绩，不断取得新成

就，一批青年党员在本职工作中都取得骄人的成绩，

受到各级表彰。

２０１５年，同济支部主委陈素华取得医院个人业
绩前１０名及医院突出贡献奖，她和团队一起建立湖
北省第一家医学遗传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副主委宋晓东圆满完成援疆工作回汉后，发表１篇
Ａ类 ＳＣＩ论文。宁琴教授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
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负责人，国家“十二五”

科技重大专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

防治”课题负责人。

２０１５年８月，普爱支部主委肖军圆满完成一年
半的援疆工作，在新疆博尔塔拉州人民医院工作期

间，接诊患者累计达１７２人次，主刀手术６７台次，指
导手术９６台次，无一医疗差错发生。同时，积极参
加送医下乡活动，义诊达２１３人次，并作为中央组织
部选拔的５名全疆巡回医疗组组员之一，参加博州
的巡回医疗及临床指导工作。

教育支部的于虹老师以题为“教师，学生知识

建构的组织者”一文在２０１５年教育系统的四优活
动中获市级论文一等奖。综合支部的张平、袁敬东，

普爱支部的郝?等党员在工作中兢兢业业，除临床

工作外还认真撰写论文，分别在 ＳＣＩ、中华、中国牌
等专业核心期刊（北大版）上发表。

【积极参政议政】　２０１５年，致公党口区工委注
重调研，积极参政议政。陈辉副主委撰写的《借园

博会展之势、大力发展我区休闲旅游业》在 ２０１５

年区政协全会上作为党派集体提案作了发言。

《关于大力发展口区互联网金融建设》的集体提

案被区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同济支部曾仁端撰写

的《我国应继续坚持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

教育支部郭河棠撰写的《关于特别关注抗生素污

染水源问题的建议》等４份提案，分别被致公党中
央和省政协采用。区工委把提高党员参政议政能

力作为工作重点，工委的主、副委认真参加区委统

战部组织的“双月座谈会”并积极建言献策。在区

政协十三届五次全会上，工委区政协委员提交提

案７件，区工委市政协委员在市政协十二届４次会
议上提交提案 ３件，向致公党中央、省、市委会提
交社情民意及信息 １２篇。区工委把提高党员参
政议政能力作为工作重点，先后组织两次学习培

训，邀请曾仁端主委作提案撰写的辅导讲座，教育

支部通过培训积极组织党员撰写提案 ４篇，并由
政协委员在区政协会上提交。

【发挥自身优势】　２０１５年，致公党口区工委注
重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优势，并结合区委、区政府中

心工作和人民群众的民心民意问题，始终把社会

服务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参加省、市委会组

织的社区医疗中心义诊，义务健康教育，普爱支部

的郝?参加市委会组织的医疗队送医送药进社

区，并组织 １２次的患教会以宣传医学知识，普爱
支部还坚持在常青社区举办“健康大讲堂”发放健

康教育处方１００００份，并成功的举办慢病健康俱
乐部。同济支部宁琴教授组织同济医院感染科大

型义诊２次，下乡义诊和卫生宣教５次。坚持每年
慰问区工委的老领导、老归侨、组织老党员参加工

委的活动，组织中秋茶话会。在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７０周年之际，区工委组织老党员参加“纪念抗
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座谈会”。

【组织工作】　２０１５年，致公党口区工委坚持加强
自身建设，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努力提高党派自身

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区工委着力培养年轻党

员，积极组织党员参加本党省委会、市委会、区工委

及区统战部组织的各项活动。区工委重视组织发展

工作，注重新党员综合素质的培养。在纪念中国致

公党成立９０周年纪念活动中，区工委组织党员共撰
写纪念文章６篇。

（王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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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５年，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简
称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组织社员深入开展“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学习实践活动”，

努力参加各项学习活动，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努力履行参政党

职责，搞好参政议政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各项

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２０１５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社员武汉材料保
护研究所缓蚀与防锈事业部主任黄业荣，荣获武汉

市第十六届劳动模范。张三平主委的“特种表面保

护材料及应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汪正兴作为

主要学术带头人的“桥梁结构健康与安全国家重点

实验室”申请获批进入“第三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

室新建立项名单”，并开始筹建工作，为口区增添

两个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建设，这是口区科技界的

殊荣，也是口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重大突破。

张三平作为第二负责人以及周学杰、吴军参加的

“大气腐蚀研究、试验技术新体系及其工程应用”课

题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政治学习】　２０１５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以召开
区工委（扩大）会议和多种形式组织学习，通过学习

促进了工作开展。传达九三学社武汉市委员会（简

称九三学社市委会）全委会和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为搞好政治交接做好思想准备。学习新形势下中央

有关统一战线的精神，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水平和

自觉性。安排调研考察和参政议政内容，布置各下

属支社开展基层组织活动，讨论协商基层组织换届、

改派的人选和有关事项，为２０１６年的换届改派打下
良好基础。

２０１５年，在庆祝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及九三学社成立７０周年前夕，二支社组织
社员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活动。

一医院支社数次组织社员参加学习活动，去大悟铁

寨开展关于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

实践活动，弘扬本社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并组织

歌咏活动。响应武汉市第一医院党委号召组织支社

社员开展好医生标准大讨论，推荐社员到街道或区

里挂职，获得好评。

２０１５年，口区九三社员８０余人次，共１１批
次参加社市委组织的会议及大讲坛学习活动、参加

口区委统战部、口区政协组织的学习活动。通

过系列的学习活动，使社员更加坚定自觉接受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信念，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信心，提高党派成员的政治思想素养和参政

党履职能力。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５年，口区九三成员先后有６人
４次参加社市委组织的调研活动和行风评议，多人
次参加区政协组织的调研考察活动。二支社主委熊

凡受邀参加宁波九三学社来汉交流大数据产业发展

的交流活动。

九三学社７位政协委员在口区政协第十三
届四次会议上积极参加政治协商，撰写 ７篇提
案。张靖撰写九三学社市委会提案《科学规划

高效治湖》，并代表九三学社市委会在政协十二

届二十三次常委会上发言。蔡伟代表九三学社

口区工委撰写《关于建口区首个社区众创空

间，为武汉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献一策的建议》

提案，为口区的科学发展出谋划策，撰写了《关

于商标立法的建议》。金晶撰写的《武汉市发展

钢结构住宅产业的建议》，从绿色建筑的发展理

念，对目前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提出改进措施。九

三学社口区工委全年撰写宣传及报道基层组

织学习活动稿件６篇。
２０１５年，口九三社员在参政议政的工作中取

得丰硕成果，获得的奖项和荣誉有：张三平在省政协

第十一届二次会议上的提案《加大落实渣土车的管

理力度 有效降低扬尘对大气的污染》被评为省政

协优秀提案奖；一医院支社获省九三２０１４年度先进
基层组织奖；

#

茜主委代表省九三先进基层组织在

组织工作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发言；汪正兴、
#

茜、朱

芳荣获湖北省九三２０１４年度优秀社员光荣称号；伍
建华的《关于加强小餐馆、流动餐饮车管理，减少液

态垃圾对街道污染的建议》提案被评为２０１４年度
口区政协优秀提案，并评为２０１４年度口区优秀
政协委员。

【社务活动】　２０１５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积极参
加九三学社省直各基层组织联合举办的以“春天的

欢聚，美好的期待”为主题的大型组织生活会，九三

学社口区一医院支社社员在医务工作及其繁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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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条件下，利用业余时间认真组织排练，在会上表

演了精彩的节目，获得好评。重阳节来临之际，口

区工委组织老社员召开座谈会，畅谈对经济建设和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３日，口区工商联召开区领导与民营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

社会发展的感受，交流退休生活的乐趣，欢快的度过

一个属于自己节日。

（张三平）

·台盟口支部·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支部（简
称台盟口支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

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

革、加快转型发展、推进三件大事，充分发挥人民政

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在建

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中发挥积极作用，取

得较好的成绩。

【学习实践】　２０１５年，台盟口支部按照台盟武汉
市委会、口区委统战部部署的主题教育活动的步

骤，结合形势发展及自身建设需要，制定《台盟口

支部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

动方案》，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

学发展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盟章

盟史，先后组织盟员参加省、市、区各类学习实践活

动主题辅导讲座、报告会、座谈交

流会、培训班１０余次。

【爱岗敬业】　２０１５年，台盟口
支部成员注意学习，爱岗敬业，在

本职工作中创造佳绩。支部副主

委邓爱丽在高校图书馆负责校对

中、外文期刊，以及接待咨询的读

者及带学生实习等工作，她爱岗敬

业，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具有较强

的工作责任感和事业心，多次评为

优秀员工。

盟员雷敏捷作为公司新基地

建设小组负责人，积极推进新基

地建设，和所在团队一起完成子

公司注册、环评、规划设计、生产

工艺完善和设备选型等工作，圆满完成全年目标，

年度考核为“优”。经市台盟推荐，当选为武汉市

侨联委员。

盟员高进从事通信电源市场营销工作十多年

来，负责云南，江西等省的市场开拓工作，通过努力

工作，公司产品市场份额由零逐步增加到超过

５０％。
盟员金成在武汉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地

产项目的前期工作，他善于学习，肯于钻研，勤于思

考，在实施工程项目中，对于合同、信息、现场都有严

格的管理程序，并被评为集团优秀员工、双创劳动先

进个人。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５年，台盟口支部在区政协第
十三届五次全会上，提交《关于推进口区社区

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建议》，提交《加强辖区菜场豆

制品经营户管理的建议》《减少二次污染：建议生

活垃圾分类，提高资源利用率》等个人提案２件。
盟员雷敏捷在２０１５年市政协全会上与市委阮书
记对话《治理叫卖类噪声，使武汉更安静的建

议》，参与省台盟多篇参政议政建议内容的修改，

积极参与拟定省台盟青委会 ２０１６年调研题目
《对两岸通婚状况的调查》和《对互联网营销模式

的优缺点分析》课题。同时，支部领导重视口

区委组织召开的“双月座谈会”“情况通报会”

等，会前能认真阅读材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口的区情提出一些观点和建议，为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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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５日，武汉市商会建设工作会议在我区召开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５年，台盟口支部注重自身建
设，积极选派骨干、盟员学习培训，提高素质。选派

盟员高进参加省社院组织的民主党派地市州级组织

骨干成员培训班，选派盟员金成参加省、市社院及区

委统战部中青年民主党派骨干培训班，支部成员分

别参与赴台盟武汉市委会扶贫点捐赠、暑期中小学

生安全教育、社区法律讲座等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和

活动１０余次（场）。

【盟务活动】　２０１５年，民盟口支部逢年过节都
亲自上门对困难盟员及病号进行慰问，带去组织

的关怀。国庆、中秋和春节支部积极组织成员参

加省、市、区台盟、台联举办的各种联谊活动，“三

八”组织女盟员参加游园活动，“九九”组织老盟员

参加省、市重阳节活动。当年还组织盟员参观武

汉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等等。参加省市台盟主办的

湖北台湾周，观看话剧《台北新娘》首映式活动，组

织盟员观看电影《百团大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支部全体
盟员进行一次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为主题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赴西安参

观抗日战争纪念馆，缅怀老一辈台湾同胞抗日战

争中的丰功伟绩。

（吴明华）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业联合会（简称
口区工商联）以守法诚信教育、同心律师服务、会

员企业服务平台等为抓手，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３月获湖北省“五好县级工商联”荣誉，５月武
汉市商会建设工作会在口召开，７月全国工商联
副主席黄荣到口进行商会工作专题调研，１１月
口区工商联代表湖北省接受全国工商联检查组

的检查。

【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联响
应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家与中国

梦”为主题的非公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

动，举办口区工商联（总商会）领导班子成员学

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报告会，学习《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专题报告，１３８名班子成员参与。举办以守
法诚信为重点的“与法同行，诚信经营”座谈会，与

２２名区工商联（总商会）新晋班子成员座谈交流，
邀请区直机关工委书记吴双墩培训授课，深化民

营企业家们对实现“中国梦”、服务“四个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组织 １７位区工商联
（总商会）领导班子成员走进区法

院，参加科技法庭的现场庭审，与

法官面对面。

【商会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
商联顺利通过湖北省“五好县级

工商联”检查验收，被湖北省工商

联授予“五好县级工商联”称号。

按照“五有”（即有工作人员、有

商会档案资料台账、有经费保障、

有信息报送、有社团注册登记）和

“五好”（即领导班子好、办公条

件好、制度落实好、活动开展好、

作用发挥好）等标准，以守法诚

信、经营管理、社会贡献为重点，

积极开展全区基层商会对照标准

创建，受到全国、省、市工商联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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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高度肯定。５月 １５日，武汉市商会建设工作
会议在口召开，省工商联主席杨玉华、市工商联

主席李记泽等领导出席会议并部署武汉市商会工

作。１０月２７日，区工商联召开“五有五好”基层
商会、“五好商会会员”工作经验交流会，市工商联

王光宇副主席出席并讲话。全年先后接待新疆、

鄂州、应城、宜昌、通山、新洲等地工商联考察来访

６次，与汉中市宁强县工商联缔结为友好商会。组
织开展考察活动带领商会会员“走出去”，分别到

汉川、宜昌、浙江、广州４地考察投资，大力推动民
企与区外商会、企业进行深度交流与合作。２０１５
年，口区新成立东富军威市场商会、汉派服装辅

料商会等２个行业商会，指导武汉平遥商会换届，
全年发展新会员２１９名。

【基层商会活动】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联积极组
织区内各基层商会开展丰富多彩的商会活动，展

示出团结友好、积极向上的氛围。经济开发区区

域商会结合厂区男女职工单身多、缺乏交流平台

的实际，举办拓展联谊相亲会，为５家会员企业的
５０多名大龄青年牵线搭桥。汉正街商会组织成立
“汉正街车友联谊会”，“以车会友、为友排忧”，帮

助会员企业解决困难。龙腾第一大道商会举办趣

味羽毛球赛，激发会员运动热情，营造朝气阳光的

氛围。汉正街皮具箱包商会举办“乒乓有形、健康

无限”乒乓球友谊赛，发扬商会会员的团结协作精

神。靓仔商会举办追梦年会、木兰春游、台湾考

察、东湖插花，搭建起联络乡情、友情和爱情的桥

梁。武汉路桥商会举办中秋节庆活动，让大家听

乡音、聚乡情、议商事。

【公益奉献】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联注重公益事
业，积极参与社会捐赠与奉献。全年组织会员企业

武汉万申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向黄陂区蔡甸村捐赠

１００００元助学资金；组织副会长单位武汉兴旺消防
设备有限公司先后赴区福利院看望慰问“三无”老

人（指城镇居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

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或扶

养能力的 ６０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为他们送去
１００００元的端午节礼品、向红安县捐款 ３０万元修
路。１１月６日，区工商联暨中国光彩事业武汉促进
会口分会在市一聋校举行“杨小玲公益基金”成

立仪式，标志着本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公益事业

跃上新台阶。

【非公党建】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联坚持“围绕经
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组织 １０
名非公党组织负责人参加全市工商联书记、党员培

训班。全年发展“两新”（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

织）组织党员 ４名。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
中，区工商联党组成员先后６次到城市圈商会党委、
国新公司党支部、缝制机械商会党支部讲党课。全

年在商会中新建党组织５个，非公党组织的组建率
和党的工作覆盖率不断提高。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联围绕全区民
营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

查研究，先后提交议案提案５件。其中《关于加快
建设武汉汉正街中央服务区的几点建议》被区政

协列为一号提案，《汇聚科教要素，打造创新之城》

得到市委书记阮成发同志肯定，《关于对口区十

三五规划纲要的几点意见和建议》获区委书记王

太晖签批。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联以“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为契机，严格落实三次研学任务，机关

全体干部走访调研１１０家会员企业，协助会员企业
解决融资贷款、子女入学、就医等困难，收集意见建

议１５条，对涉及“三严三实”内容的６点问题边查
边改、立行立改。梳理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先后建

立《区工商联党组职责》《区工商联党组议事规则》

等３２项制度，真正做到用制度管人、管事。工商联
常（执）委、商会和组织统计数据库的建设进一步完

善，机关档案目标管理成功晋升省一级。

（向　仁）

群 众 团 体

·口区总工会·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总工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积极适应新常态，主动服务科学

发展，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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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组织党员４名。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     

区工商联党组成员先后６次到城市圈商会党委、



工作实现新突破，并代表湖北省武汉市在全国工会

行业集体协商工作座谈会上作交流发言。口区总

工会获评武汉市工会工作先进单位、口区２０１５年
度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

【工会与政府联席会议】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６日，口
区政府与口区总工会召开第十次联席会议，对全

区贯彻落实湖北省总工会《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

收支管理的实施意见》进行专题研究，并形成会议

纪要，工会工作得到了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区长景

新华充分肯定了区总工会的工作成绩，要求区工会

要结合口实际，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规范

的培训，增强操作性和工作部署，各单位行政要重

视、支持、参与工会工作。

【区工会十二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　２０１５年４
月８日，口区总工会召开十二届二次全委（扩大）
会议，总结、部署工作，并开展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

理工作培训。此次培训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

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精神为出发

点，以加强工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为着力点，以基层

工会日常工作和开展活动的需要为落脚点，受到基

层工会的欢迎。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５年，口总工会组织全区工会干
部和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

真领会精神实质，工会工作方向更加明确。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和问题导向，在学习中深入思考当前工

会工作和劳动关系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

步理清思路，找准工会在大局中发挥作用的切入点、

着力点、落脚点。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群团工作会议

精神，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

路的信念、信心。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区委工会工

作会议精神，不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行政部门

对工会工作的支持。

【劳模精神弘扬】　２０１５年是全国、省和市三级“劳
模年”，口区总工会严格评审条件，严格工作纪

律，抓好推荐、评审、公示各环节，确保表彰人选的先

进性、代表性和群众性，全区２２个单位、集体和个人
获得武汉市劳动模范和奖状等荣誉称号。同时，区

工会表彰企业优秀班组、爱岗敬业职工、优秀工会工

作者各１０名。组织编纂《劳模画册》，宣扬全区各
条战线先模人物典型事迹，组织召开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暨表彰大会、劳模代表座谈会、武汉劳模先

进事迹报告会和全国道德模范杨小玲事迹报告会，

在全区上下形成学习劳模事迹、弘扬劳模精神的浓

厚氛围。杨小玲工作室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

一巾帼标兵岗”称号。

【技能创新】　２０１５年，口区总工会认真落实《武
汉市总工会关于引领全市职工创新创业意见》精

神，以参加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为契机，

全区各单位、各系统组织群众性劳动竞赛活动，激

发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高曼重工等３家单位被
邀请参加全市职工创新成果展和创新团队事迹

展。在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中，第二十

六中学叶京飞被评为技术状元，区地税局张俐、

口公安分局詹磊和区环保局刘静等８人被评为技
术能手。

【农民工入会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总工会开展农
民工入会集中行动。通过逐级下达分解目标、机关

干部分片督导、适时增加经费投入等措施，确保农民

工入会集中行动取得实效。全年重点在建筑、家政、

快递物流等行业推进农民工入会工作，发展农民工

会员１１５００多人，工会组织建会率和会员入会率均
达到８５％以上。

【“职工之家”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总工会按照
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六有”标准推进“职工之家”创

建活动，创建市级模范职工之家６家，武汉凯奇特种
焊接设备有限公司获“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长

征小学、锦江麦德龙口商场、口区水务局市政排

水设施维修队获“省级模范职工之家”称号。开展

“道德讲堂”进企业活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组织开展“文化五城”建设，楚汉收藏品有限

公司被市委宣传部评为“十佳书香企业”，区人民法

院职工图书室和武汉凯奇书社被评为武汉市“职工

书屋”示范点。

【集体协商】　２０１５年，口区总工会按照“提质增
效”的要求，对企业集体协商工作进行规范，指导

区建材家居、建筑行业工会充分做好协商前的准

备工作，提高协商效果。在建筑企业普遍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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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市场去存量化所带来的资金流动性压力的情

况下，双方协商确定２０１６年口区建筑行业职工
工资增长不低于 ５％，使职工增强“获得感”。向
企事业赠送组织编写的《劳动争议调解案例选

编》，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进行普法宣传，取得

较好的效果，得到市总工会领导的肯定。在国有

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公企业进行民主管理工作质量

自查，进一步规范职代会制度建设。配合人力资

源、城管等行政部门，开展环卫工合法权益落实情

况专项检查，促进环卫工合法权益的落实。武汉

中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被授予“湖北省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称号。

【精准帮扶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总工会对建档
困难职工进行动态管理和精准帮扶，帮助 ７０名
职工脱困。筹措资金 ９０多万元对困难职工、失
独家庭进行慰问。为 ７９名 ８０岁以上劳模、２名
一线和特殊贡献劳模、１名特殊困难劳模发放慰
问金１６２万元。向市总工会申报“武汉工友创
业基地”１家，组织 ５０名下岗和进城务工人员进
行月嫂培训，并考取技能证书。发放工会会员卡

２３万多张，为职工提供更多的普惠服务。组织
职工参加医疗互助 ３２万人，接待职工报销 ２４
万多人次，为职工申领发放互助金１４００多万元。
完成“单独两孩”政策和女职工权益维护状况调

查工作。

【职工文体活动】　２０１５年，口区总工会以“书香
企业满园书香，读书成就人生梦想”为主题，开展

职工读书成才展示交流活动。年内举办口区首

届职工体育大赛，共有１２５个代表队，约１２００余
名职工参赛。

【工会女职工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总工会依托
“两个普遍”推进女职工工作“两个覆盖”，广泛开展

女职工建功立业活动和素质教育活动，组织全区纪

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暨道德讲堂活动。用爱

心打造母婴室，维护女职工特殊利益，“爱心母婴

室”的创建，较好地满足孕期及哺乳期女职工的特

殊需求，有效提高母乳喂养率，为所有特殊时期女职

工安然度过特殊生理阶段，提供了专业化和人性化

的温馨关怀，使女职工有了较强的归属感，较好地调

动了女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关系

的和谐。

【工会经审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总工会经审会
按照湖北省纪委《关于印发〈关于开展 ２０１５年
“四项专项整治”的方案〉的通知》要求，分别对

１６家直管工会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工会经费收支管
理情况进行审计，对 ２７家工会贯彻执行湖北省
总工会《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总工会加强基层工会

经费收支管理的实施意见》情况进行了专项检

查。全年提出审计整改意见 ４８条，专项整治检
查问题３６条。为工会经费的规范使用发挥了保
驾护航的作用。

（王全良）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５年，共青团口区委员会（简称口
团区委）贯彻落实中央、湖北省委党的群团工作会

议精神，团结带领广大青年投身口转型发展，团的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口团区委被评为

湖北省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武汉市共青团工作先

进单位，区关工委副主任黄万祥获得“全国关工委

先进个人”，汉正街团工委被评为“全国五四红旗团

委”，六角亭街学堂社区易仁欣被评为第八届“武汉

青年五四奖章”。

【思想教育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团区委注重强化
理想信念教育，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

国梦”引导青少年。结合建党９４周年、建国６６周
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周年等重要节点，深入
开展“奋斗的青春最美丽”“革命传统教育周”、

“老少共筑中国梦”等主题教育活动 １００场，参与
青少年达６０００人次。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开展系列宣讲活动，《永远的丰

碑———长征精神永放光辉》《缅怀革命先烈 感恩

幸福生活》等一批优质宣讲课程进学校、进社区、

进企业，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深化“互联网 ＋”引领方
式，强化网上阵地建设，提档升级“青春口”官方

微信平台，开展“清明节网上祭英烈”“世界中学生

田径锦标赛志愿者‘微’家园”“清朗网络·青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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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微话题互动活动。积极打造青年网络文化

产品，推出“”卡通代言形象，提升团的“颜

值”；抓住青年关注热点，制作《“旦”生记》

《说传统节日》等系列微漫画，创作“带你

逛园博”“图说口”等主题微文，用清新、时尚的

方式拉近共青团与青年的距离。全年共发布微信

信息９４６条，点阅量计２０万次。

【青年人才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团区委引领青年
立足岗位建功，以五四表彰和“青”字号创评活动

为抓手，选树一批优秀个人和集体典型。口公

安分局团委等４家单位分别荣获“武汉市五四红
旗团委”和“武汉市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称

号，刘敏等９名青年荣获省、市优秀团干部和优秀
共青团员称号，武汉美测测试技术有限公司获评

武汉市青年安全示范岗。通过榜样力量引导带动

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奉献建功。引导青年投身

口发展，加强青年文化建设，积极打造以“青年书

香号”、青年读书小组为代表的青年文化项目，宝

丰街“知行读书会”被评为“武汉市十佳青年书香

号”。凝聚青年干部共识，联合区委组织部举办第

７期“添彩园博·美丽口”青年干部跨越论坛活
动，引导全区青年干部积极投身口发展建设。

汇聚青年人才力量，顺利完成区青联换届工作，全

区各族各界 １５０名优秀青年加入青联队伍，开展
“甜蜜魅惑·星动之约”交友 ｐａｒｔｙ、“带你逛
口”等系列活动，青联凝聚青年人才作用得到巩

固与发挥。

【青年志愿者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团区委吸引青
年致力志愿服务，规范志愿者注册管理，网络文明

志愿者注册达３３００余人，组织开展“清朗网络·
青年力量”网络文明志愿行动１０余场次。服务大
型赛会，承办武汉市“三五”学雷锋志愿服务集中

行动暨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志愿者选
拔活动启动仪式；全程服务中田赛，通过宣传、招

募、选拔、培训、上岗，为大赛提供全方位、高水准

的志愿服务，向世界展示了口青少年的风采；助

力园博会，开展“我的园博我的家”、“美丽汉江

湾”等系列志愿者行动。参与城市管理，围绕文明

创建、阳光助残、扶贫帮困等主题，组织开展“关爱

聋哑儿童”、“安全生产集中整治月宣传”、“１２·４
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等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１３０项。

【青年创业创新创优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团区委深
化创业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联合区科技局、区经信

局、武汉软件职业工程学院举办“创业大讲堂进高

校”活动；开展“创客之路———口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与创业青年面对面”交流活动，倾听青年创

业诉求，为青年创业指路搭桥。拓展青年创业空间，

联系武汉三新材料科技企业孵化器、武汉微果青年

创业孵化中心等３家创业实体，在同心健康产业园
挂牌成立“青年众创空间”，为青年创业提供阵地、

导师、资金一条龙服务。加大青年创业扶持力度，推

荐１１个优秀项目荣获湖北省大学生创业扶持基金
４９万元扶持资金；参与第四届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
务创新创业项目大赛。

【青少年教育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团区委围绕“小
时候·童心”主题，继续探索以购买服务的形式

推进青少年教育社会化、项目化运作，联合省公路管

理局、凯德集团、道能义工、逸飞社会服务中心等企

业和社会组织打造“童梦星空广播台”“星宝贝外星

夏令营”“小鬼当家———小小书画家”等一批特色精

品项目。全区４家青少年暑期托管点开展特色鲜
明、内容丰富的青少年假期免费日间社区托管活动

２００余项，服务青少年计１００００人。

【青少年关爱维权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团区委围绕
“希望伴飞”计划，引入青少年事务社工启动“筑梦

扬帆———口监护缺失未成年人”项目，对３０余名
监护缺失未成年人开展一对一帮扶，持续跟进“大

肚娃娃小浩轩”等典型案例；充分挖掘社会化救助

渠道，开展“为爱熊出没———快闪义卖”、“梦圆童心

之民建企业家助梦六一”等活动，筹集帮扶资金

２０万元，帮助困境青少年解决户口、就医、就学等实
际困难。实施关爱行动，扎实推进重点青少年群体

帮扶帮教工作，建立数据库，加大对５４名重点青少
年帮扶关爱力度。开展维权行动，区预防办、区关工

委各成员单位和青少年维权岗走进学校、社区，通过

开展“法治校园”“流动花朵法制教育园地”等活动，

继续扩大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品牌影响力，

受教育青少年逾万人。深化“金晖”行动，组织“五

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网吧

监督志愿者对全区 １３０余家网吧开展现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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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０次。

【基层基础建设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团区委着力夯
实基层基础，全年共新建新经济组织团组织３２家，
新社会组织团组织８家，联系青年１４２０人。提档
升级青少年活动空间，在全区１２３个社区建设青少
年空间，４家青少年空间被命名为市级示范点。积
极争取财政支持，启动区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

心）改造工程，探索“第二课堂活动 ＋周末兴趣小
组＋寒暑假活动”的全公益运作模式，全年开展“小
公民ｉｎｇ行动”系列公益活动１３００余场次，累计服
务青少年８０００余人次。培育发展青年社会组织，
成功联系云豹救援队、知行读书会等３０家优秀青年
社会组织，充分发挥青年社会组织优势，引导青年有

序参与社会治理。在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建成

全区首家“青年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为青年社

会组织提供办公服务、会议培训、政策咨询、信息交

流、资源整合等综合服务。围绕“如何服务培育青

年社会组织，有效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创新”主题，组织开展多角度研讨，帮助青年社会组

织解决成长难题。大力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完成

全区社区团组织换届工作，将一批３５岁以下优秀青
年充实到社区团青组织中，进一步提高社区团青组

织战斗力，提升社区团青组织服务辖区青年的能力。

加强团干部培养力度，提拔２名科级干部，推荐２名
机关干部作为区管干部预备人选候选人，推荐１名
机关干部到区城改办锻炼提升，推荐１名机关干部
到五峰县挂职锻炼。针对工作重点和难点，组织开

展街道、社区、“两新”组织团干部和青年社会组织

负责人培训４场次。

【专题教育】　２０１５年，口团区委坚持从严治团，
锤炼过硬团风，坚持党建带团建，将“团干部健康

成长大讨论”活动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在全区

各级团组织中同启动、同开展、同落实。组织召开

“团干部如何健康成长大讨论”分享会、座谈会。

持续开展“走进青年转作风 青春遍访聚能量”主

题活动，全区各级团干部走访调研基层团组织、

“两新”团组织、青年社会组织 ８０余家，访谈团干
部、团员青年２００余人次，征求青年群众各类意见
建议２３条，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１０多项，作风
改进取得明显实效。

（纪慧慧）

·口区妇女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妇女联合会（简称口区
妇联）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进一步坚定政治性、突出先进性、强化群众性，

为口跨越发展、转型发展凝聚正能量作出新贡献。

口区妇联荣获湖北省三八红旗集体、武汉市三八

红旗集体、武汉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基层单位

等多项荣誉。

【巾帼建功立业】　２０１５年，口区妇联有效整合
资源，积极为妇女群众搭建就业帮扶、资金帮扶、

培训帮扶平台。举办“用音乐扮美人生”音乐知

识讲座，邀请国家一级演员、优秀青年歌唱家王

丹萍走进口，６００余名音乐爱好者参与听课。
举办“用色彩扮靓生活”化妆美容知识创业就业

培训，全区１１条街道的 ４５名有创业就业意愿的
女性参加。推荐同心健康产业园获评武汉市妇

女创业就业基地。实施“女红创业计划”，积极推

荐口区创业女性参加湖北省第二届妇女儿童

服务业博览会，帮助她们建立与社会机构合作的

平台，对接市场，扩宽销售渠道。在职业妇女中

广泛开展巾帼文明岗创建活动，完善“巾帼文明

岗”创评和服务机制，组织历年全国、省、市三级

５０多个巾帼文明岗进行复查，实行动态管理。年
内，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财务结算部、口区

城管委城管四所长江大道武胜北路班等 ５个单
位被命名为市级巾帼文明岗，口区人才服务中

心、区检察院公诉科等 １３个单位被命名为区级
巾帼文明岗。

【妇女儿童维权】　２０１５年，口区妇联开展“建
设法治中国·巾帼在行动———万家联动·送法

到家”为主题的“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全区三

级妇联系统组织普法宣传活动 １０５场，制作发放
宣传品５４３０份，８５００人参加活动。“６·２６”禁
毒日期间，区妇联开展“情系大武汉·禁毒你我

他———禁毒宣传进百万家庭”为主题的“不让毒

品进我家”禁毒宣传月活动。参与“创平安

口·建幸福家园”的宣传活动，现场发放《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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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平安家庭倡议书》及家庭教育、妇女儿童权

益保护、青少年安全自护、家庭美德、两型环保等

宣传册１０００份，将共建共享平安口人人有责
的理念传递到群众中去。开展十大维权案例评

选活动，在全区广泛征集妇女儿童维权保护案

例，经区综治委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暨“平安家庭”

创建领导小组评选，选出十大典型案例汇编成

册。区妇联推荐的口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调

解委员会张亚辉律师荣获武汉市优秀女律师称

号，姚昊轩孤儿证代理案等入选市维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优秀案例，邹雅伊跨区上学援助案入选

湖北省《以案学法———妇女法律知识读本》。走

进市第一看守所，为部分口籍服刑人员组织就

业礼仪培训，使她们接受改造后能顺利回归社

会、重新做人、更好生活。扎实推动妇女儿童发

展规划实施，顺利完成“十二五”两规划的终期监

测评估工作，确保本区妇女儿童发展“十二五”规

划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巾帼志愿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区妇联加强巾帼
志愿者队伍建设，依托“八姐巡逻队”“七仙女服务

队”“爱·飞扬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爱心妈妈托管

站”等１１支特色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开展走进敬老
院、“邻里守望·姐妹相助”、关爱空巢老人、外来

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困难家庭、残疾人等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５００场次，３０００人次参加，为１００００人
次提供服务。开展扶贫帮困微行动。区妇联联合

市普爱医院免费为困难妇女群众测骨龄，“六一”

期间，为辖区３５名流动儿童送去篮球、画笔、书等
文具盒玩具，帮助他们实现的儿童节微心愿。

【文明家庭创建】　２０１５年，口区妇联围绕“家”
字做文章，以良好家风支撑社会文明风尚。以

“４·２３世 界 读 书 日”为 契 机，承 办 “书 香 江
城·润泽家庭”———武汉市全民阅读进家庭活动

启动仪式，向全区广大家庭发出“享受读书、快乐

生活”的倡议，激发家庭成员的读书兴趣，掀起全

民阅读的高潮。本区邢跃红家庭、张揆一家庭获

得江城十佳书香家庭荣誉称号。为了迎接园博

会的召开，举办“绿满家园·美丽口”———寻找

身边最美阳台活动，收到以家庭阳台、露台为题

材的摄影作品 ２００余幅，评选出 １０户最美阳台
家庭，制作成喷绘，在重点路段进行宣传展示。

以“绿色相伴·情系园博”为主题，邀请武汉植物

园的高级园艺师李俊?博士等专家讲授家庭绿

色植物养护知识，全区 ８０余户家庭代表参加了
活动。为配合最美汉江湾宣传，提倡健康家庭生

活，在汉江湾组织“爱我口·最美汉江湾”幸福

家庭健步行活动。以“传承好家训、培育好家风、

汇聚正能量”为主题，在广大群众家庭和党员领

导干部家庭中征集“好家风”“廉洁家风”，共征

集“好家风”８０余条，其中“廉洁家风”４０余条，
促进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联合区教育局

开展“科学育儿·送教惠民”优质家庭教育课程

进学校活动。由区妇联出资购买公益服务项目，

聘请优秀的教育专家到全区 １０余所幼儿园、中、
小学，针对学校孩子及其家长的需求，因地制宜

地开展家教报告会，２０００余家庭受益，更好地推
动家庭教育走向科学化、专业化、现代化。联合

宗关街召开“童心向党”文艺演出暨庆“六一”表

彰会，表彰区级示范家长学校１７所。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妇联认真组织
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把“三严三实”贯

穿到妇女工作各方面，通过对本区女性社会组织

发展、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维权工作情况进行专题

调研、到共建社区筹备百家宴等活动，征集到意见

３０多条，经过梳理，形成问题清单１０条，为下一步
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厘清了思路。指导全区社区

妇联换届选举工作，选好配强社区妇联班子。全

区换届的１２１个社区妇联班子实现全覆盖（社区
妇女之家覆盖率达１００％，社区妇联主席１００％进
入“两委班子”，社区１００％配备妇联副主席）。举
办全区基层妇女干部培训班，全区 １１条街道和
１２７个社区的妇联主席、副主席近 ３００人参加培
训。选拔优秀妇女干部参加全市“我是妇女工作

专家”评选，古南社区妇联主席周军获得武汉市

“我是妇女工作专家”评比活动二等奖。开展万名

干部进万村惠万民活动。与黄陂区罗汉寺街同安

村结对共建，送去维权、普法、家庭教育、科技等方

面的书籍 ２００多册，走访慰问困难家庭和困难党
员，送去慰问金和米油等物资共计２５００元，筹集资
金２００００元资助同安村开展杨家院门前塘清淤工
程，解决了村里的实际困难，受到村干部群众的欢

迎和称赞。

（葛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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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口
区科协）围绕“三服务一加强”工作职能，坚持夯实

基础、突出重点、打造亮点、争先创优的工作思路，深

入开展创建示范、学术交流、科学普及、人才举荐、代

表换届等工作。

【企业发展服务】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９日，口区科协
促成湖北省创新研究会与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签署

企业创新创造合作协议，并建立交流常态化、合作具

体化的智力支持模式。年内创建“科普助力企业”

市级示范企业１家（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被
评为武汉市科普助力示范企业）。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０日，在口公园举办的２０１５年全国科普日口主场活动现场

【讲理想比贡献活动】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协宣传动
员企业科协组织大力开展“讲理想、比贡献，奋力实

现中国梦”活动，并在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科协开展６项“讲比”活动取得良好的效果。积极
参与武汉市企事业科协服务科技创新示范单位推选

评比，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科协获 Ｂ类经费
１万元资助，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联合科协获省科
协授予省“金桥工程”先进单位称号。

【理论研讨】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协广泛动员辖区科
技工作者围绕区内产业调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民

营经济壮大、汉江湾生态古田新城

建设等开展建言献策活动，其中

《关于大力开展自体输血的建议》

获武汉市科协国家级科技思想库

优秀科技工作者建议。结合创建

全国（湖北省）科普示范区工作实

际，口区科协在《科协论坛》

２０１５年第八期发表了《“四抓”并
举推进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工作》

理论调研文章。

【全民科学素质建设】　２０１５年，
口区科协为全面落实市区公民

科学素质共建协议，于 １月 ２６
日、２８日向区政府第 １０２次常务

会议、区委十一届第 １０４次常委会分别汇报申报
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工作有关情况。同年５月６
日，组织召开“口区创建湖北省和全国科普示范

区动员大会暨 ２０１５年度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年内承担武汉市科技人员职业流动

状况调查和基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情况的第三方

评估，并在７个街道（单位）区分不同行业完成调
查问卷２００份、在８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完
成调查问卷８０份。

【科普助推行动计划】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协以创
建科普示范社区为抓手，深入开展社区科普活动

３０３场次，社区覆盖率达 １００％。积极推荐、指导
社区申报全国、省、市级科普示范社区。年内汉水

桥街营北社区、韩家墩街云鹤社区被评为“湖北省

科普示范社区”，各获奖补资金１０万元；长丰街紫
闰北社区、古田街古三社区、汉中街尚义社区、荣

华街中山社区、宝丰街同济医学院社区、易家街工

农路社区、汉水桥街营南社区等 ７个社区被评为
“武汉市科普助推幸福社区示范社区”，各获奖补

资金５万。推荐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科协
申报２０１５年武汉市“科普助推示范企业”，获奖补
资金８万，并入选市级数据库。

【社区科普大学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普进社区
活动覆盖率达１００％。建立武汉市社区科普大学
口区分校市级教学示范点３个（宗关街发展社区、
汉水桥街营北社区、宝丰街公路社区），带动社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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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科学素质提高。

【青少年校外科技活动】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３日，口
区第十七届中小学生科幻画、科技小报、摄影比赛在

韩家墩小学、江湾公园两地举行。全年动员３０余所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口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区会议中心召开

中小学校组织３万余名中小学生参加“百万市民学
科学———我的科学梦”武汉市第二届中小学生科普

征文活动，６２４名中小学生提交征文，获得一等奖１
名、二等奖１名、三等奖 ５名，优秀奖 ５０余名。１１
月７日，口区科协联合区教育局在汉江公园承办
２０１５年武汉市无线电测向竞赛活动，千余名学生参
加活动。口区科协联合团区委、区青少年宫，开展

“小公民 ｉｎｇ行动———素质教育进社区”科技小实
验，组织青少年到武汉市各类科普教育基地等地实

施实践行等系列科普活动，媒体多次给予报道。

【院士专家进校园】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协组织院
士专家进校园（社区、机关、企业）活动１２场，分别
邀请省创新研究会会长、武汉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成员袁伯伟教授，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研

究员李廷芥教授，美国新泽西州大学访问学者、神

龙汽车有限公司 ＣＡＥ专业牵头人李径亮博士，华
农教授张新军教授、陈浩博士，中国地质大学图书

馆馆长徐世球教授等一批专家学者，到辖区中小

学、机关、企业、社区作科普报告，为全面提高全区

青少年、社区群众和机关干部的科学素养起到良

好的推动作用。

【“科技周”主题活动】　２０１５年５
月１６日～２４日，口区科协组织
开展以“创新创业 科技惠民”为

主题的全国科技活动周活动，重点

组织公众走进科普教育基地，院士

专家进校园、社区、企业实施创新

主题科普演讲，优秀科普影片进社

区，开展社区科普大学教学活动，

组织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在社区

开展普及食品安全、空气质量、应

急避险、低碳节能、节约粮食、健康

生活和反邪教等宣传活动。

【“科普日”主题活动】　２０１５年９
月１９日～２５日，围绕“万众创新、

拥抱智慧生活”科普日主题，口区科协组织开展

２０１５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共举办大型科普报告会３
场，听众１０００余人；大型活动２次，参与群众１０００
人；科普讲座、研讨会１５场，听众２３００人；科普展
览、观测１０余次，观众２００人；组织科普场馆参观６
次，参与群众近 ３００人；科普竞赛 ３次，参与公众
８０００人；街头宣传活动８次，受益人群３０００人；新
制作科普展板 ７０块，组织巡展 ５次，受益人群
１０００００人；编印并发放科普宣传手册、资料２００００
份，发放科普挂图３０００张。

【举荐宣传优秀科技人员】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协积
极推荐优秀科技人员，陈桂营、耿海明、夏曙光等３
人申报武汉市优秀科技工作者。慰问优秀科技人

员，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与《武汉科技报》联系，

设立专栏宣传普爱医院护士高秋玲在泰国救人及医

院“秋玲志愿服务队”的事迹。

【服务科技人员】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１日，口区科
协组织科技人员积极参加武汉市科协举办的２０１５
年维护科技工作者权益培训会，增强服务科技人

员的能力。组织开展 ２０１５年中国科协会员日活
动，让会员参观科技文化场馆等活动。开展“‘家’

的温馨，节日的问候”科技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

慰问杨波、孙泽强、王波、陈桂营等科技工作者代

表。组织心理健康专家走进武汉材料保护研究

所，为该所科技工作者开展高成就高学历人士心

理健康服务咨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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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科协培训】　２０１５年，结合创建全国科普示范
区工作筹备情况，口区科协定期组织辖区街道科

协秘书长和社区科普工作者会议，开展业务培训。６
月２５日，组织辖区部分街道、社区科普工作人员到
蔡甸区、汉阳区实地学习考察科普教育基地和全国

科普示范社区（江欣苑）。

【全国、省级科普示范区创建】　２０１５年，口区在
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统筹调度下，在各成

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创建全国（省）级科普示范

区工作得到省、市科协的认可，已顺利通过验收，

获得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度全国（湖北省）科普示范区
称号。

【调研宣传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协积极向市
科协网站、武汉科技报社报送活动、工作信息，遇

有重大活动积极邀请武汉科技报社记者参加采

访。年内市科协网站、武汉科技报等市级新闻媒

体采用本区稿件 ２０４条，其中《科协工作动态》２
篇，即《徐世球为口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作专

题辅导报告》（第十三期）、《以全国科普日活动

为平台 推动科普工作信息化建设》（第十八期）。

【文明创建】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协注重常态化地开
展文明创建工作，组织部分居民、未成年人参观武汉

科技馆、地质博物馆、武汉节水科技馆、桥梁科普教

育基地、血液科普馆、口区军事科普教育基地、

口工业博物馆等科普场馆，对市民进行科普文化熏

陶。利用科普橱窗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对口社区开展志愿者服务。在科协机关开展文

明餐桌、建设节约型机关活动，积极参与区级最佳文

明单位复查工作。

【代表大会】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上午，口区科学
技术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区会议中心举行，来自

全区各条战线的１６７名代表参加大会。大会审议并
通过口区科协八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

口区科协第九届委员会。代表大会后，召开口区

科协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口区

科协第九届常委会及主席、副主席、兼职副主席、秘

书长。

（郑阳春）

口区直属机关、党派、团体和

部分事业（企业）单位机构和

负责人名单
（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中共口区委员会

中共口区第十一届常务委员会

书　记：王太晖

副书记：景新华　刘红鸣

常　委：余力军（女）　周付民　许以华　苏海峰

姚中阳　彭前旭　张勇强　潘利国

区委办公室

主　任：许以华

副主任：夏　天　肖家华（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区委区政府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崔　翼　陈宗坤

区委督查室

主　任：张　兵

区国家保密局

局　长：刘　剑

中共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书　记：余力军（女）

副书记：王明星　鲁志扬

常　委：舒　浩　李卫东　金拥军　肖　岚（女）

区监察局

局　长：王明星

副局长：舒　浩（２０１５年３月任职）　柴厚杰

区纪委办公室

主　任：舒　浩　金拥军（２０１５年３月任职）

区纪委组织宣传室

主　任：齐　蔚（女）

区纪委信访室（区监察举报投诉中心）

主　任：肖　岚（女）

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区治庸问责办、区纠风办）

主　任：汪　涛（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１２１·

·政　治·



区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

主　任：李卫东

区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

主　任：李德志

区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

主　任：程　煜

区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

主　任：周晓东（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区纪委案件审理室

主　任：陆智勇
区纪委派出第一纪工委、区监察局派出第一监察分局

书记、局长：章颂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区纪委派出第二纪工委、区监察局派出第二监察分局

书记、局长：丁元清（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区纪委派出第三纪工委、区监察局派出第三监察分局

书记、局长：吴　红（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区纪委（区监察局）派驻区教育局纪律检查组

组　长：雷志锋（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区纪委（区监察局）派驻区城管委纪律检查组

组　长：阮小满（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区纪委（区监察局）派驻区卫计委纪律检查组

组　长：孔庆娟（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区委组织部

部　长：彭前旭
副部长：吴铁娃　杨小莉（女）

区绩效管理和干部考评工作办公室

主　任：杨小莉（女）

副主任：陈　蓓（女）

区委宣传部

部　长：潘利国

副部长：陈汉忠　杨　丽（女）
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杨　丽（女，兼职）

祝文艳（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副主任：徐　力　王志龙

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夏桂芳（女）　廖　飞　杨姝颖（女）

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部　长：彭前旭

副部长：肖　波　曾宪涛　刘　军

区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　任：刘　军

区委政法委员会

书　记：周付民

专职副书记：谢晓凤（女，２０１５年３月任职）

副书记：余镇平　谢晓凤（女）

李　为（２０１５年３月任职）　陈奕尘

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李　为（２０１５年３月任职）

副主任：刘　倬（２０１５年３月任职）

区委法治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谢晓凤（女，兼职，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任职）

专职副主任：高万兵（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任职）

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吴双墩　郑志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纪工委书记：吴　燕（女）

副书记：吴丽华（女）

区信访局

局　长：张春生

副局长：付敢华　刘连生　向德民（挂职）

宋　雄（挂职，２０１５年５月任职）

王　龙（挂职，２０１５年５月任职）

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刘建青

副主任：修顺玲（女）

区老干部工作局

党组书记、局长：邹清彪

副局长：张顺林　廖桃存

区委党史（区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毕成国

党史办副主任：罗　兵

地方志办副主任：肖　莉（女）

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

区行政学校校长：苏海峰

区委党校校长：彭前旭

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江志明

副校长：戴定凯　汪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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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　任：冯群翔
副主任：邹蔚原　施德华　刘国利　肖永红

鲍春峰　余雅明（女）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周学著　杨志华（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副主任：雷雨晨（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区人大代表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

主　任：杨志华　何中波（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副主任：吴　燕（女，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区人大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主　任：何中波　李昌华（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区人大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　任：徐世东　李鹏杰（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副主任：何松涛（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区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　任：纪跃辉
副主任：刘国伟　付敢华（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区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主　任：薛铁章
副主任：吴双墩（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任职）

口区人民政府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政府

区　长：景新华
副区长：苏海峰　张勇强　程宏刚　刘传（女）

尹天兵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主　任：徐　岗
副主任：操俊峰　高　雷　范　宁　张　晋

李若飞　崔　翼
王　凯（２０１５年７月任职）

区民族宗教侨务局

副局长：易　英（女）
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陈卫国　汪　钰（女，２０１５年７月任职）

区人民政府总值班室

主　任：熊芳俐（女）
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副主任：张　艳（女，２０１５年７月任职）
区人民政府督查室

主　任：张　弛（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张君英（女，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副主任：陈绍晏（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代　伟（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徐　彬（女）
副局长：杨　清（女）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胡立武

副主任：吴志国　李　勇　刘　燕（女）
童　伟（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区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

专职副主任：詹文萍（女）　陈　娟（女，挂职）
区物价局

局　长：吴志国
副局长：张晓虹（女）

林　琳（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商务和旅游局、区中小企业

发展局）

党委书记：谈宇贤

党委副书记、局长：万艳红（女）

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邦雄

副书记：徐金祥

副局长：夏　新　宋小涛
总工程师：黄景浩（女，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口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工委书记、主任：雷汉平

主　任：聂俊航（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纪工委书记：吴　勇
副主任：可　巍　韩俊峰　李春洋（挂职）

张卫东（挂职，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区教育局

党委书记：靳远涛

党委副书记、局长：郑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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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副书记：宋建华

纪委书记：雷志锋

副局长：胡振双　华锦山
胡生彬（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区教育工会主席：郭金平

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李声浩

区科学技术局（区知识产权局）

党组书记、局长：罗　威
副局长：田莉莉（女）

区民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徐春林

副局长：王道勤　么满生（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张兰英（女）　宋　雄（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詹学明
副主任：么满生

口区财政局（区国资办、区金融办）

党组书记、财政局局长：李昌华

党组书记：宫志中（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局长（主任）：张　智（女，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纪检组长：曾籦珉

副局长（副主任）：李之东（女）　胡祖刚　万惠龙
谢芳敏（女，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曾籦珉（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郭家龙（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总会计师：张江善（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区金融工作办公室

主　任：刘文杰（女）
副主任：谢芳敏（女）

区人力资源局

党委书记、局长：郭　军（女）
党委副书记：潘武洁（女）

副局长：何　博　彭长征
口社会保险管理处

党支部书记、处长：陈　晖（女）
副处长：朱绍儒　易　斌
口国土规划分局

党组书记、局长：刘益德

康　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纪检组长：钟卫东

副局长：房德龙　朱明乔
邹　磊（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区建设局

党委书记：陈　明
党委副书记、局长：张　彬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章颂平

副局长：江　兴　黄文伟
雷　磊（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总工程师：彭元齐

区环境保护局

党组书记、局长：叶奇超

副局长：邓先锋　项　琳（女）
马晏平（２０１５年３月任职）
陈　亮（挂职，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任职）

总工程师：刘利娜（女）

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邹仕芳

副局长：喻友峰　程　崴
总工程师：王建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区园林局

党委书记：何松涛　徐　彬（女，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局长：吴茂杰

党委副书记：韩守君

副局长：舒丽文（女）　杨少斌　周　洋
区民防办公室（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区地震工作办

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吴晓国

副主任：胡爱清　周　红（女）
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谢建斌

副主任：程　骏　岳　峰　曲红亮　郭家龙
总工程师：张江善

区建筑管理站

站　长：朱汉鹏（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区交通运

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党委书记：蔡先成

党委副书记、主任（局长）：张启发

纪委书记：丁元清

副主任（副局长）：戴淑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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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保祥（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王爱书（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张　波　代　彦（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翁宝贵（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总工程师：张　宁（女）
执法大队大队长：丁建雄

区交通运输（物流）局

党委书记：康小汉

党委副书记、局长：蒋昌洪

副书记、纪委书记：舒保祥

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张君英（女）　王爱书　翁宝贵
物流局副局长：代　彦
区水务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党委书记：郑志平　肖家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局长（主任）：江世红

副书记、纪委书记：汪　涛
副局长（副主任）：杨其红　杨　柳（女）　江志涛
区招商局

党组书记、局长：刘文杰（女，２０１５年９月任职）
副局长：王　凯　张　杰（２０１５年９月任职）
区文化体育局（区旅游局、区新闻出版局、区版权

局、区文物局）

党组书记、局长：杨　斌
副局长：王干武　彭　菁（女）　肖名实

蔡　刚（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党委书记：李　斌
党委副书记、主任：张　泉（女）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潘跃林

副主任：童　翔　李　坚（女）　成亚平（女）
吴清平（女）　丁方勇（挂职）

区审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姜　雯（女）
纪检组长、副局长：鄂德福

副局长：黄维松　刘运华
总审计师：高兵武（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雷泽明

蒋昌洪（２０１５年３月任职）
副局长：李　钢　田　波
总工程师：蔡建中（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区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易　鹏
副局长：杨华颖（女）

总统计师：佘德孝

区档案局

党组书记、局长：吴晓娟（女）

副局长：杜　丽（女）
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李　为
李　勇（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副主任：汪英玲（女）

区国家税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冯贤祥

副局长：刘效模　严国生　张晓波
雷　露（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总经济师：贺启绍

韩海梅（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总会计师：陈幼文

纪检组长：张晓波（兼任）

贺启绍（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区地方税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丁建华

纪检组长：张文侠（女）

副局长：周东泉　郭　力　李日鸿
总会计师：陈　怡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党委书记、局长：葛建桥

党委副书记：吴　双（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副局长：孔庆娟（女）　吴　双　万跃胜

柳四元（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付远华（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韩志慧（女，挂职，２０１５年３月任职）

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党组书记、局长：李鹏杰

副局长：柳四元　付远华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玉红（女）

副书记、副局长：王汉滨

副局长：赖　辉（２０１５年７月任职）　张德群
总工程师：汪　英（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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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武汉市口区委员会

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

主　席：国洪河　周付民（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副主席：田超英　丁新超　郭建敏（女）

李　光（兼职）　张启发（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秘书长：李祖群　袁　玲（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区政协办公室

主　任：李祖群　袁　玲（女，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副主任：罗红艳（女）　钱锦贵（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区政协提案委员会

主　任：谢冠昌
副主任：詹学明（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区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

主　任：王克耀
区政协社会法制与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主　任：陈启勇
副主任：康小汉（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主　任：王红坚
副主任：易文斌　唐颂华（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区政协民族宗教与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

主　任：张菊芳（女）
区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

主　任：袁　玲（女）　李书荣（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口区人民武装、司法机构

区人民武装部

部　长：张烨耀
政　委：姚中阳
副部长：邓先兵　付春蕾（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口公安分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晓红

党委副书记、政委：曾宪民

陈建祥（２０１５年９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高明德

纪委书记：石学宏

副局长：姚　昕　周关夏　罗　军　杨　斌
王洪涛（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陈　光
彭海波（挂职）

王　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挂职）
政治处主任：王洪涛　张　涛（２０１５年９月任职）
警务指挥室主任：张　涛

熊　巍（２０１５年９月任职）
区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江巧云（女）

党组书记、代检察长：万诗雄（２０１５年８月任职）
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王英杰

纪检组长：邹志祥

副检察长：刘　明　李耿东（女）　孟汉民
政治处主任：吴文斌

反贪局局长：张　伟
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岳　武　谢莉波（女）
区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胡诗云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梁述桥

纪检组长：陈平安

副院长：彭文华　沈革非
政治处主任：陶丽蓉（女）

执行局局长：赫　斌
区司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余钢益

纪检组长：向德潮

副局长：张传武　程蔚隽（女）　胡学勤
孙毅明（女）

政治（警务）处主任：岳　勇
依法治区（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和平

区交通大队

政　委：严新华
大队长：杨　斌
副大队长：董书明　罗明杰　宋　健
副政委：谭文革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刘　莉（女）
副主委：程煜方　吴云鹏　高正浩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程宏刚
副主委：王干武　张　宁（女）　余水平　柯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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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主　委：李　光
副主委：张　智（女）　杨莉华（女）　万　春（女）

黄　旭（２０１５年５月任职）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郭建敏（女）
副主委：胡祖刚　张　莉（女）　夏　新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副主委：王　岚（女）　彭绍蓉（女）　柴厚杰
彭晓红（女）　贺　漪（女）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王　丹（女）
副主委：陈素华（女）　陈　辉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张三平
副主委：胡晓华　蔡　伟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区支部

主　委：吴明华（女）
副主委：邓爱丽（女）

区工商业联合会

党组书记、副主席：曾宪涛

主　席：李　光
专职副主席：潘　坦

人民团体

区总工会

主　席：刘红鸣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姜文舫

副主席：唐颂华　龚经昌
赵　多（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肖名实（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赵　多（女）
李　兰（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党组书记、团区委书记：孙　嘉（女）
副书记：阮晓琪（女）　郭　晶（女）

钟　林（挂职）
王　倩（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挂职）

区妇女联合会

党组书记、主席：潘　璇（女）

副主席：刘　纯（女）　林　琳（女）
张晓虹（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区科学技术协会

党组书记、主席：张　进（女）
副主席：胡永江　黄来生
区残疾人联合会

党组书记、理事长：周　华
副理事长：杨丽君（女）

街道（办事处）

易家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陈　涛
副书记、主任：肖家华

樊　洁（女，２０１５年７月任职）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何　定
副书记：李毅宏　金志兵
副主任：方海霞（女）　韩洪革　张　杰

付　怡（女）　聂　斌
武装部长：杨建斌

古田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宫志中　鲁翠玲（女，２０１５年７月任职）
副书记、主任：鲁翠玲（女）

朱红兵（２０１５年７月任职）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肖宇翔

方海霞（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副书记：李书荣　肖宇翔　秦自春
副主任：余良浩　朱祖贵　王家国　李咸阳

陈　颖（女）　樊　洁（女）
聂俊航（挂职）　刘　昆（２０１５年４月挂职）

武装部长：龙　鹏（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长丰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主任：吉广心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徐启平

副书记：童　伟　王朝晖
副主任：张　慎（女）　高万兵　边　彤（女）

向德民　雷　磊　刘　力
武装部长：袁文均

韩家墩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邹慧来
副书记、主任：姚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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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崔晓勇

副书记：王会显　王德义　刘　斌（挂职）
叶晓飞（女，挂职，２０１５年４月任职）

副主任：梁莉萍（女）　熊建明　黄景浩（女）
秦　晗（女）　刘增建

武装部长：朱建军

宗关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陈洪波
副书记、主任：胡　俊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刘进才

副书记：吴　红（女）　刘　侠
袁兆东（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副主任：袁兆东　彭传高　罗彩英（女）　王　珂
韩　红（女，２０１５年４月任职）

武装部长：鲁连忠

汉水桥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雷艳国
副书记、主任：周呈斌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徐建平

副书记：乐智敏　张　虎
副主任：谢水法　郭永忠　何禧彤（女）

姚光琴（女）　李荣胜　郑厚敏
上官丽娜（女，挂职）

武装部长：许　凌
宝丰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肖军生
副书记、主任：李　斌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王亚楠（女）

副书记：陈华勇　张良先
副主任：肖坤才　张　伟　曹　燕（女）　曾跃祥

屈鸿雁（女，挂职）

刘　佳（女，挂职，２０１５年４月任职）
武装部长：张　伟
荣华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刘自玮
主　任：张　智（女）　操俊峰（２０１５年７月任职）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闫本华

副书记：赵平祥　马　任
廖　飞（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副主任：李　林　李运明　张　燕（女）　李　斌
武装部长：蔡建中　江　涛（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汉中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叶　青（女）
副书记、主任：赵宏亮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徐　锋
副书记：刘　倬　匡　明

袁宏玲（女，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副主任：宋晓林　袁宏玲（女）　赵云峰

王　静（女，２０１５年７月任职）　余文安
武装部长：管伟华

六角亭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严　栓
副书记、主任：邱华威（女）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梁卫华（女）

副书记：吴志顺　胡正举
雷清萍（女，２０１５年３月挂职）

副主任：马　勇　秦文华　关晨曦　周尧清
陈　娟（女，２０１５年７月任职）

武装部长：罗　俊　吴幼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汉正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徐盛敏
副书记、主任：胡亚非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阮小满

副书记：黄瑞跃　王　纯（女）
刘国伟（２０１５年７月任职）
罗　俊（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副主任：赖　辉　范奇志
李洪新　吴章发　鲁　速
佟玉方（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职）　周　玲（女）
朱红兵　吴红艳（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李　书（挂职）

武装部长：佟玉方　潘　涛（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职）

区属企事业单位

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玉林

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黄文伟（２０１５年６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汉宜

副总经理：梁建国　陈正尘　陈汉宝　黎宇宁
（曹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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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法　


军 事

政 法

【概况】　２０１５年，中共武汉市口区委政法委员会
（简称口区委政法委）认真贯彻各级政法工作会

议精神，切实履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三大任务，大力推进平安

口、法治口和过硬政法队伍建设，各项工作有创

新、有突破、有亮点，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被评为全

省先进，维稳工作、综治工作、法治建设均被评为全

市先进，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

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

境，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提供了坚强

有力的保障。

【区域稳定维护】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政法委强化法
治思维和底线思维，协调政法各部门切实维护辖区

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圆满完成全省、全市“两会”、

园博园开园、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等重要会议、重

大活动、敏感节点重大维稳任务。扎实开展反分裂

反渗透反颠覆斗争，完成三级防线建设。持续开展

反邪教斗争，组织“两专一排”（网上排查、境外排

查和专案打击）和诬告滥诉信件清理工作，积极开

展“无邪教”创建，１个街道、６个社区获省级表彰。
落实领导干部信访维稳责任制，对全区２３２件信访
维稳突出问题，落实领导包案，有效化解、缓解１９３
件，化解、缓解率达到８３１９％。推进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工作，对古田老工业基地综合改造项目等２６个
重大项目进行风险评估，未出现一起群体性事件。

坚持每月进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成功化解新华书

店片征收拆迁、中商平价长丰店合同纠纷等一批涉

稳问题，有力地维护了辖区社会大局稳定。

【平安口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政法委加强平
安口建设，将平安建设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建

立综治成员单位每月例会、综治与公安联合通报警

情、街所联动联防等制度，形成区综治办牵头抓总、

部门各司其职的综治工作新格局。加强基础建设，

建成启用区社会管理与服务信息指挥中心，实现全

区所有街道、社区（村）网格化平台全覆盖，建成

３４９０个高清视频监控探头、１０套电子治安卡口系
统，实现智能视频监控全覆盖、全天候；在重点区域、

重点部位新建５座警务综合服务站，增强辖区社会
治安问题的迅速发现和及时处置能力。加强基础工

作，扎实推进群防群治，开展社会治理专项行动，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经验在全市交流推

广。积极开展重点区域、“两抢一盗”重点问题综合

整治，全年共破获刑事案件 １７３５起，区内刑事警
情、火灾事故、交通拥堵分别同比下降２１５％、２０％
和５０％，辖区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年
内在省、市“一感两度两率”（“一感”是指群众安全

感，“两度”是指社会治安满意度、政法机关公正执

法满意度，“两率”是指平安创建活动知晓率、参与

率）测评中，主要指标由上年全市倒数第一、全省倒

数第二，一跃上升到全市中心城区第一，摆脱了平安

建设长期摆尾的被动局面。

【法治口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政法委贯彻
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推进法治口建设。１１
月，中共口区委法治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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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年内，制发《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精神全面推进法治口建设的意见》《法治

口建设重点工作责任分解方案》，将法治建设工作

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健全考核评

价体系，不断完善“大法治”工作格局。切实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规范政府行政决策程序，健全政府

法律顾问团制度，为恒隆广场项目等３０余项重大
决策事项提供法律咨询和论证，落实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区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管工作落实到位，

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稳步推进，开展刑事案件

速裁程序试点工作，落实立案登记制，共登记立案

４２３６余件，当场登记率达９８％。扎实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和法治创建，举办两期全面推进法治口

建设专题研讨班，在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建

设法治文化教育基地，本区被确定为武汉市唯一

一个“全省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联系点”，推

行“１＋３”普法先行计划，口区作为主场，成功承
办省、市“１２·４”全国法制宣传日大型宣传活动，
普法宣传实效性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政法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委政法委在全区
政法系统扎实开展“守纪律、讲规矩、树形象”主题

教育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断加强全区政法队

伍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定期组织执法执纪巡察

组到政法单位明查暗访，现场督促整改问题，全年全

区政法系统共查处违法违纪案件５起８人，促进了
公正廉洁执法司法。大力开展素质提升活动，全区

政法机关围绕提升政法“五种能力”，有步骤、有计

划、有针对性地开展素质培训和岗位练兵，促使政法

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涌

现出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区法院医疗纠纷

合议庭审判长李玉毅等一批先进典型。

（祝江陵）

公 安

【概况】　２０１５年，武汉市公安局口分局（简称
口公安分局）以创建“群众最满意平安城区”为目

标，以打造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为第一保障，以强力

开展公共安全隐患整治为第一重点，以反恐防暴、打

击破案为第一要务，维护口一方平安，促进全区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

【反恐维稳】　２０１５年，口公安分局完善三级情
报信息研判机制，严格重点人员管控，搜集核处各

类涉稳情报线索，全区重点人管控率和５０人以上
群体性事件预警处置率均实现１００％。依法妥善
处置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圆满完成“中博会”“园

博会”“世中田赛”等安保警卫任务５８批次。全面
落实辖区重点反恐单位长效联动机制，全区８３家
中小学、幼儿园全部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有效

提升防范和快速处置能力。全年组织反恐防暴应

急演练３００次，“群众性第一处置力量”明显增强。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张昌尔充分肯定分

局针对宜家荟聚商场开展的反恐维稳安保工作。

【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２０１５年，口公安分局围
绕“平安口”建设，以“更快地破大案、更多地

破小案、更准地办好案、更好地控发案”为目标，

充分发挥破案打击主力军作用，全年共破获各类

刑事案件１７３５起，刑事拘留１１２８人，较上年同
比上升７６％；发命案５起破４起，破获涉枪案件
４起；打掉涉黑团伙１个，涉恶团伙６个。成功侦
破１起部督和 ３起厅督毒品目标案件，其中，
“２０１４－９２６”公安部毒品目标案被评为湖北省十
大优秀案例。侦破湖北中盈恒生投资管理公司

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并入选公安部“猎狐

２０１５”十大经典案例。

【防控网络】　２０１５年，口公安分局创新推行“六
联”（站卡、站所、站队、站特、站街、站企）勤务和“七

警”（派出所、巡逻、消防、交通、治安、特警、武警）进

站措施，严格落实“一站带多点”督导机制，“一体

化”巡控格局基本形成。大力推进城市视频监控、

电子治安卡口建设，全区３４９０个视频“天眼”上线
运行，１０套电子治安卡口投入使用。全区刑事警情
稳中有降，同比增幅下降１９％，其中，抢劫、抢夺、
盗窃电动车、入户盗窃同比分别下降 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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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２月８日，口公安分局新世界警务站举行升旗仪式

４７６％、６８％和１６３％。

【公共安全】　２０１５年，口公安
分局结合实际情况，科学规划交通

网络，顺利完成市、区级危险路段

整改工作，严管重罚狠抓违法查

处，全年执法量突破８０万起，交通
肇事逃逸案侦破率１００％，名列武
汉市交管战线第一名。全年未发

生３人以上和有影响的交通事故，
实现交通事故“三年连续下降”目

标。抓住市局将汉正街作为综治联

系点的有利契机，采取“专班整治”

“消防进站”、多警协作等措施强力

开展消防隐患整治，并在汉正街、长

丰地区新建３处挂牌应急避险点和２座微型消防站，
确保全区两大“火药桶”持续平稳。通过整治汉正街、

长丰地区打造样板模式，达到以点带面辐射全区的作

用，实现全区连续四年火灾事故“零亡人”。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公安分局深入开展“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守纪律、讲规矩、树形象”、内务

管理专项整治等活动，加强遵纪守规、依法履职情况

的日常监督和定期检查，促进队伍纪律作风养成。

完善法制培训，创新开办司法考试助学班，全局３名
民警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严格落实轮训轮值制度，

获得湖北省公安机关轮训轮值工作成绩突出集体荣

誉称号。创新警营文化建设机制，文化育警的示范

效应不断增强，被公安部选定为全国公安机关基层

文化示范点。２０１５年，分局共有４个集体荣立集体
三等功，５个集体受到市局集体嘉奖；１人荣立个人
一等功，３人荣立个人二等功，２７人荣立个人三等
功，２７５人次受到市局嘉奖；２人被评为市劳模，２人
荣获市五一劳动奖章，１人被评为市三八红旗手。

【宜家商场反恐维稳安保工作模式】　２０１５年，口
公安分局着力提升人员密集场所管控效能，助力企

业持久良性发展。在宜家商圈建设初期，分局积极

争取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同步在宜家商圈内新建警

务综合服务站、警务室，自筹资金打造商圈环形视频

监控网，不断完善商圈安保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警

务站、派出所与商场保卫部门联勤、联防、联治，开展

“网格化”巡控，形成商圈治理“一盘棋”格局，促进

商圈安保工作常态长效。要求职能部门不定期深入

商场开展全面检查，指导商场建立健全报警、自救以

及人员疏散等各类应急预案，明确商圈单位内保主

体责任。经常性组织安保人员开展学习培训及应急

演练，不断提升第一处置力量应急能力。针对商场

人流高峰期，分局主动介入，审核活动预案，评估风

险等级，提出指导及防范措施，提升商圈重点时期的

应对能力。

【汉正街综合整治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公安分局
根据武汉市综治办《关于进一步加强综治联系点

工作的通知》精神，积极联手市公安局相关部门紧

盯汉正街当前综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成立

专班。开展为期 ３个月的集中行动，取得显著成
效。全年受理刑事有效警情 ３２７起，比上年下降
３０％。成功破获市局挂牌督办重大案件２起。拥
堵警情、群众投诉分别下降 ３２％、５５％。完成
“１＋６”市、区两级挂牌消防隐患的整改摘牌，建成
３个应急避险点。年内分局汉正街综合整治专班
荣获集体三等功一次。

【精神障碍患者管控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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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信息化建设，并重点将精神障碍患者摸底调查

与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有机结合，把从卫生、残联等

部门收集到的精神障碍患者名单、残疾证办证名单

分发到每个社区，组织社区民警逐一上门排查，逐人

　　２０１５年２月５日，口区人民检察院在汤逊湖国家检察官学院湖北分院实训
推演室举行庭审实训推演活动

填写《精神障碍患者信息登记表》，全区２９１５名精
神障碍患者全部录入市公安局治安工作平台。同时

将２９１５名精神障碍患者分为“有暴力倾向精神障
碍患者”“病情基本稳定精神障碍患者”和“病情完

全稳定精神障碍患者”等三类，实行重点、关注、管

控措施分类管理办法。当年６月９日上午，武汉市
严重精神病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现场会在本区召

开，会上推介口区精神病患者管控的经验作法。

【黄手环敬老爱老活动】　２０１５年“重阳节”来临之
际，口公安分局再次启动“黄手环”公益活动，联

合省内发行量第一的楚天都市报，向全市老人免费

赠送升级版二维码黄手环。活动开展后，受到社会

的普遍关注，《楚天都市报》安排多名记者随队采

访，并在头版头条刊发报道。湖北电视台、武汉电视

台等媒体均报道此事。特别是公安部官方微博＠公
安部打四黑除四害、湖北省公安厅官方微博＠平安
荆楚也转发＠平安口发布的此次活动的微博，点
击、参与评论和转发的网友达到２０万人次，受到网
友的一致好评。

（黄翼龙）

检 察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民检察院（简称口区
检察院）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区总体发展思路和奋斗

目标，切实加强法律监督、司法办案、改革创新、队伍

建设，持续提升执法公信力，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

展。年内先后荣获“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全市

检察机关科技强检先进单位”等称号。

【职务犯罪查办】　２０１５年，口区检察院坚决贯彻
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主动作为、重拳

出击，以强劲的办案力度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全年共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２４
件２８人，所办案件均为大要案，为国家和企业挽回
经济损失１６００余万元。

【刑事检察】　２０１５年，口区检察院以人民群众平
安需求为导向，密切关注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领域

出现的新情况，突出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

犯罪、毒品犯罪、网络电信诈骗犯罪等严重危害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切实维护和谐安定的社

会秩序。全年共依法批准逮捕各类刑事案件６５０件
７８６人，提起公诉１１０２件１２７０人，打掉犯罪团伙

３２个。

【诉讼监督】　２０１５年，口区检
察院不断加强和改进诉讼监督工

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强侦

查和审判监督，督促公安机关立

案、撤案１５件，追捕１２人，追诉１３
人，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刑事案

件１７件。全年对８２６起案件提出
书面量刑建议，法院采纳率达

９９７％。加强刑罚执行监督，对在
押人员羁押期限、交付执行等情况

进行动态检查６００余人次，开展社
区矫正监督３２０人次，建议收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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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口区人民检察院召开青年干警成才工程２０１５年第一次全
体会议

人。加强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

事生效判决提请抗诉 ３件，监督法院执行案件 ３９
件，向行政机关提出督促履职检察建议１９份，对不
符合监督标准的３２件民事行政申诉案件，耐心做好
释法说理、服判息诉工作。

【矛盾化解】　２０１５年，口区检察院以人民群众的
利益为出发点，不断延伸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

理综合治理。严格落实检察长接访制、首办责任制、

领导包案制，全年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７１５件次，检察
长接待群众来访１１２件次，处理集体访、告急访２１
件，有效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对涉罪未成年人倾注

更多司法人文关怀，全面开展分案起诉、亲情会见、

犯罪记录封存、观护帮教等工作，未成年人犯罪率同

比下降４０％。

【执法为民】　２０１５年，口区检察院牢固树立司法
为民理念，对涉及民生的控告、申诉案件优先受理，

对涉众型、群体性侵害民利的刑事犯罪案件优先查

办，快捕快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８件９人，为
１７３名外来务工人员追回欠薪１００万元。针对群众
普遍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开展专项监督，批捕

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的犯罪嫌疑人１７人，
起诉１１人。拓展服务群众平台，依托检察门户网、
微信公众号和一线窗口，建成网上、掌上和实体三大

检察为民服务中心，整合控告申

诉、诉讼服务、律师接待等多项功

能，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司法服

务。立足检察职能服务企业健康

发展，健全检企常态化联系机制，

与区内５家企业建立服务联系点，
帮助解决各类问题３１个。

【检察改革】　２０１５年，口区检
察院坚持遵循顶层设计与加强基

层探索相结合的方针，确保改革精

神落地生根。坚持超前布局、精心

组织，成立司改领导小组，吃透改

革精神，形成改革执行方案。坚持

以人为本、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

革正能量。坚持全员参与、阳光操作，以公开透明的

方式稳妥推进检察改革。２０１５年，口区检察院完
成人财物上划省级统一管理的改革任务。严格实施

检察官员额制，以检察人员分类管理为切入点，按照

检察官 ３９％、检察辅助人员 ４６％、司法行政人员
１５％的比例要求，从６４名具备检察官身份的人员中
选拔出４９名成为首批员额检察官。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检察院不断强化执法
规范化、队伍专业化、管理科学化和保障现代化建

设，着力打造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

洁的检察队伍。

坚持作风立检。以“三严三实”为作风建设指

南，深入开展“守纪律、讲规矩、树形象”主题教育活

动和“规范司法行为”等专项检查活动，全面深入排

查执法思想、执法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１６
个，围绕关键环节、重点岗位，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

制１２项。严格落实“两个责任”，完善党风廉政建
设分析通报、检查监督、责任考核等机制，切实将纪

律挺在前面。

坚持规范塑检。按照“网上巡查、定期评查、专

项督查”的方式，实现案件办理网上操作，案件监督

网上开展，办案过程网上留痕。强化对办案期限、诉

讼程序、执法风险和涉案财物监管等环节的提醒警

示，推进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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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素质强检。以“常态化教育补强、针对性

研讨补短、专题性讲堂补缺”的方式，组织开展综合

素能培训、领导艺术培训、业务技能培训等活动，大

力推进检察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建设。创新

人才培育机制，搭建实战练训平台，组织听庭评议、

疑案研讨、公诉论辩等各类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活

动，鼓励、推选干警参加省市各级业务技能竞赛，积

极营造创先争优氛围，集体、个人先后获省级表彰９
人次，市级表彰２６人次。

（王耀锌）

审 判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民法院（简称口区法
院）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

进司法改革，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圆满完

成审判执行工作任务。全年受理各类案件 ７８５７
件，办结５９００件，标的总金额１４７７亿元，比上年
分别上升１２４％、２４％和４６８％。

【刑事审判】　２０１５年，口区法院坚持严审快结各
类刑事案，全年共审结刑事案件１１０７件１２４２人，
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７２人，重刑率达
５８％。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

原则和制度，对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３７４名被
告人判处缓刑、管制或单处附加刑；依法为３５名被
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充分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和被

告人的诉讼权利，被告人不穿具有监管标识的服装

出庭受审。

【民商事审判】　２０１５年，口区法院共审结民商事
案件３５４５件，调整诉讼标的额１０８２亿元。积极
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化解金融纠纷１７４件、股
权纠纷６８件、合同纠纷３４７件、民间借贷纠纷１８２
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营造公平

诚信的市场环境。加强涉民生案件审判，妥善处理

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婚姻、社会保障等民事案件

２１９９件，审结与居民生活和城市建设息息相关的房

屋继承、买卖、拆迁、物业等纠纷５７５件，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立足家事纠纷、劳动争议、房地产纠纷、医

疗纠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等专业化审判，强化

诉调对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快速有效化解矛盾纠

纷，民商事案件调解结案１０２１件，撤诉案件１０６３
件，调撤率６５３％。

【行政审判】　２０１５年，口区法院严格执行修改
后的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审结行政案件 １３６
件，同比上升５６３％，其中裁定驳回起诉５９件，判
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１０件，撤销行政行为 ７件，
确认行政行为违法９件，判决履行法定职责１件，
裁定准予执行３件，协调化解争议４６件。注重对
行政机关依法应诉和依法行使职权的有效监督，

重视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９人次，实现零的突破。加强司法与行政的
良性互动，结合行政机关败诉案例，通过审判情况

通报、法律培训、联席会议、座谈交流等形式提出

司法建议，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执行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法院共完成执行结案
件１０８９件，涉案标的额３９５亿元。建设集网络查
控、远程指挥、信息公开、信用惩戒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的执行指挥系统，形成实时监控、联动执行、信息

共享、快速反应的工作格局。全年通过与多家金融

机构和行政机关联网的“点对点”“总对总”查控系

统，查询案件１１８５件，涉及金额约４２亿元、土地
２３宗。向最高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和本地媒
体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２００４例，采取限制高消
费、融资信贷等信用惩戒措施１９４８次，督促被执行
人履行义务。进一步强化执行威慑，依法对失信被

执行人实施司法拘留１５人，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４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２人。
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 １９次，成交 ７件，成交金额
２０１２７６万元。执结拖欠工程款、劳动报酬和农民工
工资等涉民生案件１０６件，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社会治理参与】　２０１５年，口区法院推行诚信诉
讼保证书制度，促进社会诚信建设。坚持寓教于审，

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２５件２７人，适用非监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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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５月４日，“立案登记制”实施首日，口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运行畅通

７人。强化心理疏导和回访帮教，
落实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

制度，帮助失足青少年早日回归社

会、走向新生。加强涉未成年人民

事审判工作，审结抚养费、抚养权、

探视权、人身损害赔偿纠纷２８件，
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延

伸司法服务，指导城中村拆迁、重

大项目建设的法律风险评估和诉

前协调，助力辖区重点工作推进。

深入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及时了

解司法需求，提升涉企服务的针对

性、实效性。大力开展法治宣传，

组织送法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

２８次。

【司法为民】　２０１５年，口区法院全面落实立案登
记制，坚持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场登记立案率达

９８％，努力解决“告状难”问题。加快建设诉讼服务
中心，着力构建一体化、便捷化、网络化诉讼服务模

式，为当事人立案、诉讼提供方便。加大涉诉信访化

解力度，坚持院庭长值班接访，受理来信来访１６２件
次，回告率１００％。７名信访老户运用远程视频接访
系统向最高法院反映问题。全年信访总量下降

２０％，无集体赴省市上访，无非正常进京上访。扩大
司法救助范围，为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缓、减、免交诉

讼费１３１２５元，向当事人发放司法救助金３９３万
元，让群众感受到司法人文关怀。

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司法公开新途径，重
点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扩大立案、审理、裁

判、执行等流程信息公开范围，裁判文书上网率达

９０％以上。升级科技法庭，通过互联网直播庭审２２
场，法院微博和官网及时发布重点工作动态。组织

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法院，

零距离感受司法。扩大司法民主，增选人民陪审员

２８名，人民陪审员总数达 ９４名，陪审员参审案件
６５８件，参审率为９２３％。

【司法改革】　２０１５年，口区法院实施法院人员分
类管理，将法院工作人员划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

和司法行政人员。遴选出首批拟入员额法官６３人，
占法院编制的３３％，让优秀审判资源集中在审判一
线。明确以法官为核心的各类人员职责权限，保证

队伍人员结构、工作模式更加合理。探索权责明晰

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修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强

化审判委员会审判指导职责和对重大、疑难、复杂案

件的把关力度。推进落实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

任制，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继续完善审判管理监督机制，审判质效明显提

高，审结案件服判息诉率８８１％，一审改判发回率
０９％，审限内结案率１００％，裁判文书上网率、一审
速裁程序适用率在全市法院名列前茅。开展案件质

量常态评查、重点评查和专项评查，落实执法过错责

任追究，评查上年度发回重审、改判案件４０件，其中
２件质量差错案件和６件质量瑕疵案件在全院通报
并计入承办人执法档案。组织开展近五年来暂予监

外执行案件专项检查，建立防止干预司法活动的工

作机制，筑起权与法的“隔离墙”，保障法官依法独

立公正行使职权。

推行简案速裁机制，提高诉讼效率，减轻当事人

诉累。由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法庭集中审理小额诉讼

案件，实行快审快调、一审终审，共结案７６件，调撤率
９２％，平均办理时间１～２天。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
事案件试行速裁程序，共结案２１２件，平均审理周期
由原来的２０天缩短为５～７天，当庭宣判率１００％，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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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４月７日，武汉市首家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口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挂牌成立，图为服务中心大厅

刑适用率７５５％，上诉率１８％，呈
现出上诉率低、当庭宣判率高、缓刑

适用率高的特点。加强与检察机

关、公安机关的衔接，建立远程视频

庭讯系统，通过视频审理简单刑事

案件，提高刑事审判效率。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法
院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和“守纪律、讲规矩、树形象”主题

教育活动，引导干警严明政治纪

律、严守政治规矩、端正司法理

念，始终坚守公正司法底线。院

领导干部带头查摆不严不实问

题，及时整改落实。认真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继续深入整治“六难

三案”，进一步强化工作纪律、改进庭审作风、规范

司法行为。

【接受监督】　２０１５年，口区法院坚持重点工作
报告制度，先后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办案质量、行

政审判、立案登记制改革等工作，自觉接受人大的

检查、评议。认真研究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建

议，逐一落实办理责任，把意见建议转化为改进工

作的举措。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民主

党派人士的联系沟通，邀请视察法院、旁听庭审、

座谈交流，使其及时了解并监督法院工作。支持、

配合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充分发挥院长信箱、投诉电话、廉政举报网站的作

用，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桂　菁　朱　丹）

司 法 行 政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司法局以建设平安口、
法治口为目标，切实履行人民调解、社区矫正、

法治宣传、法律援助等司法行政职能，在服务“三

件大事”、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

生保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全年有 １９个集体

和３３个个人受到省、市、区级表彰。口区司法
局被表彰为“全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市级文明单位”“省特级档案目
标管理先进单位”“湖北省卫生先进单位”

“‘１＋３’普法先行计划综合评比先进单位”，并被
武汉市司法局授予集体三等功。

【“六五”普法】　２０１５年，口区全面开展“六五”
普法验收，区普法办分４组完成全区７１家普法单位
的检查验收，合格率为１００％。积极开展“６·２６”、
“１２·４”等大型法治宣传活动，制作法治宣传展板
百余块在全区进行巡展，全面展示口“六五”普法

成果，为迎接省、市考核验收造势。以“亮”“特”

“普”“惠”为着力点，全面推进“法律六进”（进机

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形成

口区域普法特色，相关做法被长江日报专版报道。

深化“１＋３”普法先行计划，形成４支特色普法宣讲
队伍，全年开展各类法治文化活动７８２场次，发放宣
传资料２６７３７份，受教育人数达到６０３７０人。以江
城壹号法治文化教育基地为核心加强法治阵地建

设，在全区范围内选择４０多个社区建设法治文化电
子显示屏，对法治文化内容进行全天候滚动播放。

重点打造常码头中学、市一职教两个青少年普法教

育“阳光行动示范学校”，推进中小学校法治楼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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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实现课堂内外法治教育无缝对接。加强法治机

关、法治单位、法治街道建设指导，各应普单位结合

自身特点因地制宜打造法治文化阵地，全区法治文

化阵地建设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６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依法治区（普法）领导小组组长景新
华为“口区江城壹号法治文化教育基地”授牌

【人民调解】　２０１５年，口区司法局延伸调解触
角，抓住社区换届选举、抗战胜利纪念和重大节假日

等敏感时期，开展专项排查。全年累计排查纠纷

７３２７件，受理７３２７件，调解成功７３２６件，成功率
９９９９％。妥善处理重大疑难纠纷２９起，上报防激
化有功人员２６人次，有效预防和控制矛盾纠纷激化
升级。强化“大调解”联动机制，加强专业调委会建

设。２０１５年９月，口区司法局“大调解”工作接受
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工作评议，获得全面通过。指

导交通事故、医疗纠纷、劳动争议、征地拆迁、妇女维

权、物业纠纷等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发

展，着力发挥专家库优势，使化解特定领域的矛盾纠

纷社会化。依托“大调解”平台化解纠纷７８５３起，
其中专业领域纠纷 ５４８起，成功 ５２７起，成功率达
９６１６％。巩固和扩大“人民调解文化社区行”活动
成果，以“和为贵，不争讼”为文化导向，精心选址制

作人民调解宣传灯箱２１个，灯箱 ＬＯＧＯ选用“口
区司法局”字样，打造口司法宣传名片。

【社区矫正帮教】　２０１５年，口区司法局进一步规
范审前调查，对于矫正人员接收采取街道司法所、矫

正科、分管领导三级审批制度，严

防“关系案、金钱案”发生，全年完

成审前社会调查２８８件，调查率、
程序合格率、建档率均为 １００％。
搭建公检法司四部门“资源共享、

相互沟通、共同协商”平台，健全协

调机制，确保矫正对象一人一档、

基本情况核查、法律监督三到位。

规范执法程序，建立标准化宣告

室，入矫、解矫宣告率 １００％。实
行分级分类、分阶段管理，保障人

员衔接率 １００％，思想教育率
１００％。在全市首推保外就医定点
医院复查制度。开展矫正工作站

建设试点，在长丰街紫润南社区和宗关街变电社区

建立两个矫正工作站。全年新接收社区矫正人员

２７６人，解除社区矫正人员２４６人，现有社区矫正人
员２８５人；新接收刑释人员３５３人，在册１３４４人。
全年无脱管漏管，无重大刑事案件或群体性事件发

生。规范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教育管理，率先在

全省建立首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中心，对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进行专门教育管理。根据国

家特赦令规定的特赦条件和范围，率先在全市完成

区内１３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特赦解矫工作，成
为全市完成速度最快和特赦人数最多的城区，得到

省、市领导的认可。截至年底，全区在册未成年人社

区矫正对象５人，脱管率为零。

【法律援助】　２０１５年３月，口区司法局依托区法
援中心、１１个街道司法所、１２７个社区法务工作室，
整合律师、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等资源，率先在

全市建立起首个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实现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站、点全覆盖。本区做法被长江日

报、武汉晨报、大楚网等多家媒体宣传报道。健全网

络，有效整合区工会、残联、妇联等重点部门资源，加

强与女子监狱、看守所的衔接配合，形成完善的法律

援助工作网络，实现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加强与公

检法等部门的协调沟通，将法律援助延伸到刑事侦

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实现刑事诉讼的全面覆盖。

２０１５年是区委区政府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为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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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项目的第１２个年头，全区法律援助全年受理承
办法律援助案件５１２件，法律援助事务４７６２件，为
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累计４５１９８万元，全面完成法
律援助工作区级目标。强化农民工异地协作机制，

为英山、大悟、罗田农民工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开

辟互联网维权“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创新办理网

络申请异地协作法律援助案件，让外来务工人员的

维权道路更加顺畅。全年共办理农民工劳动讨薪案

件３０６件。

【法律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区司法局严格执行部门
领导每周四下社区巡查律师值班情况、社区律师值

班考勤、工作例会制度，确保社区律师“周四值班”

到位。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２月市司法局和市委组织部分
别对口社区律师工作进行检查并予以充分肯定。

充分调动社区律师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积极性，社

区律师全年共接待群众咨询６９００余人次，代理案
件５６件，代写法律文书５０余份；成功调解纠纷１９０
余起；为居民开展法治讲座５８３场次，参与大型法治
宣传９４场次；依法处理涉法信访案件７件。为了使
区属律师事务所（附表１）布局更加合理化，年初引
进专业从事建筑与房地产法律事务的律师事务

所———湖北益之道律师事务所。全年完成１０家律
师事务所年度初检和１０２名律师的执业注册初审。

搭建律师联谊会、律师工会等平台，加大对律师职业

道德、执业纪律和服务意识的教育培养，打造一支积

极服务口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属律师队伍。

【基层基础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府投入２７００
万，新建口区司法局办公大楼。新大楼位于长安

路２７号，建筑面积６０００余平方米。新大楼办公区
域信息化建设、技术装备等功能齐全，大楼设置接待

大厅、办公室、会议室、人民调解室、心理咨询室、检

察室、社区矫正宣告室、警体训练室等各类功能室约

６０间。同时，办公环境宽敞整洁，文化氛围浓郁醇
厚，处处彰显司法为民的服务理念。全年始终坚持

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全面落实每个司法

所保障经费从原２万元提高到５万元。１１个街道
司法所（附表２）“四室一庭”建设规范，“一所三中
心”功能设施完善。加强调解全程监督，为１１个街
道调委会调解室新增监控设备。加大政策倾斜，着

力推进汉中街司法所和宗关街司法所提档升级。

２０１５年，新建汉中街司法所，办公面积由拆迁前的
８０平方米扩大至１２０平方米。全力规划建设宗关
街司法所，将其打造成全区继汉正街司法所之后的

第二个“省级规范化司法所”，办公面积由原来的

１０２平方米扩大到２４８平方米。
（黄　珍　计芸芸）

附表１
２０１５年口地区律师事务所一览表

名　　称 办 公 地 址 主　任 人数 联系电话

湖北重道律师事务所 古田二路丰茂路１号 祝存应 ９ ８５７８７７０１

湖北原道律师事务所 口经济开发区长云路８号 舒永华 １０ ８３６１２０１８

湖北法正联合律师事务所 解放大道５７８号中御广场２５楼 王远华 １３ ８３７８１００３

湖北楚义君律师事务所 建设大道１４２号湘商大厦５楼 宋经传 ８ ８３８８７２０６

湖北海纳川律师事务所 解放大道宝丰路１号湖北商务大楼１９０３室 龚振国 １１ ８３６０２８３８

湖北灵均律师事务所 古田四路江城一号同心产业园１３楼 张焕瑜 ９ １３９７１１５１２９８

湖北旗开律师事务所 古田四路联发九都府６１３－６１５室 邹永丽 ２０ ８３６２３７１９

湖北君与时律师事务所 古田四路香港印象１５Ａ６０３ 张丽君 ３ ８３８３８６２８

湖北修德律师事务所 （暂不固定） 陈旭东 ６ １８６２７１０８０２０

湖北竟弘律师事务所 解放大道１１２７号富商大厦１５０１室 叶　泓 ６ ８３６３０３２３

湖北益之道律师事务所 解放大道宝丰路１号湖北商务大楼１３０９室 蔡小林 ７ ８３６４０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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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
２０１５年口区基层司法所一览表

名　　称 办 公 地 址 所　长 人数 联系电话

易家街司法所 长丰大道附８号 王进波 ５ ８３３０６９４０

长丰街司法所 古田二路北１５８８号 罗　晖 ５ ８３８２２４５３

古田街司法所 古田二路易农街８号 周菲棣 ４ ８３８６８６２３

韩家墩街司法所 解放大道３２９号 冯四忠 ６ ８３８３２８４３

宗关街司法所 建设大道４１号 胡世民 ５ ８３９９０１５３

汉水桥街司法所 仁寿路双厂巷２号 周大双 ４ ８３９８２１９０

宝丰街司法所 解放大道宝丰街１３号 田　军 ４ ８３７６１５１６

荣华街司法所 玉带正街１２３号 胡绍汉 ５ ８３７７４２５０

汉中街司法所 汉正街４０５号 胡绪生 ４ ８３７３００６３

六角亭街司法所 利济东街１５５号 张　明 ５ ８５４２３８２９

汉正街司法所 长堤街５２１号丽景苑小区４楼 周宗发 ６ ８５６９６０２５

交 通 安 全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交通大队紧扣安全、畅通、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日，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万勇（左一）在航空
路口慰问节日坚守一线工作岗位的口交警

和谐、稳定总体目标，全面推进正规化建设，着力改

善道路服务功能，增强交通安全防范能力，大力整改

交通突出问题，使全区的道路交通环境进一步改善，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进步提升，交通事故防范能

力持续提高，死亡人数隐中有降。全年，辖区共发生

交通死亡事故１３起，死亡 １３人，
实现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连续３年
下降；发生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

１２起（其中交通肇事死亡事故 ３
起），侦破１２起，连续３年重大交
通肇事逃逸案侦破率达到１００％。
全年执法量突破 ８０万起，人均
２９６２９６起，执法总量、人均执法
量均列交管局７城区第一名，创历
年新高。

【交通安全宣传】　２０１５年，口
区交通大队结合“五进”工作，组

织民警深入街道、社区、学校、医

院、企（事）业单位、专业运输公司

等有车单位，通过板报、墙报、宣传横幅、ＬＥＤ屏、上
交通安全课等形式大力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

交通法律法规。年内大队先后在全区企事业单位、

学校、社区共组织开展各类宣传活动８０多场次，讲
授交通安全课５６场次，发放各类交通安全宣传资料
２万余份。通过大队 ＱＱ群通过群日志，群邮箱和
即时消息，向辖区有车单位发布法律法规、事故案例

通报、交通管制措施、行车安全常识、交管工作信息，

上级文件摘编共２１６篇，大力宣传交通知识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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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春运期间，口区交通大队民警对客车进行检查

法律法规，引导市民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交通组织优化】　２０１５年，口区交通大队认真研
判道路施工对交通流的影响，科学合理组织交通，按

照“优化放行方式、均衡交通流量、方便生产生活”

的原则，加强长丰大道（二环线至三环线）高架桥施

工、中山大道地铁六号线施工、三环线北段改造施

工、园博会跨三环线施工、游艺路恒隆广场施工等施

工道路及周边路段的交通勤务和分流措施，最大限

度将道路施工对交通的影响降至最低。协调市交管

局将顺道街、利济南路调整为双向通行，开展打通荣

华路、玉带正街、三乐路、集贤路等微循环路的“清

淤行动”，确保周边区域内的道路通行畅通。年内

大队共改造渠划路口１０个（长宜路张毕湖路口、长
宜路张竹路口、长宜路古田二路口、顺道街利济北路

口、沿河大道古田四路口、解放大道建设大道口、发

展大道长丰大道口、古田二路紫润北路口、古田四路

长风路口、长丰大道古田四路口）；渠划道路 ３条
（长宜路、广华路、古田四路延长线）；新增信号灯１６
处，报设施处维修７８处；更新人行横道６０条，新增
人行横道５０条；调整各类交通标志５７８块；全区新
增公共停车泊位３３５个，清除公共停车泊位６２０个，
全区公共停车泊位４２４７个；全年报修护栏９００块，
调整更新护栏３５００块，新增护栏５０００块，护栏数
达到９０６６块；复划、更新各类标线１０５００米，变更

导向箭头 １５处、新增导向箭头
１５处；迁移公交车站线路 ２０条
（地铁六号线施工）；新增电子警

察６８处和监控卡口 １５处，区内
运行的电子警察 ４０个点位、视
频监控 ６０个点位，辖区交通设
施齐全、醒目、有效。

【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２０１５年，
口区交通大队以 １７条主干
道、２２条次干道和“三圈”为重
点，按照“岗位纠、巡逻管”的要

求，加大对路口、路段各类违法

行为的管控。全年共处罚机动

车违停 ６３．６万起，违法停车状

况明显好转。确定“重点管控，逐步推进”的工作

思路，增设８个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残疾人
机动三轮轮椅车（以下简称“三车”）协警管控岗

位，成立４个整治小组，对辖区“正三轮”非法营
运进行有力打击。全年查扣“三车”１３６５５台，
超年度指标值 ３６５％。同时，坚持开展对“三
超”（道路交通中严重超速、超员、超限超载）、酒

后驾车、涉牌涉证等严重违法行为的整治工作。

全年共查处饮酒驾驶 ８４１起，醉酒驾驶 ２７６起；
假牌套牌 ２０３起，渣土车 ２５２１起；摩的、电的
１４１８起；超载超限大货车２５８起，客车载货５７７８
起；拘留２２４人。

【道路交通事故预防】　２０１５年，口区交通大队结
合区“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对１２６家有车单位，５０
家重点专业运输企业、９１２５台车辆、１２３６２驾驶员
从业资格审核记录，违法记分进行清查。年内查出

涉毒人员１１人，记满１２分驾驶员９７人，存在安全
隐患的专业客运车辆２５６辆。对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进行大排查，并积极协调区园林局、建设局，组

织事故中队、秩序科民警积极对危险路段路面破损、

标线不清、标牌不明、光线不足等情况积极进行整

改，增加夜间路面路灯光线亮度，并增设路灯４０盏。
通过综合治理，２０１５年度危险路段（一条市级：沿河
大道汉西一路至江汉一桥；区级两条：丰硕路、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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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整改完毕，并顺利验收。以情报研判室为依托，

结合近年来各路段事故规律和季节特点，健全“三

个一”研判机制（每天一汇总、每周一研判、每月一

分析），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有效减少事故发生

的因素和概率。

（李　蕾）

　　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０日，口区人武部组织区直机关、街道、社区部分人员参加空降
兵某师军营开放日活动

人 民 武 装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民武装部（简称口区
人武部）紧紧围绕强军目标要求，结合实际，坚持

“理论武装固根基、真练实备谋打赢、科学管理保稳

定、军民融合促发展”的指导思想，扎实推进战备训

练落实，不断深化民兵建设调整改革，以做好军事斗

争准备为中心，立足新起点，奋力创特色，谋求新发

展，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国防动员和民兵预备役工作

呈现出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党委班子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武部党委始
终将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努力引

导干部职工牢固树立军魂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

识。思想阵地得到巩固。全年按照军委和省军

区、警备区党委一系列指示要求，认真开展“学习

践行强军目标，做新一代革命军人”主题教育活动

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整顿；组

织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积极参加上级党委中心组

带机关理论学习，组织人武部全

体人员开展群众性大讨论，查找

名利得失方面存在的思想误区，

帮助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增强“拒腐防变、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能

力，进一步坚定了干部职工的理

想信念和干事创业的信心；党委

决策能力得到加强。坚持以贯彻

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抓手，规

范党委工作，调整党委内部关系，

提高党委集体领导水平。党委成

员按照党委研究决定，分头抓工作落实，并及时报

告工作进展情况，坚持按照议事规则和程序集体

研究大项工作，搞好通气协商，集体进行决策，把

重要工作的每个环节通过集体研究进行合理分

工、科学实施和统筹安排。在大项教育和重大工

作中，坚持党委议教、议训，集体决策，营造了和谐

共事干工作、齐心协力谋发展的浓厚氛围，党委班

子抓大事、把方向、科学决策的水平在实践中不断

提高；着眼发挥党委核心作用促团结。规范党内

生活，增强团结，促进和谐。充分发扬民主作风，

每项大的议案，都能深入调研，广泛交心，充分酝

酿，不搞临时动议，仓促决策。党委成员经常交流

思想，坦诚相待，积极参与集体领导，不搞自由主

义，以部为家干事业，积极参与和维护集体领导，

生活上相互关心，工作上相互支持，做到目标一

致，步调合拍，感情融洽，凝聚力、战斗力增强。

【民兵组织建设】　２０１５年３月３日，口区民兵预
备役工作会议在蓝天宾馆召开，全区１１个街道武委
会主任、武装部长、７个企事业单位武装部长参加了
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两级军区和武汉警备区党委全

会精神，表彰上年度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区人武部部长张烨耀总结上年度民兵预备

役工作情况，并部署２０１５年度全区民兵预备役工
作。区政府副区长尹天兵就做好全区民兵工作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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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３月１７日，区人武部组织召开的全区基
层武装部长、干事参加的全区民兵组织整顿工作会

议。会议传达学习武汉市民兵组织整顿工作文件，

下发口区民兵组织建设整顿活动方案。通过加强

应急队伍建设，重点配备消防灭火、防汛抢险、反恐

维稳三类装备器材，注重办公室、器材装备库室、青

年民兵活动之家等场所建设，使全区基层民兵组织

整体建设提档升级进一步完善方案预案。根据年
度军事工作安排和民兵遂行任务要求，组织力量制

订防空袭作战、抢险救灾、兵员动员、维护社会稳定、

战时群众工作等 １０个方案预案，完善应急响应机
制，并组织拉动演练。战备工作全面落实。按照

省军区的指示要求，落实人武部机关 ６人的应急
小组、街道 ３０人的民兵应急排，修订完善应急处
突的程序办法。投入７万余元为应急小组和区属
民兵应急连购置配齐消防、维稳等应急装备器材

并定期组织拉动演练。适时开展形势战备教育，

严格落实外出基干民兵登记、统计和联系制度，有

效地对全区基干民兵实施了动态管控。加强对民

兵战备物资的严格管理，健全各项战备值班制度，

民兵武器装备技术状态良好，主要作战武器装备

完好率均达到战备工作要求。

【民兵军事训练】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武部按照“练
为战、训为用”的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民兵训练新

大纲，圆满完成警备区赋予的基干民兵训练任务，

本区民兵军事训练逐渐走向正规化、制度化，确保

训练人员、内容、时间、效果四落实。全年共组织

民兵军事训练８期，参训人数５１８人，训练整体合
格率９８％。落实每天下午的体能训练计划，每周
星期一、星期四集中组织军事和政治理论学习，官

兵的思想素质和军事技能进一步提高。春节前，

在省军区组织的带战术背景的拉动点验行动中，

本区民兵应急连１２０人全装全员在规定时间内到
达指定地域集结，整个行动共出动消防救援车 ９
台，指挥保障车辆 ６台，使用灭火器 ３２个，铁锹、
铁扫帚８０余把。检查组对本区民兵应急队伍建
设、快速反应能力和人武部组织指挥水平给予充

分肯定。在当年６月初的“东方之星”沉船事故遇
难者遗体搜救的过程中，本部在警备区的统一指

挥下，除一名值班人员外，连续５天，每天组织１２０
名民兵应急分队在辖区内长江沿岸进行巡查，较

好地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

【行政管理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武部坚持以
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以条令条例为依据，深入

贯彻依法从严治军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念，

突出抓条令、抓纪律、抓整改、抓重大安全和涉军

敏感问题防范。加强对“人、车、枪、弹、财、密、网、

院”的管理，严格落实一日生活制度，全年通过开

展“条令月”“百日三无”等活动，进一步正规了战

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确保了人武部的安全稳

定。２０１５年，区人武部被武汉警备区评为安全管
理先进单位。

【征兵工作】　２０１５年６月８日，口区人武部组织
召开全区夏秋季征兵工作会议，区内１１各街武装部
长和区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共 ３０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传达学习武汉市征兵工作会议精神，区人武部

部长张烨耀总结上年度征兵工作情况，并部署２０１５
年度征兵工作，及时有效开展征兵宣传发动。部党

委坚持早谋划、早部署，于７月３日召开征兵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和全区征兵工作会议。会后，区人武部

印制了征兵宣传单２万份，购置征兵宣传挂图下发
给各个街道。针对进站体检人数不够、适龄青年报

名参军积极性不高等情况，人武部主官多次深入基

层街道、社区，面对面与适龄青年及其家长交流做工

作，帮他们算好当兵的政治账、经济账、前途账；督促

各街道武装部派人下社区、进楼栋、入门户进行宣传

发动，确保宣传信息覆盖全员，争取更多高学历适龄

青年报名应征。全年共完成４６０名适龄青年预征报
名登记、５０名军校生（国防生）体检政审和２８１名男
兵、１５名女兵、２名直招士官的征集任务。扎实抓好
廉洁征兵。组织全体干部、职工、专武干部学习廉洁

征兵“八不准”“十不准”“十条禁令”和《廉洁征兵

若干规定》等纪律规定，加大廉洁征兵监查力度，认

真落实张榜公式，有效防范违纪问题发生。认真开

展体检医生和政审人员培训，进一步提高征兵人员

业务能力。严格把好体格检查、病史调查、政治审

查、党委集体定兵等重要关口，坚决做到感情服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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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条子服从条件，保证兵员质量。

【参治参建】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武部认真履行区委
军事部、政府兵役机关职能，紧紧围绕建设和谐、平安

口的目标，积极主动作为。全年，组织民兵参与创

建文明城市、拆违维稳及安全防事故宣传员等参建参

治活动，共组织出动民兵２０余次、２０００余人次。１０
月份，组织区委“四大家”领导及辖区各街道书记、主

任一行５０余人，赴１５军过“军事日”，有效增强各级
领导干部的国防观念。全年出资１４０００余元继续对
口帮扶４户贫困家庭，组织干部职工参加“慈善一日
捐”活动，为残疾人基金会捐款１３００元。处理涉军
纠纷２起，有效维护军人家属的合法权益。

（杨　勇）

民 防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防办公室（简称口区
民防办）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

于深入推进人民防空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发〔２０１４〕１５号）指示精神，着眼军事斗争民防
准备，围绕民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推进防震减

灾一体化建设，提升城市综合防护能力，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全面和超额完成了市、区年度绩效目标任

务。区民防办荣获武汉市民防系统“２０１５年度绩效
目标管理先进单位”“武汉市防震减灾工作先进单

位”“武汉市民防系统 ２０１５年度安全生产优胜单
位”“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市
级文明单位”称号。

【人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２０１５年，区民防办坚持
“以建为主，以收促建”的原则，区内人防工程建设

快速发展，完成新建人防工程５８７万平方米，为目
标值的１０５％。全年受理人防工程拆除审批事项１５
件，依法受理人防工程易地建设审批２件，收取易地
建设费２１３５６万元，当年行政审批窗口服务满意率
达到１００％。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规范，将２６
项行政审批权力清单、程序清单进行公示，进一步规

范行政权力运行。加强对人防工程建设和使用的监

督管理，达到当年竣工人防工程，平战结合利用率

（使用备案）１００％。加强对人防工程的安全隐患排
查和整改，全年检查人防工程使用安全１４４次，查处
隐患４２处，下达整改通知单４４份，整改４１处。全
年共举办安全培训班３次，参加人数２１０人，培训率
达９９９％。组织督促人防工程使用单位开展消防
安全疏散演练２０次，确保人防工程使用安全。坚持
发挥社会经济效益，平战结合人防工程其所属人防

设施、设备完好率达到１００％，利用数字化管理平台
实现人防工程使用监管全覆盖，人防工程建设随着

城市大开发实现了快速发展。

【人防工程开发利用】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防办对
新竣工人防工程全部投入使用，并作为地下停车

场，提供停车位１４２５个。全年投入２８万元改造
一处早期人防工程（面积约 ４００平方米），无偿提
供给荣华街建国社区作为社区公共服务、居家养

老活动场所，深受社区居民欢迎，使人防建设融入

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早期人防工程使用服务于民

的社会效益，口区维护改造早期人防工程再利

用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民防指挥通信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防指挥通
信建设再上新台阶，并实现人防通信信息指挥平台

更新换代升级，完成移动信息平台无线电台、北斗导

航通信的增装和３Ｇ视频升级工作，通信装备和通
信手段得到进一步提升。全年有３名干部和指挥通
信车参加全省人防“楚越 －１５”第一防空区机动应
急拉练。当年新增２台固定电声警报器、１台手摇
警报器、７台手持警报器，较好完成全市防空警报试
鸣工作，鸣响率达１００％。继续对现有通信装备进
行维护维修，确保现有装备保持良好的技战术性能

和通信保障任务完成。１０月２５日，结合全市防空
警报试鸣，区民防办在丽水康城小区组织了一次有

社区居民、学生和区级民防专业队员约８００人参加
的《２０１５年口区防空袭疏散应急救援演练》，区委
常委、副区长张勇强指挥了这次演练活动，武汉电视

台、武汉晚报进行了现场采访和报道。

【民防法规宣传】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防办积极采取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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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口区组织防空警报试鸣暨防空袭疏散应急救援演练和
消防灭火演练

多形式、多渠道、多方法开展民防宣传教育，使民防

宣传“五进入”（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

网络）得到落实，充分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宣传

活动，如在“５·１２”防震减灾宣传周、６月安全生产
月、９月全省人民防空宣传月、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
年、《武汉市人民防空条例》颁布纪念日、“１０·２５”
全市防空警报试鸣日等时机开展大规模宣传。在

“５·１２”防震宣传周期间，分别组织开展中学生民
防知识竞赛、上街宣传，在口公园播放露天电影，

组织全区中小学校学生开展防震减灾疏散演练等，

扩大民防知识的宣传面。利用暑期组织部分社区居

民和中小学生参观武汉市防空防震减灾科普展，亲

身观看体验地震４Ｄ科普动画电影，深受居民和学
生喜爱。全年共有６个社区通过组织人口疏散演练
活动，熟悉《武汉市防空袭疏散、防地震应急避难告

知卡》和疏散程序、方法，让市民通过演习增强防空

防灾意识。

【民防知识教育】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防办将区内
５６所中小学民防知识教育纳入了年度教学计划，
共有１００２３名初中二年级和小学五年级学生接受
民防知识教育。同时，在市第一职业学校开展民

防知识讲座，受教育学生３００余人。２０１５年５月、
１１月，按照市民防办和市教育局通知要求，在全区
初级中学生中开展民防知识竞赛，组织本区参加

武汉市民防知识电视竞赛并有１
人获全市第一名，２人获第二名
的好成绩。

【基层民防工作建设】　２０１５年，
口区民防办按照全市民防社区

“十个一”［一块“武汉民防工作

站”牌，一个民防办公场所，一套

民防工作制度，一名专（兼）职民

防工作人员，一支民防志愿者队

伍，一套防空防灾应急预案，一个

固定民防宣传教育阵地，一套民

防应急装备器材，一个应急避难

和疏散场所，一次防空防灾演练］

标准，与有关街道签订目标责任

书，并按照社区民防工作“十个一”标准，指导古田

街古南社区、宗关街水厂社区按期完成“规范化民

防社区”建设。

【防震减灾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防办积极落
实区级防震减灾专项资金 ８万元，完成同济医学
院动物观测和口公园两处地震监测台站规范化

建设与管理，依法开展抗震设防监管工作，配合完

成“十二五”地震烈度速报建设工程项目。认真做

好《防震减灾法》的宣传与落实，在“５·１２”防震
宣传周期间，分别组织开展民防知识竞赛、集中上

街宣传、播放《平安中国》防震减灾露天电影、全区

中小学校学生防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三网一员”

（地震宏观测报网、地震灾情速报网、地震知识宣

传网和防震减灾助理员）工作人员科普技能培训

等系列活动。指导市七十九中学和荣华街中山社

区创建市级防空防灾科普示范学校和防震减灾示

范社区工作，中山社区被湖北省地震局评为全省

防震减灾示范社区，市七十九中学被市民防办、市

教育局、市科技局、市科协认定为“武汉市防空防

灾科普示范学校”。按要求完成《口区地震应急

分预案》修订工作，组织区内机关工作人员完成了

一次区级地震应急桌面推演活动，地震“应急通”

建设逐步向街道延伸。

（熊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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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和管理

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口分
局（简称口国土规划分局）以绩效考核目标为主

线，以规范行政行为切入点，以服务、促进口经济

建设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国土规划的引领和调控

作用，为辖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履行应尽之责。

２０１５年，口国土规划分局顺利通过档案管理省特
级复查，并被口区委、区政府评为“全区绩效管理

工作立功单位”“区信访维稳工作先进单位”“区重

大项目建设先进单位”。

【规划编制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先
后参与协调编制口区园林绿化规划、口区十

三五规划土地利用专项规划起草工作。协助市规

划编制部门参与口区“三年”（道路年、停车场

年、绿道年）规划。组织协调市地空中心开展口

区绿化、体育等规划控制用地和地下空间复合利

用研究、口区城中村开发用地和产业用地功能

及产业定位研究、口汉江湾规划规划研讨、武汉

市口区中小学布局规划、武汉市口区菜市场

规划。

【地籍地政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共
办理各类土地证书共计１６１７３本，办理土地出让
项目 ７宗，土地划拨项目 ９宗，土地租赁项目 １７
宗，土地资产划转项目３宗，企业改制土地资产处
置项目３宗。认真开展口区新一周期国土资源
节约集约模范县（市）创建活动，积极开展资料搜

集工作，形成口区模范县市申报材料，并于４月

１５日上报省国土资源厅申请验收。高度重视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并制定《２０１５年度口区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实施方案》。

【征地拆迁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共
完成征地前告知、确认、听证 ５项，在拆项目《房
屋拆迁许可证》的延期审核及公告工作 ６项。完
成３家拆迁代办单位代办资质年检的初审测评
工作。负责拆迁安置资金监管 １８项，涉及 ６个
项目共计１９２７２５万元。完成 ７个历年在拆项
目，共搬迁城市居民 ４７７户，拆除房屋建筑面积
总计１０１０万平方米。办理长丰村、汉西村、永
利村等“城中村”改造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公告 ３７
项，面积 ２６１４１公顷，其中，办结 ２６项，面积
７９０９公顷。农民征地补偿全部安置到位，无一
例拖欠、截留、挪用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的事件

发生。审核发放被拆迁人用于购房减免契税的

《房屋拆迁情况证明》９１６份。

【法规监察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国土规划分局按照
武汉市２０１５年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方
案要求，对辖区土地卫片图斑逐一进行认真核查。

按时完成辖区８５个疑似违法用地图斑的外业核查
和内业整理，监测面积 １１８０７公顷，涉及耕地
１６４２公顷，对４５个地调图斑进行定性，并建立相
关档案资料。精心组织２０１５年“６·２５土地日”宣
传及“８·２９”测绘法宣传工作。

【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　２０１５年，口区基本生态
线控制线内既有项目８０项。按照统一规划分布实
施，计划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完成８０项总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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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未在基本生态保护线内新审批建设
项目，无新批落户红线内的项目。

【停车场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国土规划分局为落实
市政府十件实事要求，在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相关处室的指导下和区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全年建

成停车场１３个，停车泊位数１５４８个，在建４个，停
车泊位８０５个。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９日，口区统筹办代表口区参加全市“三旧”改造项目招商工
作推介会

【议提案办理】　２０１５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共承办
市、区级人大政协议提案１８件。主要涉及用地产业
规划、项目建设、社区用房等方面问题，办理回复工

作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完毕，做到走访率１００％，
回复率１００％，满意率１００％。

（陈　磊）

城 乡 统 筹 发 展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
（简称口区统筹办）紧紧围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

的大局，深入落实“三件大事”，突出土地储备和征

收拆迁，从重点环节抓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方

位、多渠道、高层次推进旧城改造和项目建设，为促

进全区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征收拆迁】　２０１５年，口区统
筹办抢抓国家“三旧”改造政策机

遇，积极筹集资金和房源，大力实

施征收拆迁项目１８个（含结转项
目），完成征收面积７１２２万平方
米、６５６３户。其中一聋校、海尔
片、公交枢纽等项目已挂牌供地，

汉正街东片签约率已达 ９８％，长
江食品厂 Ａ２、Ｂ地块开发权成功
收回，１１３５片一、二期地块动工建
设，三期正在完善规划设计、同步

开展招商，全市首例模拟征收项目

内燃机宿舍片完成征收，即将挂牌

交易。

【土地整理储备】　２０１５年，口
区统筹办认真贯彻土地供应有关

政策，完善机制，规范土地交易行为，坚持依法依

规推进土地储备工作，一聋校片、海尔片、公交枢

纽片３宗土地顺利摘牌，总成交价格３５７３亿元，
土地增值收益１２９２亿元。成功引进香港工业展
览、武汉海智、南国融汇３家企业，总投资额８１５
亿元，实现土地契税 １１４亿元。其中，一聋校片
地块由南国置业以 １５７５亿元成功摘得，高出起
始价３８５亿元，溢价率达 ３２３％，创下口新的
地价记录，为提高本区今后楼盘品质、增强经济发

展后劲奠定了基础。

【项目管理与监督】　２０１５年，口区统筹办不断
创新项目征收模式，在内燃片、制瓶厂片实施模

拟征收，启动前充分听取群众征收、还建的意愿

及要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好征收方案，将被征收

人从“要我征收”变为“我要征收”，让被征收人

处于主动地位，把征收的主动权和选择权交给被

征收人，实行人性化征收。在一聋校片探索新的

代办机制，发挥代办公司专业作用，严控征收成

本，降低项目风险。同时，坚持加强项目的管理

与监督，提高第三方机构准入门槛，推行实施征

收项目招投标工作机制，将第三方机构涉及的征

收调查、代办、评估及旧房拆迁等各环节纳入政

府招投标统一监管，确保项目依法依规推进。采

取在项目中派驻纪检、监察、审计人员的方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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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环节进行监督检查、跟踪管理，不断强化项目

监管，切实增强征收拆迁工作的阳光度。加大第

三方机构人员培训力度，对参加征收工作的人员

实施培训考试，取得资格证才予上岗，不断提高

征收专业化水平。

（毛书午）

２０１５年口区旧城改造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基本情况（单位：万平方米、户） 项目进度（单位：万平方米、户）

所在街道

征收户数 征收建筑面积 累计完成情况 ２０１５年完成情况

总征收

户数
剩余户数

总征收

建筑面积

剩余建筑

面积

完成征收

户数

完成征收

面积

完成征收

户数

完成征收

面积

１ 内燃机宿舍片 古田街 １３５７ ０ ８２０ ０００ １３５７ ８２０ ９０７ ５５００

２

长江食品厂

东片Ａ１地块

长江食品厂

东片Ａ２、Ｂ地块

汉正街

７０７ １０８ ５７１ ２７４ ５９９ ２９７ ０ ０００

１５７５ ８４５ １３７４ ７９１ ７３０ ５８３ ２０ ０２２

３ 汉宜路片 汉水桥街 １４８１ ０ １５４８ ０００ １４８１ １５４８ ６７３ ６３４

４
地大汉口

分校片
宝丰街 １０１９ １０１８ １６１０ ９５０ １ ６６０ １ ６６０

５
海尔电器

扩大片
古田街 １６０ ０ ５９７ ０００ １６０ ５９７ １５９ １６７

６
宗关铁桥

片二期
宗关街 １１３７ ７８７ １１９６ ７６６ ３５０ ４３０ ３５０ ４３０

７ ６５中北片 荣华街 １６２４ １４２４ １９０９ １７５９ ２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８ 制瓶厂片 古田街 ３８４ ６４ １９３ ０２６ ３２０ １６７ ３２０ １６７

９ 汉正街东片 汉正街 ４７９２ １３８ ４６４１ ５９３ ４６５４ ４０４８ １６７７ ７６５

１０
地铁中山

大道片

六角亭街、

汉中街、

汉正街

１１８６ ０ ９５５ ０００ １１８６ ９５５ １１８６ ９５５

１１
长丰街

征收项目

长丰街、

宗关街、

易家街

６１２ ０ ６３３ ０００ ６１２ ６３３ ２６４ ３３９

１２ 航天电工 古田街 １ ０ ６４２ ０００ １ ６４２ １ ６４２

１３ 化工仓库片 长丰街 １２ ０ ４７９ ０００ １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１４ 钛白粉厂 易家街 １ ０ １５４ ０００ １ １５４ １ １５４

１５ 市轻汽厂宿舍 韩家墩街 ８０ ０ ０３０ ０ ８０ ０３０ ８０ 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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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基本情况（单位：万平方米、户） 项目进度（单位：万平方米、户）

所在街道

征收户数 征收建筑面积 累计完成情况 ２０１５年完成情况

总征收

户数
剩余户数

总征收

建筑面积

剩余建筑

面积

完成征收

户数

完成征收

面积

完成征收

户数

完成征收

面积

１６
城中村整合

国有地
长丰街 ３８０ ０ ６３３ ０ ５８０ ６３３ ６８０ ６３３

１７
园博园

周边整治
长丰街 ３ ０ ３７３ ０ ３ ３７３ ３ ３７３

１８ 汉江江滩二期

韩家墩街、

古田街、

易家街

４０ ０ ３５０ ０ ４０ ３５０ ４０ ３５０

合　计 １６５５１ ４３８４ １８７０８ ５１５９ １２３５６ １３１７０ ６５６３ ７１２２

２０１５年口区旧城改造项目一览表

序号 地块名称 土地位置
土地使用权

竞得人

净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容积率

成交价格

（万元）

１ 武胜路公交枢纽片 武胜路１２１号
香港工业展览

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６１３ 商服、交通运输

地上５４２
地下０４２

７５０００

２ 海尔电器厂片
古田二路与

南泥湾大道交汇处

武汉海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７４６３０ 住宅、商服 ３９ １２４８００

３ 一聋校片
汉西三路与

古田五路交汇处

武汉南国融汇商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４２０７７ 住宅、商服 ４４４ １５７５００

市 政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设局围绕本年城建攻坚
计划，积极推进口“三件大事”，致力加快骨干路

网建设，市级重点项目征地征收超额完成，“十个突

出问题”承诺整改路网建设全部兑现，一大批重点

项目都在加快推进，中田赛、宜家板块和园博园等配

套道路相继建成，部分微循环路、“断头路”以及保

障房配套路等相继通车。全年实施城建项目 １０１
项，完成投资额３５亿元，监管各类项目６８个，单项
工程３３６项。

【市级重点项目征地征收】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设局

突出重点，不断探索新方法、新思路，共完成重点项

目征地４４３６４亩（２９５７６０平方米），征收１５７７万
平方米，超额完成市级重点城建工程的征地征收任

务。地铁三号线、江汉六桥、长丰大道（二环线—三

环线）工程、古田四路北延线、三环线北段、紫润北

路当年建成并通车。

【微循环路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设局克服工期
紧、任务重的困难，拓展资金渠道，精心组织，合理安

排。完成古田五路、操场角路、韩家墩路、长嘉路、丰

收路、丰美南路、三乐路、竹叶海黑色化、长安路（二

期）、紫润小路等１０条市政道路；古田三路完成道
路主体部分；丰雅路在红线范围内的所有房屋拆除，

完成道路雨污水建设和路面基层２００米；江发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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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完成竹叶海匝道和江发路引桥建设、树木移栽和

管线迁改等工作，主桥１～７号梁桥面混凝土浇筑，
并协调好交管、城管对解放大道中间部分占道施工。

【区级市政道路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设局以绩
效目标为抓手，强力推进重点区域骨干路网建设。

　　２０１５年１月６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英姿调研汉江湾体育公园

三乐路顺利完工；紫润小路完成道路主体工程建设；

丰美路、丰收路完成道路主体工程，正在实施配套工

程；金海东路完成雨污水管道、水稳层铺设３００米、
砼路面２００米，完成给水管道、电力管沟、张公堤军
缆迁改、园林苗木移栽，正在组织自来水同步建设、

金山大道军缆迁改；金银湖南街完成污水管铺设

１２２０米、雨水箱涵铺设２００米、路面铺设８００米；城
华路完成箱涵１５０米，排水管道约３５０米；越秀路完
成道路排水工程２４０米；竹叶海路、古画路已进场开
展施工。

【城建项目投融资模式探索】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设
局为配合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开发建设，按照区政

府的工作部署，配套道路整体打包于土地修复等项

目。采取融资方式推进建古调路、古音路、田正路等

３条骨架道路的建设，采取 ＥＰＣ融资模式确定实施
单位，完成３条道路的修建性规划、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编制和批复。

【建筑工地监管】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设局坚持以工
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为核心，进一步强化对参建各方

责任主体质量、安全行为的监管，加大执法力度，扎

实推进安全质量标准化、监督工作

规范化、监管任务信息化、工程管

理差别化，不断开创建管工作新局

面。２０１５年，全区在建项目 ６８
个，单项工程３３６项，建筑面积５７８
万平方米。开展安全监督检查

１３０４次，专项整治及季度检查１８
次，共查出安全隐患１５９６条。竣
工工程验收３７项，工程竣工备案
３３项。

【“智慧工地”建设】　２０１５年，
口区建设局按照武汉市关于智慧

工地建设的要求，大力推进“智慧

工地”建设。通过对工地现场的在

线监控，实现远程监管、违规事件监察和调度指挥等

功能，１９个区管项目全部完成安装，其中华润长丰
村Ｋ１０地块、中民仁寿里、广电兰亭荣荟Ｋ２、农利村
改造扩大还建楼、盛世滨江二期、海尔国际广场一标

段等６个项目已连接市级平台，其余项目正在调试
之中。

（王　莹）

水 务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水务局坚持“思想上求实、
作风上务实、工作上抓实”的原则，紧紧围绕口水

务“三年大变样，五年上台阶”的目标，克难攻坚，大

力推进各项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

【防汛备汛】　２０１５年，口区水务局完成对全区
２５２５千米范围内的河道护坡、脚带、防洪设施、三
大险段及沿堤５００米范围内在建工地进行拉网式查
险，整治防洪隐患３处。修订《口区２０１５年防洪
预案》，对辖区防洪体系存在的８个方面主要险情
和重点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将排渍排涝纳入到《防

洪预案》中，明确区级相关部门行政首长及指挥部

成员单位责任和应尽义务。与２８个闸口、２７个人
防工程、６口深井、１８处穿堤管道的责任单位签订责
任状，确保防汛责任落到实处。保养和调试１３座钢
闸门、防汛光缆、应急发电机，防汛设备运行良好。

全面清理堤防沿线防汛备料、物资、设备器材，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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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为防汛备汛做好准备，完成备料石１８５６８立
方米。

【堤防建设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水务局启动月湖
桥至江汉二桥段工程建设，完成汉江湾江滩三期建

设任务。启动江汉六桥至长丰桥段防洪清障，完成

三友码头、军事经济学院、汉阳顺元建材经营部、浠

水县浩天黄砂经营部清障洽谈，实施月湖桥至江汉

二桥防洪清障，拆迁面积１１００平方米。完成糖果
市场改造工作。成立口区汉江湾体育公园服务中

心，完成汉江湾江滩管理办法编制，引入武汉熙园物

业管理，以及湖北凡华市政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等专业公司对园区进行专业化管理，汉江湾江滩管

理步入正轨。

【排水建设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水务局完成新建
排水管网６９４６千米，污水管网５３７４千米，启动
口区雨污混接改造、大型管涵疏浚等工程。对沿河

大道、解放大道、京汉大道、建设大道、汉西路、古田

路等主次干道进行重点疏挖和绞管，全年累计疏浚

排水管网２９３千米，沟管维修 １７千米，疏捞井孔
８８万座，添置井盖座（包括检查井和进水井）１３５８
套，维修井盖 １１８座。完成 ２０个社区排水管网改
造，疏捞井孔２万座，疏绞管道８４千米，添置检查
井和进水井井盖座１０１６套。

【湖泊保护与治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水务局注重加
强巡查，严密监控，湖泊保护、蓝线控制率１００％，累
计出动 ２０１人次，１０５车次进行巡湖，没有违法填
湖、违法排污和违法施工等行为发生。继续开展湖

泊生态修复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对竹叶海湿地公园

内的荷叶、浮萍进行打捞清除外运，对湖面的香蒲和

芦苇进行修剪，两个湖泊水面、岸边卫生环境良好。

协助武汉市水务局和区环保局水质检测站定期进行

水质检测，每个季度通报监测情况，湖泊水质未下

降。开展“互联网＋”智慧湖泊管理系统建设，完成
监控设备安装，实现湖泊监控电子信息化，完成张毕

湖三个子湖界碑和宣传牌的勘测统计，完成竹叶海

湿地公园核心区建设及公园管理移交工作。

（尹　芳）

２０１５年口区主要湖泊调查情况统计表

湖泊

名称

保护责

任单位

水域面积

（平方千米）

汇水面积

（平方千米）

岸线长度

（千米）

涵闸控制

工程名称

最高控制水

水位（米）

正常水位

（米）

调蓄容积

（万立方米）

湖底平均高程

（米）

张毕湖 易家街 ０４８３ １８３ ６７ 南侧子湖宜排水口 ２３ ２１７５ ６８６ ２０６５

竹叶海 易家街 ０１８７ ０６ ２２ 竹叶海西渠排水口 ２３ ２１７５ ３１ ２０６５

环 境 保 护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境保护局（简称口区
环保局）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确定的中心工作，以

创模工作为抓手，以改善空气质量为重点，以推进化

工企业土壤修复为特色，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环境问题为导向，主动适应环保工作新常态，为加

快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提供良好的环

境支撑。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境状况公报】　２０１５年，口区
环保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发

布２０１５年口区环境状况公报。

一、环境质量现状

（一）环境空气质量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评
价，２０１５年口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１８２
天，空气质量优良率为５８７％。

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二
级标准评价：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ＳＯ２）年平均浓
度为１６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６微克／立方米，
年平均浓度达标；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ＮＯ２）年平
均浓度为６０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上升３微克／立
方米，超标 ０５倍；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年平均浓度为１２１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
降３微克／立方米，超标０７３倍；环境空气中细颗
粒物（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为６３微克／立方米，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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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１６微克／立方米，超标０８倍；环境空气中
一氧化碳（ＣＯ）年平均浓度为 １２毫克／立方米，
比上年下降 ０２毫克／立方米，年平均浓度达标；
臭氧（Ｏ３）日最大８小时平均浓度年均值为８２微
克／立方米，日最大 ８小时滑动平均浓度范围为
３～２２７微克／立方米。

按年平均二级标准评价，２０１５年口区环境空
气质量不达标项目包括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细

颗粒物。

２０１５年，全区降尘年均值为 ６５９吨／平方千
米·月，比上年下降０４６吨／平方千米·月。２０１５
年全区降水ｐＨ年均值为７００，比上年上升１５１个
单位。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

１河流水质
全区河流水体为汉江口段，根据《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按功能区域类别，以
２４项监测指标评价，本区主要水体环境质量保持稳
定，汉江宗关断面水质符合Ⅱ类标准。
２湖泊水质
全区有张毕湖、竹叶海２个湖泊，按照《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及监测指标评价，
执行Ⅳ类水质标准。２０１５年共对两湖开展６次湖
泊水质监测，两湖水质类别均为Ⅴ类，为轻度富营
养，主要超标项目为化学需氧量。

２０１５年口区湖泊水质状况统计表

监测

时间

张毕湖 竹叶海

超标项目／超标倍数 类别 超标项目／超标倍数 类别

１月
总磷／００９，

化学需氧量／０７
劣Ⅴ

石油类／００８，
化学需氧量／０１ Ⅴ

３月
总氮／０２，

化学需氧量／０３ Ⅴ 总磷／１１，总氮／０２ 劣Ⅴ

５月
总氮／０２，

化学需氧量／１４
劣Ⅴ

总氮／０３，
化学需氧量／１２

劣Ⅴ

７月 总磷／０２，总氮／０４ 劣Ⅴ
总磷／０２，总氮／０３，
化学需氧量／１２

劣Ⅴ

９月 总氮／０２ Ⅳ 各参数均达标 Ⅳ

１１月 总氮／０１ Ⅳ 各参数均达标 Ⅳ

　　３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
２０１５年，汉江宗关水厂水源地水质所有监测项

目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水质达标率为１００％，与上年相同。

（三）声环境质量

１区域环境噪声
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评

价，２０１５年全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５４９分贝，比上年上升０２分贝，区域环境噪声总
体水平等级为二级，评价为“较好”。在区域环境噪

声声源构成中，生活噪声源占６４５％，交通噪声源
占１９４％，工业噪声源占 ６４％，施工噪声源占
９７％。

２０１５年口区区域环境噪声声源构成比例图

２道路交通噪声
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评

价，２０１５年全区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６９９分贝，与上年持平，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
二级，评价为“较好”。

２０１５年口区主要道路交通噪声图

二、污染物排放及处理状况

（一）废气

２０１５年，口辖区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０２１亿
标立方米，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０５２３吨，工业
氮氧化物排放量 ３２６７吨，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００１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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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水

２０１５年，全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１０５６万吨，
其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化学需氧量２４３３吨，氨
氮１４６吨。全区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１００％。

三、主要环保工作与成效

（一）创建湖北省环保模范城市

统筹组织开展全区创模工作，成立领导小组

和工作专班，制定具体工作计划，明确相关部门

任务、责任人及完成时限。利用多种方式及时进

行动态宣传，编印创模宣传手册、宣传卡万余份

在全区发放，制定出台《口区创建国家和湖北

省环境保护模范城市２０１５年度实施方案》，对相
关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督办检查，定期通报成果和

存在的问题，印发创模简报 ７期。利用世界环境
日加大宣传，以“践行绿色生活，共建生态口”

为主题，举办纪念“六五”世界环境日文艺节目展

示活动，邀请市环保专家为区委党校学员专题解

读武汉市环境空气质量形势与污染防治对策。

在全区１１个街道的２８个社区安装２０００个废旧
电池回收箱，回收废旧回收箱 ３００余个。在汉江
口段沿江闸口安装 ２０余个创模宣传标牌。辖
区韩家墩小学、安徽街小学顺利通过市级绿色学

校验收。重点在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汉江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综合整治、土壤治理、环保能力建设

达标等工作上下功夫，以点带面促进全区创模工

作向纵深发展，在大气、水、土壤环境治理等方面

取得新成果，公众对环境治理的满意率不断提

升。同时，加大自身能力建设，全局新增 ２个机
构、１６个编制，在全市率先基本达到创模能力建
设要求，为迎接湖北省环保模范城市考核奠定了

坚实基础。

（二）大气治理方面

制订出台《口区２０１５年改善空气质量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和《口区改善空气质量行动计划

实施情况２０１５年度考核评价办法（试行）》，牵头
组织开展全区改善空气质量工作，以重点区域和

园博会、国庆节等重要会节为重点不断加大督办

巡查力度，累计向各有关单位下达督办通知 ５７
件。全年共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４３１４台、发放补
贴资金 ６０６２８４９万元，达到年度任务的 ２４８％。
完成机动车排黑烟取证路检 ２１１台、开展在用车
停放地检测抽查３７２台，核发绿标车７１０７台，完
成居民油烟直排设施改造１０００户。完成武汉金

品珠宝有限公司、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清洁生

产审核任务。２０１５年，全区ＰＭ１０和ＰＭ２５平均浓度
较上年分别下降 ２４％和 ２０３％，分别为 １２１微
克／立方米和６３微克／立方米，ＰＭ１０平均浓度下降
率中心城区排名第 ６、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下降率中心
城区排名第二。

（三）水治理方面

汉江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继续保持

１００％，未发生水污染事故，张毕湖、竹叶海水质自
２０１５年９月开始好转，达到ＩＶ类标准。

（四）土壤治理方面

全力协调和指导开展土壤修复工作，原环宇化

工、双虎涂料、无机盐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已经基本完

成，远大制药地块技术修复方案通过专家评审。运

用和发挥环保执法手段，积极协助完成武汉有机等

停产搬迁，认真做好企业搬迁中的环境监管，督促武

汉无机盐化工有限公司安全转移３２吨危险废物、
武汉新康化学品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转移１４５吨危
险废物。同时，积极配合获得２０１５年度国家城区老
工业区搬迁改造专项扶持资金４５００万元用于远大
制药地块污染场地修复。

（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制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年度方案，纳入

年度减排计划的企业共有２家，分别是武汉无机盐
化工厂、武汉新康化学品集团有限公司（双虎涂

料），上述企业已停产拆除。根据武汉市环保局对

本区上报数据的核算结果显示，口区“十二五”减

排工作任务（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

分别削减１０％、１０％、２５％、２５％）全面超额完成，化
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４项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分较 ２０１０年削减 ３６５７１％、４０５１４％、
４３６７０％、３１６２９％。

（六）建设项目环评审批验收

严格环境准入关，全年共审批建设项目１１３项，
项目总投资达 ２２５０３亿元，其中企业环保投资
１７８亿元，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限时审批率均达
１００％。

（七）环境监察执法

自新《环保法》修订颁布以来，综合运用查封、

扣押、处罚等手段，依法严厉查处一批环境违法行

为，共出动执法人员５００余人次，检查设施２１台套，
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２０家、处罚１０家、行
政处罚金额１９３６６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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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环境污染投诉与查处

全年受理各类环境污染投诉５２６件，其中异味
２２３件、噪声１５４件、烟粉尘６０件、废水２５件、油烟
１１件、辐射１０件、固废１件、尾气１件、其他４１件，
全部做到办理率、回复率１００％，未发生因环境问题
导致的群体上访事件。

（九）环境安全保障

结合环保大检查工作，把饮用水源地、化工搬迁

企业、涉重企业、放射源涉源单位、医疗单位等易出

现环境污染问题的对象作为监管重点，逐一进行认

真排查，特别针对化工搬迁企业督促其成立搬迁期

间环境安全管理机构，并对其进行全程环境监管。

同时，组织修订《口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预

案》，制定《口区大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督促

涉危、涉重、涉源等重点行业健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体系。

（十）《口区环境保护 “十三五”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初稿）编制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保局在总结“十二五”时期的

各项环境保护指标任务完成情况及辖区环境现状的

基础上，以当年为数据基准年，统筹考虑“十三五”

期间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科学制定口区“十三

五”环保规划框架体系、目标指标体系、环保投入体

系及政策法规体系。

【湖北省环保模范城市创建】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保
局统筹组织开展全区创模工作，利用多种方式及时

进行动态宣传，编印创模宣传手册、宣传卡万余份在

全区发放，制定出台《口区创建国家和湖北省环

境保护模范城市２０１５年度实施方案》，对相关单位
工作情况进行督办检查，定期通报成果和存在的问

题，印发创模简报７期，并重点在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汉江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综合整治、环保能力建设

达标等工作上下功夫，以点带面促进全区创模工作

向纵深发展，全面提高公众对创模的知晓率、参与率

和满意率。汉江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继续保持

１００％，未发生水污染事故，张毕湖、竹叶海水质自
２０１５年９月开始好转，达到 ＩＶ类标准，全局新增２
个机构、１６个编制，在全市率先基本达到创模能力
建设要求，为迎接湖北省环保模范城市考核奠定坚

实基础。

【化工企业搬迁场地土壤修复】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

保局在相关法规标准不健全的情况下克难攻坚，全

力协调和指导开展土壤修复工作，推进土地开发再

利用。截至年底，环宇化工、双虎涂料、无机盐场地

环境调查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远大制药地块技术修

复方案通过专家评审。运用和发挥环保执法手段，

积极协助完成武汉无机盐化工厂、武汉新康化学品

集团有限公司（双虎涂料）、武汉钛白粉厂停产搬

迁，认真做好企业搬迁中的环境监管，督促武汉无机

盐化工有限公司安全转移３２吨危险废物、武汉新
康化学品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转移１４５吨危险废物。
同时，积极配合获得２０１５年度国家城区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专项扶持资金４５００万元用于远大制药地块
污染场地修复。

【大气污染防治】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保局制订出
台《口区２０１５年改善空气质量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口区改善空气质量行动计划实施情况

２０１５年度考核评价办法（试行）》，牵头组织开展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５日，口区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在张毕
湖、竹叶海两湖泊进行湖泊水质监测

口区改善空气质量工作，以重点区域和园博会、

国庆节等重要会节为重点不断加大督办巡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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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累计向各有关单位下达督办通知５７件。２０１５
年，口区 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较 ２０１４年分别
下降２４％和２０３％，分别为１２１微克／立方米和
６３微克／立方米，ＰＭ１０平均浓度下降率中心城区排
名第６、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下降率中心城区排名第２。
全年共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４３１４台、发放补贴资
金６０６２８４９万元；完成机动车排黑烟取证路检
２１１台、开展在用车停放地检测抽查３７２台，核发
绿标车 ７１０７台，完成居民油烟直排设施改造
１０００户。

【水污染防治】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保局坚持每半
月巡查一次饮用水源地，清除、迁移完成水源保护

区内所有与供水设施无关的构筑物和各类种植养

殖等，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建设，加大对宗

关水厂取水口附近垂钓捕捞现象的巡查管控力

度，实施隔离防护工程，累计投入 ６０万元聘请专
业队伍，专门从事闸口、堤身和前后戗台养护和清

扫保洁工作，确保汉江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继续保持１００％，未发生水污染事故。同时，加快
推进竹叶海生态湿地公园、张毕湖公园建设，全面

实施退耕退养，湖泊周边做到无排污口、无污染情

况发生，并对湖泊水质开展常年监督性监测，当年

９月、１１月连续监测显示，张毕湖、竹叶海水质持
续好转，达到 ＩＶ类标准。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保局根
据武汉市下达本区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和

省、市环保局有关总量削减的要求，结合区内主要污

染物排放的实际情况和主要治理工程的进展以及新

增污染物排放量的预测，制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工作年度方案，纳入年度减排计划的企业共有２家，
分别是武汉无机盐化工厂、武汉新康化学品集团有

限公司（双虎涂料），上述企业已停产拆除。经武汉

市环保局核算，口区“十二五”减排工作任务（化

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分别削减１０％、
１０％、２５％、２５％）全面超额完成，化学需氧量、氨
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４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分较
２０１０ 年 削 减 ３６５７１％、４０５１４％、４３６７０％、
３１６２９％。

【环境执法监管】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保局全面开展
环保大检查工作，对全区重点监管企业进行全面检

查，组织开展辖区企业内挥发性有机物摸底调查，涵

盖各类企业４１７家，其中印刷厂１２家、汽修店２９０
家、干洗店９２家、加油站２３家，实现了全覆盖。针
对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综合运用查封扣押、处罚等

手段，严厉查处一批环境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累计出动人员现场检查 ３００余人
次，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２１家、处罚 １０
家、处罚金额１９３６６２万元，违法排污行为查处率
１００％。同时，组织修定《口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制定《口区大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督促涉危、涉重、涉源等重点行业健全完善应

急处置预案体系。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保局共
审批建设项目１１３项、验收１２９项（含往年），项目
总投资达 ２２５０３亿元，其中企业环保投资 １７８
亿元，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限时审批率均达

１００％。按行业分类：工程建设领域３５项，社会事
业服务业 ７７项（含餐饮娱乐 ６３项、学校 １项、医
疗９项、汽修 １项、加油加气 ２项、零售 １项），机
械电子１项。

【环境污染投诉处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保局受理
各类环境污染投诉５２６件，其中，异味２２３件、噪声
１５４件、烟粉尘６０件、废水２５件、油烟１１件、辐射
１０件、固废１件、尾气１件、其他４１件，全部做到办
理率、回复率１００％，未发生因环境问题导致的群体
上访事件。

【绿色创建及环境宣教】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保局
围绕创模和改善空气质量等重点工作和公众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累计在《湖北环保》《武汉环

境》、长江网等媒体发布信息 ２００篇，在汉江口
段沿江闸口安装２０个创模宣传标牌，在区内１１个
街道的２８个社区安装２０００个废旧电池回收箱、
回收废旧回收箱３００个。全年完成韩家墩小学和
安徽街小学申报市级绿色学校工作并顺利通过验

收。围绕“六五”环境日“践行绿色生活”主题，先

后到汉中街兴隆社区、宝丰街公路社区和汉水桥

街皮子街社区开展以“生活方式绿色化”为主要内

容的科普讲座、自制环保袋和换客活动，联合区教

育局、区科技局举办纪念“六五”世界环境日文艺

节目展示活动，并邀请市环保局专家为区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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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六期区管干部进修班全体学员专题解读武汉市

环境空气质量形势与污染防治对策。

（郑琳莉）

园 林 绿 化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园林局以筹办第十届中国
（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为重大契机，大力推进植树

造林，增加绿地面积，提升绿化水平，多措并举，扎实

推进全区园林绿化工作。截至年底，全区新增绿地

７０３７万平方米，植树１２８万余株。

【群众绿化】　２０１５年，口区园林局全面启动和
完成“我的园博我的家”主题活动。从 ２０１５年 ４
月１０日开始，围绕园博园建设及园博会有关工
作，积极在园博南、园博北等１０个社区中营造“我
的园博我的家”氛围：在区辖单位显示屏上滚动播

放园博会相关内容，在各单位大门入口处安装园

博会宣传展牌；在园博园周边社区内悬挂园博宣

传的横幅 ５０余条，制作安装园博宣传展板 ７０余
块。组织发动园博周边重点社区居民以端午节为

契机，赠送粽子及锦旗，对园博会建设者进行慰

问；高温季节，组织社区居民送清凉到工地慰问园

博园建设者；组织发动园博周边重点社区居民１００
人，参加６月 １７日园博指挥部组织的送花活动。
区内各中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我的园博我的家”

主题班会，并运用暑期开展征文活动，组织开展

“园博小志愿者”体验活动。对古田二路、城华路

等沿线的路灯杆安装 ２６５套宣传园博的道旗，安
装宣传路牌 ４２套，在主要出入口的在建施工围
挡，进行园博内容宣传布置。在口体育广场举

办以园博会为主题的惠民文艺演出 ２０余场。对
全区各个大型企事业单位及窗口服务行业开通

ＬＥＤ屏，进行园博公益宣传。
组织全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口区园林局以

“３·１２”植树节为契机，组织区“四大家”领导、部分
区属委、办、局干部职工、辖区内部分文明单位以及

志愿者约３５０人，在区内长宜路上进行义务植树活
动，完成绿化区域达２６万平方米，并种植杜英、海
棠、红叶李、桂花、海桐球、樟树、栾树、樱花等植物计

１２００株。
组织举办金秋菊展活动。口区绿委办于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８日至１１月２４日在口体育广场组
织举办第三十二届金秋菊展，展出规模约２０００平
方米，共约２０家单位参展。

【专业绿化】　２０１５，口区园林局注重专业绿
化，尤其是提升园博周边道路及社区绿化水平。

年完成古田二路、长顺路、长宜路铁路沿线、长风

路、丰美路、丰华路、丰顺路等道路绿化及配套建

设工作、三环线提档升级工作、城华路花街绿化

提档升级及城华路小游园建设工作，完成园博

南、园博北、紫润南、紫润北、天顺南、天顺北、丰

竹园、常码、云鹤、井南等 １０个社区的绿化提档
升级工作。

进一步加强公园建设。张毕湖公园建设中，完

成公园供电设备安装，并进行绿化环境整治工作

（清扫保洁、植物调整、树木修剪等），新增公园绿地

３０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１８００余株。叶海公园
建设中，东风村进行多轮协商，拟采取土地租赁的方

式建园，市园林和林业局已完成大部分施工，新增公

园绿地２６万平方米。
园林小景和花街花境建设中，２处花镜建设，分

别为宜家花境和发展广场花境。同时，完成５处园
林小景建设，其中 ３处在江发路，１处在宜家小森
林，１处在长顺路铁路隙地。此外，完成城华路花街
绿化提档升级。全年完成１０条道路绿化改造提升。
即长风路、汉西一路、航空路完成缺株补栽及修剪，

布置和安排树穴覆盖，民意四路、古田二路、宝丰二

路完成缺株补栽和维修工作，古田一路、汉西三路、

解放大道宝桥段补植完毕，长丰大道保留原有树种，

更换地被色块。

【绿化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园林局以精细化管理
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养护管理体系。结合可操作性

的计划，有效实施，落实到人，精心策划，科学管理，

合理编排，优化科学流程。认真分析现有管理体制，

精心筛选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从而建立更加科学

化、细致化的养护管理制度。通过制定养护管理工

作计划，进行常态化管理，结合监督考核措施，逐渐

向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进行转变。同时，充分挖掘人

力资源，调动人员的管理能力，促进工作认真落实到

位，将责任具体化、明确化，形成优良的绿化养护管

理执行力。

（周芷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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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社会单位绿化情况统计表

单　位
植树数量（株）

小计 乔木 灌木

草坪及地被植物

（平方米）

长丰街 ２２３ １６７ ５６ １１８８０

易家墩街 １１７ ２７ ９０ １３００

韩家墩街 ６２ ２２ ４０ ４００

宗关街 １５３ ５１ １０２ ４０００

汉水桥街 １４８ ７８ ７０ １６００

宝丰街 １００ ３０ ７０ ４５００

荣华街 １８９ ８６ １０３ ５４００

崇仁街 １０５ ３５ ７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７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等区领导慰问区内城管环卫干
部职工

城市管理与交通运输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口
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口区交通运输局、口区公

路运输管理所）（简称口区城管委）以第十届中

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为契

机，通过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强化交通运输监管，

努力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实现城市管理常态化、精

细化、长效化。

２０１５年８月，经区委、区人民
政府批准，原区交通局工作职责划

入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设立武汉

市口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挂武汉

市口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武汉市

口区交通运输局、武汉市口区

公路运输管理所牌子，为区人民政

府工作部门。口区城管委内设

党政办公室、组织人事科、法规教

育科、计划财务科、环境卫生管理

科、市政道路管理科（行政审批

科）、广告招牌管理科、建设管理

科、燃气热力管理科、公共设施管

理科、督查室、客运管理科、维修管

理科、安全稽查科、物流管理科１５
个内设机构。按照群团章程和有

关规定设置工会、团委。下设执法大队、绿化执法中

队、道路桥梁养护队、水车队、城管一所、城管二所、

城管三所、城管四所、１１０工作站、运行保障服务站、
固体废弃物管理站、厕所管理服务站、垃圾压缩中转

站、燃气热力检查中心、市容监督管理站。

【城市综合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以完善长
效机制、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

果为目标，坚持日反馈、月考核工作机制，及时对全

区城市综合管理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调度，适时组织

考核讲评，依据城市综合管理考核成绩对城市综合

目标工作责任单位实施奖惩。全年制发督办通报

２０３期，督办整改问题数３９２个。年内全区城市综
合管理工作得分８３３１分，排名中心城区第五名。

以园博园、中田赛举办为契机，区城管委积极联

手相关部门和街道对园博园、中田赛周边道路、社区

从平面到立面实施全方位综合整治。规范整治广告

招牌和空中管线，严格管理渣土和占道出店，对园博

园周边３１栋楼宇进行亮化，强势拆除铁路沿线古田
二路至古田四路段大体量违建、三合一加工场所、猪

圈、羊圈等各类违法建筑，为园博园基础建设和配套

工程推进扫除障碍。

【违法建设控制和查处】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对
全区在建房屋进行排查控管，责令手续不全的在建

房屋和工地停工。加强批后违建处置工作，与区规

划部门建立联合办公机制，定期通报全区批后查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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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汉正街城管执法中队队员在利济社区怡庆里调试高空抛物
监控摄像头

工作情况，实现日常查处信息共享。对园博会、中田

赛周边违法建设及外立面进行摸底排查，完成赛会

各项拆违任务。全年共拆除违法建设１６７６万平方
米，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１２万方的１４０％；长丰地区
拆除违法建设１３６３万平方米，完成年度目标５万
方的２７２％，确保违法建设零增长。

【占道整治】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协调园林部
门，通过安置绿化种植器、设置隔离护栏、实施延

时错时守控等物防技防人防相结合方式，彻底根

治同济医院、一医院周边少数民族占道顽症。积

极争取交管、工商部门支持，利用“装护栏”“查租

户”等执法管理措施，合力解决京汉大道、汉西三

路等占道修洗车难题。以学校、集贸市场、医院酒

店、客运站及城乡结合部五个周边为重点，集中开

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占道修洗车整治、规范和清

理占道市场等专项行动，取缔流动摊点４万处，规
范出店经营３５万处，清理乱牵挂１０００处、乱晾
晒４２０处、小广告８００处。

【渣土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加强源头控
管，通宵值守出土工地，严控渣土运输车不超高、不

超载出门，大幅降低路面污染。强化路面巡查，在月

湖桥、工农路三环线桥下、古田二路三环线和城华路

口等重点区域设立执法点，拦截超高超载、顶灯不亮

车辆。全年共查处乱倒渣土行为３４起，路面污染行

为４９起；清理三环线等乱倒渣土
１６８５立方米；查扣违规运输车辆
４７台，扣行车证１８０本。

【户外广告招牌管理】　２０１５年，
口区城管委对已建成的２８条门
面招牌达标示范路加强监督管理，

拆除４２０处不规范招牌，有效遏制
不规范广告招牌反弹。全年完成

园博园区域的天顺园路长风路、古

田一路、古田二路北、四中周边汉

西一路、汉西三路等２９６家门面招
牌改造。对长丰大道、工农路２条
道路门面招牌进行整治改造。

【景观灯光亮化建设】　２０１５年，
口区城管委积极与亮化单位沟

通，以单位自筹资金方式完成新世界７栋、汇丰二期
４栋、华生地产２０栋、蓝焰物流３栋等共３４栋楼宇
亮化工程，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１６栋的２１２％。与中
田赛指定蓝天、亚酒、汉正瑞鑫酒店联系，对该大楼

灯光亮化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维护维修，确保中田赛

期间入住酒店灯光设施设备完好。同时，继续落实

市局两江四岸景观亮化工作，对沿河大道多福家电、

暨济皮具、第一大道、汉正花园、丽水康城、翰林珑城

２５栋楼宇进行全面排查维修，确保亮灯率。

【环境卫生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对主次干
道、商业街区等人流量大、人群聚集区域，采取定人

定岗方式，全天 １８小时清扫保洁，确保路面达到
“六无五净”的标准。全面推行“垃圾不落地”模式，

对全区主干道、背街小巷做到“一日三查”。加强洗

路作业，对交通护栏下中心黄线、人字沟边线实行一

日两次循环清洗，遇有严重污染或漏洒的道路，迅速

到现场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污染。垃圾日产日清不

积压，全年转运生活垃圾４４万吨，清运各类建渣、杂
物、树枝、废弃物１５万吨。

【“门前三包”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制发
《口区关于进一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的

实施意见》《园博会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门前三包”

管理工作方案》进一步强化全区三包管理工作。向

临街单位及商户发放“门前三包”宣传资料４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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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宣传文明创建和“门前三包”工作，推动全社会

参与门前环境自管。全年添置临街商户“门前三

包”容器３６１０个，对缺失、破损、脏乱的容器及时补
齐和整改。全年共对１５００家不落实“门前三包”责
任单位进行处罚，罚款１０４１００元。重点加强园博
会、中田赛周边汉西一路、古田四路、工农路门前三

包工作管理，门前三包签订率达１００％。

【１１０联动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以“办理
群众投诉不及时不到位”问题整改工作为抓手，提

高公共服务投诉案件办理效率。全年共受理各类投

诉办件１０４４３件，其中市、区两级数字化城管系统
办件５９７８件、区公共服务平台办件３２２１件、市长
专线督办单１２４４件，办结率均达１００％。全年区城
管委协调督促街道、权属单位完成口路、简易路等

７条架空管线整治，完成宝丰街公路社区、六角亭街
游艺社区等３５个社区架空管线整治。联系、督办市
供电公司、水务集团、区水务局、电信部门等井盖权

属单位，维修破损、缺失的问题井盖８７３处，主次干
道更换“五防”（指防响、防跳、防盗、防坠落、防位

移）井盖４３０套。

【道路维护】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以全区主、次
干道为重点，每周对辖区道路进行一次全覆盖巡

查，及时发现和处置病害道路。对年久失修、破损

严重的道路逐步进行全面维修，恢复道路原貌。

年内全区共加铺中山大道、建设大道、解放大道、

沿河大道、口路等路段主次干道沥青路面２１６０３
平方米、水泥混凝土路面９９１０平方米、人行道
４８２６１平方米。完成解放大道（古田四路—建设大
道）、古田五路（解放大道—聋哑学校）、古田三路

等路段“十件实事”中破损人行道维修改造任务３
万平方米目标任务。全年办理行政审批事项 ３９５
件，其中临时占道 ２８１件，挖掘 １１４件，行政审批
合格率达１００％。

【燃气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加强燃气安全
宣传，组织大型宣传活动３次，发放宣传册（单）１５
万份。严格查处非法供气行为，暂扣非法钢瓶６０１
个，查处无危险品运营资格车辆２台。全面开展燃
气器具专项整治行动，收缴伪劣燃气器具５１３台和
钢瓶倒灌装置８套。严格查处危及燃气管网的行
为，处理危及燃气管网安全案件５起。

【桥梁“治超”】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坚持源头
治理，强化执法、宣传力度，召开企业约谈会１０余
次，发放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余份。关停非法改装维修
企业１家，查处超限超载车辆９４台，实现货运车辆
查处率、处置率１００％，有效遏制超限超载的现象。

【噪声油烟污染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主动
与环保部门、建管站衔接，加强对餐饮单位和施工工

地的联动管理。积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集中力量

解决重点区域、路段和市民映强烈的油烟噪声污染

问题。全年共受理投诉３８２５件，投诉接处率、及时
反馈率１００％；立案查处油烟污染案件１９１件，处罚
１７９７万元。

【绿化执法】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围绕“十个突
出问题”中“城市绿化管理养护不及时”问题，制发

《关于加强城市绿化执法管理的实施方案》，对外进

行整改承诺。与区园林局联合制发《关于建立园林

绿化执法工作机制的意见》（城管〔２０１５〕１６号
文），建立网上协作信息平台，及时通报情况，提高

办事效率。全年共处理违章砍伐树木案件１１件，处
罚金额６２７７５元，查处损坏绿化及其设施违法行为
４００件，取缔绿地内广告招牌５处。

【环卫设施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新建口
公园（西）、古田一路（中）、古田二路跨线桥下、长顺

路、竹叶海公园等９座公厕，翻修干校村、丰泽园、宗
关卫生院等５座公厕。年内推动１０００吨中转站建
设，协调区相关部门尽快推进土地二次挂牌公告，办

理土地《选址意见书》延期。

【行政执法和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注
意加强法制学习与培训。全年举办法制讲座４期，
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执法技巧和办案能力。组织城管

法规上街头、进社区活动，开展法规宣传４场，发放
宣传资料８０００份。开展《知法、学法、灵活用法》主
题活动，制定案卷评查标准，进一步规范案卷办理流

程。全年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３９７７起，罚款额
６３４８９９万元，案件合格率９９８％。

【交通运输】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发放省际线路
牌１４００张，市际线路牌１７００张，年审道路运输证
１２２２台。全年完成汽车租赁许可３家、汽车维修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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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９家、普通货运许可２４家，引进物流企业 ６家。
年内抽查班线及旅游营运车辆２９００台次，取缔无
证无照店面１６家，开展客运、货运、机动车维修以及
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等专项整治行动。全年，办

理交通行政执法案件３７７件，处罚结案３２９件，处罚
金额６３万元。

【物流培育和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扶持培
育现代物流产业，全程跟踪蓝焰电商城招商运营，引

入湖北通和佳递、武汉泰美物流等物流企业，电商城

６万方仓储中心和１２万方配送中心已正式投入运
营。引进中城易速、北京速派得物特企业入驻口

经济开发区。开展汉正区域物流整治，取缔违法经

营点，完成汉正街物流现状调查，制定汉正街物流管

理长效机制。

【货运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对辖区道路运
输货运车辆年审资料逐一核查，１２吨以上的车辆要
求全部纳入ＧＰＳ监管。严格危险品车辆年审，核查
资质，完成黄标车不予办理年审。积极开展民兵整

组及交通战备工作，对战时运输保障的人员、车辆建

账立册。全力做好汛期和储备应急运力工作，成立

防汛指挥部，制定工作预案，落实应急调用车辆。

【客运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加强全日制驻
站管理，按照“三不进站、六不出站”（无关人员不

进站，无关车辆不进站，易燃、易爆、易腐蚀等危险物

品不进站；客车超载，天气恶劣不宜行车不出站，安

全例检不合格车辆不出站，驾驶员资格不符不出站，

客车证件不齐全不出站，出站登记表未经审核签字

不出站，乘客、驾驶员未系安全带和驾驶员不作安全

承诺不出站）标准，严格“三品”（易燃、易爆、危禁

品）检查、客车安全例检、出站门检和进站客车“五

证一单”等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加强客运站候乘

室、售检票口、车场秩序及环境卫生等的日常巡查力

度，督促客运站保持良好秩序，规范服务、安全营运。

强化客运站、园博园周边及古田地区等重点地段的

监管，严查旅游、班线客运站外揽客、出站不出城、兜

圈打转，超越许可事项擅自从事班线客运经营及非

法营运等道路客运违法经营行为。

【机动车维修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开展联
合执法行动，对发展大道、长丰大道和汉西三路等主

要干道的１６家无证无照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门店
进行整治，强制关停蓝焰永通汽车修理厂。加大机

动车维修市场监管，对竣工出厂合格证履行情况、维

修台账、配件来源、超类等违规经营行为开展专项检

查，责令整改，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１１３份。组织
开展“诚信维修、诚信服务、杜绝伪劣产品”为主题

的消费者维权活动，现场进行配件真伪鉴别、维修常

识讲解，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道路运输安全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管委强化
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

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机制，

强化运输行业安全建设。组织企业安管人员培训，

推进安全标准化达标工作。开展道路运输企业安全

隐患排查，对存在“三合一”隐患的维修企业下达整

改通知书，未整改到位企业不予年审。客运站坚持

驻站管理，开展客运站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和客运站

周边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规范站内经营，杜绝

站外喊客拉客，维持站内秩序和环境卫生，全年排查

安全隐患７０起、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７９０起，指导２５
家企业完成安全生产化达标。

（张　琼）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简称口区房管局）紧紧围绕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Ｄ级危房消除、中田赛场馆、园博园和中山大
道环境整治等市级目标任务，重点做好物业服务

“一号议案”和电视问政、重点项目房源筹集、房地

产市场调控和房屋安全生命周期信息系统建立等

中心目标工作，准确把握职能定位，将效能管理与

人性化管理相结合，使市级重点项目、区级民生工

程和本局主业务工作全方位稳步推进，实现重点

项目有成效，民生工程有实效，基础工作有突破的

“三有”局面。

【保障性住房】　２０１５年，口区房管局注重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并作为年内工作的重点。为确保完

成年度任务，一方面积极落实中央和省市区政府的

各项政策，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协

调市职部门，对具体任务按照区、街、社区三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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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细化落实；另一方面对全区保障房项目建立完

善的工作日志，全面掌握项目进度、存在的问题，全

力以赴做好政策面的协调工作，做到项目的质量、进

度双保障。全区的保障房项目建设总量在全市遥遥

领先，年内开工８７００套，竣工７７００套，分配入住
１２００套，完成率均为 １００％。２０１５年，口区被评
为武汉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先进单位。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１日，武汉市委督查室处长袁自力、市房管局总工程师邓绪海检
查口区Ｄ级危房排危治理工作

把握职能导向，使住房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

按照中央、省市的相关政策，口区房管局在着力构

建住房保障体系的基础上，确保保障性安居工程计

划落到实处。全力做好新保障体系和管理体系的各

项工作，制定各类保障对象入住的后期管理体制。

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基础工作，完善资格审核信息

系统，确保信息准确、及时、有效，为实现住房保障准

入退出机制奠定基础。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工作机

制，做好公租房配房和廉租住房保障工作，按照分类

保障的原则实现“应保尽保”，全年共完成公租房分

配３０５２套，为目标任务的１８５％。基本完成组建公
共租赁性住房管理机构和运营机构。

把握发展导向，为全区重点项目提供房源保障。

为保障全区重点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本局进一步

加强房源的筹集、分配和管理，特别是做好逾期房源

预警和相关管理工作。在全力做好房源筹集保障工

作的同时，立足“两个改变”：改变“就保障谈保障”

的思想观念，把住房保障工作上升到助推经济社会

发展的高度，将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全区建设相结合、

与旧城改造相结合、与市政公建配套相结合、与城乡

统筹相结合；改变“单打独斗”的工作方式，变房管

部门被动的“单兵作战”为主动与各项目指挥部、各

部门、各街道的“群策群力”，强化服务，规范管理，

统筹协调。全年为全区重点项目提供安置房源

１４８５套，较好地保障项目推进。

【房屋安全监管】　２０１５年，口区房管局全力推
进 Ｄ级危房排危治理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为顺利完成排危任务，消除房屋安全隐

患，本局起草制定《口区 Ｄ级危房排危治理工作
方案》，按照“在项目中消除危房为主导、标本兼

治、分类推进、权责统一”的原则，根据每栋 Ｄ级危
房的具体情况综合施策；按照“三个一批”，即“三

旧”（棚户区）项目改造一批、政府出资治理一批、

督促房屋安全责任人自行修缮排危一批的方式，

实际消除３３栋在册 Ｄ级危房和６栋新增危房，任
务完成率１００％。

创新房屋安全监管模式，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工

作。建立和完善以相关部门、街道和社区为主体的

全区房屋安全监督管理网络。为防止辖区内房屋出

现责任性安全事故和人员伤亡，按照行业和属地管

理相结合、行业管理为主的原则，构建以区房管、建

设、规划、城管、安监、公安等部门和街道、社区为主

的区房屋安全监督管理网络，初步形成齐抓共管的

房屋安全管理格局，基本建立以社区为单元的房屋

安全管理网络，使管理到边到角。２０１５年，完成对
全区７７栋、３８万平方米的房屋安全鉴定，并采用

项目征收、加固处理等手段，消除

各类危房４８栋、共计面积７０００平
方米。

【环境整治】　２０１５年，口区房
管局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美

丽生态口建设作贡献。针对中

山大道改造工程（口段）、中田

赛场馆建设及周边整治、园博园周

边环境整治等多项市级重点项目，

本局全力推进房屋征收（拆迁）、

道路建设和立面整治、绿化、亮化

等多项工作。长江大道改造工程

（口段）在全市率先完成道路施

工断面的移交，保障本区段内改造

工程的顺利推进。中山大道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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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６日，口区首批公租房配租摇号工作顺利完成，图为口区
２０１５年公共租赁住房摇号配租仪式现场

工程做好相关前期工作。配合完

成中田赛场馆及园博园周边环境

整治工程，对辖区内５条主干道沿
线房屋立面状况进行调查，掌握房

屋立面破损程度、附属设施好坏以

及居民需求，先后投入 ２７２６万
元，对两项目周边 ２１栋、１１７万
平方米房屋立面进行综合整治，使

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受到群众和社

会的好评。

【物业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房
管局准确把握服务导向，物业小区

规范管理稳步推进。完善本区关

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相

关规定。为切实加强区内物业企

业监管力度，有力推进“电视问政”和“一号议案”的

落实整改，着力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奠定基础。全力

落实电视问政和“一号议案”整改落实工作任务。

通过广泛动员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相关制度、

落实工作措施、建立信用体系、加强宣传引导、畅通

投诉渠道等措施，全力确保各项整改落实到位，受到

人大代表的好评。建立定期调度制度。立足实际抓

好实效，针对物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门别类抓好

抓实。加大对物业服务企业违规行为的整治力度。

建立监督整改制度、联系沟通机制和物业民调制度，

切实处理物业小区内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从

源头抓起，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

及时把握民生导向，配合做好老旧电梯、三无水

箱等相关工作。做好老旧社区问题电梯的维修更

新，组织相关调查论证后进行公开招投标，按照规定

程序和规定时间逐步推进。落实完成“三无水箱”

的清洗工作，核定区内涉及无主水箱的６个街道、７３
个无主水箱主体，并申请专项资金，筛选３家专业清
洗公司，组织相关街道清洗水箱。

【权属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房管局注重创新产权
管理模式，房屋全生命周期管理基础信息调查工作

全面启动。上年因资金问题致口区调查工作较其

他区启动滞后，当年５月本局及时启动前期招投标
和试点工作。截至年底，地理底图预估调查房屋

２９４５８栋，经现场调查按产权分栋实际完成２２８０８
栋，外业调查工作全部完成，内业落地关联完成

２２８０８栋，完成率１００％，产权关联完成１１０３３栋，
完成率４８３７％。同时，积极组织力量推进区级质
检查、产权关联和地理底图二次更新工作，为下一步

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

和便民化奠定了基础。

创新税费征收模式，实现代征税收逆势大幅

增涨。２０１５年，由于政策性下调收费标准，使房屋
交易手续费、抵押登记费等税费的征收大幅降低。

同时，本区的房地产市场以保障性住房居多，交易

市场较兄弟城区相比，明显不活跃，综合导致税收

无法大幅度提升。２０１５年区房管局年初的目标任
务较上年涨幅为２５％（全区其他经济部门增涨率
为１２％），并制定相关措施。年初结合绩效目标从
分管领导、部门责任人到办事科员，分别落实目标

责任，对每个工作环节、工作要求做到职责明确，

分工协作。坚持执行周六延时工作制，延长办案

时间，扩大征税覆盖面。制定操作性强的挖潜增

收工作方案和举措，调整坐等征收为主动组织税

收，由工作人员主动联系项目，组织税源。同时到

市职部门争取支持，协调相关项目，圆满完成了全

年目标任务。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５年，口区房管局注重加强政治
理论学习，不断提高干部和职工的理论水平和政策

水平。按照“三严三实”专题活动要求，强化政治纪

律、政治规矩，努力加强作风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并

结合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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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以领导干部上党课、观看廉政电教片、请老师

授课等形式给全局干部职工集中培训１３次。树立
干部职工的法制意识，加大法制宣传与教育力度，对

受到纪律处分的各类文件通报和媒报宣传及时在局

内宣传栏予以公示，以此警示告诫。全年组织干部

职工参加法律培训、无纸化考试３次，完成法律考卷
１６０余人（次）。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５年，口区房管局继续加强制
度建设，切实落实依法行政。完善并印制《口

区房管局制度汇编》。从事务管理、工作职责、人

员管理、工作流程等方面对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全

面梳理规范和健全完善，有力推动本局“１＋Ｘ”
模式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打造。实行重点工作

调度制度。对市、区级重点绩效目标和区政府交

办的单项重点工作实行单项调度，主要针对具体

问题、具体困难、具体举措进行分析调度，推进落

实。加大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制度的落

实力度。内设局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专班，围

绕重点工作进行专项监督检查，进一步扩大检查

覆盖面。全年累计抽查保障房对象资格审核、房

屋权属登记等执法案卷 ８００起，对发现的问题在
月度监察会议上予以通报，集中归类分析，对整

改的措施及效果进行认定评价，对改进完善工作

提出合理化建议。

【公房产业管理】　２０１５年，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房集团）以房产经营公司为龙头，简化工作

流程，量化工作指标，强化经租管理，细化委托经营，

房产经营创收工作呈现稳中有升态势。

全年完成低收入家庭住房租金核减 ５６７户，
核减租金 １３１３万元，做到应保尽保。严格执行
国家关于直管公有住房过户更名（有偿租赁）、有

偿转让、房改售房相关规定，审核办理直管公有住

房过户更名 ３４９笔，有偿转让 ６９３笔，房改售房
６９６笔。

协助配合各物业公司深化改制，进一步明晰

各物业公司委托经营资产（包括待析产资产）权

属，并登记造册，制定委托经营资产的相关管理办

法，规范租赁经营行为，保障国有资产收益最大

化。督促落实直管公房委托经营租金年收入、改

制企业析产房屋委托经营年收入、集团自有经营

房屋委托改制企业经营收入，计划完成年租金收

入１４８５３５万元，实际完成 １５３９０４万元，完成
计划的１０３６１％。

完成对外协商、签订房屋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

及时收取拆迁补偿费，全年共收取银丰片、长江大

道、江汉六桥等处拆迁补偿费２２０３７５万元。严格
审核拆迁户明细资料，全年审核６５中北片、铁桥片
２期、铁桥片 Ｄ区、江汉六桥片共计３３栋，２１７户，
建面９９１５８６平方米的拆迁资料。

【公房维修服务】　２０１５年，房集团继续围绕维
修服务和房屋安全两大主题开展各项维修工作。

全年大、中、保及专项维修年计划３２２８６万元，实
际完成 ３２１８３万元，其中大中修排危 １７栋，计
２８９３平方米，完成金额１４３０８万元，专项维修完
成金额１７８７５万元。年内小修年计划１７４８２万
元，实际完成小修费用１９６７万元，共疏捞沟管道
７７８３３米、窨井１７２６２个、化粪池２１１个，更换老化
电线１７２０米，维修门窗 １２３樘，屋面治漏 ５１９０
处；排危抢险 ８处等。督促基层管房单位做好小
修应急服务，全年小修服务及时率达到９８％，满意
率达到９０％。

及时完成上级交办各项整治工作。配合大城管

服务工作。全年受理大城管服务平台案件７笔（主
要是整治室外沟管道），结案 ７笔，按规定时限完
成，办结率１００％。落实水箱清洗消毒工作。督促
各单位落实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工作，全年完成

辖区１４８个水箱２次清洗、消毒工作。开展辖区道
路井盖整治工作。继续完善辖区道路井盖的巡查、

发现、整治长效机制，督促基层单位完成道路井盖整

治排查、登记、查漏补缺、建档工作，对井盖排查发现

缺失标识的，统一订购补缺，７５４８个井盖已全部按
要求完成整治工作。

【保障房运营管理】　２０１５年，根据《武汉市房管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的

指导意见》（武房发〔２０１４〕１４３号）文件精神和区
政府有关工作要求，房集团保障房运营服务中

心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正式组建成立，成为口区
唯一一家受区政府委托的保障性住房运营和管理

机构。

租金收取工作全面铺开。截至年底，保障房中

心已从９家物业公司手中正式接管１２个小区在册
的保障房，共计７４６６户，其中廉租房５３６３户，公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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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２０２２户。已收户数为 ６４３５户租金 ３７２４１万
元，租金收缴率为８７１４％。１２月，保障房中心就相
关物业公司前期预收的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以后（即
我方接管前）的所有预收款以及履约保证金的账目

进行核对，并确认金额。截至年底，已接收到物业公

司上述预收款款项约３８９５万元，计２０３６户；已核
对金额但还未打款（华生城市广场物业公司）的预

收款约３９４１万元，计２８２５户；另由保障房中心房
管员预收的 ２０１６年以后租金约 ７４２６万元，计
１５３０户。即截至年底，保障房中心预收款合计约
８９０８万元，计２４５４户。

维修及安保工作及时到位。截至年底，根据

电话、来访及向房管员当面报修等途径收集的租

户报修信息，已安排相关工作人员上门查勘 ５６８
户，上门维修 ８２户，因房屋在质保期内需开发商
维修３７５户（均发函且开发商已签收），外派工程
队维修１３户（已签订维修工程施工合同）。年内
维修成本费计６万元。在保障房中心房管员入户
走访和收租过程中，共发现改变房屋结构或房屋

用途等不合规使用的租户 １４户，当面制止 ９户，
汇总后上报区房管局 ５户，并已向其转交区房管
局发函的整改通知。

（肖腾芳　魏　炜）

建 筑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筑管理站（简称口区
建管站）坚持以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为核心，强化

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联动监管，扎实推进安全质量

标准化、监督工作规范化、监管信息化、管理差别化。

全年完成在建工程项目７８个，建筑面积５７８万平方
米，工程造价约 ６７７９８０亿元，建安税收实现 １５
亿元，区内项目属地纳税率１００％。全年口区辖
建设项目预拌商品混凝土使用率１００％，散装水泥
使用率８８９２％。

【招投标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管站监督管理房
屋建筑工程招标 ９０个标段，建筑面积合计
３７４８９１１万平方米，造价合计６７８０亿元。勘察设
计招标共计２７个标段，监理招标共计１４个标段，设
备材料招标３个标段。应公开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全部公开招标，公开招标率１００％。

招投标项目全过程监督管理无差错，全年电子化招

标项目共计９０项，基本实现资料收集完整、数据准
确、整理规范，并及时归档。

【工程造价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管站对全区
工程施工合同审查备案率１００％，在５１个标段合
同备案中，土建４０个，市政１０个，设备安装１个，
总建筑面积３９６５２万立方米，合同总造价 ７０７１
亿元。全年工期在３个月以上的５０个建筑工程项
目，全部建立《武汉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价款履约

管理手册》，依据造价咨询机构结算审查报告并结

合市造价站有关文件及信息进行依法依规管理，

工程竣工验收前核查现场并严格审查结算书和审

计报告。

【文明施工】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管站大力整顿辖
区内建筑工地的文明施工，从裸露土覆盖、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清理、围墙高度及维护、进出道口硬

化、进出车辆冲洗保洁制度落实、生活区保洁等方

面全面加强辖区内工地的文明施工，保持“创卫”

“创文”成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整治、更换破损

或不合格围墙围挡３０００余米。建筑工地加装门
口自动冲洗设备 ４０余台，安排出动人员１０５０人
次，出动车辆 ６００台次对辖区内在建工地渣土运
输情况进行夜查，辖区内建筑工地文明施工管理

工作开工勘探率 １００％，责任书签订率 １００％，建
筑工程文明施工达标率１００％，纠正率１００％。全
年下达《限期整改通知》１６９份，下达《停工整改通
知》５５份。

【建筑质量监管】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管站严把工程
质量关，下辖的建筑、市政工程监管率１００％。全年
监管的工程项目共７８个，总建筑面积约５７８万平方
米，其中竣工验收项目３７个，建筑面积２８６万平方
米；已备案项目３３个，建筑面积７６３万平方米，科
室共下达质量整改通知单９６份。全年竣工验收项
目３７个（未备案），验收合格率１００％；工程竣工备
案项目３３个，备案率１００％。

【墙体改革与建筑节能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
管站完成受监工程项目中并进行墙体节能验收备

案项目２６项。当年辖区内所有新建工程均１００％
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竣工项目１００％办理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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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４日，口区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培训班在蓝天宾馆
会议室举行

节能竣工验收专项备案手续，新增建筑节能达到

２１９万吨标准煤能力，新建绿色建筑 １８８１万平
方米（中民仁寿里１８８１万平方米，已完成三星级
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新增可再生能源应用

面积３１８２万平方米，商品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用

水泥量８１９７万吨，水泥总使用量
９２１８万吨，散装水泥使用率
８８９２％。完成口区行政中心办
公楼监测系统建设，严格按照有关

政策规定完成征收墙改专项基金，

专项基金管理符合政策规定和财

务管理要求。

【建筑工程安全监督】　２０１５年，
口区建管站受监工程 ４０个，
安全生产监督覆盖率 １００％，共
完成安全监督检查巡查 １３０４
次、专项整治及季度检查 １８次，
共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１６９份，
停工整改通知单 ５５份，共查出
安全隐患 １５９６条，共约谈参建

单位２０余起，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起 ２７
起，罚款１６３万元，有３个项目申报（省）安全质
量标准化达标示范工地“楚天杯”、２个项目申报
（市）安全质量标准化达标示范工地“黄鹤杯”。

（靳惠霞）

２０１５年口区下新增质情况统计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主项资质

类别（专业）

及等级

企业办公

地址
企业法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备注

１
武汉市西亚市

政工程有限公

司

市政公用总承

包壹级

武汉市口区

解放 大 道 １４８
号 －２８号 １６－
１７层二号

周继兵 ０２７－８３８２０２０２ 潘　晶 ０２７－８３８２０２０２

２
武汉市第三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壹级
发展大道３８号 陈汉林 １３９０８６３０９６２ 肖利娟 １８５０７１３３５８５

３
武汉建工集团

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

湖北省武汉市

口区常码头

发展三村４９号
熊钢发 ８３５３５０５０ 程汉武 ８３５３５２５２

４
湖北警笛消防

保安设备集团

有限公司

主项：消防设施

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增项：暂

定建筑智能化

专业承包叁级

武汉市口区

古田二路汇丰

企业总部６座５
层５０２号

余桂云 １３５０７１７８６７３ 冯　远 １８０８６６１０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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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主项资质

类别（专业）

及等级

企业办公

地址
企业法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备注

５
武汉市方正装

饰工程有限公

司

电子与知智能

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消防设施

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承包

壹级，建筑幕墙

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叁

级

湖北省武汉市

口区解放大

道２１号汇丰企
业总部 ７号楼
１０４号－１０８

朱隆光 １３９０７１３８９９３ 梁　惠 １５９２７５２７２２５

６
武汉市口区市

政工程总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壹级

口区古田三

路２号
童康民 １３７０７１４４３０６ 魏巍巍 １３８７１０５２９１３

２０１５年口区资质升级情况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办公地址 企业负责人 职工数
资质类别（专业）

及等级
资质原级 升级资质 备注

１
湖北古田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古田二

路１８－８号
潘连山 １４２人 建筑施工总承包 贰级 壹级

２０１５年经住
建部审核通

过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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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用 事 业

供 水

【概况】　口区供水服务责任单位为武汉市自来
水有限公司汉口供水部暨口营业所，该所下辖一

个营业大厅，位于口区解放大道２４０号。口区
供水面积为４１９２平方千米，供水人口６８６３万人，
辖区售水量占汉口地区的３０％以上。该所担负着
整个口地区２０万余只水表的抄见、管理、更换、维
修、水费收取及抄收到户工程等任务。

截至 ２０１５年底，口区有在册水表 ２０１９６１
只，其中计量地表１８６００只，户表１７９５６１只，考核
表３８００只。

【供水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营业所紧密围绕年初下
达的目标任务，以全面完成经营目标任务为中心，以

狠抓对外承诺服务工作为重点，以推行绩效考核制

度为抓手，努力创新思维、攻坚克难，圆满完成核心

经营指标。

口营业所营业大厅及接待室努力提高窗口服

务质量，员工业务技能、服务规范进一步增强。年内

营业大厅增加ＡＴＭ机自助缴费设备，能够更好的减
少用户等待时间。

２０１５年，口营业所共接待用户来电、来访、
服务咨询及各类用水诉求１６０００余笔；督办和回
复供水热线工作单４９６０笔（其中政府督办件１３４
笔）；通过热线系统上号 １５６笔；全年信息回复完
成率 １００％；用户满意率 ９９９７％；回复及时率
９８５７％。

２０１５年，口营业所每月清理水表资料 ５００

笔，建立特殊用户的管理资料，对用户的用水设施进

行定期的维护检查、更换工作。年内更换水表

１２９１７只，复装水表１５７只，进入校表程序３１只，更
换故障表６５７只，查出内部设施漏水１３７处，安装止
回接头４１９处，有效规范了口地区供用水秩序。

积极配合口区城市基础建设及市政重点工程

施工，全年加强对施工工地供水保障、管网安全的巡

查工作。通过不间断巡查、管网信息交底、签订管网

保护协议、张贴警示标识等措施，在保证口地区用

户正常供水的同时，为相关工地的正常施工创造安

全、有利的条件。进一步规范了消防巡查管理，完成

口区消防设施的巡查，并在检查中对消防设施缺

损等故障问题均及时修复。

【满意基层站所创建】　２０１５年，为进一步方便用
户，口营业所积极倡导、推行“一站式”服务。以

便利快捷的服务方式赢得用户的信赖，受到用户的

欢迎。对于不属于口营业所工作职责范围内的问

题，如内管漏水，一旦用户来访，也绝不推诿，立即协

助上门查找原因，直到用户满意为止。

２０１５年４月，口营业所在全所范围内开展
创建“群众满意基层站所”活动。紧紧围绕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开展“提升自我，为民服务”教育

活动、提高服务质量、优化服务环境、健全长效机

制、完善监督机制 ６个方面的内容开展工作。
口营业所认真组织开展自查工作，并撰写创建工

作小结，对前期所做的工作、查找出的问题以及

制订的措施均进行了归纳、汇总，为下一步工作

奠定了基础。

（洪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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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电

【概况】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武汉供电公司在
口区分布有汉口客户服务分中心口高低压营业

厅、崇仁营业厅、华源电力集团汉口分公司、武汉供

电设计院有限公司４家基层单位，其供电营业区域
与口区行政区划有所不同。截至年底，口区共

有用电客户２７１１万户，其中居民用户２５６３万户；
报装光伏用户１５户，充电桩４个，全年累计售电量
１５５７亿千瓦时。

【汉口客服中心口营业厅】　２０１５年，国网武汉供
电公司汉口客户服务中心口营业厅主要承载着北

起三环线，南到汉水，太平洋以西舵落口以东用户的

供电经营任务。该营业厅有女职工１２人（占员工
数４６１５％，其中党员１２人），她们坚持“服务理念
追求真诚、服务内容追求规范、服务形象追求品牌、

服务品质追求一流”的方针，践行武汉市供电公司

“０２７”服务标准，履行国网“三个十条”承诺。她们
坚持晨迎、站立迎送、五声接待、班长导服制、共产党

员示范岗、“一柜通”、“报装无休日”等窗口服务举

措，建立口“电力联系站”、“共产党员服务队社区

服务站”，走街串户推广网格服务工作，２４小时解决
用户急难，平均每月接听电话２５０个，受理各类咨询
８０余笔，解决各类用电故障１７０余笔。年内，口
营业厅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也是国网

武汉供电公司首次获得此项荣誉。

【汉口客服中心崇仁营业厅】　２０１５年，国网武汉
供电公司客服汉口分中心将崇仁营业厅作为供

电服务网格化管理先行试点班组，其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汉口客户服务分中心崇仁营业厅依托

“五个一”工作机制（一张图一张表一张卡一个群

和一本网格通讯录），及时制定《客服汉口分中心

崇仁营业班供电服务网格化工作实施方案》，深

入推进落实投诉受理、故障报修、停电信息等服

务重点工作，为客户提供可靠、高效、便捷、智能

的全方位服务。“一张图”就是细化服务片区及

网格管理，进行网格划分；“一张表”就是实施三

级管理（网格员、网络联络员、网格管理员），明晰

网格设置；“一张卡”就是推行网格服务电话，及

时响应客户诉求，进行网格联络；“一个群”就是

通过微信群搭建网格服务信息平台，进行网格交

流；“一本通讯录”就是通过供电服务网格化街道

社区物业通讯录，确保网格畅通。崇仁营业厅供

电网格化服务自启动至今，用户对投诉反映处理

时效和结果满意率达到１００％。以前工单处理是
有投诉只能事后介入，工作开展相对被动。网格

化管理工作开展以后，形成无缝对接服务新模

式，实现服务动态化和服务精细化的转变，以及

客户认同感的培养，使供电服务的终端向前延

伸，服务信息实现端口前移。

【华源电力集团汉口分公司】　武汉华源电力集团
有限公司汉口分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成立，由原汉
口地区汉口、口、常青３家实业分公司整合而成。
公司主要从事汉口地区城区２０千伏及以下电网新
建、技改、大修工程施工总包，２０千伏及以下用电客
户的业扩包装及改造项目，２０千伏及５０００千伏安
以下用电客户配电工程设计，资质范围内修造、试验

等其他项目。同时，也为区域内的主业单位提供非

生产性设备的巡视、维护、抢修、物资配送、车辆、后

勤服务。汉口分公司成立以来，坚持努力为社会广

大用户提供优质工程服务。其主要承接的工程项目

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门诊医技

楼１０千伏供电工程、华润苏果超市（湖北）有限公
司１０千伏供电工程、武汉市劳业瑞星房地产有限公
司（伟业国际公寓）１０千伏供电工程、武汉大陆桥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１０千伏供电工程、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工程大学电力增容工程、联发·九都府专用中

心配１０千伏供电工程、华生———汉口城市广场三期
基建用电工程等。

【武汉供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武汉供电设计院有
限公司创建于１９６０年。该公司具有工程咨询火电
专业甲级资质、电力行业专业乙级资质，以及工程勘

察专业类丙级资质。其业务范围包括：承担武汉公

司电网前期项目可研，电网新建工程、电网技改工

程，以及配电网中低压改造工程设计，受客户委托开

展区域性规划设计，客户工程项目可研及工程设计。

该公司于２０００年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体系认证，并拥
有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ＣＡＤ）系统，管理信息系
统（ＭＩＳ）和办公自动化系统，已实现档案数字化，信
息管理网络化，具有满足客户要求的实力和市场竞

争能力。该公司现有员工１４０人，工程技术人员８５
·７６１·

·公用事业·



人，其中一级注册建筑师 １人，二级注册建筑师 ２
人；一级注册结构师２人；二级注册结构师１人，注
册造价工程师４人，注册电气工程师６人，注册给排
水工程师１人。公司现设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财务
部、技术部、市场部、输电室、变电室、配电室、土建

室、勘测室、系统室、总包工程部等１２个部室。该公
司自成立后，潜心于城市电网供用电技术的设计和

研究，在城市电网规划、小型化变电站、户内变电站、

地下变电站、数字化变电站、电力电缆隧道、杆线入

地、多回共杆、耐热导线的应用和配网供用电技术等

方面均具有较深的造诣，在行业内技术领先并具有

良好的信誉。该公司长期秉承“诚信服务、精心设

计，快速优质地为客户提供满足要求的产品”的质

量方针，坚持“以人为本、管理科学、设计求精、顾客

满意”的宗旨，热诚为电网建设和广大客户服务。

该公司坚持用真诚赢得信誉，用精细打造品牌，共创

美好的明天！

【供电服务】　２０１５年，国网武汉供电公司报装工作
建立“就地报装、集中管控、一口对外、一口对内”管

理模式，开通网上报装平台，高低客户用电报装平均

接电时间缩短２０％。全年区内共新装及增容，完成
居民单相５１５户，三相１１户；非居民单相５７６户，三
相６５户；电动汽车单相１１户，三相１户；光伏发电
单相４户。１０千伏共受理６７笔，公用及转改公１３
笔，专用５３笔，光伏发电及分户２户。全年区内无
报装类投诉，无超时工单，报装时限完成率、装表时

限完成率均为１００％。
注重集抄建设工作，建立用电采集系统，并在各

基层单位选配骨干人员组成专班，着力提高采集覆

盖率，提升采集系统运维水平。全年累计完成４３万
用户信息采集系统建设，系统采集成功率９７１５％，
自动化核算户数比上年增加１９８９７５户，远程自动
抄表率比上年提升１５１２％。

大力拓展电费缴费渠道，实现２４小时充值，积
极宣传掌上电力、９５５９８互动网站、电费充值卡、微
信、网上银行等缴费渠道。主动与支付宝形成长期

合作关系，大力推广智能电管家服务。响应“智慧

城市、美丽乡村”城市发展号召，构建公司“互联网

＋智能营销”的服务品牌，实现“购、用、管”一体化
用电服务平台的顺利转变。

继续加大反窃电力度，加强对窃电、违章用电

的处罚和打击，区内口高低压营业厅、崇仁营业

厅全年查处窃电、违章用电用户 ２７户，重拳整治
复兴村、锅厂台等窃电重灾区，有效地遏制了窃电

的嚣张势头。

利用收集短信等推行“无纸化”电费催缴告知

服务，重点关注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和伤残人士服

务需求，提供送递电费通知单或上门收费等服务。

形成一户一策催费机制，温馨催费，倾情服务，利

用网格电话、一对一服务专人等方式为用户量身

定制催缴服务模式。积极落实光伏发电扶持政

策，在全省率先实现个人光伏电站并网发电，顺利

完成一户容量６００千瓦用户报装并网工作。该公
司全面开展供电服务第三方监督，深入排查整改

服务问题，行风投诉回复及时有效。坚持重大保

电和重要用户隐患排查，全年完成世界中学生田

径锦标赛、辖区高考中考、海军工程大学重要外事

活动等重大保电活动，对辖区内重要用户内部设

备开展２４次全面检查。
坚持社区改造、安全隐患排查和用户满意度调

查、用户走访等服务，并取得良好反响，截至年底，共

完成３８１个社区，５９１７０户改造工作，对８社区进行
１６次走访。

为实现“三集五大”体系专业化管理的顺畅运

转，公司提出要以优质服务为主线，以强化协同运作

机制为抓手，进行供电服务网格化试点工作。以崇

仁营业班作为第一份试验田，逐步在其他１１个高低
班组逐步推行，网格工作推行后，客户投诉率显著降

低，供电服务满意度明显提高，供电系统与用户互动

更加频繁，取得可喜的成效。

【光伏发电】　２０１５年７月，武汉宜家家居有限公
司（简称宜家公司）成为口区容量最大光伏用

户。宜家公司光伏分布式发电站位于湖北省武汉

市口区长丰乡额头湾地区宜家家居商场屋顶。

该公司于７月８日向辖区供电部门提交报装申请，
报装容量为 ６００千瓦，经过国网武汉供电公司客
户服务中心受理、武汉供电设计院实地勘察、国网

武汉供电计量部门安装上网关口计量装置，宜家

公司正式并入国网。年内宜家公司共发电

２３４９０６４千瓦时。为支持、鼓励个人投资建设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２０１５年，国网武汉供电公司向
宜家公司支付发电补助９８６６０７元。

（武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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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气

【概况】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位于口区沿河
大道３５８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建设经营管
道天然气、其他管道燃气管网及设施，销售管道燃

气燃具及相关配套设备和提供售后服务等。公司

在口地区分别在京汉大道 ３６８号金玉华庭、解
放大道１３４号古田四路轻轨车站旁设有“口店”
及“紫薇店”２个天然气综合服务中心，业务涵盖
包括抄表收费、新户办卡、零星户报装等多项便民

服务。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０日，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巡线员检查燃气设施安全运行情况

２０１５年，公司紧紧围绕公司经济建设目标，以
创建平安单位为核心任务，努力为公司的生产经

营创造良好、安全、稳定的工作环境。公司员工队

伍保持稳定，未发生违法违纪案件，治安保卫及消

防各项工作目标均控制在指标以内，全公司治安

综合工作态势良好，生产经营秩序稳定正常。在

武汉安全生产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员大会

上，公司再次被市安全生产协会评为２０１５年度安
全生产“零事故单位”，这是公司连续十年获得该

称号。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

署，强化“红线”意识及责任落实，深化隐患排查治

理，夯实基础工作，严格安全管理，推动企业安全

文化建设，广泛开展“员工无违章、现场无隐患、企

业无事故”活动，为武汉市广大用户提供安全可靠

的天然气。２０１５年，公司荣获
“２０１５年度全市平安单位建设先
进集体”称号，被授予“优秀外商

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贡献突

出企业”称号，公司总经理范进才

获得“十佳 ＣＥＯ”称号。

【经营情况】　２０１５年，武汉市天
然气有限公司继续稳步推进企业

创新发展，公司全体员工在董事会

领导下，始终牢固把握“安全、服

务、市场、人才、效益”五大管理重

点，克难攻坚、抢夺先机、稳定增

长、增强后劲，谋求和挖掘企业发

展潜力。公司全年实现总销售收

入３９０７７４万元，实现天然气销售

量１３８３０５万立方米。

【安全管理】　２０１５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安全
生产工作继续保持平稳态势，但受武汉市城市大规

模建设，特别是地铁建设的影响，燃气管网受第三方

破坏的形势依然严峻，对此公司深入开展隐患排查

及治理，积极做好应急预案修编及演练工作，有效推

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文

化建设。

齐抓共管、不断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

系。签订年度安全及风险管理目标责任书，将安

全生产责任逐级落实到基层岗位、落实到个人。

制定方案，拟定措施，定期检查。全年公司级安

全检查累计１８１次，下达隐患整改单 ２９份，涉及
隐患累计 ５４处，全部得到整改。定期召开安全
生产例会 １４次，分析问题，制定措施，并认真予
以落实。完善 ２０项安全规章制度，确保安全制
度体系合法合规。

加大隐患整改力度，保证安全资金，确保燃气管

网安全运行。全年公司隐患整改费用投入达１３亿
元，共组织完成老旧管网改造５１公里，压占整改７７
处，穿下水整改１９处。

坚持培训教育为先，全面开展安全培训。公司

全年共组织安全培训６４次，参加人员累计２５０４人
次。严格执行三级安全教育，狠抓日常安全培训；开

展特色培训，如工作许可证、ＯＨＳＡＳ体系内审、班组
安全文化建设、港华燃气安全等，邀请市安监局、武

·９６１·

·公用事业·



汉安全生产专家来公司普及新《安全生产法》等相

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依法落实安全取证工作，开展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

员、注册安全工程师、应急救援人员、消防管理等人

员培训。全年公司共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２１８人，
注册安全工程师２９人。

年内，武汉天然气有限公司坚持管理与文化并

重，企业与员工同行，在开创市场的同时，将“安全、

专业、稳定、发展”的安全文化理念始终贯穿于公司

经营发展的历程中。通过开展安全知识竞赛、开展

安康杯竞赛、技能比武等各种安全活动来丰富公司

的安全文化建设的内容，通过在各个办公区域、高中

压调压站、管理站、客户服务店面，张贴漫画标识、形

象图片、指示警示等各类安全标志的形式，建立起安

全可视化系统。通过制定安全愿景、安全目标以及

核心安全理念，建立起详尽的火焰安全文化系统。

通过宣传、教育、活动等手段，建立起全员参与安全

文化建设的格局。

【服务管理】　２０１５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大力
开展服务标准化建设工作，窗口满意度测评屡创佳

绩，稳步推进服务质量及客户满意率的提升。

积极推进服务标准化工作。召开服务标准化动

员大会，成立标准化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初步制定

户内维修、改管移表、安检、营业厅、热线五个服务标

准，已形成正式的服务标准发布执行。

深入落实服务检查、持续改善。针对市长专线

回复满意率及自办件办理考评要求提出整改措施，

重视客户投诉，对不满意项要重新处理，切实解决客

户的问题；开展文明创建服务检查工作，迎接市文明

办双月测评。全年累计督导检查１５０余轮次，发现
及改善问题４０余个。公司对外服务逐步规范，文明
创建取得优异的成绩，公司在３４个窗口行业中排名
始终保持上游水平。

开展ＳＱＳ活动见成效。全年共有４５个小组完
成研究课题，收益达５９７万元。年内还新确立项目
３４项，课题质量较往年有进一步提高。积极参与港
华集团ＳＱＳ项目应用推广大赛活动，项目发布获得
好评。

提升安检、安装服务水平和能力，树立优质

服务品牌。以户内安全管理为重点，加强户内安

全运行控制工作，进一步加强户内重大隐患处置

的跟进落实。全年成功实现入户安检 ７４５３万

户，坚持落实一级隐患资料的建立，做到一户一

档、分类编号、对应索引、随调随查。对于特殊的

重大隐患协同政府部门联合处置，采取局部停气

或“先安检后开卡”的方式来落实隐患整改，以从

源头治理。

（陈一斌）

邮 政

【概况】　武汉市邮政局口分局（简称口邮政分
局）地处武汉市中心城区，是武汉八大中心城区营

业局之一。下设３个支局１３个营业网点，口邮政
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网点多、服务功能多、三网

（实物网、资金网、信息网）合一”的优势，积极参与

地方经济发展，致力履行邮政普遍服务职责，并不断

做大做强自身经营实力。２０１５年，口邮政分局现
有员工２１２人，年经营创收７７００万元，储蓄余额规
模３２１１亿元。

【生产经营】　２０１５年，口邮政分局深入贯彻市
局“一次创业”“转型发展、竞进提质”的发展战

略，收入规模、企业效益稳步增长，创历史最好水

平。全年实现收入 ７６６３万元，年均增幅达
１３０７％；规模排位全市主城区第 ５位、全省现业
排名局第１３位，较“十一五”末进两位。“十二五”
期末，劳动生产率达到３６万元，年均增长１９５万
元；职工年人均收益年均增幅２３％，其中，金融类
板块业务，储蓄余额２０１５年实现新增３１７亿元，
实现收入 ４０８４万元，“十二五”期间年均增幅
１４０４％；规模达２８４３亿元；代理保险２０１５年实
现保费２８６亿元，收入规模９５０万元，“十二五”
期间年均增幅２７９２％。邮务类板块，寄递类业务
收入实现 １０２３万元，“十二五”期间年均增幅
１２１６％；电子商务业务收入实现５４１万元，“十二
五”期间年均增幅２６％；集邮专业收入实现９９７万
元，年均增幅５０２６％。

【企业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邮政分局以开展党的
群众性教育实践活动、反“四风”、“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工作为抓手，坚持一个统领，改进工作作风

和办事效率。以参与武汉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

抓手，整治邮政窗口服务突出问题，以客户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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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销服务流程，企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得

到提高。坚持以夯实人才队伍、激发员工创造力

为目标，全面完善绩效管理、干部选拔、先模选树、

职业晋升等管理体系，加大各项激励向生产一线、

创效主力倾斜，培育出湖北省劳动模范李红薇、武

汉市“五一”劳动奖章曹军等先模人物。重视员工

整体素质提升，３人荣获武汉市技术能手、５人获
得“武汉市绿衣天使”称号。

【服务能力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邮政分局注重服
务质量，网点建设能力显著提升。通过“Ｎ站合
一”建设促综合平台转型升级。年内初步建成 ２
个Ｏ２Ｏ业务体验区、９个包裹智能柜、１６个包裹自
提点。１～５月邮掌柜活跃站点９９户，代收费站点
５５户，代购站点６户。通过硬件设备设施完善促
网点硬件升级，全年新增投入 ＣＲＳ机１２台，韩家
墩网点完成整体改造，区邮政分局拥有 ３００平米
以上全装修达标网点１１个。通过“检查通报每日
红黑榜”“服务明星周周评”“服务达标月评比”活

动，保证窗口服务监管工作常态有效，全年共收到

９５５８０及１１１８５转来用户表扬７１件。６５人次获
得市公司周周评服务明星。邮件时限准时率

１００％。邮件处理规格合格率９８％；邮政服务综合
满意度 ８９分，无重大服务质量问题新闻媒体曝
光。在全市开展的窗口行业满意度测评，分局评

分列前三。所辖７个邮政网点被评为“湖北省三
星级营业厅”。以客户为中心开展经营活动，对汉

正街周边网点采取“升级贵宾室及贵宾待遇”，对

长丰市场网点采取走进务工人员开展便民活动策

略，对校园集中网点设立“图书阅览”和业务体验

专区，对社区集中网点设置亲子乐园等，为客户提

供更多理便利的非金融服务。

【回馈社会】　２０１５年，口邮政分局进一步体现邮
政通政、通民、通商的行业特征，坚持与街道社区开

展爱心帮扶文明共建活动。２０１５年，为了真情回馈
社会，口邮政分局组织开展“回馈社会———夏季

送清凉”进社区放电影活动，进入２８个社区为广大
市民免费放电影。联合社区组织开展关注民生、服

务社会的“爱心早餐大派送”活动，以党支部为单位

与社区党组织开展“双认领”活动，韩家墩党支部长

期为４名困难的帮扶对象进行慰问和帮扶活动，送
去企业的爱心，被省邮政公司授予“全省十佳示范

党支部”。

（吴春霞）

电 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区分公司·

【概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区分公
司（简称口电信）位于解放大道 ２１７号，是一家
以移动通信网络和固定通信网络为基础，为辖区

居民、企事业单位、政府和国防单位提供固定电

话、移动通信、互联网接入及应用等综合信息服务

的国有企业，经营业务主要包括移动电话、固定电

话、宽带、ＩＴＶ电视、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信息咨询等。口电信内设５个部门和５个分
局。通信服务范围东起武胜路、青年路、常青路一

线，西至张公堤舵落口，南抵汉江，北至张公堤三

环线。２０１５年，口电信以４Ｇ引领天翼，突出宽
带优势，发展新兴业务助推企业规模发展，让收入

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基础业务持续稳健，新兴业务

快速推广，重点市场有效拓展，各项工作成效明

显。口电信获得“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省级文明单位”
“湖北省卫生先进单位”“２０１５年度全市内保工作
先进集体”等称号。

【渠道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电信明确以开放、合作、
务实的态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聚焦销售渠

道拓展。横向打通自有和社会渠道之间的隔膜，纵

向穿透全渠道厅店政策和销售技能培训、业务支撑、

服务和激励等工作，形成渠道合力，量质并重做强销

售渠道建设。

【通信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电信把提升用户满意度
和增强用户获得感作为工作出发点和立足点，不断

提高服务水平。完善用户服务规范制定，从制度、规

范上保障用户服务质量。创建服务示范营业厅，进

一步提升营业厅服务质量，为用户提供便捷、透明、

满意的服务。强化装维人员上门前、上门时的宣传

工作和使用辅导，降低服务与投诉风险。采取有效

措施，不断优化装维响应流程，缩短障碍处理时间。

（李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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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口区分公司·

【概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口区
分公司（简称移动口区分公司）位于口区，地址

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汇丰企业总部７号楼，公司
内设综合部、渠道销售中心。其主要工作是经营移

动通信业务包括语音、数据、多媒体等。

【业务发展】　２０１５年，移动口区分公司重点业
务收入增幅明显，全渠道４Ｇ终端增长迅速，推动
移动４Ｇ业务快速增长。全年公司流量收入比上
年增长 ５５％，４Ｇ用户占比超过 ４５％。注重落实
“宽带中国”的战略，继续加强对宽带用户的发展，

口小区移动宽带覆盖率达到８０％，宽带用户增
长２６％。

【渠道营销】　２０１５年，移动口区分公司以“加快
转型、规模发展”为指导，区分公司根据市场情况

对渠道实行项目人负责制，将渠道进行区域化管

理。通过优化管理，发展星级渠道及末梢渠道加

大对客户的接触面，更好的服务于区域内的用户。

通过为渠道代理商提供业务培训，提升渠道的营

销及服务技能。推动公司经营业绩稳定发展。

２０１５年获得公司服务规范执行奖及多个优秀个人
奖项。

【通信服务】　２０１５年，移动口分公司政企客户
中心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持续提高客户服务能力。

通过客户经理日常拜访，短信关怀，加强企业与集

团客户间的沟通联系，构建和谐友好的客户关系。

坚持与口区企业家协会等社会团体合作，开展

多场行业联谊会，搭建企业沟通交流平台。同时，

加速４Ｇ普及力度，针对企业客户提供上门办理换
卡、流量套餐定制等活动，集团客户 ４Ｇ普及率达
到８０％以上。在政府企业信息化方面，围绕４Ｇ网
络，加深与辖区内政企客户的信息化合作，着力拓

展４Ｇ应用，推出４Ｇ单兵、云直播、中小企业兴业
云等新产品及应用。助力口区政府企业客户信

息化发展。

【网络建设和维护】　２０１５年，移动口区分公司积

极优化网络结构，跟进新建市场和小区，满足企业发

展以及用户需求。积极推进４Ｇ（ＴＤ－ＬＴＥ）网络建
设，用户手机上网可以达到４０Ｍ下载速率。提升宽
带设备容量。分公司对网络设备和结构进行优化，

并积极开展网络资源整治，实现互动电视 ＩＴＶ平台
升级及用户可用带宽达到１００Ｍ。

及时保障网络质量，调整重心维护架构，加强维

护基础管理，为维护工作提供保障。优化人员结构，

明确人员职责。合理安排维护人员分片区对应各类

故障，确保故障处理的及时性。严格落实维护作业

计划，加强设备的日常性维护和巡检，将故障压减在

隐患中。定期对设备清洁、现场管理、工程质量、跳

线质量及装移机资源准确率检查。加强对基站空调

的巡视和维护，对于老旧空调，进行上报并及时的予

以更换。加强设备抢修、及时做好客户装维服务，确

保网络安全。全年整体网络维护指标稳定，故障抢

修及时率稳定在９９％，重复告警控制在 ３％以下。
积极响应市场需求，提升政企客户服务保障水平，集

团客户专线抢修及时率１００％，故障历史平均低于２
小时。

（丁　娜）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口营销中心·

【概况】　中国联通武汉分公司口营销中心（简称
口联通）是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武汉市分

公司下属的区县分支机构，位于武汉市建设大道

１４２号。具体负责口区域的联通业务发展与客户
服务，设有８９家专营店，１３家合作厅，２７０多家代理
销售点，主要经营移动语音与数据业务、固定电话、

互联网宽带与专线电路、系统集成与信息化应用等

业务。

２０１５年是４Ｇ和宽带深化转型发展的关键年，
也是受营改增、实名制、提速降费等行业变化及要

求影响较大的一年。口联通紧盯移网存量用户

重点业务收入增幅明显，积极组织全渠道加强众

筹终端的大规模订购，继续开展用户维系和４Ｇ迁
转，公司流量收入比上年增长５６％，收入份额、用
户规模得到稳固。按照全年规划，重点推进“渠道

补强、项目挖潜、存量经营、管理增效”等中心工

作，在渠道建设、用户经营、固网突破等方面取得

一定成绩，市场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中国联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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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口营销中心先后获评口区“学雷锋志愿者”

先进单位，公司分工会被武汉市总工会评为“武汉

市先进基层分工会”和“市级模范职工之家”，公司

党支部多次获得中国联通武汉市分公司“先进党

支部”称号。公司顺利通过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

司基础管理达标验收并获得全省第二批检查单位

第一名的成绩，顺利通过武汉市档案局“档案规范

管理 Ａ级”达标验收。

【业务经营】　２０１５年，口联通作为 ４Ｇ通信和
宽带运营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对电信企业的要

求和部署，着力推进国家“网络强国”、“互联

网 ＋”行动计划、“宽带中国”等战略，积极承担社
会信息化的各项工作任务。全年继续加快推进

４Ｇ、宽带的网络建设和业务发展，加快实施提速降
费，推出流量单月不清零等举措，惠及社会和民

众。同时，严格落实工信部电话实名制要求，深入

开展“黑卡”治理专项行动，完成电话用户实名率

专项任务，加强行业纠风建设和申诉管控，实现客

户申诉量行业最低。积极推出４Ｇ主副卡业务，主
副卡可共享套餐内语音和流量，主副卡本地互拨

免费等优惠；推出面向三网用户（移动、联通、电

信）的流量银行，用户可以查流量、赚流量、存流

量、充流量、流量通兑等；推出“智慧沃家”融合业

务，不仅为辖区内家庭用户提供宽带、语音、数据

共享，合单缴费等业务功能，还提供互联网电视、

云盘、安全监控等丰富的增值产品；推出包括沃家

电视、智能家居、健康医疗、娱乐教育等在内的互

联网应用服务，受到用户的好评。

【网络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联通为助力信息化建
设，以落实“宽带中国”“互联网＋”等国家战略为契
机，以提升客户感知为目标，全面加强网络能力提

升，集中资源全面投入４Ｇ和宽带网络的建设，努力
打造更加完美的精品网络。截至年底，共建立 ４Ｇ
基站１２０余个、实施光改专项行动新增ＦＴＴＨ端口３
万余个，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智慧城市建设等战

略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网络保障。

【通信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联通坚持并秉承“以人
为本，服务大局、奉献社会”的服务理念，在做好生

产经营与客户服务工作的同时，着力打造绿色网

络环境，传播网络“公益文明”，让客户体验更加放

心、便捷的服务，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认真贯

彻落实国家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策略，坚持绿

色发展，推进技术节能和管理节能，实施老旧设备

更换，加强物资循环利用，开展电磁辐射管理，节

约建设通信设施。注重开放合作与互利共赢，积

极与友商中国电信开展深度合作，以“资源共建共

享，客户服务提质计划”为广大用户加快改善以

４Ｇ为重点的网络覆盖和服务质量，为辖区党委政
府、各企事业单位以及民众提供更加优质的通信

服务。

（邱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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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管 理

发 展 改 革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
口区发改委）主动适应宏观经济新常态，正视转

型艰难爬坡期，集思广益应对挑战，主动担当破解难

题，立行立改转变作风，牵头承担的市级指标全面完

成。年内口区完成生产总值５４７６亿元，按可比
口径，比上年增长 ７２％，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２９８亿元，增长２３％；第三产业增加值４１７７亿
元，增长８８％。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２５６∶７４４
调整为２３７∶７６３。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碳耗下降
率达到３２％、３５％。重点领域、重点工作实现突
破，集中全区智慧完成编制“十三五”规划《纲要》；

重大项目建设综合效益凸现，开竣工面积达到４００
万方，为历年最高水平；古田老工业基地争取专项资

金、专项建设基金达到７亿元，创历史新高。

【发展规划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发改委认真编制
“十三五”规划纲要，研究提出“坚持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主题不动摇，打造两个升级版，完成三件大事、

建设三大功能区、培育三大产业”的总体思路，探索

建立民生优先的指标体系，得到区委、区政府和社会

各方面的充分肯定，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经济社会各

领域专项思路研究，谋划建立总规模超过４４００亿
元的“十三五”项目库，协调推进３６个专项规划编
制。同步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十

三五”规划按年度实施。积极参与武汉市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启动制定“汉江湾创新空间”综合规划，

构建“一轴两园”空间格局，重点打造古田二路创新

汉江湾发展示范轴，努力使汉江湾成为创新乐园、创

业家园。

【重点项目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发改委始终把重
大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牛鼻子牢牢抓在手上。

坚持不断完善优化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实施梯次管

理、分层调度。全区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３９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２％。按产业构成分，第
二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９８亿元，下降５９％；第
三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３８８６亿元，增长
１７３％。第二、三次产业投资之比为 １∶９９。年内新
建停车泊位２２８０个，实施重大项目７８项，召开项
目调度会５０余场，全区交出旧城征收５８万平方米、
“城中村”改造拆迁１０５万平方米、重点市政工程征
收１５万平方米，公交枢纽片等３宗地块挂牌，复地
汉正街等１５个项目新开工、总面积达到２７５万平方
米，荟聚购物中心等 １５个项目竣工、总面积达到
１３３万平方米。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填补历史空
白，重塑城市格局，提升功能环境，对口未来发展

将产生深远影响。

【“两型”社会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发改委以优
化产业结构、推广新能源利用、发展绿色建筑、强化

环境整治、加大节能减排、推进改革创新、引导低碳

消费等７大方向１９项任务作为“两型”工作重点，
以政府文件下发到全区各单位贯彻执行。积极开展

市级低碳城区试点。市发改委发文批复将口区列

为市级唯一低碳城区试点，并得到项目资金支持。

按照市级低碳城区试点工作要求，加快建立以低碳

排放为特色的产业、建筑、交通体系，践行低碳消费

理念等方面展开试点，新建海尔智慧广场等一批高

星级绿色建筑项目。《口低碳城区建设规划

·４７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编制基本完成。区发改委、科技局、
公共机构节能办联合举办“节能宣传周暨新能源汽

车推广活动”，并现场展示８家企业的新能源汽车
２０辆，以及组织试驾体验活动，激发市民购买、租赁
新能源汽车积极性。建设一批充电桩，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建设项目完成招标，大力推动万家企业能源

管理体系建设，建成能源在线监测站１０个。积极宣
传推介汉江湾生态牌，古田生态新城成功入选 Ｃ４０
全球城市气候领袖群可持续发展典型案例。武汉市

第四中学、武汉市第四初级中学教学园区ＬＥＤ路灯
建设项目建成，３所小学的教材循环利用进展顺利，
２家企业的清洁生产项目进入实施阶段。

【经济运行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发改委围绕“互
联网＋”行动及现代商贸、工业服务、健康服务三大
主导产业，完善产业创新工作机制和实施方案，产业

发展思路更加清晰。统筹重点指标监测调度。定期

召开调度会，针对重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重点企业

情况及存在问题，及时召集相关部门进行调度，多次

组织开展指标调度会。强化经济形势分析。结合培

育新兴产业、增强区级财力、发展社会民生“三大重

点”，对经济运行中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度

研究，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按季度形成经济

分析。加强产业招商、产业研究、产业调度，引进马

应龙网络投资、九州通医疗信息科技、石化盈科、修

正堂大药房等优质企业７８家，航天电工集团华中总
部、航天电子、航天物联网研究院等企业引进已签订

意向协议。电商基地集聚企业４３０家，宜家购物中
心顺利开业、人气爆棚，江城壹号成为文化领域新焦

点，同心健康产业园引进医疗健康相关企业２７家。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环同济健康城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产业集聚效应开始显现。全年实施投资超过３０
亿元现代服务业项目７个，引进优质企业 １０２家。
积极推进投融资创新，用足老工业区全国试点的金

字招牌，争取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专项 １５５亿
元、国家专项建设基金４４３亿元。年内成立区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粮食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发改委严格遵守各类
报表的报送时间，完成报表报送工作。口区发改

委加强对军供站的指导、服务和协调工作力度，坚持

“以兵为本”和“全天候”为部队服务的宗旨，坚持送

粮上门服务，积极落实“一批一检一报告”制度，确

保军粮供应万无一失，军粮质量合格率为１００％，并
得到辖区驻军的好评。积极做好为辖区企业争取省

粮食技改贴息项目的工作。湖北省金穗长丰粮食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声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

已申报成功，分别获得市级科技创新扶持资金１０万
元、省级科技创新扶持资金８０万元。按照省粮食局
放心粮油店的申报要求，积极开展２０１５年放心粮油
店的申报工作。组织开展参与粮食宣传周活动。１０
月１２日—１０月１８日组织开展口区爱粮节粮进
校园、爱粮节粮进社区的宣传周活动。联合区教育

局选择不同中小学校发放宣传册、张贴宣传画，同时

也在社区发放了宣传册，展示宣传展板。

（胡自勤）

经济和信息化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商务局、
中小企业发展局）（简称口区经信局）紧紧围绕全

区转型发展、加快化工企业搬迁、发展现代商贸业和

总部经济、服务企业等重点工作与全年工作目标任

务，克难攻坚，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

履职尽责。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２０１５年，口区经信局编制
全区总部经济发展指导手册，提升优化企业入驻环

境。引进葛洲坝财务等８家总部企业，留驻二电线等
１６家总部企业。远大医药总部入驻宝丰路城市广
场；海尔智慧广场建设正式启动；二电线销售总部留

驻天宇·万象国际写字楼；航天电子华中总部拟入驻

１１３５片三期地块，已签订合作协议书，完成初步设计
方案，土地挂牌筹备工作正在落实。克服工业经济增

幅下滑和企业下户的“双重”困难，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４００２亿元，位列全市中心城区第三位。
围绕现代商贸强区目标，形成《现代商贸业发

展行动方案》，已通过区政府常务会，并进入《决策

参考》。指导中百、工贸、国美等传统商贸企业，探

索实施线上线下融合。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７６７亿元，增幅１０３％，绝对额列全市第二；引进
１２家专业销售公司、连锁商贸企业总部，宜家荟聚
购物中心正式开业并实现集中结算工作。

【企业工作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区经信局制定《
·５７１·

·经济管理·



口区领导对口联系企业工作制度》《口区企业直

通车制度》等政策性文件，帮助企业争取扶持资金

１８８９８２万元，用于重点产业、骨干企业 ２５９５万
元。全年共深入１３５家企业，收集整理问题１１５个，
其中９３个问题已协调解决，１８个问题已形成解决
方案，４个问题因政策原因无法解决，已向企业进行
宣传解释。组织策划企企对接活动３次，政企对接
活动２次，银企对接活动２次，推动“区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发布口百强企业和行业十强企业名

单。组织“两化融合”（指信息化和工业化的高层

次的深度结合，是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

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两化融合的核心

就是信息化支撑，追求可持续发展模式）对标诊断

培训等９次企业家培训活动，培训企业３００余家次；
组织各街道（开发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创业、再就业

培训１５次，培训 ２８００人次，实现新增就业人数
３３３６０人，新增小微企业２７２６家。指导帮助易惠信
息、企派信息荣获市“创业雏鹰”冠军和第８名。指
导帮助远大制药获批工信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

试点企业，港华科技获得市信息产业专项发展资金

奖励１０万元。征集两化深度融合建设项目１８个、
互联网新产品项目３个，实现红星美凯龙、茶叶市
场、汉正街第一大道、南国西汇免费 ＷｉＦｉ全覆盖。
进一步掌握７家未改制企业现状，重点推动武汉标
准件二厂的改制工作，检查３３家改制企业职工切身
利益落实情况。及时协调做好恒隆广场变电站选址

等事项，保障全区重点项目开工、开业和重大活动的

顺利开展。

【市场监管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经信局办理再生
资源备案登记１５家，再生资源回收示范站２家，酒
类流通备案登记７８家。全年共组织全覆盖式安全
检查３００余人次，检查经营单位（户）２００余家。

【法制建设及依法行政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经信
局紧紧围绕中心工作，重点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成品油

市场管理办法》《酒类流通管理办法》《旅行社条例》

等培训，不断增强了干部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能力

水平。继续通过精简程序、现场指导，向群众提供方

便快捷的政务服务，年内共办理行政业务 ３６０件。
年内共接收市级下放权力事项１９项，划转３项，取
消１０项，确保各项新增行政权力顺利“落地”。

【综合治理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经信局深入开展
“平安商圈”活动，加大对重点商圈不稳定因素的排

查治理，确保商圈地区安全形势持续好转。紧盯安

全生产目标。以安全生产“两化”体系建设为抓手，

进一步加强行业安全指导与归口企业安全监管，确

保本局安全形势持续好转。

（罗婷婷）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口区
质量技术监督局〔简称口区工商（质监局）〕以机

构改革为契机，积极适应工商质监体制的新形势、新

挑战，实现“人员、思想、工作”的平稳过渡，为助推

口经济转型发展、跨越发展提供更大力量。２０１５
年，区内未发生重大特种设备安全事故，被评为武汉

市工商系统综合考评先进单位、武汉市质量技术监

督工作优胜单位、口区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

【机构改革】　２０１５年８月，根据口区委、区政府
批准，设立武汉市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挂武汉市

口区质量技术监督局牌子，划入原武汉市口区

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职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区

质量技术监督局）机关行政编制３５名，设１１个内设
机构、２个直属机构、１１个派出机构，派出机构实行
局、街双重管理。同时，区工商（质监）局下设１个
二级事业单位，即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所。

【商事制度改革】　２０１５年９月，口区正式实施
“三证合一”企业登记制度，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

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合并，核发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放宽注册地址条件，

相关企业可以实行“一照多址”“一址多照”；推进注

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全年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１２２５６户，依法登记合格率达１００％，其中新增私营
企业３９３４户，比上年增长５２％，新增个体工商户
８０１０户，比上年下降６８％。

【协税护税】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质监）局积极
扶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为个体工商户

转型升级创造条件。全年引导扶持２４７户个体工商
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其中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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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户、个人独资企业的５８户。积极引进一般纳税
人４户，外区迁入企业４户，产生税收１０００万元。

为增加税收来源、固化税源，在汉正街市场、汉

西建材市场开展试点，盘活存量资源，加大办照力

度，开展新办企业回访工作。全年两个市场新增企

业３５２户、新增个体户１７９３户，新增企业注册资本
１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１６８户、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以
上的企业２３户。

【市场秩序整治】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质监）局
积极落实企业即时信息公示和年度报告工作，区内

年报公示率达到８０％，注册企业实际活跃度和存活
率水平得到提高。对辖区企业的公示信息、出资信

息、年报信息开展３次随机抽查，同对辖区内涉及金
融服务业的企业开展１次定向抽查，共抽查检查企
业６４０户，对辖区私营企业开展２次问卷调查，共计
调查企业３０６户，为开展“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
系研究”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组织发布市场主体

诚信“红黑榜”，完成将３３４９户企业列入异常名录，
将１９７５１户个体经营户进行异常状态标注，完善
“任职限制”信用约束机制。全年开展联合执法１２
次，摸排经营户５２９户，下达行政指导书８３份，查处
证照不全的经营户７１户，取缔违规企业１０户，对２
户违规企业罚款合计３５万元，效果明显。

开展期刊广告专项整治工作，清理期刊１９家，
监测广告５０条，发现违规广告１条，查处违法公司
４家。对全区４４７家广告企业经营状况开展统计调
查，区内广告企业２年经营额合计到达２７３亿元。
全年受理户外广告登记２３６份，办理变更６７份。

加强建立农贸市场长效管理机制，共投入１２００
万元对６家农贸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和标准化建设，
对全区３２个农贸市场进行规范整治和管理。发放
宣传资料５００份，检查农贸市场８０次，检查经营户
５０００户次。开展农贸市场计量衡器抽检工作，随机
抽取全区市场中经营户在用的计量器具进行计量检

定，合格率达 ９７３３％。全年共受理市场投诉 ６７３
起，处置率１００％，满意率９７％。

在汉正街中央服务区进行“零无照经营示范街

（路段、市场）”试点，开展无照经营综合整治６次，
规范发照１１６１户，下达行政指导告知书１５１份，取
缔无照经营３３户，为保障居民人身健康安全、维护
市场经营秩序。全年共开展各类专项整治４８次，查
处案件１９５起，其中大要案９起，查扣侵权和假冒伪

劣商品价值３０万元，罚没款３００万元。查处商标侵
权案件６２起、无照经营案件５５起、广告违法案件３
起、科技加盟违法案件１４起，向口公安分局移送
案件线索２件、配合市公安局经侦处办理涉嫌刑事
犯罪案件２件、向其他行政机关移送案件线索３件。
按照打击一批、取缔一批、规范一批的思路开展网吧

整治工作，共检查有照（证）网吧９８个，辖区２７个
“黑网吧”全部取缔，净化了环境。

【商标品牌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质监）局
积极研究商贸、服务、金融等第三产业企业品牌发展

战略，制定新产业品牌培育指导措施，鼓励指导有一

定知名度的企业积极申报，推荐７件商标进入省局
驰名商标培育库，将３家企业纳入驰名商标培育库，
重点培育８家企业。
２０１５年，本区新增湖北省著名商标６件，武汉

市著名商标６件。全区有效注册商标达５８４８件，
拥有中国驰名商标４件、省著名商标１２件、市著名
商标２０件，实现“有效注册商标总量增长１０％”的
工作目标。区内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和航天

电工集团有限公司被湖北省评为品牌建设示范企

业。大力推行“四书五进”（“四书”指商标注册建议

书、商标运用指导书、商标管理提示书、商标保护警

示书，“五进”指进窗口、进企业、进商场、进园区、进

乡村）工作制度，全年开展“五进”活动２０次，走访
企业５０户，发放“四书”５０００份，提升企业商标运
用与保护能力。开展商标侵权专项执法行动，加大

对“傍名牌”案件查办力度，共查处商标违法案件５７
件，罚没金额１０３０５万元。

【消费维权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质监）局
立足自身职能，积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采用

“局所联动、对口指导”的方法，规范使用消费者投

诉文书，提升基层办案人员的业务技能。整合

１２３１５和１２３６５力量，打造消费维权“品牌工程”和
“民心工程”。强化对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参与

市工商局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工作５次，共
１２批次不合格，并对其依法查处；积极发布经营诚
信“红黑榜”，评选表彰１７家《消费者满意单位》、１３
家《诚信个体经营户》，并于“３·１５”活动中授牌。
同时，积极配合市消协、烟草公司对辖区１８家烟草
经营者“诚信”五星级评价审定工作。

２０１５年，共处理群众投诉举报办件１１６１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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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４日，口区“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活动暨消费者满
意单位、诚信经营户表彰仪式在宜家家居召开

其中１２３１５办件４９２８件、１２３６５办件３６件、区公共
服务平台转办件１５９１件（质监方面７０件）、来信来
访办件１０７件（质监方面４２件）、区消协调处的办
件１６５件、直通车单位办件２３１３件、１２３１５维权服
务站办件２４７９件，接受群众咨询服务２０００件，办
件回复率１００％，办结率１００％，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近６００万元。加强对直通车企业的联系、指导
和管理工作，新开通汉西二手车市场直通车企业，辖

区现共有直通车企业１０个。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质
监）局加大对重点场所的特种设备安全检查的力

度，共出动检查人员１３２０人次，检查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３１６家，检查特种设备５３８４台（次），排查督查
电梯６１１７台。年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主动申报检
验率达 ９５％，定期检验率达到 １００％，监管监察率
１００％。全年共查找特种设备安全隐患８３起，整改
８３起，整改率１００％；受理特种设备问题各类投诉
８３起，处理率１００％，回复率１００％。

在武汉园博会保障工作中，对５６台电梯、９０台
观光车、１００多名观光车司机的检验、培训、考核等
工作开辟绿色通道，并制定专项安全应急救援保障

预案，指导制定细化的特种设备保障方案。年内查

处１起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无证上岗案件。开展升降
机专项检查、整治，巩固长丰地区“三合一”整治成

果，共出动检查人员１５０人次、车辆３５台次、检查相

关企业１６家，强拆违法设备３台，
封停３台。

在２０１５年开展的“电梯安全
使用大会战”中，口区工商（质

监）局以老旧住宅问题电梯、“三

无”电梯、故障多发电梯为重点，及

时发现、查处、整改电梯安全隐患。

全年电梯维保单位和使用单位自

查电梯 ４７６５台，发现隐患电梯
１７９台，整改完成 １７９台，采取保
护措施电梯 ３８台，自行停用 ３１
台。对自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共

计检查电梯４７６５台，责令７台电
梯停用整修。

【质量监督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
区工商（质监）局加强对生产企业

的分类监管和为重要企业建档的工作力度，确保企业

建档率达１００％。对辖区１１家获生产许可证和８家
获强制性认证企业开展多次监督检查和巡查，对１３
个获生产许可证产品进行年审，年审率１００％。重点
对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的、群众关注度较高的产

品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先后对校服、电线电缆、成品油

等产品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全年完成监督检查华丰

汽车检测站６次，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整改率
１００％。建立１０个企业联系点，指导企业建立ＱＣ小
组１０个，取得质量体系认证证书７家，帮扶企业争创
湖北名牌产品８个、武汉名牌产品１个。

【标准化和计量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工商（质
监）局共完成对辖区 １０家社区医疗机构 ２６９台
（件）计量器具免费检定，依法对辖区集贸市场的

３２８０台（件）计量器具进行免费强制周检，完成辖
区强检计量器具共 １１８２０台（件）。开展计量专
项监督检查和抽查６次，检查预包装产（商）品１００
余批次，抽查计量器具 １８２台件。引导航天电工
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计量标准许可的认证复审工

作，获得计量标准认证证书。对武汉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等６家耗能大户开展能源计量审查工作。
对能效标识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加强标准化管理，

开展辖区１２家企业５９个产品的产品标准备案登
记工作，引导武汉市蒂尔梦日用品厂办理采标产

品５项，帮助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爱之
·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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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业有限公司开展标准化行为良好企业试点工

作，指导武汉同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展湖北省

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并已进入全面验收评审阶

段。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起

草，帮扶武汉市材料保护研究所参与制（修）订国

家标准６项、行业标准２项，并荣获国家标准委制
（修）订标准资助奖励１５万元。

（钟常青）

２０１５年口区“名牌产品”企业一览表

序号 名牌类型 企业名称 单位地址 产品类型 名牌 获得年度 复评年度

１ 湖北名牌
武汉蓝焰自动化应

用技术有限公司
古田２路２４１５号 ＩＣ卡膜式燃气表 ２０１５

２ 湖北名牌
武汉有机实业有限

公司
工农路１０号 苯甲酸钠、氯化苄、苯甲

酸
２０１３

３ 湖北名牌
远大医药（中国）有

限公司

宝丰路城市广场 ２３
楼

武药牌肾上腺素注射液

及欣维宁牌盐酸替罗非

班氯化钠注射液

２０１３

４ 湖北名牌
武汉双虎涂料有限

公司
解放大道１２号

双虎牌醇酸树脂涂料／汽
车涂料／防腐涂料／丙烯
酸聚氨酯涂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５ 湖北名牌
武汉无机盐化工有

限公司
古田路３７号 醒狮牌食品添加剂磷酸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６ 湖北名牌
武汉方圆钛白股份

有限公司
钛白粉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７ 湖北名牌
武汉市隆昌皇冠食

品有限公司

古田二路北侧一号

二栋
牌糕点 ２０１４

８ 湖北名牌
航天电工技术有限

公司
古田一路２号 导线、电线电缆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９ 湖北名牌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

有限公司
古田一路２号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

护套电线电缆；额定电压

０６／１ｋＶ－１０ｋＶ交联电
力电缆；０６／１ｋＶ及以下
铜芯塑料绝缘耐火电力

电缆及电线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１０ 湖北名牌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

有限公司
长丰大道１０４号 高低压成套开关柜（箱）、

箱变及密集母线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１１ 湖北名牌
湖北电力装备有限

公司
丰茂路２号 高低压开关柜 ２０１４

１３ 武汉名牌
远大医药（中国）有

限公司

宝丰路城市广场 ２３
楼

冰珍系列滴眼液／复方甘
草片／更昔洛韦滴眼液／
诺宁系列／肾上腺素注射
液系列

２０１２

１４ 武汉名牌
武汉有机实业有限

公司
工农路１０号 苯甲酸／苯甲酸钠／氯化

苄
２０１２

１５ 武汉名牌
武汉凯奇特种焊接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工农路特１号 带钢窄搭接自动缝焊机 ２０１２

１６ 武汉名牌
湖北省电力装备有

限公司
丰茂路２号 明装式塑料电表箱（箱

体）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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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牌类型 企业名称 单位地址 产品类型 名牌 获得年度 复评年度

１７ 武汉名牌
航天电工技术有限

公司
古田一路２号 导线、电线电缆 ２０１３

１８ 武汉名牌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
长丰大道１０４号 高低压成套开关（箱）柜、

箱变及密集母线
２０１３

１９ 武汉名牌
武汉双虎涂料有限

公司
解放大道１２号 防腐涂料 ２０１４

物 价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物价局积极探索新形势下
价格管理新途径，严格执行价格监管权力清单，加大

价格政策宣传力度，回应公众关切，发挥价格监督检

查职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诚信，

营造良好的价格环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１日，口区召开“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部署会

【市场价格监管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物价局价
格投诉及价格监测及时办结率达到 １００％。全年
共受理投诉件６２４件，办结６２４件，其中国家发改
委１２３５８网络处理平台受理２０件，市物价局局交
办１７０件（含市长专线 ３０件），区政务平台交办
３６７件（含市长专线３５３件），新闻舆情专报转办１
件，区委区政府办公室督办４件，来电５３件，来访
９件。全年完成退款 ４１件（向投诉人退款 ９２人
次），退款金额１３２１３９元，罚款 ７０００元。完成

采集各种价格监测数据１９４５８条，上报各类价格
监测报告６２８份，监测数据准确率１００％。全年按
计划完成价格公共服务任务，完成率１００％；实现
价格网格化管理全覆盖，覆盖率１００％。全年组织
商业连锁销售企业物价员参加价格管理业务知识

培训１次。建立南国大武汉家装市场的灯饰卖场
为明码标价示范市场（街），并在继续巩固前期明

码标价工作的基础上，对灯饰市场内 ２６０家经营
户的明码标价行为进行规范。坚持对集贸市场明

码标价工作加强指导、督促，并向荣西生鲜市场等

４家集贸市场免费提供标价牌２３００块，指导规范
市场内１０００余户经营户进行明码标价，明码标价
率１００％。全年完成国家、省、市安排的各项专项
检查工作，完成率１００％；行政处罚案卷按规定整
理，规范率１００％。开展对中介机构的价费专项检
查工作，按市物价局统一安排对市内１０家属市经
信局系统的中介协会和商会等机构进行检查，并

对个别不规范的收费行为提出整改意见。开展涉

企收费专项检查，检查区属行政

事业单位 ３家，进一步落实清费
减负政策。开展集贸市场明码标

价，并进行专项整治，完成 １０家
集贸市场规范达标，涉及经营户

１２００户，对其中 ２０户不按规定
标价的经营户提出整改意见。参

与由区纪委（监察局）、区经信局

组织的对中介协会等机构的检查

工作，牵头对辖区１０家行政事业
单位进行检查。组织开展学校

开学期间教育收费公示的专项

检查工作，对辖区 １０所中小学
及幼儿园进行检查。开展旅游

景区收费专项检查工作，查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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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门票价格，敦促景区在门票价格方面严格按

规定公示收费标准，落实好优惠、减免措施。

【市场价格成本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物价局完成
各类价格鉴定委托２５３例，出具价格鉴定结论（意
见）２５３份，其中涉案财物价格鉴证２１１例，道路交
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４２例，鉴定案件无一例申
请复核裁定，价格鉴定规范率达１００％。按照《湖北
省涉案财物价格鉴证条例》《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

车物损失价格鉴定管理办法》和相应的操作规程要

求的原则、方法、程序出具公正、合理的鉴定意见，得

到委托方的认可，并无一例申请复核裁定案件，价格

鉴定规范率达１００％。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０日，口区举行大型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培训

【价格管理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物价局完成区内
１０２家行政事业单位发放《收费许可证》注销手续，
将回收的《收费许可证》存档保管，并将年度报表及

时录入“国收费动态监管系统”，对收费单位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写出《口区行政事业单位２０１４年度
收费统计分析报告》。年内及时对区级企事业单位

放开经营服务收费项目６项、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２项、停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１项、调整行政
事业性收费标准２项、对小微企业免征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４项，对营利、非营利的养老和医疗机构免
征或减半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１项。年内完成
对区直３５家单位的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的
清理，并要求各单位对本部门涉企

行政审批（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

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进行清

理，其内容包括行政审批事项、前

置服务项目、实施服务的法律法规

依据服务内容、实施收费主体单

位、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及时填

报《口区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

收费统计表》。坚持民办幼儿园实

行告知性收费备案，全区有４２家
民办幼儿园办理收费备案手续，其

中新办园 ５家，２５家幼儿园调整
收费标准。采取定期不定期抽查

的方式，对民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

公示情况和是否存在高备低收的

现象，以及自立名目收取费用等进

行抽查，民办幼儿园乱收费现状有

了好转，投诉举报件明显降低。坚持加强下放价格

行政审批事项对接工作，严格履行价格行政审批职

责，强调对经济困难的孤寡、失独、高龄及失能半失

能老年人等提供的养老服务，其床位费、护理费必须

实行政府定价，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制定收费标准。

（胡自勤）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
称口区食药监局）围绕以保障公众饮食用药安全

为根本目标，以推进食品安全城市建设为切入点，认

真履行监管职责，稳步推进各项工作，辖区食品药品

安全平稳可控。口区被武汉市食品安全委员会评

为武汉市食品安全工作绩效考核优秀区，被武汉市

农产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评为武汉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目标考核先进区。口区

食药监局被省委、省政府评为省级文明单位，韩家墩

监督所被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为基层执法

规范化示范所，观音阁集贸市场被湖北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评为湖北省食品安全示范农贸市场。

【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食药
监局在上年完成７处市级和３处区级小餐饮便民
服务区的基础上，又建成易家街宜家荟聚购物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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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食通天小餐饮便民服务区、长丰街团结佳兴园

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古田街福源街小餐饮便民服

务区、韩家墩街古田五路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宝丰

街宏翔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和凯德广场小餐饮便民

服务区等 ６处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建设过程中，
注重培养行业自律，引导成立小餐饮便民服务区

业主委员会、设立小餐饮先行赔付及退出机制，引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５日，口区食药监局联合武汉市食药监局、武汉交通广播电
台、军事经济学院，在易家墩军休所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进第三方监督团适时对餐饮单位进行监督和评

价，通过长效管理机制的建立，促进辖区餐饮行业

健康发展。口区食药监局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建

设成效得到上级肯定，武汉市食安委组织相关部

门在福源街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和古田五路小餐饮

便民服务区分别召开现场会，兄弟省、市多次考察

学习口区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建设经验。

【餐饮单位提档升级改造】　２０１５年，口区食药
监局按照“试点先行、重点突破、因地制宜、逐步推

进”的工作思路，在大中型餐饮单位和学校、托幼

机构食堂积极倡导、扎实推进“明厨亮灶”工作。

全区有２０５家餐饮单位实现“明厨亮灶”，占到全
区大中型餐饮单位及学校食堂的 ３４％，其中 １２３
所学校食堂中已有９３所完成“明厨亮灶”建设，占
辖区学校食堂的７６％。完成１１０家小餐饮餐饮提
档升级达标工作。

【食品生产经营规范管理】　２０１５
年，口区食药监局投入专项经费

２４万元，在全市率先制作２０００个
散装食品标识牌，供辖区３７个集
贸市场、约 １１００余户卤制品、豆
制品、面包糕点制品、酱腌菜、油炸

食品和米面制品等六大类散装食

品摊点使用，在醒目位置公示散装

食品的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按照

武汉市政府办公厅１号议案办理
工作方案的总体要求，落实１４家
大型商超二维码追溯系统建设任

务，在辖区经营环境较好的卤制

品、糕点等食品连锁店大力推广安

装二维码追溯管理系统。

【保健品化妆品市场监管】　２０１５
年，口区食药监局建立完善保健

食品化妆品监管服务对象基本信息档案１２７８户，
其中保健食品经营户３４１户，化妆品生产企业１户、
化妆品经营户８２３户、美容美体机构８６户、医疗美
容机构１１户，大型商场２户和大型超市１４户，严格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大型活动食品安全保障】　２０１５年，口区食药监
局在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和第十届中国
国际园林博览会期间，对承接接待任务的餐饮单位

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及个人卫生、餐

用具清洗消毒等进行提前介入监管检查；对食品原

辅料采购索证索票、清洗加工、流程规范等进行实时

监控。开展食品快速检测，餐饮用具清洗消毒和蔬

菜农药残留等情况进行监测，切实保障２０１５年世界
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及其他大型活动顺利完成。

【药品药械监管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食药监局完
成辖区所有药品经营企业信用评定工作。完成２家
医疗机构制剂室、５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１３４家药
械批发企业、５家连锁企业、２８０家零售企业和５０家
医疗机构，共计４７６家药械企业现场检查。

【药品零售企业 ＧＳＰ认证】　２０１５年，口区食药
监局通过集中培训与现场观摩等多种方式对辖区药

品经营企业开展新版ＧＳＰ专题培训，顺利完成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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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企业新版ＧＳＰ认证工作。全区２２家药品批发
企业和５家零售连锁企业全部通过新版 ＧＳＰ认证，
药品零售企业２２３家全部通过新版 ＧＳＰ认证现场
检查。

【药品药械不良反应监测】　２０１５年，口区食药监
局上报药品不良反应１１７０例，医疗器械不良事件
１３４例。对２０１４年药械不良反应（事件）报告１８个
先进单位和３９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配合国家食
药监总局、省食药监局的壳聚糖产品注册再评价到

同济、普爱医院进行调研。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７日，口区召开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会议

【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查处】　２０１５年，口区食药监
局开展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专项整治、校园及周边

打击“四非”（保健食品非法生产、非法经营、非法添

加和非法宣传）行动、火锅底料专项检查、节日期间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学校周边销售“三无”（指无生

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厂名厂址）化妆品专项检

查、不合格面膜专项检查、医疗器械“五整治”（整治

虚假注册申报、违规生产、非法经营、夸大宣传、使用

无证产品等五种行为）回头看专项检查、中药材中

药饮片专项整治、体外诊断试剂专项检查、打击“两

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

工终止妊娠）专项行动等各类专项整治１９次。查
办食品、药品、化妆品行政违法案件２２７件，罚没款
１０７４万元，取缔、劝其转向各类经营户９１家，集中
销毁罚没物资３吨，货值５２６万元。向口公安分
局移送销售假药案１件，移送涉嫌
贩卖第二类精神药品犯罪线索 １
条。辖区药品、医疗器械罚没款合

计在全市各区局中排名第一。

【食品药品监督抽检】　２０１５年，
口区食药监局完成食品、药品、

保健食品及化妆品市级抽检１３１８
批次、区级抽检１０９４６批次，其中
定量抽检完成 ８０５批次，合格率
９８９％，定性抽检１０１４１批次，合
格率 ９８７％，综合抽检合格率
９８８％。全年重点对米、面、食用
油等主要食品和食品原料检验检

测，加大对米粉、熟肉制品、糕点、

豆制品、休闲食品及餐具等品种抽

检力度，抽检覆盖率达１００％。

【食品药品举报投诉】　２０１５年，口区食药监局共
受理食品药品举报投诉案件９６０起，办结率１００％。
共受理各类行政许可４５８８项，按时办结率１００％。
全年辖区未发生Ⅱ级以上食品安全事故。

【食品药品安全教育宣传】　２０１５年，口区食药
监局大力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知识进机关、进社区、

进企业、进学校、进工地“五进”教育宣传活动，利

用“３·１５”维权日、法制宣传日、食品安全宣传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宣传月等活动，向

广大人民群众普及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全年发放

各类《食品药品安全知识读本》８０００册，张贴海报
标语１５００幅，发放食品药品安全及相关法律法规
宣传单１万份，宣传台历１５万本。全年在市级以
上媒体正面报道９篇，向市、区信息网发布食品药
品信息８２篇。

（周紫薇）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以人为
本和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失职追责”的工作要求，完善隐患排查治理体

系、事故和职业病危害防控体系，加强执法队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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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深化专项整治，提升安全生产基础水平，从根本

上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确保辖区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全面完成了市区政府下达的各项安全

生产目标任务，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２０１５年８月４日，口区召开危化品行业安全生产紧急工作会议

【指标控制】　２０１５年，口区共发生各类事故
１９５３起，比上年１６２４起增加２０２６％；死亡人数１９
人（交通事故死亡１３人，工伤事故死亡６人），占年
度目标控制数２２人的８６３７％；受伤人数１３９１人，
比上年１３７４人增加１２４％。直接经济损失８６４５９
万元，比上年１８４８３万元增加３６７７８％。

【强化“打非治违”】　２０１５年，口区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简称口区安监局）加大“打非治违”力度，

共查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８７８１起（处），有
力震慑从业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全年集中开展危

化品打非专项行动和易燃易爆危化品消防安全专项

整治，检查危化品企业和易燃易爆场所检查企业６７５
家，出动人员９５４人次，下达文书２２７份，发现一般隐
患３４４处，整改３４４处，关闭３家，处罚１５万元。取
缔非法储存甲醇燃料３处，查处非法危化品仓库２
处，查处非法违法经营危化品行为５起。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　２０１５年，
口区安监局继续加强对企业和监管单位进行“两

化”（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员培训，提高其安全意识

和管理能力。全年区内注册企业达到３５６２家，完

成年度新增注册企业１０６５家。

【危化品安全专项整治】　２０１５年，口区安监局成
立区危化品“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专班，检查危

化品企业和易燃易爆场所 ６７５家，发现一般隐患
３４４处，全部整改到位。取缔非法储存甲醇燃料 ３
处，查封非法危化品仓库２处。通过强有力的打击，
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　２０１５年，口区７家规模
以上商贸企业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５家
规模以上商贸企业正在评审，１３家规模以上企业开
展安标化复评；１６家小微企业完成安标化达标，７家
小微企业正在开展安标化达标创建。

【安全社区创建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安监局注重
有序推进安全生产优秀街和安全社区创建。深入街

道和社区，指导与部署安全，并以优秀街道和安全社

区创建工作为抓手，“三级五覆盖”〔“三级”即省、

市、县，“五个全覆盖”即：“党政同责”全覆盖、“一岗

双责”全覆盖、“三个必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全覆盖、

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安委会主任全覆盖、各级安监

部门向同级组织部门通报安全生产情况全覆盖〕安

全责任得到有效落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得到

全面提高。当年六角亭街被评为湖北省安全生产优

秀街道。

【职业安全健康监管工作】　２０１５
年，口区安监局对区内职业危害

较重的规模以上企业或重点监管

的１９家企业开展“专业问诊”，对
上年参与问诊的企业开展“回头

看”活动。全年完成企业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５８３家。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２０１５年，
口区安监局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进一步提高市民安全防范意识与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列入到全区普法教育内容，列入到

区委党校区管干部培训内容，举办

一期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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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辅导报告会。组织开展街道安全监管人员监察

执法取证培训、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和一

般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资格取证培训。

开展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活动。组织各街、有关

部门和企业参加“２０１５年全省安全生产知识网络竞
赛”和“武汉市首届安全生产知识微信答题有奖竞

赛活动”。

开展“安全生产月”宣教活动。免费下发各类

宣传画册和挂图、《安全生产法》读本、安全生产小

常识手册、农民工安全知识宣传手册等共计２万余
本（张），并直接下发到各街道、区有关部门、社区

（村）和企业，市民安全意识进一步提高。年内完成

培训１１８２人次。

【应急救援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安监局重新修订

《口区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和《口区危

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同时，制定下发《全

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项执法检查方案》，督促全

区各类生产经营单位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加强应急组织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规章制度和资料台账，强化应急

救援实战化演练效果，提高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

水平，确保生产安全。全年完成区内所有危化品企

业完成应急预案报备，全区各街、相关部门、企业结

合实际积极组织开展危化品、消防等突发事故应急

救援演练共２４０余场次。１２月１８日，区内在香江
家居举行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演练，达到检验预案、磨

合机制、锻炼队伍、教育公众的预期目的，取得圆满

成功。

（曹道函）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５年口区安全生产相关指标统计表

年份

各类事故
　

工　矿 道路交通 消防火灾 水上交通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２０１２年 １３８９ ２１ １２７４ ５２７５３ ５ ５ ３ ３３９１９ １２７０ １６ １２７１ ８４１７ １１４ ０ ０ １０４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３年 １５７０ １５ １２２０ １１２７５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１２２６ １５ １２２０ ６７７４ ３４４ ０ ０ ４５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４年 １５１３ １３ １３７４ ２２５６０ １ １ ０ ４３００ １３８７ １２ １３７４ ８５４５ １２５ ０ ０ ９７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５年 １９５３ １９ １３９１ ８６４５９ ３ ６ ２ ６０５ １７２５ １３ １３８９ １３６１７ ２２５ ０ ０ １２３４２ ０ ０ ０ ０

统计管理和电子政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统计局以统计数据质量为
核心，强化统计基础工作，提高统计服务能力，努力营

造良好的统计工作环境，完成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
及各项统计调查工作。进一步加强信息化资源整合

力度，为构建集约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提供强有力的

信息化保障。年内先后获得“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省

级先进集体”“２０１５年度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和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政务网站优秀奖”等荣誉称号。

【统计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统计局贯彻落实上级

统计部门关于核算、投资、服务业等各项统计方法制

度改革。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深入开展企业走

访，及时了解和掌握辖区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加强对

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测和分析，及时反映经济社

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研究提出有关建议。全年

发布统计分析、统计专报等各类统计资料７４篇，编
印《口区统计资料》《口区领导干部统计工作手

册》以及《经济普查论文汇编》等各类统计产品近千

余册。

【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　２０１５年，在全国１％人
口抽样调查工作中，口区作为省级试点区，严格按

照国家调查方案和省、市人口抽样调查的总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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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８日，国家、省、市统计局来口区检查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试
点工作

要求，制定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案，保障试点工

作的成功开展，相继接受国家、省、市统计局对试点

工作的检查。年内通过全区２２０多名调查员和指导
员，历时３个多月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调查登记工
作，全区共调查登记８８８２人，摸清全区五年以来人
口变动情况。

【统计基层基础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统计局以全
省统计规范化建设为契机，严格对照区级统计基础

工作规范化建设考核标准，全面统筹、严格管理，制

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全面

推进基层基础各项建设工作的有序实施。通过全区

统计系统的共同努力，口区作为全省第一个中心

城区接受湖北省统计局统计规范化的检查验收，成

功承办全市统计基层基础现场会，并在会上作了交

流发言。

【统计法制宣传教育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统计局
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统计执法检查

规定》，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积极履行行政执法职

能。加强日常执法工作，维护日常统计报表报送秩

序。对于联网直报中出现迟报、报数不实的单位，执

法人员及时上门进行执法检查，同时宣传统计相关

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依法统计环境。

【统计数库建设】　口区经过多年“１＋Ｎ”应用体

系建设，已初步形成以“口区基

础数据平台”为支撑，一批统计业

务系统为框架的统计数据分析处

理平台。２０１５年，口区统计局
对各业务系统进行调整，对企业名

录库新增维护指标和内容，完善企

业诚信档案库，进一步充实数据内

容，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提请区政

府下发《关于加强口区政务大数

据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对政府

各职能部门共享、利用政务数据提

出明确的工作要求和技术规范，标

志着口区正式启动政务大数据

体系建设。

【诚信企业创建】　２０１５年，口
区统计局为进一步倡导企业诚信，

对辖区所有联网直报单位及名录库单位从统计报表

报送、统计数据核实、统计执法检查、统计基础建设、

日常统计工作等多个方面情况进行梳理。经过申

请、初审、复核、公示等程序，开展２０１５年度口区
统计诚信企业创建工作。

【政府门户网站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统计局紧密
围绕“提升网站服务功能，畅通政民互动渠道”为核

心，以健全制度保障和监管机制为基础，以第一次全

国网站普查工作为契机，稳步推进政府门户网站建

设，继续强化网上政务公开工作。荣获２０１５年度中
国政务网站优秀奖，名列全国副省级城市所属区县

政府网站第十二名，武汉市第一名。

【政务云平台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统计局为有效
解决当前电子政务建设中信息孤岛、重复开发、资源

浪费、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等问题，实现以“利

用大数据技术，解决跨部门、跨业务应用系统、跨领

域的集成集合，再发展到以数据为中心形式实现的

数据共享的过程”的目标。通过与成熟的电子政务

服务商合作，借助服务外包的形式，打造口区政务

云平台，努力推进“政府各部门围绕服务公众为核

心的电子政务”建设，提高电子政务建设效率。

【“互联网＋”工作】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口区统计局
全面承担区级“互联网＋”工作。编制完成《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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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实施方案》；以现代商
贸、工业服务、医疗健康为重点，推动传统企业与互

联网企业开展合作，实现“互联网 ＋”融合；在智慧
交通、二手车电商等多个领域开展专题调研，形成调

研报告。

（钟海涛）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５日，口区审计局局长姜雯调研走访企业，摸清新常态下企业
发展的思路、对策，从而为企业审计找准方位

审 计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审计局以坚持严格审计质
量、坚决遵守审计八不准纪律和完善审计制度、强化

审计功能为抓手，认真履职尽责，全面完成各项审计

任务。全年绩效目标审计项目２３项，实际实施及完
成２７项，共查出违规及管理不规范金额８０８４３万
元，提出审计建议７８条。向区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案
件线索７件，纪检监察机关处理５件，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９人，有关部门处理人员２人。审计促进整改
落实有关问题金额８８６５万元，其中增收节支８８２７
万元，上交财政８８１２万元，归还原渠道资金１４万
元，调账处理金额３０万元。投资跟踪审计送审金额
２６９６５４７万元，审减金额 ２７７４１３万元，审减率
１０２９％。区审计局保持省级文明单位荣誉，并荣获
湖北省审计工作量化考核优秀等次、武汉市审计系

统先进单位等荣誉，１个审计项目同时获省、市优秀
审计项目二等奖、一等奖。

【财政审计】　２０１５年，口区审
计局完成对２０１４年度区本级财政
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地

方税收征管情况审计，并重点跟踪

检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等重大政策落实情况，

关注公共预算体系的完善程度，促

进公共资源、公共资产、公共服务

公平合理配置及财政支出的合规

性和绩效，促进财政资金安全规范

高效使用。完成对区环保局、区文

体局等４个单位与部门预算执行
审计，重点关注中央八项规定落

实、“三公”〔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

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

费、公务招待费〕经费、会议费使用

情况，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管理建议，控制政府运行

成本。

【专项资金审计】　２０１５年，口区审计局按照省、
市审计部门的要求，完成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公办中小学２０１４年度教育收费等
民生资金的审计，促进国家各项惠民政策全面落实，

关注民生资金管理使用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改革、发展、稳定提

供有力支撑和保障。按照区政府要求，组织人员与

区财政局联合开展全区各单位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专项检查；根据区纪委要求，完成对全区３０个
单位机关食堂帐目情况检查。同时，在所有常规审

计项目中将执行“八项规定”情况列为必审事项。

全年共查出违反“八项规定”事项５起，向区纪委移
送经济案件线索５起，处理３人。

【政府投资审计】　２０１５年，口区审计局完成对全
区６７个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跟踪审计，工程建安
费用总额９２６２１７３万元。完成对１４个结算项目
审计，累计送审金额 ６３２３３３万元，审减金额
９８９２７万元，审减率１５６４％。完成对２１个项目单
项工程阶段性跟踪审计报告，累计送审金额

５０２１１５万元，审减金额 １０３１４０万元，审减率
２０５４％。完成对３２个基建项目跟踪在审。进一步
强化节点控制和成本控制，采取日常抽查与重点复

核相结合的办法，对全区２７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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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征地拆迁项目开展全程跟踪审计，审计资金总额

１７３２７亿元，跟踪审计中提出合理化建议１５０条，
帮助项目完善管理、规范相关程序，节约资金近

２０００万元。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１５年，口区审计局加强对领
导干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力度，全年共完成对区

党史办、区环保局、区政务中心等１０个单位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审计，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案件线索１
起，区纪委处理１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３人。关注
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过程和效果，促进健全有

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的

监督机制，切实做到“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

【企业审计】　２０１５年，口区审计局重点对房集
团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及保值增值、企业内部控制、重

大经济事项的决策和管理、重要投资及开发项目的建

设管理和效益、重大资金调度及使用等情况进行审

计，共查出违规金额、损失浪费金额和其他问题金额

累计３２４７９７万元，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案件线索１
起，区纪委处理１人。积极向被审计单位提出针对性
审计建议的同时，对国有企业管理中存在的体制机制

问题进行分析、揭露，促使两办联合发文《中共口区

委办公室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强区属企

业国有资产监管的意见》，从制度上加强国有企业的

管理。该项目效果显著，分别荣获省审计厅优秀审计

项目二等奖、市审计局优秀审计项目一等奖。

【统筹资源】　２０１５年，口区审计局创新审计工作
管理，提出“三位一体”，即全方位整合社会审计、注

册造价师、内部审计力量，努力实现重点项目审计监

督全覆盖。通过“人事代理”“以钱养事”的方式，高

薪招录并长期聘用两名具备一级建造师、注册会计

师、注册造价师等资质的专业投资审计人才，为开展

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等提供人员及专业技术支持。按

照政府采购程序，公开招投标，将政府投资项目、土

地房屋征收拆迁项目委托给具有资质的事务所以进

行审计，并组织专业技术人才形成全程跟踪小组及

复核小组，对在审的项目做到每月全方位跟踪一次，

及时了解进展情况，适时出具阶段性审计意见。当

年利用上述方式，基本实现投资项目、土地房屋征收

拆迁项目的全覆盖。

（刘　琼）

招 商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５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口区招
商局实施精准招商战略，着力提高招商品质，努力

促进产业聚集，强化重点产业的引进力度，保质保

量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招商引资总额完

成２９９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１１８％；全年实际利
用外资完成６０７０５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８６２％；
外贸出口增长完成 ４５９４４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９２９％。全年邀请外国人来华共 ２４８人次，服务
中田赛邀请２９个国家的６０９名代表团成员及３３
名官员，为中田赛的顺利举办提供外事保障。完

成园博会对口接待工作，接待广东省、西安市、惠

州市等省市代表团。

【项目跟踪推介】　２０１５年，口区招商局继续开展
招商引资，加大跟踪推介力度，重点锁定汉正街东

片、汉宜路片二期、长江食品厂东片、１１３５三期等重
点地块，按照策划、签约、落地等阶段进行分批跟踪

招商，定期拜访联络，成功引进３０亿元的武汉海尔
国际广场、１０亿元的南国融汇等项目。指导星汇云
锦、新世界、宜家、凯德、华汉广场、保利、南国西汇、

园博园等重点楼宇（园区）招商，促进入驻企业纳税

关系落户口，新增亿元楼宇１个。提高包装策划
水平，集中区域整体推介。在充分研究经济走向与

政策环境的基础上，制定中山大道商业业态发展规

划、总部经济“十三五”规划，为区域商业发展和总

部企业引进明确了方向，策划制定汉正街中央服务

区、汉西高端商贸商务区、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三大

功能区招商方案，联合汉正街控股举办汉正街中央

服务区招商推介大会。

【招商基础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招商局紧扣
“１＋３＋Ｎ”的产业体系建设目标，以“互联网 ＋”
为总引领，围绕“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环

同济健康城”等重点题材，瞄准龙头企业，实施精

准招商。研究省市关于创新创业扶持政策，整理

市区产业发展政策，参与区级相关产业扶持政策

的研究制定。创新楼宇招商方式，通过走访恒隆、

凯德、越秀、新世界等重点商务楼宇开发商，在研

究市场形势和楼宇定位的基础上，设计并发放全

区新建、在建楼宇调查问卷，共收集整理全区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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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４８座２３２万平方米新建楼宇资源。重点
跟踪星汇云锦写字楼的首次招商和新世界写字楼

的二次招商，与深房物业、湖北和一电子商务公司

等对接，争取落户。推荐中英人寿、工业展览武汉

置业公司分别入驻华汉广场和新世界。

【招商宣传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招商局拓宽宣传
推介渠道，突出多维立体招商。积极参与鄂港澳粤

经贸洽谈会、中博会、园博会、“大武汉大商机”沪汉

合作推介会、湖北台湾周活动和央企座谈会等省、市

各类重大会展，强化与市外办、大韩贸易振兴公社、

中韩贸易协会、市贸促会的工作联系。与越秀集团

就汉宜路片签订合作意向协议，与中建三局、中国航

天科技签订合作协议，航天科技华中总部等落户

口。利用行业协会，国内知名策划机构和发送网络

邀请函等方式，积极对接国内外５００强企业，吸引多

家意向投资企业来访，并接待瑞安、香港金地商置、

新加坡鹏瑞利集团、世贸、华贸等近２０家企业高层
实地考察。年内通过有效实施内联外引，多措并举

拓宽招商渠道，提升口知名度，创造出群商汇聚的

良好局面。

【服务企业】　２０１５年，口区招商局对落户区内的
企业全程跟踪服务，为恒隆、凯德、招商地产、新世

界、复星、海尔等企业申请重大项目奖励资金计４００
万元。帮助企业申请落实各类奖励资金共计

７１８７７万元，其中帮助区内２３家企业５类６０个项
目申报２０１５年度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专项资金，
申报资金共计９８５万元。帮助４家企业４个项目
参加２０１５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共计
２９１２７万元。

（张六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口区外商投资重大项目一览表

年份 外方投资者名称
注册资本

（万美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美元）
项目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

２０１１
英特宜家置业

有限公司
１０１１２

武汉宜家荟聚

购物中心
４６１５４

额头湾与三环

线交汇处

总建筑面积４０万平方米，集
购物、商品展示、交易、休闲

于一体的荟聚购物中心和宜

家家居。

２０１１
香港顶卓房地

产有限公司
３３８４６

越秀·星汇云

锦
１５０７６９ 汉正街２４２号

总建筑面积 ６４７３万平方
米，其中，地上 ５１４万平方
米，建设 ６８层超高写字楼、
３０层酒店式公寓及购物中
心、８栋４５－６０层高品质生
活小区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３，地下１３３３万平方米。

２０１３ 香港恒隆地产 ５６６１５ 武汉恒隆广场 ２３２３０８ 民意上街２６号

总建筑面积６９１万平方米，
其中，地上 ４３３万平方米，
建设 １栋地标性甲级写字
楼，３栋公寓式酒店和１座大
型购物中心，地下２２８万平
方米。

２０１３
新加坡凯德置

地集团
１３８４６ 凯德西城 ４３０７７

古田二路易农

街８号

总建筑面积 ４０２５万平方
米，其中，地上２２万平方米，
建设２栋写字楼、１栋 ＳＯＨＯ
办公楼和 １座大型超市，地
下１８３万平方米。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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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外方投资者名称
注册资本

（万美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美元）
项目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

２０１４
新世界发展有

限公司
５９０９０ 时代新世界 １４４６１５

解放大道与汉

西路交汇处

总建筑面积６７７万平方米，
建设 ２７６万平方米高档写
字楼、会议中心和配套商业，

２３７万平方米的高品质住宅
小区，地下面积６１７万平方
米。

２０１５
香港中华厂商

联合会
２３０７７ 香港中心 ２３０７７ 武胜路１２１号

总建筑面积２４万平方米，地
上建筑面积１６６万平方米，
其中公交枢纽站１３万平方
米，商务办公楼１１９万平方
米（含 ０４万平方米的公交
办公），商业裙楼３４万平方
米，地下面积 ７２万平方米
（其中公交１３万平方米，停
车场５９万平方米）。

经 济 开 发 区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围绕
“转型升级创新、打造产业标杆”目标，抢抓“互联

网＋”发展机遇，以创新创业为引擎，积极加快载体
改造开发、招商引资引智、培育新兴产业、提升传统

企业、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推进都市工业向都市产业

转型，实现园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全年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５２９亿元，工业增加值１４８亿元；
全口径财政收入３２７亿元，新增一般纳税人１０户；
固定资产投资７１５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增幅９％。
服务业增加值增幅９％，新增“小进限”２家，培育三
年内新三板上市企业２户。

【规划编制】　２０１５年，口经济开发区以规划引领
促建设和发展，围绕园区产业升级、空间拓展、功能

整合、示范带动的需求，积极推进各类规划编制工

作。完成“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结合园区“十二

五”经济建设发展现况，认真分析“十三五”新形势、

新任务，以互联网 ＋、创新创业、产城融合等要素为
核心，编制完成《开发区“十三五”发展规划》《电子

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未来５年的发展思

路、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工作举措。编制产业空间

布局规划。按照产业布局、区域布局同步，衔接融合

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在立足开发区核心资源的基

础上，整合周边街道闲置厂区、１１３５片化工区、城中
村产业用地，明确各区域功能定位、新兴产业布局，

引导区域差异化发展、协调发展，实现资源利用最优

化和整体功能最大化。委托专业机构编制《开发区

５平方公里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完成前期产业、用地
需求调查、规划前期调研工作。加强园区规划改造指

导。结合古田生态新区的规划，对园区土地、厂房资

源进行清理摸底，绘制３Ｄ数字地图，建成集地理空间
信息共享、数据交换、数据发布为一体的平台，为下步

打造“智慧园区”创造条件。启动《汉正街都市工业

区智慧园区建设方案》编制工作，实施视频监控系统、

公益服务设施ＷｉＦｉ覆盖等工程改造。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５年，口经济开发区强化招商引
资的核心地位，以培育新兴产业目标，瞄准品质电

商、大数据、总部经济、高新技术等方向，引进一批符

合都市产业发展战略要求的好企业。强化招商宣

传。选择重点产业、重点区域，开展针对性招商推荐

工作。以口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名义组团参

加第九届中博会，开展专题宣传推介活动，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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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基地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在推介内容和招商洽

谈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参加市驻京办事处组织的招

商推荐会，与有意向来汉发展的央企、外资进行对

接，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深入开展引进洽谈，与在京

企业建立初步联系。明确招商重点。从地域空间扎

堆招商向产业聚集整合招商转变，围绕电子商务、医

疗健康、总部等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招商，依托楼宇载

体、特色产业园区、改造存量资源进行推介，紧盯行

业龙头、骨干企业、相关配套企业进行引进，关注产

业链细分领域，聚焦行业子模块，避免大而全，突出

小而精的招商。拓宽招商渠道。坚持产业引领、项

目支撑、集群推进，利用市电商协会、区企业家协会、

园区商会、龙头企业等资源，延伸信息触角范围，及

时掌握投资热点和动向，找准切入点，多次赴北上广

深等发达地区，开展区域性定向招商、产业性专业招

商、龙头企业带动集群化招商工作。年内开发区新

引进注册资金在亿元以上企业３家，５０００万元以上
企业６家，注册资金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３２家。
新引进一批优质企业，包括以九州通医疗信息、去哪

网、湖北双港等为代表的电商平台，以鸿蒙祥云、成

都勤智数码、洛克菲德无人机为代表的大数据项目，

以国采金控、马应龙基金、长委创新基金为代表的互

联网金融企业，以欧孚迪汽车设计、声荣环保、巨精

集团为代表的科技型、总部型企业。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经济开发区加快项目
建设，拓展发展空间，完善功能配套，提升载体水

平，打造产业高端、承载力强、充满活力的现代服

业集聚区。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实行在建项目包

干责任制、全程代办制，落实“一线工作法”，加快

推进项目推进速度。海联大厦、万象国际的主体

工程已完工，内外立面装修、水电气配套、园林绿

化建设等工作全面竣工，新增 ８万平方米商务办
公面积。凯景国际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启动外立

面装修工程。推进项目启动建设。主动参与新项

目建设，靠前服务、全程协助、持续跟进，力争项目

早日启动建设。新工厂工程纠纷彻底解决，市都

市产业公司全面接手运营，苏索退出协议、三方资

金监管协议完成签订，正在办理水电、物业交接手

续，房屋质量安全鉴定、环评、水电基础设施改造

等工程进展顺利，为下步全面启动工程改造、招商

引资创、开园运营创造良好条件。中心园区改造

项目已获批国家发改委老工业基地改造扶持资金

２２００万元，启动部分旧厂房改造工程。协助地勘
院推进华强混凝土生产基地搬迁，建设总部大楼

工作，已进入项目立项备案阶段，着手消防、环评

等前置手续报批程序。策划储备项目。结合发展

长远规划，做好项目储备，实行动态管理。开展金

品珠宝、湖北电力装备等 ７家购地企业建设总部
楼宇的计划统筹安排，有序引导企业申报建设项

目，建立储备项目库。年内金品珠宝、湖北电力装

备完成制定总部楼宇规划方案，正在办理立项备

案手续。

【机制创新】　２０１５年，口经济开发区主动适应转
型发展要求，探索创新园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

进开发区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打造创新创业载

体。江城壹号“微果青年创意创业孵化器中心”正

式启用；与蓝焰物流合作，将共同运营２万平方米的
智巢众创空间；拟引进上海八号桥在新工厂规划创

业企业孵化集中区。建立联动工作机制。通过联席

会议形式，与区直能部门、周边街道实现资源共享、

信息共享、政策共享，空间统筹、产业统筹、招商统

筹、人才统筹、服务统筹，逐步形成区域协同推进、协

调发展的工作格局。优化政务服务。启动东湖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一区多园”申报工作，力争年底获

得批复，享受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科技、人

才、金融、知识产权、商标等优惠政策。建成武汉股

权管交易中心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分中心、“互

联网＋”商学院，启用党群人才服务中心、职工食
堂，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李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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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税 务

财 政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活动，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全力以赴保增

长、保民生、保稳定，大力支持经济发展，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深入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促进

了区域经济发展。２０１５年，区内全口径财政收入完
成８８４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０％，其中地方一般
预算收入完成 ３９２３亿元，增长 １２１％；全区财政
支出４１６６亿元，增长１５６％。

【财政收入】　２０１５年，口区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
成３９２３亿元。其中，增值税２４４００万元，比上年
增长１２％；营业税１００１２０万元，增长２４０％；企业
所得税２１９６１万元，增长５３％；个人所得税１４３００
万元，增长 ２１６％；城建税 ５０６８０万元，增长
１８％；房产税 １０４９４万元，增长 １４１％；印花税
４８１８万元，增长４９８％；城镇土地使用税２６０１万
元，下降 １４１％；土地增值税 ４５６９０万元，下降
６７％；车船使用和牌照税１２４４万元，增长４２０％；
耕地占用税 １００４万元，增长 ２５３％；契税 ４７８６３
万元，增长 ３１０％；非税收入 ６７１８４万元，增长
１１８％。

【财政支出】　２０１５年，口区地方财政支出
４０４１７６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４６７９７万
元，下降１３０％；国防支出５２５万元，下降４０９％；
公共安全支出４０００３万元，增长 ５７％；教育支出

１３７７０７万元，增长４５４％；科学技术支出１６２５４万
元，增长１８７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４９０４万元，
增长２１０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６６８３４万元，增
长４２％；医疗卫生支出３１１８５万元，增长１７７％；
节能环保支出５４４３万元，增长４２７４％；城乡社区
事务支出４０６２５万元，增长８６％；农林水事务支出
１９８１万元，下降３５６％；交通运输支出８２３万元，
增长 ２９４％；住房保障支出 ７２４０万元，下降
６２５％；资源勘探电力信息事务支出２８５８万元，下
降 ６３６％；商业服务 业 支 出 ８５５万 元，增 长
２０６４％；债务付息支出５９万元；其他支出８３万元，
下降６６１％；基金支出１２４４３万元。

【平衡情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区级财政收支平衡情
况是：总收入６３８８３１万元，其中当年区级地方财政
收入３９２３５９万元，中央税收返还７７０７万元，调整
财政体制返还１３５９８万元，转移支付收入１０８３９２
万元，各种结算补助收入６７５６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９５２５８万元，上年结余２４１０万元，调入资金１２３５１
万元。总支出６２６５０７元，其中当年区级财政支出
４１６６１９万元，上解上级支出１１４６７１万元，安排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８９５９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
出８６２５８万元。年末结余１２３２４万元。

【收入征管】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在收入征管
上，挖掘增收潜力，创新征管机制，强化征管手段，优

化征管模式，提高组织收入的能力，提高收入质量。

健全财源建设工作机制。以强化财源管理为核心，

拓宽财源控管渠道，推进税源集约管理，提升信息共

享能力，加大促转力度，企业税收促转户达１２户；加
大非税收入征管。完善非税收入组织调度机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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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召开工作分析会，加大组织调度力度，２０１５年完
成非税收入６１８亿元，增长１１９％；加大招商引资
工作力度。完善与街道和相关部门联动工作机制，

鼓励街道和部门密切配合引进税收增量，新引进企

业１３９家，实现税收１０８４０万元。

【企业发展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以推动产
业转型提升为抓手，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夯实税源基

础。扶持重点企业。加大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优化力度，投入资金１３亿元，设立区现代服务业升
级、产业引导专项资金。清理整合支企资金，设立支

企资金网上专栏，优化企业申报流程。走访市地铁、

远大集团等重点企业，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全年纳税上亿元企业达１４户、超千万元企业９５户。
推进企业上市工作。泽越科技、金东方设计等５家
企业签约券商，其中新科谷、维特科思等２家企业已
在新三板挂牌上市；强化项目税收控管。破解拆迁

税收、契税划转等涉税难点，全区重点项目税收实现

２４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２１％。

【社会保障事业】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继续加大
民生支出力度。年内筹措６６８３４万元用于社会保
障和就业工作，进一步扩大低保覆盖面，支持下岗失

业人员再就业和自主创业。筹措３１１８５万元支持
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促进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积极推动社会事业发展，把财力更多地用于保

障民生，筹集资金支持区福利院养老中心、公共卫生

服务中心、群众文化活动中心、世界中学生田径运动

会场馆等一批重大民生项目建设，努力使人民群众

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支持教育优先发展，投入

１３７７０７万元用于教育事业发展，投入１６２５４万元支
持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投入４９０４万元支持文化事
业发展。

【行政经费】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从建设节约型
机关入手大力压缩公用经费，严控一般性支出，出台

一系列节支措施，加强“三公”〔政府部门人员因公

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

经费控管，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全年全区“三公”经

费总额支出１８６２万元，减少８２４万元，比上年下降

３０６％。

【预算编制改革】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贯彻落实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理论学习中

心组专题报告会方式，对全区领导干部进行宣传培

训，规范预算调整行为，增强预算执行刚性；推动区

级财力向街道倾斜，按照“费随事转、事费配套”原

则，下划街道４５个事项共计１１亿元。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
完善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强化国库动态监控，开展财

政存量资金清理，盘活存量资金３８亿元，并结合预
算编制，初步建立财政存量资金盘活机制。完善国

库动态监控系统，一、二级预算单位现金使用量下降

４２３％。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深化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制定政府采购工作目录，完善政

府采购规程，组织开展全区政府采购业务培训加大

宣传力度，推进公务用车改革。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
加强行政事业资产管理，完成全区各单位资产处置

检查工作，开展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推进国资管理信

息化，提升资产管理水平。

【财政政务公开】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努力打造
“阳光财政”，进一步提高网上公开信息的质量，扩

大涉及民生的财政专项资金的公开范围。公开财政

专项资金２１４亿元，部门预算资金２３６亿元，民生
用途资金公开范围进一步扩大，公开信息质量进一

步提高。

【财政监管】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建立健全财政
预算、资金拨付、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跟踪监督机制，

围绕财经纪律、三资清理、经营性资产清查等，在全

区一、二级预算单位，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开展常态化巡查和专项检查，查出违规金额２２７２
万元，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并处理处罚。发挥财务

总监作用，规范项目财务管理，严控工程造价，审核

项目资金６０亿元。

【财政投资评审】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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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改、扩政府投资项目的工程预算全部纳入财政

投资评审范围，完成６８个项目评审，审减金额８９４１
万元，审减率达１６％。

【国资监管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深化区属国
有企业管理改革，科学谋划，制定国资公司经营发展实

施方案，构建区国资公司未来发展方向，试编区属国有

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资监管进一步加强。

【金融监管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积极对上
争取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门支持，对内发挥国资公司

筹融资作用，在全市中心城区率先成功获批１４亿元
企业债，增强企业直接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年

内，获得政策性银行授信５３亿元，其中农发行２０亿
元、国开行３３亿元，本区成为全市第一个同时获取
农发行和国开行支持的城区，第一个成功启动城中

村统征储备的城区，也是全市首例国开行置换项目

获批的城区。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局坚持以人为
本，以提高财政干部综合素质为目标，以增强依法行

政、依法理财能力为核心，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

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廉政

高效、业务能力强的财政干部队伍。主要是加强党

建工作。强化党管意识形态主体责任，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度，为促进财政工作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支撑。以“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为抓手，增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加强党建工作，以

支部建设为基础、以思想作风建设为重点，坚持抓基

本、打基础，完善日常党务工作规范，成立区财政局

业余党校，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党员培养发

展工作，举办党务者工作培训班，开展党日活动。以

“服务中心促发展、建设队伍强规范、改善民生保稳

定”为主题开展活动，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促进财政科学发展提

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智力支持。深化文明创建工

作。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以“做文明公

仆，创礼仪机关”主题教育活动为载体，深化文明创

建工作，全面提升财政干部队伍文明素质。加强廉

政建设。落实“两个责任”，组织开展专题学习和部

署，层层传导压力。突出抓好教育，以“守纪律、讲

规矩、作表率”为主题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

活动；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加强干部廉政提醒教育和

日常监督管理，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行政

权力和服务事项的权力清单，优化审批环节、提高办

事效率，增强服务意识。

２０１５，口年区财政局被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三次
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授予“湖北省第三次全国经济

普查省级先进集体”称号，被湖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授予“湖北省卫生先进单位”称号，区财政局被

省、市、区授予各种集体荣誉称号２１个。
（彭　晖）

国 有 资 产 经 营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简
称口国资公司）围绕经济快速发展，开展创造性

的融资助推经济发展，为口“转型发展、跨越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项目融资】　２０１５年，口国资公司重点围绕确保
国有资产安全增值、确保重点项目快速推进、确保政

府信用安全高效，广开渠道、稳健调配，全力保障融资

需求。截至年底，口国资公司完成累计授信３２５７５
亿元，完成融资４２８亿元，融资余额８３４亿元（土地
储备中心负债５９４亿元、国资公司２４亿元），已置换
政府债券８３亿元（核定政府债券规模２１６亿元）。
经过４年的不懈努力，在区发改委的帮助下，依托湖
北省发改委的全力推荐，成功获取国家发改委的发行

企业债券批文，实现成功发债，标志着口国资公司

经过多年运营，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

【投资经营】　２０１５年，口国资公司整合多元投资
方式，加快项目推进速度。加大现有股权资产的运

作，继续持有汉口银行和汉正股份股权，加快清算欧

文斯３０％的股权清算进度，努力盘活正汉通用机械
１００％股权；努力探索公司资本营运，对成长性好、有
巨大发展空间的互联网＋、新三板等新兴产业尝试投
资入股，同时，对资质好、实力强的国有企业参股国资

公司子公司。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口国资公司投资１４５０
万元收购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口１２５户不良资
产包，投资６００万元收储六角街属的贴花厂等。

【资产运营】　２０１５年，口国资公司完善机制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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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断提升资产经营效益。紧抓资产经营不放

松。公司进一步完善了电子化资产台账与租金台

帐，创建电子地图，做到有帐可查、有迹可循，促使资

产运营工作不断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同时，深

入市场了解租金行情，采取区政府采购网上登记挂

牌招租等多种方式丰富资产租赁手段。狠抓安全生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７日，湖北省国税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余鸿一行到口区国税局
督导检查《全国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２２版配置使用情况

产不马虎。强化警示教育，组织部门工作人员观看

安全生产宣传片，组织听取安全生产专题讲座，加强

安全生产教育，提高全体员工的自我防范意识和能

力。深化宣传普及，通过悬挂安全横幅、张贴布告标

语、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等方式营造安全生产氛围，

在租户内形成“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

细化源头管理，坚持早部署，早落实的“双早”方针。

在夏季高温和用电高峰到来前，集中组织开展消防

隐患排查，加强对租户生产生活用电、用火、用气等

方面的安全管理，坚决管住重点部位与紧要时期。

大力清除资产遗留问题，与欧埃公司达成股权转让

与清算同步推进的一致意向。明确长报古田路６号
地块遗留问题的解决路径，完成化工厂西区办公楼

装修，有力推动汉宜片征收工作进程。２０１５年，
口国资公司在资产管理安全零事故的基础上，实现

资产经营收入６３２万元，确保了国有资产安全保值。

【办公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国资公司在公司转型过
渡的特殊时期，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创建完善制度体

系，制定《内部控制制度汇编（适用版）》，确保公司

的正常运行。深入强化作风建设，制定《安全生产

管理办法》《融资工作及风险防控

制度》，完善《公司考勤管理制度》

《工作日志制度》等一批规范性制

度文件，对重点工作可能出现的

风险及时预判，做好预案，细化岗

位职责要求，做到责任到人，环环

相扣。同时，强化奖惩机制，提升

公司的凝聚力、战斗力。统一规

范管理流程，强化公司档案管理，

规范档案借阅流程，日常办公用

品及物资需要，实行统一采购，统

一保管，开展法律教育活动，使员

工知法懂法，依法依规照章办事。

上下联动狠抓落实，在公司过渡

期间，加强与区财政局、区统筹办

的工作联系，协同督办重大项目

的落实，在推进公司企业债券发行，完成“汉江湾”

公司的商标及工商注册工作，对接国开行、农发行

等重点争取政策性资金工作上有序推进。

（骆　岚）

国 家 税 务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国家税务局（简称口区
国税局）在面临企业经济下行、结构性减税等因素

的情况下，以绩效管理为抓手，深化税收分析，落实

优惠政策，强化税源监控，税收收入总量再创新高。

全年累计组织入库各项国内税收收入２７６２８亿元，
比上年增长１２６８％；累计入库区级全口径税收收
入２４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０３％；累计完成地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３６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５％。
代征工会经费１０１亿元。

【税收征管】　２０１５年，口区国税局将财源建设工
作贯穿到组织收入全过程当中，参与辖区引进中能

建葛洲坝财务公司，并将财源建设工作与日常税源

管理有效融合，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税收流失率，全

年财源谋划增收８５００万元。在年初对重点企业进
行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及时分解税收计划，完善目标

责任考核机制，建立分层预测机制，切实加强税收与

企业经营情况的联动分析和重点税源监控，全面掌

握收入主动权。在服务经济方面，确保小微企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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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加速折旧等优惠政策落地，支持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２０１５年，全区享受小微优惠政策２０５６２８
户次，减免税款４０６４５８万元；所得税享受小微优
惠政策３３８３户，占全部所得税户管的４１６７％，优
惠金额８７０２９万元。落实出口退税规范，按照“严
审快退”规定，全年共计免抵退税７２２４万元。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７日，口区国税局副局长严国生（左二）一行走访武汉市天然
气有限公司

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口区国税局开业户管总数为
４０５万户，其中企业１４５万户，个体２６万户。全
年新办企业３８１０户，新办个体工商户２４７２户，企
业户管占比逐年提升，“三证合一”（将企业依次申

请的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三证合为一证，提高市场准入效率）登记制度改革

平稳推进。

２０１５年，口区国税局以问题为导向，突出抓
好行业管理。在汉西家居建材市场商铺欠租者和注

销税务登记增多、个体税负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对辖

区内的家居市场进行实地调查与征管数据分析，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同时，以品牌为牵引，开展

税收调查统计和评估，改变大户税收贡献不大的问

题。全年累计入库个体税收１５０４１４万元。
２０１５年，口区国税局以规范为契机，深入开

展与口区地税局合作。除在政务中心实行联合办

税外，区国、地税两局年初共同印制《全国纳税服务

规范》宣传资料，制作服务规范工作模板，接受纳税

人监督，并且联手为辖区纳税人举办“预防网络财

务诈骗”专题辅导课。按季度传递和交换日常征管

信息，共同开展国地税户管量、纳税人状态的差异分

析，查找出现国地税征管差异的问题和原因，为规范

和加强税源日常征管提供方向。《全国税收征管规

范（１０版）》出台后，区国地税共同制定合作工作规
范实施方案，并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统一税务行政处

罚裁量权基准，做到“一事不二罚”。

２０１５年，口区国税局以数据为支撑，有效提
升征管质效。加大税收数据质量的管理力度，日常

数据监控与专项数据清理相结合，每月问题数据的

整改率达１００％，保证税收征管系统基础数据的准
确性。此外，口区国税局还主动联系区财源办和

区工商局，针对区内３２１４户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
与税务登记信息进行比对，对无税务登记信息的

６２６户进行有针对性的户管巡查，应纳入国税征管
的及时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尽量减少漏征

漏管。

２０１５年，口区国税局以发票为重点，极力开
展风险应对。全年共完成风险应对６８４户，评估入
库税款１９３２７１万元，并在防范发票风险上开展积
极探索。一是信息中心配合征管部门进行发票开具

金额与申报数据的比对分析，将有问题的纳税人信

息提交风控中心或下发至税源管理科核查，及时化

解涉税风险。二是防范发票虚开风险。“三证合

一”后，部分不法分子利用虚假身份登记注册，领

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有效遏制、打击增值税

发票虚开虚抵行为，口区国税局以营改增企业、出

口及出口供货企业、农产品收购及加工企业、异常注

销走逃企业为重点关注对象，灵活掌握快速预警系

统的运用，发现问题及时核查。对当月未抄报税企

业严格监控，对涉嫌虚开后走逃的企业，立即将发票

作失控处理，避免国家税款流失。同时对新办一般

纳税人开展巡查，对“走逃户”及时上报。全年将

“三证合一”的１２户涉嫌虚开虚抵
的纳税人资料移交稽查部门处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国税局以改
革为动力，加快转变征管模式。进

一步推进税收征管改革，切实落实

市国税局《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税

收征管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明

确税政（含集审办）、办税服务厅、

税源管理科和纳税评估科的相关

管理职责。规范领导值班制度，建

立以三级“阶梯式”咨询导税服务

机制；积极推广增值税发票升级

版。口区国税局成立“推行工作

专班”，实现“一站式”服务。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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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底，共有１０８４５户纳税人纳入升级版管理，
其中，一般纳税人完成４２８０户，小规模纳税人完成
６５６５户，新户推行比例达１００％；一般纳税人资格
认定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自当年４月１日执行登
记制后，极大地降低一般纳税人准入门槛，也是税务

机关“事前审批”改“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一环；加

强管查互动深化税源管理。充分共享互动过程中的

相关信息，强化后续管理。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５年，口区国税局坚持领导干部
带头学法，先后开展三期法治专题讲座，普及法律知

识，探索案例指导制度。组织干部积极参与行政诉

讼案件庭审现场观摩，了解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执

法行为的审查标准。落实持证上岗制度，确保执法

主体、执法人员及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全局共有２１８
人持有执法资格证书。同时，对各执法主体的印章

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清理，促进执法用章规范化。及

时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抓好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反馈。

加强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每月与汉阳区国税

局进行互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持续推进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和税收执法权力清单制度，规范税务行

政处罚裁量权，完善《重大税收执法决策事项集体

审理制度》。与市局确定的法律顾问团队签订协议

书，团队全程参与年内发生的一起税务行政诉讼案

件，经协调后行政相对人撤诉。

２０１５年，口区国税局深入开展执法案卷评
查，对全局２０１４年度已办结并形成的８９户未经稽
查程序的一般行政处罚案卷开展全面交叉互评工

作，有问题认真整改，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开展重点

执法督察，处理重点督察疑点项３２６条，涉及纳税人
２１４户次，查补入库税款和滞纳金共计 ３６万元。
接收省局和市局下派执法疑点数据５８条，涉及调整
税额３０条，共查补税款６６７万元、办理退税１６６
万元。强化内部审计，２０１５年７月，口区国税局
财务专项审计组采取查阅账簿、调看资料、座谈了解

的方式对区国税局预算执行、“三公经费”、政府采

购等情况进行审计，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整改到位。

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考核，２０１５年１－１２月，
口区国税局纳入考核系统监控的执法行为５３５１８
户次，经系统考核及申辩调整，确认执法行为正确数

量５３５１８户次，执法正确率１００％，无执法过错。

【纳税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区国税局运用“互联

网＋”思维，推广湖北国税移动办税平台。通过手
机应用为纳税人提供多项涉税服务，包括手机申报、

实时扣款、发票查询、办税服务厅地图导航等，被纳

税人称之为“指尖上的税务局”。

全面推行《全国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确保

基本规范全面落地，纳税人报送资料总体减少

３９％，办税环节压缩６２％，办税时限缩减５６％，办税
服务厅即办事项增加５０％以上。

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完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办

法，科学开展分类管理，营造激励守信和惩戒失信的

浓厚氛围，与口区地税局联合评出 ２０１４年度 Ａ
级纳税人２９户，激励诚信纳税。

探索邮政合作特色服务。全面推行“网领发

票，邮政专递”，对网上购票的纳税人，由邮政快递

负责送票上门。委托邮政代开普通发票、代征零散

税收，为临时代开代征税款的单位和个人打通“代

开发票的又一通道”。全年，口区邮政的１３个代
开网点共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１０４份，代开发票金
额２７３２７万元，代征税款７９６万元。

注重政务公开，畅通信息渠道。紧紧围绕纳税

人关心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及时通过网站、公告

栏、宣传手册、微博、ＱＱ群等渠道发布最新的工作
动态、政策文件和办税指南等，接受纳税人监督，全

年发布信息超过３００余条。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国税局落实选拔任用
干部“一报告、两评议”（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

报告工作时，要专题报告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

况，并在全委会委员中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民

主评议，评议结果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探索开展全

委会委员对本级党委新提拔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进

行民主测评的工作）制度，完成处级干部重大事项

和个人收入情况的上报。严格制定干部选拔任用方

案并向上级报备。落实“两个责任”，党组书记、局

长同分管局领导及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签订《２０１５年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认真开展学习培训。以岗位练兵为基础，以网

络学校为平台，认真落实分层分类培训，采取以会带

训、专题辅导、视频培训、网络学习等方式，共组织各

类培训３６批次５７０８人次。顺利推进和完成“５５１”
业务能手选拔的各项工作，全市国税系统 ４９０名
“５５１”业务能手中，口区国税局有３６人上榜，上
榜人数在市局系统排名靠前，８名同志进入“５５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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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选拔环节。

绩效管理迈入正轨，推动各项工作充分落地。

内外宣传的稿件数量、档次再次提升，其中《电子商

务立法中有关税收问题的国际借鉴研究报告》获全

国人大和总局领导批示表扬。及时传递电传公文，

抓好舆情应对、信访维稳、安全管理，档案考核再创

亮点，综合治理再获荣誉。

（易海岚）

２０１５年口区国税纳税５０强企业榜单
单位：万元

序号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总　计

１ ４２０１０４３０００４４８６５ 湖北省烟草公司武汉市公司口营销部 ５５３６５６８６１３ ８４５０５８５６２９ ３８２０４３３５５７ １７８０７５８７８

２ ４２０１０４７２２００２０８３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石油分公司 １６３５０８４３３８ ０ ６４３３１６４９７ １６９９４１５９８８

３ ４２０１０１６６９５００３８１ 周大福珠宝金行（武汉）有限公司 １０６４３１１１３８ １５２２５５７８９４ ３９３９９１９２５７ １６１０５５８８５３

４ ４２０１０１７５１００９０３０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４６７５３９９４９９ ０ ３５４０４７０６８５ ８２１５８７０１８４

５ ４２０１０４３０００８５５５２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４２０１９６１７３９ ０ ２５３８５６０５６４ ６７４０５２２３０３

６ ４２０１０４５６５５９７０２７ 武汉越秀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７１７９５６３ ０ ６４３２９２４８１２ ６４４０１０４３７５

７ ４２０１０４１７７６０３２９６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葛洲坝财务有限公司 ０ ０ ５３３０３７１９０１ ５３３０３７１９０１

８ ４２０１０４１７７６９１２０６ 武汉工贸有限公司 ４６１５９２６８９５ ０ ０ ４６１５９２６８９５

９ ４２０１０４７０６８０４５７Ｘ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０ ０ ４４７５１００７２ ４４７５１００７２

１０ ４２０１０４５６５５６２３８５ 武汉远大制药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４３６８５２３１３９ ０ ３１６０１９９７ ４４００１２５１３６

１１ ４２０１０４７６０６７１６２４ 湖北高路油站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５７５３４６２８ ０ ２４３９５１２８６４ ３５９７０４７４９２

１２ ４２０１０４３００２４５８２７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４８３６６８０５ ０ ０ ３３４８３６６８０５

１３ ４２０１０４６８２３３０１４５ 武汉市隆昌皇冠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８４１６０５６７ ０ ７９９２６１８６４ ２８８３４２２４３１

１４ ４２０１０４１７７７１５３３５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２８５８３８６８５ ０ ０ ２８５８３８６８５

１５ ４２０１０４６１６４２４４４２ 道达尔石油（武汉）有限公司 １７３８６２７４３１ ０ ９７９００７９６４ ２７１７６３５３９５

１６ ４２０１０４６６３４５３０８６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１３３８９９５０１８ ０ ８７３９５９１７３ ２２１２９５４１９１

１７ ４２０１０４７０７１６２２５７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９７５９５５００９ ０ １０６７７０６４６９ ２０４３６６１４７８

１８ ４２０１０４７２８２６２８８Ｘ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７９５９７２ ０ ０ ２０１２７９５９７２

１９ ４２０１０４７４４７７５３５１ 武汉三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０ ０ １９８８８２２００５ １９８８８２２００５

２０ ４２０１０４５９４５３５４７４ 武汉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１３１４８７７０２６ ０ ３２０８５９１９３ １６３５７３６２１９

２１ ４２０１０４７７４５７１１６５ 武汉大本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３８７０９ ０ １５５１６４６８１６ １５６７０３３９０６

２２ ４２０１０４７４４６３６７１４ 中国葛洲坝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０ ０ １４７８８４３８３２ １４７８８４３８３２

２３ ４２０１０４５８７９７７１００ 湖北嘉信隆科技有限公司 ３９４１６０８９３ ０ １０２６７４０３９３ １４２０９０１２８６

２４ ４２０１０４６６３４６１２７０ 湖北精英盛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４０９３７３６８ ０ ０５１０１５５ １２４１４４７５２３

２５ ４２０１０１７１４５８００６Ｘ 瑞泰潘得路铁路技术（武汉）有限公司 ９１４４１８２５９ ０ ２８０７０７９１ １１９５１２６１６９

２６ ４２０１０４７４４７６８６８８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５１７６１１３５ ０ －１８８０１４４０５ １０６３７４６７３

２７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６６６７６４１２ＸＡ 武汉裕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２００５１１６４ ０ ０ １０２００５１１６４

２８ ４２０１０４７２８２６０９７２ 武汉市依翎针织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２８０４５０３ ０ ０ ８９２８０４５０３

２９ ４２０１０４７２５７５４３２８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武汉口商场 ７５６８１２８３９ ０ １２０１２４００６ ８７６９３６８４５

３０ ４２０１０１７８４４９８０３７ 湖北民生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 ７２０７５７１６５ ０ １２４９２７５９２ ８４５６８４７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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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总　计

３１ ４２０１０４５６５５５２９８８ 中石化武汉公交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５２３１２ ０ ２９０３７４３４２ ８４５６０５５４２

３２ ４２０１０４Ｘ１５４００５４１ 武汉铁路局汉西车务段 ８３５３４９８９４ ０ ０ ８３５３４９８９４

３３ ４２０１０４７８１９５８０６９ 武汉汇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７５９７１０３７ ０ ７４６５８００１ ８３４３６８３７１

３４ ４２０１０４０７７７４５６７６ 国药控股湖北柏康有限公司 ４９１６２９１６１ ０ ３０３８９４１１４ ７９５５２３２７５

３５ ４２０１０４７１７９１５５８２ 道达尔石油（武汉）有限公司口路交通服务站 ０ ０ ７７５２８８５２５ ７７５２８８５２５

３６ ４２０１０４７８９３２３８７７ 武汉广电海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０ ０ ７６９６７６７５７ ７６９６７６７５７

３７ ４２０１０４７４７６８６００４ 湖北怡丝纺织有限公司 ７６３０２４４１３ ０ ０ ７６３０２４４１３

３８ ４２０１０４７５１８３９３６８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６５５２１５６９ ０ １０２４５３６６１ ７５７６６９３５１

３９ ４２０１０４４０００００１８１ 中国船级社武汉分社 ４７６７５０４４３ ０ ２６４６１０９３９ ７４１３６１３８２

４０ ４２０１０４１７７７０１２１６ 武汉有机实业有限公司 ８１０８５５ ０ ７３２６６２３７５ ７４０７７０９２５

４１ ４２０１０４７２８２４７１５３ 武汉市爱之家实业有限公司 ７２４３９５９８３ ０ ０ ７２４３９５９８３

４２ ９１４２０１１２７６８０８４０１０Ｈ 武汉材保表面新材料有限公司 ４７２１０７９７８ ０ ２５１４０３０３６ ７２３５１１０１４

４３ ４２０１０１６９１７５４４７６ 劳氏船级社（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３４４４６５２１３ ０ ３４７０２０１５３ ６９１４８５３６６

４４ ４２０１０４７４８３２４７７７ 武汉元祖食品有限公司 ６８７５２２３６７ ０ ０ ６８７５２２３６７

４５ ４２０１０１７９２４３４２０１ 西马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１４２６８８９３４ ０ ５１４６１９５３６ ６５７３０８４７

４６ ４２０１０４７４４７８９２５１ 武汉荟普化学新材料有限公司 ４２９４８８４１２ ０ ２２４３０７９８２ ６５３７９６３９４

４７ ４２０１０４７１１９８０２３６ 武汉蓝焰自动化应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６４０２９７２７４ ０ ０ ６４０２９７２７４

４８ ４２０１０４５８１８２２３７８ 武汉欧森特工贸有限公司 ２８８４７８５９９ ０ ３２５９１６６９ ６１４３９５２８９

４９ ４２０１０４７７７５７２５１８ 湖北省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５７６８５８７３２ ０ ２６５１２７８６ ６０３３７１５１８

５０ ４２０１０４５９４５４８９２９ 武汉新科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０９１３２１１ ０ ２６５６３７０７３ ５９６５５０２８４

地 方 税 务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地方税务局（简称口区
地税局）以税收现代化建设为指引，履职尽责、积极

作为，适应新常态、培育新气场、贯彻新要求、实现新

作为，坚持“以文化建设促进全面发展”的工作思

路，强化责任感、弘扬正气场，突出抓好“三严三实”

“两为争创”“履职尽责”“正风肃纪”等系列教育实

践活动，深化党建工作，强化税政管理、夯实征管基

础、落实税收优惠、优化纳税服务、完善风险防控、提

质政务运行、推进绩效管理，圆满实现“带好队、收

好税、执好法、服好务、管好内”等各项工作目标。

【税费收入】　２０１５年，口区地税局攻坚克难、竭
尽全力圆满完成税收工作。坚持重点税源定期分

析，按时报送重点税源数据；开展税源普查，完成对

１７１６７户企业的实地税源调查；加强税源监控，增强
税费收入增减分析，健全外部经济信息与税源数据

的比对分析。全年累计完成税费总收入１１３３７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７０％，其中市政府目标收入完成
７３７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８４％。

【文化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地税局继续深入推进
阳光文化建设，完成文化建设提档升级，继续以悟

字、建廊、论坛、集册、论坛等形式，体现文化建设成

果。联合区检察院共同开展“激情五四 放飞梦想”

读书会活动。局长丁建华应邀向省直机关干部培训

班等学员讲授交流“阳光文化促进管理创新”等课

题，文化建设得到《中国税务报》《新华网》《湖北日

报》《长江日报》等多家媒体关注。全年专题报道国

家级４篇、省级１１篇。大力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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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４日，口区地税局在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开展小微企业地方税
收政策纳税人面对面咨询会，图为青年志愿者接受园区小微企业咨询

教育活动、“正风肃纪 重塑形象”活动、“履职尽责、

争当两为干部”实践活动，树正气、聚能量、提精神。

狠抓“绩效管理过程控制、党风廉政三位一体、依法

治税规范执法、服务规范树立标杆”四项措施，有效

地防控风险，确保队伍平安。

【征管基础】　２０１５年，口区地税局累计完成
３９２８户发票清理工作，采取多措并举，切实推进税
费漏征评估大清查。“三证合一”工作落实，全年累

计接收１２９６户并全部纳入正常征管。完成重点评
估达到目标，全年完成重点评估户４１１户，组织入库
税费１４６亿元。

【税收政策】　２０１５年，口区地税局注重加强税
政管理，各项工作成果显著。切实加强企业所得

税分级分类管理。切实加强个人所得税自行清算

管理，强化高收入人群的个税申报管理，完成 １２
万申报补缴个人所得税 ５３万元。切实加强房地
产税收管理，全面开展对中介机构参与税收鉴证

或代理项目的土地增值税清算，确保清算程序基

本规范，税款征收到位。

【纳税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区地
税局简化办税流程，创新办税方

式，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开展“便

民办税 春风行动”等工作，落实全

国县级服务规范标准。创新服务

手段，加强短信平台、ＱＱ群等服务
手段，提高２４小时自助办税终端
使用率，实现同城通办，提高办税

效率。深化“一窗办税”，简化办

税程序、精简报表资料，打造方便

快捷、优质高效的办税平台。完成

升级纳税人网络学校。开展特色

培训，联合科技孵化器、会计师事

务所等专业机构，针对小微企业全

民创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开展定制

化培训。提高网络税校税企互动平台运用建设，年

均培训１４７２３人次，网校点击率２２万人次。做强网
校品牌，做到“拉近时空距离、自主自助学习、方便

快捷沟通、节约征纳成本”，打造品牌。

【教育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地税局创建学习型组
织建设，更进一步激发干部动力。坚持“五个一”基

础：一日一题、一周一学、一月一考、一季一赛、一年

一评的学习机制日趋完善。通过快乐学习，突出素

质素养、职业技能、高雅情趣，做到随时交流学、定期

集中学。“四大类别”按需施教，全年主要开展所长

培训、重点税收业务培训、会计专业知识培训、技能

大赛专项培训等多项培训工作。“三大平台”全面

覆盖，“校训”以脱产培训为主，“网训”以在岗网络

培训为主，“实训”即实践培训，区地税局将“三大培

训平台”有机结合，贯穿到日常工作之中。大力开

展“三个十佳”即：十佳文明楷模、十佳学习标兵、十

佳岗位能手的争创活动，人尽其能，人尽其才。在全

市系统十九届技能大赛中，本区取得优异的成绩，有

３人进入全市前十名，获得“地税十佳”。
（崔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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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教 育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教育局围绕全市教育工作
重点，深入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区教育质量稳

步提升，办学特色进一步彰显，教育规划布局更趋合

理，干部队伍和教师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教育影响

力日益扩大，为建设教育强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２０１５年，口区成功创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
区、湖北省学前教育示范区，成功承办２０１５年世界
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第２届亚洲中学生田径锦标
赛、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校园足球与青少年发展）

研讨会。口区教育局被评为武汉市“三万”活动

工作突出工作组，崇仁路小学获评全国文明单位。

截至年底，口区共有幼儿园 ６１所，在园幼儿
１５２０９人，比上年增长１１％；小学４１所，在校学生
３１９６４人，增长 ３１％；普通中学 ２１所，在校学生
２１３４３人，下降１％；中等职业学校 ２所，在校学生
４２５２人，下降０９％。６周岁 ～１１周岁人口入学率
１００％，１２周岁 ～１４周岁人口入学率１００％。小学
在校学生无辍学，初中在校学生辍学率 ００２２％。
初中毕业生合格率 ９９２％，高中毕业生升学率
９７２％，其中一批本科上线９９８人，比上年增加２７１
人，本科上线２３５３人，增加２２９人。年内，口区教
育局以“三严三实”教育为抓手，调研、收集建议５５
条，形成问题清单并整改落实。组织开展严守政治

纪律政治规矩、“四个全面”、警示教育及“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讲座，班子成员在基层按工

作条块，分片开展党课辅导，基层单位联组、联片学

习达１０余次。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
年初实行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公开承诺，建立班子成

员党建责任制联系点，开展廉政提醒约谈 ５０余人
次，年内区教育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全区委办局

考核中排名第一。支持局纪委改革，组建７９人基层
纪检监察队伍。成立 １０个巡查组开展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情况巡查，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督

促全面整改。开展离任审计８件，任中审计１０件，
审计金额达４３６亿元，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６３条。
完成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支委会、党小组会、支

部党员大会和党课）检查并进行通报和整改。强化

党员主体作用发挥，组织２０００余名党员观看警示
片，２０３８名党员认领２１４３个社区微心愿，认领岗
位３１５４个。组织２支督查组每周对学校进行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测评，全市测评中口区均取得

排名第二的好成绩，崇仁路小学获评全国文明单位。

在崇仁路小学、水厂路幼儿园分别举办片区读书联

盟展示分享会。截至年底，全区共建书屋２９所，其
中全国示范书屋２所，省级示范书屋１所，市级示范
书屋 ２所，东方红小学、崇仁二小秋季“开学第一
课”在《新闻联播》播出，全年口教育新闻报道达

４１０篇次。

【教育改革】　２０１５年，口区教育局推行学区制、
托管制，全区１４所初中分４个学区管理，武汉市第
六十四中学按武汉市教育局工作部署托管蔡甸区莲

花湖中学。全区小学分为７个学校联盟。确定５所
初中、１０所小学为小班化教学试点校。水厂路小
学、南垸坊小学、行知小学、博学初级中学、崇仁路中

学被评为武汉市素质教育特色学校。水厂路幼儿

园、实验小学、武汉市第二十七中学、武汉市第二十

九中学获评第二批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园文化建设

先进学校称号。

·１０２·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７日，武汉市中小学高效课堂现场展示会在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
举行

推进有效德育与高效课堂工

作，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爱心互

助”课堂教学模式和东方红二小

“四习八法”（“四习”指习心、习

脑、习行、习身。“八法”指１：３分
配，学导互动；三维评价，生态发

展；冥想静心，调整情绪；“五官”

联动，助思提效；“三法”交替，扩

大容量；意义记忆，导图整理；多元

习练，自主内化；实践反刍，内外兼

修）课堂教学模式被评为武汉市

“十佳”课堂教学模式。全区举办

“学区论坛”、“教学比武讲坛”和

“小班研究日”，完善“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等平台建设。

口区分别在全市学前教育内涵建

设推进会以及高中教育工作会上

交流工作经验。

年内口区深化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成功创

评湖北省首个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新合村

小学、崇仁二小、安徽街小学、武汉市第四中学、武汉

市第二十九中学、博学初级中学入选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与全国

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建设一并列入口区３项国家级改革试点任务。
６月２９日，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校园足球与青少
年发展）研讨会在口区召开，来自英国、法国、巴

西等国家和地区的体育官员代表应邀到会。国家教

育部体卫艺司司长、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王登峰等领导出

席大会，与会专家领导对口区“读好书，踢好球，

做好人”的足球理念给予肯定和赞赏。组建水厂、

滨江、古田、长丰四个足球片区，将足球基本技能纳

入学生体育课考试内容。年内武汉市第四中学获得

湖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高中联赛冠军，安徽街小学

女足获得全市校园足球联赛小学女子组冠军。

教育信息化改革力度增强，“教育云”设备综合

使用率为 １００％。“教育云”平台“晒课”教师达
２０７０人，评选区级“优课”２００节，推评市级“优课”
６７节，省级“优课”３２节，部级“优课”７节。东方红
小学、韩家墩小学和武汉市第十一中学参加全国中

小学信息化教学展览活动，在国家级层面展示口

规模化应用的成果。口区获得首届“全国教育信

息化创新应用典范区域优秀实践奖”。９月底，全区
２２名学科首席教师全部建立区级名师网络工作室，
通过空间线上和线下结合方式开展学科研究、教改

探索。崇仁二小在中国教育学会第２８次学术年会
微论坛上进行教师集体备班沙龙展示。

【教育质量】　２０１５年，口区获评“湖北省学前教
育示范区”，口学前教育跨入全省前列。区内 ５
所学校通过武汉市素质教育特色校评估。８所小学
在硬件标准化的同时，软实力同步提升。１０月
２２～２３日，全国中学德育课堂观摩展示培训会（初中
组）在武汉市第十一初级中学召开，来自国家、各省

的德育教育专家以及德育优质课展示的教师１０００
余人到会指导和展示。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完

成实训基地配套任务，成功承办２０１５年武汉市职业
技能展示活动。在楚才作文竞赛中，口获奖人数

和获特等奖比例再创新高，１人获特等奖，１４３人获
一等奖。组织全区６所高中开展“武汉市首届汉字
读写大赛”的区级选拔赛，武汉市第十一中学获“武

汉市首届汉字读写大赛”团体二等奖。中山巷小学

学生瞿锦裔获湖北省中小学生首届经典诵读大赛小

学组冠军。东方红小学章译文获得长江日报“我读

我城”读报答题闯关赛年度总冠军。口代表队以

总分８６７分在２０１５年全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
第１９次蝉联中学组团体总分冠军。中小学生参加
市艺术小人才比赛获奖率达７０％，在武汉市长江杯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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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比赛、湖北省长江杯钢琴比赛中累计２１人次获
奖。９名初三学生被评为２０１５年武汉市“科技小人
才”。３００余人次在全国省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小学生机器人竞赛、中小学生航海模型竞赛、青少

年环境表演大赛中获奖。年内２人入围全市高考文
理科前１０名，全区文理科 ６００分以上学生 １１７人
（比上届增加４３人），大文大理一批上线人数 ８０２
人（比上届增加 ２３９人），大文大理一批上线率
４１６４％（全省一批上线率１７０８％，全市一批上线
率３０７１％）。２０１５年社区居民培训人数为 ４５３３
万人，培训率达６４２％。

　　２０１５年５月，口“武汉云教育生态的构建与实践”成果在国际教育信息化大
会上展示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教育局开展“学习杨
小玲，争做学生喜欢家长满意的‘四有’（指有理想

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教师”

双月师德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和学生喜欢家长满意的

“四有”教师评选，以及“馨桥”读书征文活动。组织

第三届名师高级研修班９０名青年骨干教师赴成都
学习考察。井冈山小学曹晓矜获第七届全国中小学

美术教师基本功大赛小学组一等奖，黄晶获第七届

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展示活动小学组全能一等

奖，武汉市第四中学晏海燕获得武汉市劳模称号。

武汉市第二十六中学叶京飞在武汉市五项技能大赛

上荣获中学组状元，并获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

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尤小军被评为湖北省名

师。建立年度教师制度，６１名教师评为学校“年度

教师“，武汉市第十一中学汤彦平被评为口区首

届“年度教师“。全面推进“双向选择、逐级聘任”制

度改革，在中学实行三级聘任，在小学结合班科聘任

实行分级聘任。武汉市委教育工委调研口区“双

向选择逐级聘任”工作，并在全市中小学“双向选

择，逐级聘任”工作会上推介口工作经验。区级

培训教师１３９０人次，占教师总数２８％。同年底，全
区教职工总数４８４３人，其中专任教师４２２０人，中小
学幼儿园专任教师３８２４人，职校专任教师３３２人，
特殊教育专任教师６４人。小学教师专科及以上层
次学历达 ９７％，初中教师本科及以上层次学历达
９６％，高中职校教师在学历全部达标的基础上，超过
２０％的教师取得研究生学历。全年轮岗交流教师
１９９人，占符合交流条件教师的比例为１４４％。

年内口区交流、提任校级干部９４人，交流比
例为２８５％，其中党外干部３人。召开全体新提任
校级干部廉政座谈会。先后２次抽调近３０名党员
干部到世界中田赛专班、各国地区代表队工作，同时

组织近４００名志愿者服务中田赛。７篇调研报告在
全市教育党建思政论文评比中获奖。崇仁路小学校

长张彦平当选武汉市首届“十大最具影响力校长”。

【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第二届亚洲中学
生田径锦标赛】　２０１５年 ６月 ２７日至 ７月 ２日，
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第二届亚洲中学
生田径锦标赛在武汉市第四中学成功举办。２９个

国家及地区６００多名中外运动员、
教练员、官员参加了本次盛会。有

口队员参加的中国队在４个组
别上占据了金牌榜头名位置。世

中体联主席劳伦特·佩楚卡先生

专程发来贺信，盛赞此次赛事组织

良好，场馆器材规格标准高，具有

良好的示范性。国家教育部学生

体育联合会秘书处致函区教育局，

对区教育局在场馆建设、赛事筹备

组织上所做的努力及赛事的成功

举办给予高度评价。

【学生资助】　２０１５年，口区教
育局完成贫困学生资助 ６４８５人
次，发放资助金 ５７３５３万元。其
中发放２０１４年秋季学前教育政府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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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１５人，计０７５万元；２０１４年秋季中职国家
助学金４０１人，计３００８万元；２０１５年春季中职国
家助学金３９５人，计２９４９万元；２０１４年秋季中职
免学费资助金１７６８人，计２１６５２万元；２０１５年春季
中职免学费资助金１７２９人，计２１２２３万元；发放
２０１４年秋季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２８６人，计 ２２５
万元；２０１５年春季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２８７人，计
２２６万元；发放 ２０１４年度市政府励志奖学金 ７１
人，计７１万元；２０１５年春季武汉市学前教育政府
助学金１５人，计０７５万元；发放２０１５年大学新生
路费４５人，计２６万元；发放家庭困难学生书抄费
减免及“两免一补”共计１４７３人，计２８９２万元。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教育局完成７所小学
标准化建设任务。团结佳兴苑配建幼儿园、广电江

湾配建幼儿园开工建设。山鹰小学结构封顶，崇仁

汉滨小学、易家墩小学改造工程如期完工。团结佳

兴园小区配建小学、武汉市第十七初级中学标准化

建设完成立项。古田路６号义务段学校进行前期工
作。紫润明园中学、新一聋校完成代建与设计招标。

汉江湾国际学校与武汉外国语学校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进行总平方案设计。中小学校学生直饮水系统

项目全部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

【法制安全】　２０１５年，口区教育局通过行政审
批事项“九公开”，将执法机构、岗位和人员的具体

职责及执法流程、要求、时限、结果等通过区教育

网站等形式向社会公示。举办全系统学校章程培

训辅导讲座，组建专班强化有偿家教巡查督办力

度，进一步规范教育教学管理行为。安排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到中田赛场馆建设、行知小学、山鹰

小学、武汉市第四初级中学视察调研，组织教育工

作通报会 ４次。充分利用“少年法庭”、“心灵驿
站”等法治教育品牌，深入推进法制教育宣传活

动，仅“法治宣传日”教育法律法规讲座及咨询就

达３００余次。年内口区教育局完成常码头中
学、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法治宣传长廊建设，

组织全系统４７７９名教职工参加全市教育系统法
律知识网上测评，６００余名党员干部参加市党纪党
规知识测试。认真落实省市区安全工作要求，进

一步强化治安防范工作机制。完成全区中小学一

键式报警器安装工作。坚持每日信访接待制度以

及周五局领导接待日制度。学校食堂 Ａ、Ｂ级达标
比例为７０％。全年无安全事故与计划生育违法违
规行为。年内区教育局被评为武汉市安全生产先

进单位。

（吴爱文）

２０１５年口区公办幼儿园一览表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地　　址 班数 学生数 教师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教育部门办（９所） ９８ ３０１０ ３３３

１ 武汉市口区水厂路

幼儿园

新合村６６号

解放大道３２９号（香港印象
小区内）

１４ ４７０ ３０ 徐琼琳 ８３６５８６５１

２ 武汉市口区崇仁路

幼儿园

崇仁路２２１号

游艺路游艺东巷９号
１１ ３５０ ２１ 王　岚 ８３７８５４０９

３ 武汉市口区安徽幼

儿园

汉中路２４１号（原利济路小
学内）

汉正街药帮二巷１０号
１１ ３４４ ４９ 陈　红 ８５７４７７１５

４ 武汉市口区营房幼

儿园
营房北村３８号 ４ １２７ ２５ 陈爱梅 ８３６１５５６２

５ 武汉市口区幸福幼

儿园

解放大道 ５８２号同馨花园
４０－４１号

汉西一路五号

１８ ５３５ ９２ 毛　玲 ８３７８６１３９

６ 武汉市口区常码头

幼儿园
常码头发展二村５６号 ７ ２２２ ２１ 吴　蕾 ８３５３３６８６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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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地　　址 班数 学生数 教师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７ 武汉市口区机关幼

儿园
集贤路特１号 １２ ３８８ ３３ 姜红兵 ８３７８３１２３

８ 武汉市口区陈家墩

幼儿园

陈家墩小区古田南村６７号

古田路６７号（古画社区内）
１４ ３９５ １５ 田　丰 ８３８６７４５４

９ 武汉市口区义烈巷

幼儿园

义烈巷１号

荣华东村１１０号
７ １７９ ４７ 蒙继红 ８３７８４６４４

其他部门办（５所） ６８ ２４２７ ３４２

１ 华中科技大学后勤集

团华同总公司幼儿园
航空侧路１３号 １２ ３８１ ５５ 王　泽 ８３６６３１２３

２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幼

儿园

解放大道１０９５号 ３ ６０ ３２ 刘　新 ８３６９２４２３

３ 武汉市直属机关永红

幼儿园
建设大道４４５号 ２５ ９１９ １２７ 陈金枝 ８３６３２６４８

４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经济学院幼儿园
罗家墩１２２号 １２ ４３１ ５６ 刘　君 ８３４４８７５７

５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工程大学幼儿园
解放大道７１７号 １６ ６３６ ７２ 张　琪 ８３４４３７５５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办幼儿园一览表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地　　址 班数 学生数 教师数
法定
代表人

联系电话

合计（４６所） ３１９ ９８７３ １３０６

１ 武汉市口区体育幼

儿园
顺道街１４４号 ４ １４９ １７ 黄必宽 ８５８９０７６２

２ 武汉市口区添星幼

儿园

汉西北路 ６７号（荣冠花园
内）

３ ８５ １３ 徐海洪 ８３５１９６３５

３ 武汉市口区汉正街

海峡幼儿园
星火路６号四楼 ４ １２０ １５ 王丽红 ８５３７４７７６

４ 武汉市口区旺旺幼

儿园
竹牌巷７４号 ４ ９３ １３ 张翠珠

５ 武汉市口区天顺实

验幼儿园

古田四路天顺园小区五组

团内
８ ２３０ ３３ 王东林 ８３７７３１９０

６ 武汉市口区春晖幼

儿园

集贤路特１号（区青少年宫
内）

１５ ４６８ ５４ 詹道璋 ８３８０８５７９

７ 武汉市口区小燕子

艺术幼儿园

舵落口 ４８号（家安公寓 Ｃ
栋１－２单元） ６ ２０８ ２２ 王艳华 ８３４１２１７８

８ 武汉市口区电源村

幼儿园

解放大道２０１号（宗关源厂
宿舍内）

６ ２１０ ２４ 陈爱华 ８３８７６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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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地　　址 班数 学生数 教师数
法定
代表人

联系电话

９ 武汉市口区丫丫宝

贝幼儿园

汉正街１－７６号汉江公寓Ａ
栋２０３室 ７ １５４ ２２ 王　琼 ８３８０５４８５

１０ 武汉市口区鸿燕艺

术幼儿园
汉中路１８８号 ６ ２１６ ２５ 程　阓 ８５３７５２８１

１１ 武汉市口区添添艺

术幼儿园
古田二路易农街１号 １２ ４２６ ５２ 关南方 ８３７３７４２５

１２ 武汉市口区汉正街

陶艺幼儿园

汉正街永喜门４－５号老三
镇服装城４楼 ４ １５０ １８ 李莲英 ８５３６９９９４

１３ 武汉市口区太平洋

实验幼儿园
汉水三村３２９号 １０ ４００ ４０ 肖　荣 ８３８８５２３３

１４ 武汉市口区融侨永

红实验幼儿园
解放大道６６号 ６ ２０８ ２９ 刘　媛 ８３３１５００３

１５ 武汉市口区贝比堡

汉水熙园幼儿园

解放大道１４８号（汉水熙园
小区内）

１１ ３３０ ４７ 李　刚 ８３３０９３３３

１６ 武汉市口区海天润

和幼儿园
汉西路７９号（润和花园内） ６ １７９ ２３ 程小萍 ８３８５９５１３

１７ 武汉市口区六角天

使幼儿园
利济路１５５号 １２ ３９０ ５４ 丁小琳 ８５４２０７３１

１８ 武汉市口区格林紫

润幼儿园
古田二路紫润明园（北区） ８ ２６３ ３２ 吴　燕 ８３３３６９４３

１９ 武汉市口区贝比堡

幼儿园
汉西二路特一号 １１ ３２１ ４２ 胡惠芳 ８３４９２９９６

２０ 武汉市口区林之光

发展幼儿园
发展一村６１号 ７ １９０ ２８ 王东林 ８３５３２２２５

２１ 武汉市口区欧乐康

城幼儿园

沿河大道 ４３８号丽水康城
小区内

８ ２１０ ３４ 刘　丹 ８３９９０４７７

２２ 武汉市口区温馨宝

贝幼儿园
油坊巷２６号３栋１楼 ４ １１０ １７ 金会娟

２３ 武汉市口区林之光

幼儿园

古田四路新墩二村 ２８０号
雅丰园３－１ ７ １９９ ２９ 王东林 ５０３３８６１２

２４ 武汉市口区小哈佛

实验幼儿园

解放大道 １０９号汉口春天
小区内

１１ ３４９ ４２ 郑　雨 ８３８３１２８８

２５ 武汉市口区春光幼

儿园
解放大道６９５号 ８ ３２０ ４１ 张　燕 ８３８７３７２９

２６ 武汉市口区天勤幼

儿园

长丰大道特一号天勤花园

小区内
８ ２３５ ３７ 冯　艳 ６３６０９７５９

２７ 武汉市口区贝比堡

丰华幼儿园
长丰四队丰华园小区内 ６ １６５ ２９ 胡惠芳 ８３９９６３６９

２８ 武汉市口区同文幼

儿园
天顺园小区９组团 １２ ４４１ ５２ 张　芳 ８３９９５８６６

２９ 武汉市口区生活村

幼儿园
古田二路生活六村３０号 ３ １００ １４ 倪　明 ８３８６２９８２

３０ 武汉市口区百姓添

添幼儿园

长丰大道１７２号（百姓之春
小区内）

９ ３１５ ４２ 关南方 ６３６０５１０１

·６０２·

·口年鉴·



续表２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地　　址 班数 学生数 教师数
法定
代表人

联系电话

３１ 武汉市口区丰竹园

幼儿园
常码头丰竹园小区内 ４ １０３ １８ 程　红 ８３５５８８６９

３２ 武汉市口区广博幼

儿园

解放大道４７９号（博学仕府
内）

８ ２３１ ３３ 钟家芳 ８３８７６６６３

３３ 武汉市口区欣欣幼

儿园
利济东街１０１号 ５ １７８ １９ 丁慧萍

３４ 武汉市口区苗苗幼

儿园

利济南路暨济商城空中花

园
１０ ３４０ ４２ 柳　臖 ８５２５２４０１

３５ 武汉市口区育新幼

儿园
建乐小区２８－３１栋２楼 ５ １４３ ２２ 董元年

３６ 武汉市口区爱弥尔

幼儿园
紫润明园南区２栋 ４ １２０ ２０ 刘丹妮

３７ 武汉市口区小怀幼

儿园

汉正街金昌商业城Ｃ栋５－
６单元 ８ ２４０ ２５

#

小怀 ８５６８８１７８

３８ 武汉市口区美乔幼

儿园

南泥湾大道 １１８号江城壹
号１９号楼 ６ １８０ ２９ 肖　荣 ５９１０８９１７

３９ 武汉市口区娃娃幼

儿园
玉带路１９号 ５ １５１ １３ 杨　英 ８３７３２４０７

４０ 武汉市口区朵朵幼

儿园
长堤街操场角８号 ５ １２７ １５ 付利丹 ８３６０７３９８

４１ 武汉市口区贝比堡

竹叶海幼儿园

额头湾东吴大道竹叶海嘉

园小区
５ １３４ ２３ 胡惠芳 ８３３８３３６３

４２ 武汉市口区育苗幼

儿园
利济路８号银丰富苑五楼 ３ ６２ １５ 张兰英 ８３５３７１７９１

４３ 武汉市口区小金笛

幼儿园
简易新村１３－１５号 ３ ７３ １５ 徐　蝶

４４ 武汉市口区艺和幼

儿园
汉正街７２８号１２门３－８ ７ ２１０ ２６ 梅　强

４５ 武汉市口区金色摇

篮幼儿园

古田路４１号东方花城小区
内

９ ２４６ ４０ 王　曼 ８３３０７８６９

４６ 武汉市口区锦江永

乐幼儿园
建一路２号 ３ １５ ５ 柯　莹

２０１５年口区小学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班数 学生数 教师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总计（４１所） ７７５ ３１９６４ １９９５

教育部门办（３９所） ６９９ ２８３４６ １８５５

１ 武汉市口区长征小学 解放大道３１４号 ２２ ９６５ ５２ 唐　琳 ８３７７１４１６

２ 武汉市口区中山巷

小学
汉正街８３号 ６ １４９ ２４ 张海玲 ８３７３２３２４

·７０２·

·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续表１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班数 学生数 教师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３ 武汉市口区韩家墩

小学
解放大道１７０号 ３２ １７１１ ８０ 袁　莉 ８３８８７７３１

４ 武汉市口区崇仁汉

滨小学
古田三路１号 ２８ １３４２ ５８ 汪　飞 ８３８０７７２５

５ 武汉市口区实验小学 简易路１０号 ２７ ９６０ ３９ 吕敬东 ８３８８７２６６

６ 武汉市口区新安街

小学
大夹街九如巷１７７号 ７ ２３０ ２４ 邓七翠 ８５６４４１２６

７ 武汉市口区双环小学 古田一路３１号 １０ ２８７ ２７ 丁卫红 ８３４１２１６０

８ 武汉市口区行知小学 汉正路４０９号 １６ ５２７ ５３ 鄢明丹 ８３６１８４２４

９ 武汉市口区崇仁第

二小学
新路１２６号 ２６ １１５２ ６６ 高　静 ８５８５６６７４

１０ 武汉市口区山鹰小学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１３ ５４３ ３５ 江　红 ８３８３７３５２

１１ 武汉市口区长丰小学 古田二路长丰新村特１号 １１ ３７９ ３６ 许　涛 ８３８３３５７２

１２ 武汉市口区东方红

小学
解放大道７６１号 ５８ １９９８ １５０ 瞿莉玲 ８３６２４０６７

１３ 武汉市口区太平洋

小学
解放大道４６３号 ２４ １１４３ ４８ 陈小梅 ８３８８１０７６

１４ 武汉市口区东方红

第二小学
古田四路云鹤小区二村１３号 ２４ ９６３ ４３ 倪风雷 ８３４１１１０３

１５ 武汉市口区建乐村

小学
中山大道７１号 １９ ７６５ ６０ 商风丽 ８３７８５６６５

１６ 武汉市口区武药小学 古田二路生活一村武药宿舍内 １ ２６ ３ 程毅焱 ８３７７１６３０

１７ 武汉市口区南垸坊

小学
解放大道２８－３０号 １８ ７９６ ４１ 王元红 ８３８４５８９４

１８ 武汉市口区汉西小学 汉西北路３４号 ７ ２５５ ３０ 赵　伟 ８３５３８７９０

１９ 武汉市口区舵落口

小学
易家墩２１３号 １２ ３８５ ３１ 陶　俊 ８３４１２９１２

２０ 武汉市口区安徽街

小学
汉正街六水街３号 １２ ４０９ ３５ 陈丽秀 ８５６７９９３４

２１ 武汉市口区崇仁路

小学
发展大道３９号 １９ ７８１ ９５ 张彦平 ８３７８４６９０

２２ 武汉市口区古田路

小学
古田二路１８号 １９ ６８３ ４８ 余行飞 ８３８３６０４０

２３ 武汉市口区水厂路

小学
建设大道２９号 ２８ １４７０ ７４ 李旺成 ８３８８２７３２

·８０２·

·口年鉴·



续表２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班数 学生数 教师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２４ 武汉市口区常码头

小学
常码头发展二村５５号 １４ ５７３ ３８ 彭　波 ８３５３３８２６

２５ 武汉市口区井冈山

小学
集贤路４３号 ２９ １３５５ ７１ 洪　霞 ８３７８８１５２

２６ 武汉市口区红旗村

小学
中山大道１８９号 ２０ ９１３ ４９ 张师平 ８５４１５２２１

２７ 武汉市口区仁寿路

小学
仁寿路１００号 １２ ３９６ ３５ 王华萍 ８３８０６５８５

２８ 武汉市口区义烈巷

小学
长堤街２１８号 １４ ４０７ ３５ 曾贵利 ８３７３１６４７

２９ 武汉市口区辛家地

小学
解放大道７５号 ２０ ８９０ ５１ 李惠娟 ８３８８３７０１

３０ 武汉市口区汉正街

小学
三曙街１号 １１ ２７３ ４３ 章大明 ８５６８１７３１

３１ 武汉市口区星火小学 汉正街广货巷３６号 ２３ ９２９ ５４ 郑邹斌 ８５３７４４５７

３２ 武汉市口区易家墩

小学
古田一路４５号 １６ ６１６ ３７ 童秋妍 ８３８３１８９０

３３ 武汉市口区博学小学 古田四路３１号 １１ ４３１ ２７ 余家芳 ８３８３５２２３

３４ 武汉市口区新合村

小学
新合东村３４１号 ２４ １０５６ ５８ 侯　琳 ８３９８６９２６

３５ 武汉市口区宝善街

小学
广货巷３７号 １３ ５０１ ４２ 汪　飞 ８５６８１６２２

３６ 武汉市口区南阳村

小学
长堤街５８７号 ８ ２７９ ４２ 陈梅林 ８５６４４２３８

３７ 武汉市口区体育馆

小学
宝丰二村１８号 ２４ １１２２ ７２ 寇晓燕 ８３８０００６９

３８ 武汉市口区紫润小学 城华路２０号 ８ ２５６ ２１ 程毅焱 ８３７７１６３０

３９ 武汉市口区陈家墩

学校
古田南村６８号 １３ ４３０ ２８ 孙　鹰 ８３７７６２４８

其他部门办（１所） ３０ １３６７ ７９

４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小学
航空路１３号 ３０ １３６７ ７９ 汪　蓓 ８３６６７０６０

民办（１所） ４６ ２２５１ ６１

４１ 武汉市口区崇仁寄

宿学校
崇仁路２１７号 ４６ ２２５１ ６１ 杨国珍 ８３７５８３７０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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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普通中学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班数 学生数 教师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合计（２１所） ５３７ ２１３４３ ２４０１

教育部门办（１８所 ） ４６５ １８０５６ ２２２５

１ 武汉市第四中学 解放大道３４７号 ３２ １３４４ １８０ 朱天元 ８３８６００１６

２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崇仁路２１１号 ３４ １４９６ １７８ 陈顺平 ８３７８３８０７—１０００

３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 解放大道４３３号 ３２ １１６２ １７５ 钟守军 ８３８８２８１７—１００１

４ 武汉市第二十六中学 解放大道７７７号 ３６ １１７３ １８９ 熊本章 ８３６１０８８３

５ 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 利济北路学堂墩子２７号 ２７ ９１０ １４３ 方荣清 １５２０２７６５６７６

６ 武汉市第四十三中学 解放大道４２－１３号 ２４ ９７６ １１１ 陈　宁 ８３８３３８９６

７ 武汉市第二十七中学 顺道街８８号 ２９ １００９ １３６ 陈建伟 １５２０２７９７２３２

８ 武汉市第十七初级中学 建一路１６号 ２０ ７０４ ６０ 徐首建 １５２０２７１１３１７

９ 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 营房北村４０号 ２５ ９７３ １９３ 王　敏 ８３６１９６３２

１０ 武汉市崇仁路中学 京汉大道４７２号 １６ ６１６ ７６ 郑　钧 ８３６２２９６８

１１ 武汉市第五十九中学 汉正街５６１号 １０ ２９９ ４４ 叶幼春 ８５６８１５７８

１２ 武汉市常码头中学 常码头发展三村１００号 ８ ２９１ ５６ 吴　盨 ８３５３５３９７

１３ 武汉市第四初级中学 解放大道３３５号 ３９ １８０６ １５１ 付又良 ８３４１８７７６

１４ 武汉市第六十三中学 解放大道８０５号 ２４ ９４７ １０１ 罗维佳 ８３６６１２３２

１５ 武汉市第七十九中学 南泥湾大道６４号 １７ ５０３ ６３ 杨荣华 １５７３７０７３１４９

１６ 武汉市十一滨江初级

中学
古田路８６号 ３３ １５０７ １３２ 杨　眉 ８３８３１２５８

１７ 武汉市博学初级中学
古田四路天顺园小区

八组团特１号 １４ ６０５ ６２ 王　忠 １５２０２７２９６９３

１８ 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 崇仁路９１号 ４５ １７３５ １７５ 龚文莉 ８３７６９３５４

其他部门办（１所） １７ ７０１ ６６

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中学
航空路１３号 １７ ７０１ ６６ 孙雅量 ８３３３６９８０

民办（２所） ５５ ２５８６ １１０

１ 武汉市太平洋高级中学 顺道街６４号附１号 ２０ ８７６ ４８ 刘汉华 ８３７３６７４４

２ 武汉十一崇仁初级中学 站邻街１８０号 ３５ １７１０ ６２ 舒德斌 ８３８０９７１８

·０１２·

·口年鉴·



２０１５年口区中等职业学校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招生
新生数

毕业生数 在校生数 专任教师
开设
专业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１ 武汉市第一职

业教育中心
口区长风路特１号 １２７５ １５８７ ４０７６ ２７０ １１ 刘　丹 ８５４１０２８０

２ 武汉市第一聋校 口区长风路特１号 ６０ ２８ １７６ ２３ ２ 刘堂鑫 ８３８４０７９６

科 学 技 术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学技术局（简称口
区科技局）在打造新兴产业、建设孵化园区、扶植

科技项目、培育科技企业、服务科技人才方面充分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口科技局携手创客邦创业孵化基地启动新闻发布
会”在汉正瑞鑫大酒店召开

发挥职能作用，推动科技工作再上新台阶。“十二

五”期间，口区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区”称

号，孵化器通过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评价考核

和湖北省３Ａ科技企业孵化器评选。年内帮助企
业申报国家、省市各类科技计划工作１０８项，争取
资金６５０７万元。

【科技服务业发展】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技局深入
企业、社会组织进行走访，初步掌握全区科技服务

业发展现状，根据摸底情况开始着手梳理现有的

科技服务产业政策措施，研究制定符合本区科技

服务业产业特性的专项政策，综合运用创新基金、

贷款贴息、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各种政策手段，

形成合力，促进科技服务业健康发展。打造载体，

加大推进科技招商。截至年底，

全区现有科技孵化器８家。与区
人力资源局联合组织“武汉市第

二届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大赛”，发

现并大力引进优秀创业团队和创

新项目，并提供公司注册、创业辅

导、经营管理和融资等全方位服

务。与市、区科技局、经信委、信

息产业办、工商联等部门和在汉

商会广泛对接，寻求企业信息，并

针对重点企业开展招商活动。主

动寻求区内航天电工、桥科院等

优势企业和科技院所的大力支

持，争取相关合作和配套的科技

含量高的企业入驻口。

【高新技术产业培育】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技局举办
区内科技型企业培训会，辖区５０余家科技型企业、
７０余名企业技术和财务管理人员参加培训。培训
会就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

除政策、技术市场政策和人才创新政策作全面详细

解读，取得良好的效果。针对高企申报和复核中遇

到的问题，通过组织集中答疑、一对一辅导等多种形

式，帮助企业厘清思路、找准方向，为高企认定工作

打下坚实的基础。全年完成服务企业２２家，组织７
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新材料孵化器】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技局注重对
整个园区产业进行规划，先后对２０余家不符合条
件的企业进行清理清退和调整，引进１３家有一定
发展潜力的企业和１０家大学生创业团队，基本形
成以健康产业楼、大学生创业楼、新材料产业楼和

各类检测检验平台为主的检测楼，确保园区的产

业发展方向，逐步形成产业聚群效应和产业链。

完善园区服务系统建设。定制开发园区的信息发

布系统、在线交流社区、导师在线答疑、园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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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１日，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口暨第四届武汉市
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大赛第二场路演在三新孵化器ＥＣ创业社举行

系统、招聘系统、融资发布平台等

实用功能。年内，三新材料孵化

器通过国家级孵化器考核验收。

武汉易惠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余聪获得武汉市全民创业“十佳”

“创业雏鹰”奖；武汉市口区聚

满义汽车用品商行、武汉中科碧

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武汉胜飞

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市人力资源局

大学生创业一次性补贴项目，武

汉胜飞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旭之

翼实业有限公司获得省科技厅大

学生创业科技项目。年内有６家
企业被口区表彰为“先进企

业”。胜飞科技总经理陈雅胜通

过市“黄鹤英才”的答辩。

　　为贯彻落实国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创新型
口，推动企业在科技创新、人才创新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区科技局于３月２５日上
午举办了口区科技型企业培训会，辖区５０余家科技型企业、７０余名企业技术和
财务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

【科技与金融结合】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技局按照
“１＋５”（即“一个基础”是指以市区联动金融平台建
设为基础；“五条渠道”包括孵化资金、天使基金、科

技担保、红土创投、资本市场融资）的发展模式，积

极推进科技金融工作。在立足市、区联动平台的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采用“政企联

合”的模式，依托三新材料孵化器建设１００余平方
米的科技金融服务中心。通过整合创投、天使基金、

科技担保及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资源，规范投融资

服务的标准与流程、完善投融资信息披露、强化项目

筛选评价与策划等方式实现快速传递投融资的市场

信息，切实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实现政府、金融、企

业三方共赢的局面。为方便企业融资、了解融资信

息，孵化器与武汉农商行签订“双基双赢”合作协

议，在三新材料孵化器设立双基联合金融服务工作

室，每周定期在工作室开展政策产品咨询、金融业务

受理等服务，设立金融服务意见簿，征集企业的需求

反馈意见。坚持常年组织创投、天

使基金、银行等多种形式的银企对

接活动。全年通过市、区联动平台

已为湖北新景新材料公司提供科

技贷款担保４００万元；帮助３家企
业获得风险投、融资５２５０万元，其
中，武汉美测获得５０００万元。

【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　２０１５
年，口区科技局紧紧围绕“世界

知识产权日”、知识产权宣传周”，

通过滚动电子屏、悬挂横幅和办讲

座等多种形式组织开展一系列特

色化宣传活动，积极营造有利于科

技创新的社会氛围。围绕全国科

技活动周“创新创业、科技惠民”

主题，省促进学会与武汉三新材料

孵化器结成实实在在的技术创新

·２１２·

·口年鉴·



联盟，目的就是为劳动者普及创新创造科普知识，营

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社会氛围。加强专利

执法活动，与市知识产权局一起处理广东省中山市

玛莎洁具的专利侵权纠纷案，切实保护专利权人的

利益。

【科技人才战略】　２０１５年，口区科技局认真组
织武汉市第四批“黄鹤英才计划”项目申报，完成

组织申报 ８人，其中，创新人才 ５人，创业人才 ３

人。落实人才相关政策。积极协调组织部和财政

局，办理项目经费拨付手续，拨付资金 ４００万元，
其中，黄鹤英才计划项目５个共３６０万元，口英
才计划项目４个共４０万元。充分发挥党和人才之
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平时注重收集企业人

才创新创业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组织部

门反馈，另一方面协助组织部门做好人才津补贴

和体检卡的发放工作。

（徐　杰）

２０１５年武汉三新材料科技企业孵化器优秀孵化企业一览表

公 司 名 称 公司地址 公司员工数（人） 年产值（万元） 年缴税总额（万元）

武汉华能阳光电气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１４ ８３５ １１

武汉汽车车身附件研究所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３７ １２６５ ２４

湖北高曼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１

湖北声荣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５８ ６２０ ４６

武汉世佳伟业科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２４ １７６０ ３２１

武汉市易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２６ １５４５ ４７

武汉易惠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２７ ９００ ４３

武汉包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３０ ４４１７ １４５

武汉博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５０ １４１３ ５６８

湖北安泰医药工业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２５ ３６４５ ６２

武汉东川自来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２８ ４５０ ２１

武汉邢仪新未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２３ ３４８０ ５８

武汉金羧科技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１２ ６６６８４ １８６

武汉邢仪电气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９ １５００ １３５

武汉易惠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５３ １２０９ ４５５

武汉信测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５１ １１３６７１ １８

口区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序号 企 业 名 称 证书编号

１ 武汉兰卫医学检测实验室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３４２００００８０

２ 武汉楚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３４２０００１０８

３ 武汉爱瑞迪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３４２０００２３９

４ 湖北声荣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３４２０００３０８

５ 武汉汉镇既济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３４２０００４５６

６ 湖北泽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３４２０００４６０

７ 湖北高曼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３４２０００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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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证书编号

８ 湖北精英盛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３４２０００５４９

９ 武汉华能阳光电气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３４２０００５７６

１０ 武汉市江声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０５１

１１ 武汉新科谷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０９５

１２ 武汉东运制版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１５８

１３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２７８

１４ 武汉凯奇特种焊接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３５４

１５ 中铁大桥局集团武汉桥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３６９

１６ 武汉优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６３９

１７ 湖北省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６５４

１８ 武汉方圆钛白粉有限责任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７３９

１９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７５８

２０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７６１

２１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８５１

２２ 武汉蓝焰自动化应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８６７

２３ 武汉汽车车身附件研究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９２９

２４ 东风扬子江汽车（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９５１

２５ 武汉邢仪新未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０５１

２６ 武汉有机实业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０８５

２７ 港华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１１２

２８ 武汉志昆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１４３

２９ 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２１６

３０ 武汉旭日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３１１

３１ 武汉武药制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４２０

３２ 武汉双虎涂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５１５

３３ 武汉辉达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５４０

３４ 武汉网新创业软件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８７７

２０１５年口区技术合同登记一览表

序号 合同编号 技术合同数（项） 单　　位 合同金额（元）

１ ２０１５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１ １ 武汉武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 ２０１５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２—５１ ５０ 中机三勘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３３７５４７８２

３ ２０１５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５２—５５ ４ 港华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３１８１８８０

４ ２０１５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５６—７５ ２０ 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 ３１４８０８００

５ ２０１５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７６—８３ ８ 武汉桥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１６９８５０５４２

６ ２０１５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８４—８５ ２ 湖北佳兴科技有限公司 ５７５１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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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合同编号 技术合同数（项） 单　　位 合同金额（元）

７ ２０１５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８６—９４ ９ 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 ２９２２６０００

８ ２０１５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９５—９６ ２ 武汉桥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１７１５４２５４

文 化　体 育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化体育局（简称口区
文体局）以文化为民惠民为根本任务，以文体惠民

为宗旨，发展先进文化，创新传统文化。主动适应体

育事业发展新常态，实施国家战略，进一步完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后备人才培养输送体系和青少

年体质强健工程；加强规范与促进发展并举，建立健

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快特色产业培育，优化旅游

发展环境，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新突破。

【公共文化阵地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体局进一
步完善现代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全年区文化

馆、区图书馆、街道综合文化站全天候、零门槛向社

会免费开放。区图书馆接入免费ＷｉＦｉ网络服务，区
文化馆完成第四次全国评估定级。采购专业文化设

备，在汉江湾体育公园搭建市民大舞台，舞台质量处

于全市领先水平。完成１１个街道综合文化站的提
档升级工作，为古田街军院社区等９个社区文化活
动室统一配发总价值为５万元的文化设备，完成８４
个社区文化室的提档升级工作，区内群众文化生活

质量不断提高。

【文化惠民活动】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体局以“幸福
口 乐在汉江”为主题，开展１５８场特色鲜明、精
彩纷呈的文化嘉年华活动，包括主题音乐会、方言

剧、戏曲专场、电影展播、群众体育健身比赛、青少年

校外足球赛等。《中国体育报》《湖北日报》《长江日

报》《武汉晚报》等中央、省、市媒体刊发专题活动报

道２４篇次。

【“读书之城”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体局注重
提高区图书馆藏书质量，加大馆藏建设。全年入藏

图书文献两万余册，报刊４５０种，引进云屏数字借阅
机１台。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好时

光·悦读空间”读书节、“马良杯”书法绘画比赛、

“童之趣”杯征文比赛、“楚童杯”读书汇比赛、“２０１５
年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经典阅读绘画大赛等，评

选表彰首届口区“十佳读书明星”。发挥“社区名

家讲坛”和市民文明中心学校的作用，举办名家讲

坛１２场。开展优秀图书“十进”（进机关、进学校、
进企业、进村组、进社区、进家庭、进工地、进军营、进

特殊群体、进网络）活动，为黄陂姚集街刘湾村、

口区社会福利院等送书一万余册。在长丰街新建平

方公里图书分馆，不断完善和打造平方公里图书馆

服务圈，营造“书香口”的浓厚氛围。

【品牌文化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体局继续打造
“军民共建新春舞龙”“口茶韵”等特色文化品牌，

创新“法治文艺进社区”新型文化品牌。加强星海

合唱团、京剧团等品牌群众文艺团队建设，星海合唱

团赴法参加文化交流和演出。组建汉水谣民间艺术

团，扶持一批民间特色群众文艺团队健康发展。带

动“一街一品”文化活动和“一社区一特色”群众文

化团队建设，扩大口文化的社会影响力。

【“非遗”和文物保护】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体局坚
持“以人为本 活态传承”的原则，投资 ５００余万
元，建成全市首家区级非遗博物馆———口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与全市现有非遗展示场馆

相比，该中心具有面积最大、项目最多、功能最全、

展示最新颖等特点。成功申报叶画、苏恒泰油纸

伞制作技艺、竹编手工风筝技艺、老四知堂郑氏骨

科整复术纳入第五批市级非遗项目名录，新增夹

街大火与叶开泰药店传说、古琴斫制技艺、竹编手

工风筝技艺纳入第四批区级非遗项目名录。建立

并完善全区１６个非遗项目的资料库，为国家非遗
传承人龙从发举办收徒仪式。积极探索非遗文化

生产性保护、多元合作的新途径，做好第十个全国

“文化遗产日”宣传工作。完成全区１０００余件可
移动文物普查、数据采集工作，整理上传至国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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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局网站。组织全国十大警史名家之林建强先生

藏品展、“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口文化之

旅———走进口民族工业博物馆等活动，号召群

众走进博物馆，不断增强保护文物的自觉性。加

强辖区文物监管，确保文物安全。

【全民健身】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体局全面贯彻落
实《武汉市全民健身条例》和《口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开展全民健身日宣传和科学
健身指导活动。全年举办汉江湾第二届国际风筝

邀请赛、第 ４２届国际横渡长江活动、市羽毛球比
赛、武术锦标赛、全区中老年人乒乓球大赛、门球

大赛等。开展国民体质跟踪检测进社区工作，免

费为六角街荣东社区２０００名群众进行体质监测。
建成“江城健身 ｅ家”英店，建立市民体质测试
和科学健身指导云数据库。指导建设汉江湾体育

公园３６片户外体育设施和羽毛球场馆，制定江汉
湾体育公园文体设施运营管理办法。完成１２０名
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及信息录入工作。为中

小学生提供暑期免费游泳、足球培训服务。新增

健身气功站点３个。为新建居民小区和汉江江滩
投入户外健身器材 ２００件，开展 ２次健身器材普
查，市级抽查合格率达９７％以上。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体局注
重体教结合，巩固４２所传统体育项目学校。大力
发展校园足球，开展足球进校园活动，增强学生体

质。科学规划、优化配置、合理布局业余训练项

目，重点抓好田径、乒乓球、羽毛球、摔跤等优势项

目。建立青少年俱乐部，依托青少年俱乐部或传

校开展全区青少年体育活动和竞赛。健全优秀体

育后备人才的选招、训练、管理、输送指导，配合教

育部门推进青少年“阳光一小时”体育运动锻炼。

承办市级年度青少年射击、田径、羽毛球比赛。组

队参加省运会青少年乒乓球比赛，获９枚金牌，参
加全市青少年年度体育比赛，获田径、摔跤、乒乓

球、羽毛球、国际象棋团体总分第一。协助教育部

门完成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落实主场
馆市四中钟楼修缮工作。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体局进一
步巩固文明创建成果，加强文明城市建设常态化、长

效化机制建设。开展校园周边、园博园辖区等重点

区域文化市场综合整治，坚持寒暑假集中行动，收缴

盗版出版物７万余册、盗版音像制品３万余盘，营造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打击违法经营，

查处无证 ＫＴＶ１５家、无证经营游戏机室２家，取缔
无证黑网吧１１家，严厉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网吧
２７家。积极推进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建
设和应用，提升文化执法效能。完成“六五”普法各

项工作任务。

狠抓文化市场消防安全工作，定期排查网吧、

歌舞厅、游艺场所、印刷企业等文化经营单位安全

隐患。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消防安全专项整

治行动、安标化创建工作、“六打六治”（打击矿山

企业无证开采、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行为，整

治图纸造假、图实不符问题；打击破坏损害油气管

道行为，整治管道周边乱建乱挖乱钻问题；打击危

化品非法运输行为，整治无证经营、充装、运输，非

法改装、认证，违法挂靠、外包，违规装载等问题；

打击无资质施工行为，整治层层转包、违法分包问

题；打击客车客船非法营运行为，整治无证经营、

超范围经营、挂靠经营及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和

长途客车夜间违规行驶等问题；打击“三合一”“多

合一”场所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整治违规住人、消

防设施缺失损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堵塞封闭等

问题）等专项整治，出动检查人员 ２９８人次，检查
辖区经营单位７２１家次，组织各类安全培训学习５
次，参加人员 ３００人次，发放安全宣传资料 １８０
份，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１２０份，查处安全隐患
２２处，并全部督促整改到位，全年无消防安全责任
事故发生。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健全“扫黄

打非”三级网络。

【软件正版化迎检】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体局完成全
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等６４个单位、部门
软件正版化工作，共安装计算机２７６６台，激活服务
器４套。当年１１月２６日，顺利通过省市督查组检
查。确定互创科技有限公司、武汉航天电工集团等

２家辖区企业，推进软件正版化试点工作。

【文化产业】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体局按照“４园区６
街区”的空间布局，策划和推进古田记忆新媒体、江

城壹号、新华印务、仁寿路老工业基地等４个园区；
规划汉正风貌、玉带茶市、荣华收藏、古田时尚、江湾

体育、园博旅游等６个街区，形成特色鲜明、结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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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继续开发汉江湾、汉口茶市、崇仁路收藏品市场

等文化资源，引进武汉中新华文化艺术品交易有限

公司、武汉梓府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卡通尼

动漫科技有限公司荟聚分公司、武汉卡通尼动漫科

技有限公司竹叶海分公司、武汉智慧天开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等５家茶业、收藏、体育等特色品牌文化创
意企业；成功申报武汉中新华文化艺术品交易有限

公司、武汉嘉德古玩有限公司、武汉梓府文化创意发

展有限公司等３家企业纳入文化产业统计名录库；
完成引进内资２１９０万元。

协调武汉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策划建设“艺术金

属铸造产业园区”；结合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加快

江城壹号、武烟（仁寿路厂区）等园区载体建设，引

导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企业占比达７０％，该园区被命
名为首批“湖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武汉盛世兴

文文化有限公司被命名为第四批“湖北省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

【旅游市场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体局加强宣传
教育，提高行业服务水平，组织文明旅游采风、“文

明使者”、“十佳领队”评选等活动，倡导文明旅游的

良好氛围。先后组织辖区企业参加武汉“华中旅游

博览会”、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广州“旅游交易

会”、“大江大湖大武汉２０１５武汉都市旅游新体验”
推介会等活动，大力宣传推介口特色旅游产品。

积极推动旅游企业晋位升级，成功申报４Ａ旅行社、
３Ａ级旅行社各１家。

强化行业管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联合工商、

安监、消防、食药监等部门，在节假日前夕等重点时

段，开展旅游景区安全检查、旅游商品质量专项治

理、旅行社规范经营等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黑社，市区两级共组织市场检查１０５６人
次，检查旅游企业６３５家（次），督促６家旅行社（门
市）整改，依法依规经营。

优化设施服务，推进旅游特色街区建设。大

力开展“旅游厕所革命”，指导 Ａ级景区、特色街
区制定旅游厕所三年建设计划，全面推进新建、

改建三星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

智慧旅游工程建设，指导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

园开展手机 ＡＰＰ建设，发挥智慧旅游建设示范带
动作用。

全面启动口汉江北岸景观与旅游建设。完成

口岸线趸船的摸底调查；根据武汉市政府第１５１
次常务会议纪要，调整口区“两江四岸”规划，起

草《口区“两江四岸”旅游功能提升工程三年工作

安排》。

（胡　莎）

档案建设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档案局认真履行档案工作
职能，围绕中心工作抓服务，突出档案基础业务、档

案法制、档案信息化建设，圆满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

务。年内，被武汉市档案局评为“宣传工作先进单

位”“绩效工作先进单位”，被区委区政府评为“绩效

工作立功单位”。

【档案基础业务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档案局坚持
运用宣传发动、政策培训、业务指导等工作机制，完

成８４家单位考评认定复查，其中省特级认定２家、
复查１０家，省一级认定１２家、复查２６家，ＡＡ级认
定２９家、复查２家，Ａ级认定３家。进一步拓展档
案规范管理领域，指导、帮助区教育系统各学校制定

“三合一”制度，通过业务培训、责任细化、明确到

人，实现学校档案规范管理 ＡＡ级认定工作“零”的
突破，考评认定复查单位达到２３家。同时，与区政
协文史委员会合作编写出版《近代口工商业史

话》；结合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及民生工作撰写《充分

发挥民生档案作用，服务口区和谐社会建设》资

政报告。

【馆藏资源拓展】　２０１５年，口区档案局加大档案
接收征集力度，完成区委办、原区卫生局、区计生委

等２０余家单位２００４年度档案的移交接收进馆工
作，共计接收档案６０７２卷。２０１５年４家机构改革
单位（区交通局、区质监局、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区

老龄办）综合档案当年进馆，并接收信访局、交通

局、韩家墩街等７家单位民生档案１２１２卷，接收率
占接收档案总数的２０％。同时，加大对化工企业搬
迁档案和名人实物档案的征集力度，征集搬迁化工

企业厂史、史料、图片、生产设备零部件等２０余件实
物进馆，世界网球名将李娜将其亲笔签名网球捐赠

到区档案馆，进一步丰富了区档案馆冠军陈列室的

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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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一特两民”建档】　２０１５年，口区档案局
加强对“三重一特两民”建档，即重点征集、接收重

要人物、重点建设、重大活动，地方特色，民生、民营

企业等档案资料。全年完成区内重大建设项目征集

搬迁化工企业厂史、史料、图片、生产设备零部件等

２０余件实物进馆。接收市级重大活动———武汉四
中“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４３６件赛事档
案。完成汉江雅苑、汇丰企业天地二期、同馨花园商

务楼等４５个区属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登记工作，重点
建设项目档案登记率达９０％。

【档案信息数字化】　２０１５年，口区档案局深入推
进数字档案馆和数字档案室建设，完成扫描原文档案

１５１万幅面，馆藏全文数字扫描总量２７４５万幅面，
馆藏数字化率达６０％。开展馆藏满３０年开放文书档
案鉴定，完成馆藏１９８４年度７３个全宗１０２８卷档案
实体划控工作。全年档案开放目录完成网络更新并

对外开放。全年区档案馆共接待查档人员１０９７人
次，调阅档案资料２２１４卷。

【档案法治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档案局按照“六
五”普法开展法制宣传。充分利用“６９国际档案
日”和“１２４国际宪法日”，向市民发放《湖北省档
案管理条例》《武汉市档案管理办法》《开放档案查

阅办法》以及《如何查询政府公开信息》等知识手册

共计５００余份，接待档案法律咨询７０余人次，受众
达５００余人，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档案法制意识。
年内，区档案局对区财政局、区城管委、区规划局、区

人资局等４６家单位开展档案行政执法检查；区司法
局、区卫计委、房集团３家单位接受市档案局档案
行政执法组抽查，合格率１００％。

（尹　波）

卫生　计划生育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简称口区卫计委）围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和促进人口社会均衡发展为主线，在着力提升基层

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增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优化人

口计生服务、重拳打击“两非”等方面下功夫，在社

区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妇幼保健、疾病预防控制、

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爱国卫生工作等方面取

得一定成效。年内口区被评为湖北省妇幼健康优

质服务示范区，口区卫计委被授予湖北省“幸福

计生关爱关怀”专项行动先进单位、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突出贡献单位、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先进

集体等称号。

年内口区直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专业技

术人员 ４６４人，其中，正高职称 ２人，副高职称 １８
人，中级职称１１２人，初级职称３０９人；引进博士生
１人、研究生１０人、本科生１７９人。卫生技术人员
中，有执业医师１６２人，执业助理医师１５人，注册护
士１７８人，药剂人员３３人，检验人员１３人，其他卫
生技术人员５８人。

年内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人次８６７６万
人次，医院门诊８７９４８万人次，妇幼保健机构门诊
１０１万人次，专科疾病防治机构门诊 ４１０８万人
次；住院４５９１万人次；医院每位住院病人平均费用
６２４６７０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位住院病人平均
费用２０６９０９元。

年内全区医疗机构设床位１１５７３张，其中医院
床位９６２８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床位４９１张，专科
防治机构床位１４５４张。口区每千人口拥有执业
医生９人、注册护士１２人；每千人口拥有床位１３５
张，其中拥有医院床位１１张。

截至年底，全区医疗机构３１１家，其中医院（含
区妇幼院）４３家（三甲医院４家），专科防治机构３
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３４家，其他医疗机构２３１家。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卫计委对汉
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提档升级。区内１０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划分１０个家庭医生服务责任区，
共建立９５个家庭医生团队，覆盖口区 １３０个社
区、８３８５万居民。全面实行“委领导包中心、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领导包社区、家庭医生团队包片区”

的包保责任制。积极推进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推动社区卫生服务，落实社区医疗“五免六减”（免

门诊挂号费、免门诊诊疗费、免出诊费、免费特殊人

群体检费、免费接送住院病人，减免门诊注射费、门

诊治疗费、功能检查费、住院床位费、住院护理费、专

家会诊费）政策，全年全区实施“五免”８２６２万人
次，免费金额３６３万元。
２０１５年，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医堂”创

建率达１００％，区１０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１７家
社区卫生服务站总门诊量３６５３３２人，其中，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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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７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秦军带领市创建指挥部领导调研
口区创卫工作

门诊量１４４７０８人。聘请２２名二
级以上公立医院退休医生坐诊，

其中，高级职称１７人，中级职称５
人；引进 ４名大学生。区妇幼保
健院被评为武汉市“健康文化示

范基地”。

【妇幼保健工作】　２０１５年 ４月，
口区妇幼保健院搬至口区公

共卫生服务大楼，使用面积６０００
平方米。２０１５年，口区卫计委
落实基本公共卫生和重大公共卫

生项目，“降消”项目、农村孕产妇

住院分娩补助和妇女健康行动，

免费筛查先心病儿童２０３４０名，
全区孕产妇死亡率为０，５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为 ３４２‰、婴儿死亡
率为３４７‰。完成国家级、省级三网监测点监测
工作。实施“健康母婴工程”，宣传婚、孕、产检等

优生检查项目，普及孕前优生知识。９０２对夫妇接
受区妇幼保健院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免费发放叶

酸５７０４人，补助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３８９人，免
费“两癌”筛查５０４１２人，新生儿免费耳聋基因筛
查和先心病免费筛查３５６６人；目标人群叶酸服用
率９８３％；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项目补助率
１２９７％；乙 肝 高 效 免 疫 球 蛋 白 项 目 补 助 率
９８２％，孕妇免费 ＨＩＶ、乙肝、梅毒筛查率和妇幼
保健“五免一补”〔“五免”指孕产妇免费７次孕产
检、０－３岁婴幼儿免费做１０次健康检查、免费检
测 ＨＩＶ（艾滋病）抗体、农村孕产妇享受免费顺产、
农村孕产妇免费补充叶酸；“一补”指农村孕产妇

可享受剖腹产补助〕均为１００％。区妇幼保健院新
设立妇幼保健服务中心（盆底康复中心、儿童视光

中心）和儿童早期综合发展专科肥胖症门诊。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２０１５年４月，口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简称口区疾控中心）搬迁至口区

公共卫生服务大楼，办公面积达到住建部区级疾控

中心标准。２０１５年，完成国家计划免疫项目工作，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９７８５％，流动儿童接种
率９６７７％，单苗接种率≥９５％。产科新生儿免疫
预防信息化建档１１９４０人，及时审核率１００％，无计
划免疫相关疾病爆发流行事件。登记重性精神病患

者数３００８人，在管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数２９５０人，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规范管理率为９８１％，患者检出
率为３６‰。全区累计登记建档高血压病人５１８１１
人，管理率４１４９％，规范管理３７３７５人，规范管理
率７７９３％。糖尿病累计登记建档１５１５０人，管理
率 ２２９２％，规范管理 １１７９２人，规范管理率
８２３６％。

【疾控试点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疾控中心开展
疫苗远程温控监测试点工作，对全区疫苗冷链实

行实时监控和异常情况报警，保障疫苗安全。全

年新增采购３００万元实验室仪器设备，开展公共
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嗜肺军团菌检测以及

二次供水中氯酸盐、亚氯酸盐、溴酸盐的检测项

目。新建千级洁净实验室、负压状态二级生物安

全实验室和艾滋病初筛实验室。成立健康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和健康管理专家团队，开设高血

压、糖尿病、肿瘤、中医养生等 ２３家特色门诊，培
训健康管理师６６名，健康讲师 １１名。承担国家
卫计委“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糖尿病患者健康

管理研究”试点项目，成为该项目研究先行先试

城区。

【智慧医疗信息系统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卫计委
完成人口信息平台的数据库招标和合同签订，中心

机房搬迁移交区政府信息中心托管，光纤迁移和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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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整体安装调试工作正在进行中。年内口区疾控

中心与深圳三代人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利用其先进

的研发平台，在武汉市首家推出预约接种ＡＰＰ，免费
为幼儿家长提供详细专业的疫苗预防接种信息，并

可在线预约疫苗接种时间。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２日，湖北省卫计委妇幼健康处副处长王丹带队评审口区创建
省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工程

【医疗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卫计
委对区管 １７家民营医院、４７家门诊部、１０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２４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疗质
量、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特殊药品使用登记、传染

病防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等工作进行

２次综合性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及时整
改。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工作，为世界中学生田

径赛、国际园林博览会等重大活动提供 ６２次医
疗保障，派出车辆 ５２辆，派出医护人员 １４８人
次。疾病应急救助完成率 １００％，突发事件和大
型活动医疗保障任务完成率 １００％，重大负性医
疗事件发生次数为０。

【“医养融合”试点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卫计委
高度重视医养融合试点工作，将其纳入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和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总体部署，成立口区

医养融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区发改委、卫

计、民政、财政、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等部门和１１个
街道领导组成。制订下发《口区加强医养融合发

展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要求认真贯彻，落实责任。

１０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中医药义诊进养老机

构、进社区活动，为老年人提供针灸、火罐等中医传

统诊疗项目，开展中医药义诊活动５０余次，服务老
年人２万余人次。开展社区巡诊２０００余次，受益
老人１万余人次。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５万余
名签约老人能享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公共卫

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卫生监督】　２０１５年，口区卫计委加大医疗市场
整治力度，共出动卫生监督员１５６０人次，执法车辆
４２０台次，执法监督检查４８０次，监督检查各类单位
１９９５户次，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合计１５３５份，责令
限期整改５１２户次。严格依法予以行政处罚１４户
次，罚没款金额共计１１１４万元，其中，监督检查各类
医疗机构４８５户次，责令限期整改２３７户次，对违法
行为予以罚款处罚９户次，罚款金额１０８８万元。全
年取缔无证行医４５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１
家。监督检查各类公共场所１０３１户，１１３６户次，责
令改正２７５户，行政处罚５户。完成对７３所中、小学
校进行卫生监督专项检查工作。设立２个供水监测
点，实施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完成抽检集中式供水

和二次供水６８个，监督检查覆盖率达１００％。

【爱国卫生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以巩固国家卫生
城市成果为核心工作，加大健康教育科普，不断强化

社会大卫生意识，落实好全区除害、防病及辖区卫生

环境治理等工作。深入开展卫生先进单位（社区）的

创建工作，７１家单位被评为省、市、区级卫生先进单
位，２家单位创建为武汉市无烟单
位。常抓不懈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聘请专业消杀公司对全区１１６
个老旧社区、３７家集贸市场及垃圾
收集点、易积水区域等定期实施专

业的消杀服务，增补老旧社区的人

造鼠洞５４００余个。坚持推进周末
卫生日活动常态化，发动党员、团

员、军、警、志愿者积极参与周末义

务劳动，开展清扫、清理、消杀、控

烟、防病等各类爱国卫生活动。

【健康产业发展】　２０１５年，口
区卫计委充分利用卫生计生专业

优势，继续派驻１名副处级领导和
１名青年骨干到健康产业专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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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结合辖区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态势，启动环同济健

康城。全年新引进１８家优质医疗健康企业，打造医
疗健康产业专业楼宇 １栋（蓝天大厦），引进内资
４０００万元，园区入驻率达到９５％（园区内签约入驻
３５家健康产业相关企业）。举办“环同济健康城”建
设暨口区健康服务业发展研讨会，进一步促进全

区医疗健康服务产业快速集聚、业态升级的加速。

【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
共出生１９８５人，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２７８％，其中男孩
１０７２人，女孩９１３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１２５６，呈
持续下降趋势。持续１０年开展关爱女孩“绿色成才
工程”助学活动，共资助４００余人次计生家庭优秀女
孩提供助学奖励１２０余万元。全年为初、高中阶段计
生家庭优秀女孩１１８人次提供学业资助２２１万元。
全年计生奖励扶助政策兑现资金６３４８万元，全部用
于企业退休职工计生奖励、计生伤残家庭扶助、独生

子女家庭保健等发放，落实到位率１００％。

【“两非”综合治理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卫计委
与区外、省内外安徽、监利、孝感等５６个省、市、县、
区建立区域协作、部门联动机制，组织“两非”（非医

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

娠）案件联合执法。区综治、公安、食药监等部门密

切配合，形成监测分析、联动责任、源头监控、手术审

查、线索倒查、区域协作的“两非”综合治理工作格

局。全年打击无证行医处罚４５件，取缔４５个，司法
移送１件，追究刑事责任１人。查处“两非”案件１１
件，其中典型案件 ８件，追究刑事责任 １件。２０１５
年，共受理无证行医投诉举报２３起，涉及无证行医
家数１６家。全年共检查有证医疗机构３１８户，４８５
户次，出动执法人员（监督员、协管员）１０４６人次，
车辆２１６台次，责令限期整改２３７户，警告５８户，行
政处罚９户，罚款金额１０８８５３元。全区５０个社区
被评为无“两非”、无“非法行医”社区。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２０１５年，口区卫计委
推进卫生计生“惠民政策落实年”活动，实践计划生

育利益导向机制，严格按照计划生育法定奖励扶助

政策，安排专项资金，资金落实到位率 １００％。其
中，落实央、省属、区属企业退休职工３５００元计生
奖励对象１８１４人，发放资金６３４８万元；落实失独
家庭加发３５００元政策奖励对象１３３人，发放资金

４６５５万元；落实计划生育伤残家庭特别扶助对象
１０３２人，发放资金３３４３６８万元；落实计生特殊家
庭一次性２０００元抚慰金７６户，共计１５２万元；为
９５５９户计生家庭购买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
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全员
流动人口１００４３７人，其中流入全员人口９７２１８人，
流出全员人口 ３２１９人。流入人口中，跨省流入
２３８９６人，省内流入人口７３３２２人。口区卫计委
为流动人口提供健全健康档案、开展健康教育、儿童

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控、妇幼保健、卫计基本公共服

务等６项服务。持续开展“暖在江城”慰问活动，开
展集中服务活动１７８场次，服务人数８１６６人，发放
宣传资料２２１２１份，召开座谈会联谊会１２３次，慰
问２５８户慰问金２９９５０元，帮扶留守老人儿童６８６
人。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工作，创建流动人

口优质服务医院———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

建关爱流动人口子女示范学校———古田街辛家地小

学，创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社区———古田街古

一社区，创建流动人口文化建设示范社区———古田

街汉口春天社区。

【基本建设与财务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卫计委完
成建设项目，即口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和易家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于４
月份正式对外营业，内设区妇幼保健院、区计生服务

中心、区疾控中心和易家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面

积２１２８５２５平方米，区疾控中心与区妇幼保健院
面积分别增加至６０００平方米。当年易家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由武汉市第一医院承办，１２月份国家投
资２００万元已到帐，已完成规划设计及招投标工作，
正在进行装修和采购。该项目安排专人负责管理，

资金由区财政局经建科和社保科负责监管使用，并

且委托项目管理公司具体结算。

聘请大华审计师事务所，对区内７家公办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区疾控中心、区妇幼院、区计生服务

中心、区卫生监督所、委公医办共１２家单位，对上年
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并督促落实整改。

【卫生行业职业道德和精神文明】　２０１５年，口区
卫计委分三轮对７家政府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区疾控中心、区妇幼院等９家单位，进行医疗违规收

·１２２·

·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费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作为区绩效目标考核的评分

依据。制定《口区卫生计生委医政科投诉和纠纷

处理流程图》《口区卫生计生委医政科投诉和纠

纷回告流程图》，进一步规范医疗投诉及纠纷处理、

回告、登记等，建立医疗投诉、纠纷电子纸质档案。

将医疗投诉、纠纷纳入全年医疗质量考评核心内容。

年内，办理医疗投诉、纠纷共计５３７件，其中市长专
线督办单４１１件，来电来访１１７件，协调医疗事故鉴
定９件，医疗纠纷调解４１件。组织卫生计生系统
１１００名干部职工开展“履职尽责”，“全面履行卫生
计生责任，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五项公开承诺

签名活动。

【红十字会工作和无偿献血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
红十字会每月为社区贫困失能老人发放护理包，共

发放４００份。开展“红十字救助知识进社区”活动５
场次，普及红十字会知识和急救知识，３００余人次参
与。全年为８名社区低收入、因病致贫等困难群众
以及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儿童成功申请到红十

字会人道救助。协助香港红十字会、湖北省红十字

会开展社区减灾项目调研和农民工生存现状调研。

组织开展５８世界红十字日纪念活动、红十字博爱
周活动、世界急救日活动、遗体捐献者志愿者缅怀纪

念活动等，全年开展街头宣传８次。持续开展遗体
器官捐赠志愿者登记、儿童重大疾病初审、骨髓献血

等日常的宣传和登记工作。无偿献血办公室共组织

无偿献血２７００人次，献血量５４万单位。

【公费医疗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卫计委公费医疗
办公室编制新版《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员医疗费用补

助审核明细表》《子女统筹发放明细表》，并在全区

使用。同时，制定“使用医疗费发票复印件报销”的

管理办法并落实。全区享受公费医疗人员共计３５５
人，其中民政管理的２０５人员１３人，离休人员１５５
人，保健人员１８７人；享受公务员补助人员 １７１９１
人；享受子女统筹人员３２２２人；离休、保健人员按
规定报销 １１０人次，共计 ９２万元；公务员报销
１１２９８人次，共计３５６９万元；发放子女统筹２９４７
人，共计２８６万元；离休保健人员支出２６０３万元。

（董　調）

２０１５年口区医院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机构级别 机构地址 床位数
门急诊
（万人次）

诊疗科目名称

１ 其他中医专科

医院

武汉环亚中医

白癜风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 ４７９
号

２０ ３３１６
内科／外科；普通外科专业／皮肤科；皮肤病专业／医学检验
科／医学影像科；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皮
肤科专业

２ 中医（综合）医

院

武汉天一中医

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 １１２７
号富商大厦

２０ １２８２０ 内科／医学检验科／中医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专
业；皮肤科专业；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

３ 综合医院 武汉长诚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 １０９３
号

９０ １０３５３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眼科／耳鼻
咽喉科／皮肤科；皮肤病专业／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医学
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
诊断专业／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４ 综合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一级 航空路１３号 ２０ ３９８５６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儿科／眼科／
耳鼻咽喉科／口腔科／医疗美容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
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５ 骨伤医院
武汉郑氏中医

骨科医院
一级 仁寿路３５９号 ４６ １４３０５ 内科／外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内科专业；

骨伤科专业；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

６ 中医（综合）医

院

武汉东大中医

肛肠医院
二级 汉西路８５号 ８０ ５１０１

内科；消化内科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急诊医学科／麻
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心电诊断
专业／中医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专业；儿科专
业；肛肠科专业；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康复医学专业；

预防保健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科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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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
号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机构级别 机构地址 床位数
门急诊
（万人次）

诊疗科目名称

７ 综合医院
武汉汽车配件

厂职工医院
一级

宗关街汉水三

村３３９号 ４０ １８０００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口腔科／医学
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
诊断专业

８ 综合医院 武汉利济医院 一级
红燕四巷１０－
１１号 ５０ ３００００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耳鼻咽喉
科／口腔科／皮肤科；皮肤病专业／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
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９ 综合医院 武汉蓝天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 １０６３
号

２０ ３７００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眼科／耳鼻
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
像科／中医科

１０ 综合医院
武汉轻型汽车

公司职工医院
一级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３５ ５８９１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
业／口腔科／康复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
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１１ 综合医院 武汉仁民医院 一级 长天路５号 ９９ １８２５０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
腔科／皮肤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临终关怀科／麻醉科／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康复医学专业

１２ 康复医院
武汉市康复按

摩医院
一级 武胜路６６号 ８０ ７９３２９ 内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内科专业；皮肤科

专业；推拿科专业；康复医学专业

１３ 综合医院
武汉世纪华中

医院
一级

汉西三路建荣

新村特１号 ４０ １０８１２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儿科／口腔科／医疗美容科／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

１４ 中西医结合医

院

武汉天安中西

医结合医院
一级 宝丰一路５７号 ８０ ２００００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
皮肤科；皮肤病专业／医疗美容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
科／中医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专业；儿科专业；
皮肤科专业；肛肠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科

１５ 中西医结合医

院

武汉东方阳光

中西医结合医

院（老年病）

一级
解放大道 ９２１
号

６０ ９９０５
预防保健科／内科；老年病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临终
关怀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内科专业；针灸
科专业；推拿科专业；康复医学专业／中西医结合科

１６ 中西医结合医

院
武汉南威医院 一级

沿河大道 ２２８
号江山如画 Ｄ
区７８号楼

４０ ７５１９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医
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
科专业；皮肤科专业

１７ 其他中医专科

医院

武汉宏癉生殖
健康中医医院

一级 口路１８５号 ２０ ２０４２
内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医学检
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内科专业；妇产科专业；推拿科
专业

１８ 中医（综合）医

院

武汉顺园中医

医院
一级

天 顺 园 小 区

９０１栋１－２层
２－６号

４０ １８２１４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口腔科／医学检验科／医学
影像科／中医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专业；儿科专
业；皮肤科专业；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

１９ 综合医院 武汉仁和医院 一级
荣华街崇仁路

１６８号 ３０ １１４９６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口腔科／皮肤
科；皮肤病专业／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
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２０ 综合医院 武汉博大医院 一级

建设大道（街

道）３８６－３９６
号

５０ ４６２０

内科／外科；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烧伤
科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耳鼻咽喉科／急
诊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
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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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
号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机构级别 机构地址 床位数
门急诊
（万人次）

诊疗科目名称

２１ 综合医院 三六○四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 ６６７
－２号 ３０ ６８０４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口腔科／医学

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

２２ 其他中医专科

医院

武汉世纪北大

中医白癜风医

院

一级
建设大道 １９６
号

５０ ３４６０ 内科／外科／皮肤科；皮肤病专业／麻醉科／医学检验科／中
医科；皮肤科专业

２３ 综合医院

武汉一棉集团

申新纱厂职工

医院

一级
宗关街铁桥北

村一号
４０ １４８３３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口腔科／医学检验科／医学
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
医科

２４ 综合医院 海工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 ７１７
号

８０ ５７６４３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眼科／口腔
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
业；心电诊断专业

２５ 综合医院
湖北省武汉女

子监狱医院
一级 宝丰一路８１号 ３０ １０１２９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眼科／耳鼻咽
喉科／口腔科／皮肤科；皮肤病专业／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
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２６ 专科医院
武汉华亚美容

医院
一级

中山大道 ２６４
－２８２号万信
时代大厦２０楼

２０ １８５ 医疗美容（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美容牙科、美容中医

科）麻醉科、医疗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

２７ 专科医院
武汉新至美医

疗美容医院
二级

建设大道 ４２３
号

２０ ３５
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

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医学影像

科（Ｘ线论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

２８ 专科医院
武汉叶子医疗

美容医院
一级

中山大道 １３１
号

２０ １４０３ 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美容牙科）麻醉科、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

２９ 专科医院
武汉光彩明天

儿童眼科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 １０７０
号

３０ １５６４ 眼科（限儿童弱视、斜视非手术方式诊疗）、医学影像科

３０ 专科医院
武汉癫痫病医

院
一级

古田二路 １０５
号

５０ ５１００ 内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
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中医科

３１ 专科医院
武汉普瑞眼科

医院
三级

中山大道 １７９
号

１２０ ２９２６４ 眼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３２ 综合医院 武汉仁爱医院 二级
解放大道 ３４８
号

１０６ ３４０７６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产科专业、计
划生育专业）／妇女保健科／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
科／皮肤科（皮肤病专业）／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专业）／
康复医学科／麻醉科／疼痛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
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３３ 专科医院
武汉弘慈肿瘤

医院
二级

长丰大道 １２０
号

１５０ １０７９０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

业）、肿瘤科、急诊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

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ＣＴ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
心电诊断专业、放射治疗专业）、中医科

３４ 专科医院
武汉现代妇产

医院
二级 中山大道８９号 １００ １８２５０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壳、妇产科（妇科专业、产科专业、计

划生育专业、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妇女保健科、儿科、

皮肤科（皮肤病专业）、医疗美容科、麻醉科、精神科、医学

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
断专业）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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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序
号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机构级别 机构地址 床位数
门急诊
（万人次）

诊疗科目名称

３５ 专科医院

武汉送子鸟中

西医结合不孕

症专科医院

二级 解放大道１９号 １２０ １００００

内科、外科（泌外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

业、生殖健康与不孕不育专业）、麻醉科、中西医结合科、

中医科（内科、妇产科、康复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Ｘ线诊断、超声诊断、心电诊断）

３６ 专科医院
武汉首家耳鼻

喉医院
二级

解放大道 １３２
号

５０ ６９００ 预防保健科＼耳鼻喉科＼肿瘤科（头颈肿瘤科）＼急诊医学
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麻醉科

３７ 专科医院
武汉雅一口腔

医院
二级

解放大道 ３２９
号三金香港映

象大商业栋 １
－２层（Ａ－１２
号、Ｆ－０１号）

１５ ３６００ 口腔科／急诊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
线诊断专业）

３８ 专科医院
武汉瑞祥中医

骨科医院
二级

汉口解放大道

３５５号 １００ ５１５６

内科／外科妇产科／口腔科／麻醉科／疼痛科／医学检验科／
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生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
业）／中医科；（骨伤科专业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
康复科专业）

３９ 专科医院
武汉世纪国医

堂中医医院
二级

解放大道汉宜

路６号 １０１ ２４６６３

内科（消化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

外科（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精神科、麻醉科、疼痛

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针灸科专业、推拿

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科

４０ 综合医院
武汉市普爱医

院
三级

汉正街 ４７３号
（东院区，７２０
张床）；解放大

道７６号（西院
区，７３０张床）

１４５０ １３２６４３４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

口腔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感染性疾病科、肿瘤科、急诊

医学科、康复医学科、运动医学科、麻醉科、疼痛科、输血

科、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中医

科、中西医结合科

４１ 综合医院
武汉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
三级

中山大道 ２１５
号

３０００ ２３１４９０５

预防保健科、内科（肾病学专业、血液透析室、血液透析机

１００台）、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
皮肤科、医疗美容科、感染性疾病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

康复医学科、麻醉科、病理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
线诊断、ＣＴ诊断、超声诊断、心电诊断、脑电及脑血流图、
放射治疗专业）重症医学科、输血科、（骨伤科、肛肠科、针

灸科、推拿科）、藏学科

４２ 综合医院
湖北省中山医

院
三级 中山大道２６号 １０００ ６４７２５６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女保健科、儿科、儿童

保健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

精神科、感染性疾病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

麻醉科、疼痛科、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病

理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４３ 综合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三级
解放大道 １０９５
号

４０００ ４８２９８６８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小儿外科、儿童保

健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精

神科、感染性疾病科、地方病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

医学科、运动医学科、职业病科、麻醉科、疼痛科、重症医学

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

科

４４ 专科医院
武汉市精神卫

生中心
三级 游艺路７０号 ５３０ ２９１１３７

精神科（精神病专业、精神卫生专业、药物依赖专业、精神

病康复专业、社区防治专业、临床心理专业、司法精神专

业）、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ＣＴ诊断专业）中
医科（内科专业和康复医学专业）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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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生 活

民 政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政局以幸福社区创建、
养老事业社会化、“网格式社团”、社区建设为重

点，紧紧围绕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总目标，

不断改革创新，认真履行社会行政事务管理职能，

想方设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和民主政

治权利，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创新中求突破，各项

民政工作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年内口区民政

局先后获得湖北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退休人员移
交安置工作先进单位、武汉市民政系统年度绩效

目标考核先进单位称号。

【幸福社区创建】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政局围绕社区
管理、服务、文化、平安、生态宜居等五大类项目，按

照“一社区一方案”方式，立足整体，紧盯市、区下达

的２４个老旧社区幸福社区创建目标，指导社区谋划
好惠民项目，使用好惠民资金。年内每个社区按照

不少于２０万元惠民资金，全区共筹划１５３７个惠民
项目，投入２８４７６１万元，４月底社区惠民资金直接
拨到各街道。全区安装晒衣架７０余套，维修改造制
作便民自行车棚２０余个，维修社区小巷路面６０００
余平方米，更新安装缺失路灯、楼道灯８００余只，补
绿植物１０００余株，开展青少年活动２２０余次，开展
党员活动１９０余次，组织社区文体活动１１００余次，
完成１个街道、５个社区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申报
工作。年内完成有物业管理小区新组建小区业委会

４１个，按时换届 ２０个，全区小区业委会达到 １０６
个，为幸福社区创建增强社区治理的群众基础。

【新增社区用房１０００平方米达标建设】　２０１５年，

口区民政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共武汉市委《关于实

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堡垒工程”的意见》（武发

〔２０１４〕７号）文件精神，提升社区用房面积达１０００
平方米的比例，为建立健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常态化机制奠定扎实基础，全年全区新增１７
个社区用房达到１０００平方米。

【长丰新片区配套设施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政
局以办理区人大２号议案为契机，围绕长丰新片区
居民生活配套建设严重滞后的实际，按照“综合规

划、合理布局、满足需求、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加

强社区基础建设，完善社区服务功能，优化社区发展

环境。紧盯买菜难、看病难、养老难、出行难等问题，

引进建设的两个蔬菜便民服务店、一个蔬菜直通车

６月前开始营业，建筑面积约１５００平方米的团结生
鲜市场已于７月投入使用。对片区道路管网规划建
设投资１１４７亿元，保证出行道路畅通。为缓解长
丰新片区居民出行，抓住园博园开园的契机，积极协

调公交管理部门，在园博园南门附近修建园博园西

路公交场站，在该片区设置终点站或途经该片区的

公交线路达到１３条；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制定相关
规定和守则从制度上保障园博园周边环境综合治

理；设置６个执法管理卡点，新增环卫合同工 ２００
人，先后投入 ７５６６万元，对园博园周边的道路维
修、绿化维护、招牌整治、立面刷新、楼宇亮化及渣土

管控等工作，有效改善周边环境面貌。

【政府购买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政局不断完善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范围，丰富购买方式，规范购

买程序，制定考评细则。继续将宗关街道网格式社

团培育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宝丰街站邻园社区青少

·６２２·



年“换享兵团”社会工作服务、汉水桥街海工社区高

龄及空巢老人＋幸福手工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等５
个项目纳入社区自治网格内开展活动，服务社区居

民。６月上旬１＋５的社工服务项目顺利的通过武
汉市组织的专家组评估工作。为探索在宝丰街一条

街道实施１＋５的社工服务项目，投入７０万元，以促
进社工服务集群式创新发展。

【社区志愿者】　２０１５年，口区社区志愿者协会以
开展“武汉市五星、四星级志愿者评选活动”为主要

内容的社区志愿者服务工作。５月中旬，武汉市民
政局对“全市五星、四星级志愿者”进行表彰，本区

１４名社区志愿者被命名为“全市五星社区志愿者”，
２名社区志愿者被命名为是“全市四星社区志愿
者”。截至年底，口区共成立社区志愿者服务队

７６０个，社区志愿者登记注册人数９８５６６人，占全区
常住人口的 １４％，其中注册为中国社区志愿者
５３０１０人，占登记、注册人数的５４％。

【养老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
机制，新建老年人服务中心（站）１０所，建成老年人
服务中心（站）达４１所，每个中心都配备一名专职
服务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引进养老服

务企业，在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开展建设运营社会

化试点，探索“市场养老”新模式。培育养老服务产

业集群。将发展社区作为城乡志愿者创业孵化基地

进行培育，以市场为导向，采用现代化企业管理运营

模式，培育创新企业，形成养老服务产业集群发展。

【民间组织登记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政局进一
步解放思想，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全区共有社

团７１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２２６家。新登社会组织
１１家、社区社会组织备案１６９家；引进社区服务品
牌企业２家；打造有影响力和辐射力的优质社会服
务组织８家；新建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４家，拟建
立武汉市口区社会组织培育园（养老产业基地）。

表彰２０１４年度市评估４Ａ社会组织１家，３Ａ社会组
织９家，申报、评估５Ａ社会组织１家。加大政协提
案的办理及专项治理工作，完成区政协十三届四次

会议３号建议案《关于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推进基
层社会组织治理的建议案》。清理中介行业“红顶

中介”专项检查和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和中介服务机

构信息，开展社会组织防腐倡廉专项检查工作，开展

社会组织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完成行业协会、商会政

企脱钩工作。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政局
按武汉市政府将城镇低保标准 ５６０元／月调整为
５８０元／月，农村低保标准为 ２７０元／月调整为 ３２０
元／月，分别占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
３０２％、４１％。区内城乡低保对象１２月人均水平分
别达到 ４６０５９元、２９１７７元，分别占低保标准的
７９４１％和 ９１１７％。全年共发放低保 １１３６１２户
次，１９３９２８人次，低保金８６２９８６万元，水费、电费
等其他救助２６４２万元，有效保障特困群众的基本
生活权益，救助水平大幅提高。全年全区城乡低保

对象共新增９９５户，计１３６６人；退出１８４３户，计
３５４２人。达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阳光操作，
低保对象准确率达到９８％以上。

【大病医疗救助】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政局通过医中
和医后救助，共支付医疗救助金６５１６６万元，惠及
困难群众４８９２人次。为妥善解决区内６５周岁以
下患重特大疾病低保边缘户的基本医疗问题，经区

政府同意，制定下发《口区６５周岁以下低保边缘
户医疗救助实施办法》，将四类重特大疾病纳入救

助范围，并于当年９月１日起正式实施。截至年底
累计救助６５周岁以下的困难群众２２人，医疗救助
金额１０９万元。

【慰问困难群众】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政局针对各种
特殊困难群体积极开展慰问工作，春节发放困难群

众节日慰问３１７２５万元，计１２７０９户。当年为困
难群众解决临时性、突发性生活困难５６９２户次，发
放临时救助金１５８０６万元。坚持对３０８户特困户
进行物质救助，累计救助３６９６户次，合计物质救助
款２９９万元。全区共办慈善超市 １３个，累计为
３２０６人次在慈善超市领取２７８万元生活物资。全
年共救助困难应届大学生 ８４人，发放救助资金
２０７万元。全年开放冬夏季取暖及纳凉点１３０个，
补助资金 １９５万元。全年受理公租房收入审核
１６０５户，通过１４０１户，以确保困难家庭符合条件的
都能住上公租房。

【婚姻登记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注重业务提高与文明、优质服务并举，共办理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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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５５１０对；补领结婚证１７１５对；离婚登记２２８２
对；补领离婚证２８０人次；开具婚姻证明１７５３８人
次；婚姻登记合格率１００％。民俗纪念日（情人节、
“５·２０”、七夕）和特殊日（９月９日、１０月１０日、１１
月１１日）开展预约登记服务工作，延长工作时间
（重大节假日如元旦、春节、“五一”、“十一”、周

六）。推行便民服务，为行动不便和重病当事人服

务，全年为特殊困难、行动不便的当事人提供便民服

务近６０余人次。
（祝文华）

社 会 保 障

【概况】　２０１５年，武汉市口社会保险管理处（简称
口社保处）紧紧围绕“民生为本、人才优先”主线，

履职尽责、改革创新、稳中求进，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

服务水平，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保持连续三

年获得口区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称号。２０１５
年，口社保处还获得“市级文明单位”的荣誉称号，

并通过档案工作目标管理省一级达标验收。

【扩面征缴】　２０１５年，口社保处社会保险扩面净
增人数合格值３１４００人次，挑战值３２３４２人次，实
际完成五险扩面 ３１４１７人次，其中养老保险增加
３０８６人次，工伤保险增加６７４９人次，生育保险增加
２０８８人次，失业保险增加１９７１人次，医疗保险增
加１７５２３人次。全年追欠目标值１５８亿元，完成
３８７亿元，完成比率为２４５％。

【社保业务网上申报】　２０１５年，口社保处严格依
照文件要求，发展诚信单位网申用户，进一步对诚信

参保单位放开权限，同时认真做好资料定期审核工

作。全年完成社区网申数量为１０８５５笔，单位网申
数量为４８１８７笔。在确保参保单位方便快捷的同
时，做好风险管控，切实将简政放权工作落到实处。

【年度工资申报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共有１２６０
家单位申报 １８７４万人次的年度工资（含退休人
员）。此外，公交集团和葛洲坝集团因职工人数较

多，办理大单位批量工资申报，共计约 ５０８万人。
２０１５年，辖区 合 计 申 报 ２４１１万 人，完 成 率
８７８３％。同时，有５０６万人通过工资变更模块办

理缴费基数调整。

【养老待遇审核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社保处完成养
老保险年应收２４２２亿元，年应付４４７６亿元，扎差
－２０５４亿元。新增退休人员８５４７人。养老保险
年度完成１９万人次的各类异动，完成各类退休职工
增资、调资１６万人次，完成职教幼教退休教师生活
补贴８５０人次。办理各类业务时收缴历年欠缴基金
５２００万元。离退休费用社会化发放率达１００％。

【医保生育待遇审核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职工医
疗保险共计新增办理门诊重症５０８３人，门诊、药店
购药４８５６５０５人次，金额５０９０６万元，住院审核
１５５３２６人次，金额９９５７６万元。居民医疗保险共
计门诊８９２４０人次，金额９９１４万元，住院９７９９人
次，金额７４１９６万元，重症３３６５８人次，金额８２２８
万元，现金报销５３１人次，金额５７５０万元，全年居
民医疗保险消费费用金额９８０８８万元。全年大学
生医疗保险消费费用金额７４５５万元。全年生育保
险登记３２６１人，生育保险消费费用３９０３１万元。

【工伤待遇审核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社保处共办理
工伤登记 ７６３笔，实地调查 ６次。工伤医疗报销
５２８笔，初审金额３９４万元。申报一次性伤残待遇
和一次性医疗补助待遇２７９人次，工亡待遇９笔，伤
残津贴及护理费５笔，初审金额１２９８万元。审批
口辖区工伤定点医院继续治疗１２１７人次，初审
金额９７２万元。

【失业待遇审核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社保处共受理
８７６户参保单位申报失业保险备案资料，核定３３４１
人失业保险待遇期限。办理失业人员个人申领失业

保险金２７１９人。有２７９９８人次享受不同期限的失
业保险待遇，发放失业保险金及各类失业保险待遇

２６４０万元，医保累计缴费６８３万元。死亡待遇审核
１人次，发放丧葬抚恤金１１万元。按照失业保险
促进就业的要求，共引导２７００余名失业人员到人
力资源市场进行求职登记，指导失业人员参加正规

就业训练机构组织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其尽

快就业。

【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社保处完
成退休年审 １４５８０７人，完成率 ９２５９％；遗属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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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审６０７人。３月，因未及时年审导致停发退休费
的共有７７２６人，截至年底补审 ７６５３人，补审率
９９０６％。

【社会保障卡】　２０１５年，口社保处职工医保、居
民医保共制卡８１２万张，收费３５６８万元。其中，
居民医保新增制卡１１８０４张，居民医保补卡３１６９
张，职工医保新增２０３８８张，职工医保补卡２１４７４
张，二代卡批量换发２４３９８张。社保卡注销９０２人
次，省内异地二代卡纳入 ６０２人次，卡挂失 ４６２４

笔，解挂７８１笔，修改密码４１０４笔，解锁１８７６笔，
回卡分拣７９万张。

【信访稽核】　２０１５年，口社保处稽核科受理群众
来电１３１１４个，来访３３６件计３６４人次。信访５５６
件（省市长专线 ４７７件、信 ３３件、１２３３３咨询台 ２０
件，治庸３件）中计初信４８１件、复信７５件，按时回
复率１００％。积极应对行政诉讼法的新要求，参加
和完成行政诉讼４件、行政复议１件。

（付　蔷）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五险扩面情况表
单位：人次

险　种

年　份

养老

保险

工伤

保险

生育

保险

失业

保险

医疗

保险

年度

完成数

年度合格值 年度挑战值

目标值 完成率 目标值 完成率

２０１１ ５５４３ １１７７２ ８７８３ ７７４４ １７３１４ ５１１５６ ４６４００ １１０２５％ ４７７９２ １０７０４％

２０１２ ５６５ １１０６７ ５２０３ ３６８２ ７１３０３ ９１８２０ ４９２００ １８６６３％ ５０６７６ １８１１９％

２０１３ １２９６ １７６２ １３２３ １９６８ １４４１１ ２０７６０ １９８００ １０４８５％ ２０３９４ １０１７９％

２０１４ ２４７１ ３８７３ ２３８８ ２５５４ １５０１５ ２６３０１ ２３３００ １１２８８％ ２３９９９ １０９５９％

２０１５ ３０８６ ６７４９ ２０８８ １９７１ １７５２３ ３１４１７ ３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５％ ３２３４２ ９７１４％

注：扩面完成数＝新参保及续保人次－停保人次＝净增长人次
参保人次数取自于每年１２月的月结数

民 族　宗 教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族宗教侨务局（简称
口区民宗侨务局）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民族宗教工

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努力化解

矛盾纠纷，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

定，促进了市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年内宝丰街

北社区被省民委授予“湖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

区”称号，区民宗侨务局被评为武汉市“民族团结进

步先进集体”。

【民族团结创建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以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为抓手，切实发挥好作为创建活

动主阵地、主渠道的机关、企业、社区、乡镇、学校、

寺庙的作用，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社区民族工

作的新思路、新方法，以和谐社区建设为依托、宣

传教育为途径、创建活动为载体、服务管理为抓手

和矛盾化解为保障，夯实基础，健全机制，继续深

化社区民族工作，有效地推动全区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６月１６日，国家民委政策
法规司司长杨正根、省民宗委副主任邓汉光、市民

宗委主任王献良、副主任马盘龙、牙生一行深入本

区长丰街百泽社区调研，并指导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杨正根司长实地考察并听取社区民族工

作汇报和本区创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

式、构建服务管理体系、探索民族宗教工作新途

径，将全区民宗工作纳入网格化管理的工作汇报，

并观看民宗工作网格系统演示。８月 ２７日，口
区为进一步巩固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

面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组织省、市民

宗委命名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的社区书记、

主任及各街统战干部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

区———长丰街百泽社区进行现场交流学习暨工作

推进会，会上播放全国示范社区———甘肃省兰州

市桥门社区民族工作专题片，开展“内学百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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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６日，口区民宗侨务局会同区综治办举办全区民族宗教信息
工作培训班

区，外学桥门社区”，掀起本区民

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新高潮，为本

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谐、安定

的社会环境。

【少数民族政策全面落实】　２０１５
年，口区民宗侨务局根据民族工

作相关政策，严格依法执行民族优

惠政策和审核审批制度，为辖区少

数名族群众提供热情服务，切实维

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全年共审

核办理８９名（其中中考生５４名、
高考生３５名）少数民族中、高考生
优录手续；审批办理少数民族成份

变更８人，审核办理率达１００％，正
确率达 １００％。全年为辖区常住
人口中具有清真饮食习俗的少数

民族居民发放清真肉食补贴，共发放补贴资金５６万
元，惠及２７００名少数民族群众，将党的民族优惠政
策落实到实处。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２０１５年，口区
民宗侨务局切实凸显以服务促管理的理念，寓情

于管，真心服务、真情关怀少数民族及流动人员，

增进彼此的了解信任和民族感情，促进了民族团

结。在市民宗委和武汉新疆工作站的大力支持

下，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宣传教育，在来汉

务工经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大力开展“融入武

汉民族大家庭、适应城市法制化管理”主题教育活

动，开展向全市守法经营户学习，引导他们自觉规

范自身经营活动，自觉维护本区社会和谐稳定。

１２月２２日，全市召开争创民族团结模范经营户活
动总结会，本区流动少数民族经营户韩国元、法付

闯、韩云等三人因遵纪守法，文明经营，勤劳致富，

被市民宗委授予“全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经营户”

称号。

全区各街、社区及职能部门广泛宣传党的民

族政策，齐抓共管，积极为来汉务工经商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热忱服务、排忧解难。建立健全以块为

主、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服务管理体系，充分利

用民族宗教事务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扎扎实实地

为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全区建立８个少
数民族流动人员联络点，各社区一站式服务大厅

建立少数民族咨询服务窗口，切实解决他们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生活有指南、

落脚有社区、培训有地方、诉求有渠道、权益有保

障。２０１５年，口区民宗侨务局共为少数民族流
动人员解决随迁子女上学难、提供法律维权等办

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共４０余件。

【民族宗教知识培训】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宗侨务
局高度重视加强全区基层统战干部的民族宗教政

策、法规和基本知识的培训学习。６月２６日，区民
宗侨务局会同区综治办举办民族宗教信息工作培

训班，邀请市民宗委政宣处副处长雷剑锋宣讲中

央民族会议精神、民族宗教基本知识以及民族宗

教网格化工作，区相关部门和１１各街道分管负责
人、统战干部、１２６个社区书记（主任）计２８０人参
加培训会。

《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实施１０周年之际，口
区民宗侨务局组织辖区宗教活动场所教牧人员开展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座谈讨论并进行《宗教

事务条例》法规专题培训，引导本区教牧人员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阐释宗教教义、道德、文

化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同的内容，为他们答

疑解惑，指导他们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高本区宗教

工作法制化水平，努力为促进口转型发展、跨越发

展传递正能量。

（吴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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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宗教活动场所一览表

教别 宗教场所 地址 联系电话

基督教 救世堂 口区汉正街４４７号 ８３７８１８９９

基督教 易家墩聚会点 口区易家墩路１３５号 ８３８４７０２３

侨 务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侨务工作坚持“以侨为本，
为侨服务”的宗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聚侨心，

汇聚侨智，发挥了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

外侨胞的桥梁纽带作用，维护了归侨侨眷的正当合

法权益。贯彻落实中央和武汉市《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侨联工作的意见》精神，区侨联组织建设

有了新突破，在率先成立宗关街侨联组织后，开年

初，又成立了汉水桥街侨联组织，基层侨联组织建设

得到健康发展。６月，区民宗侨务局协同区招商局
组织企业参加第十五届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

会上口区引进《鄂港合作厂商会———武胜项目》

并完成签约。２０１５年，在湖北省第十次侨代会上，
区侨联获得省人社厅、省侨联授予的“全省侨联系

统先进集体”称号。

【海外联谊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宗侨务局努
力开展海外联谊活动，密切关注与海外侨胞、留学

人员的交往，继续加强港澳及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新西兰、西班牙、意大利、莫斯科等华侨华人

社团侨领的联系，增进双方的联络交流，为进一步

做好海外侨务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区侨联名誉

主席计建民受邀回汉参加第二届全球楚商大会，

并当选为澳大利亚楚商联合会秘书长，搭建了中

澳企业交流的平台。

【服务华侨】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宗侨务局注重普
法工作，强调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等涉侨法律法规。当年５
月２９日，区民宗侨务局与区政协共同举办侨务政
策知识报告会，特邀省侨办国内处处长杨一作专

题报告。区政协主席国洪河、副主席田超英、郭建

敏、李光，部分区政协委员、街道社区侨务工作者、

归侨侨眷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通过宣传教育和

培训，进一步提高侨务干部和侨界人士的法律意

识和能力水平。全年完成依法审核确认归侨侨眷

身份，并积极为符合条件的侨生办理中、高考优录

手续。

【爱心帮扶】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宗侨务局认真落
实“爱心帮扶”工作，在市侨联财政资金支持下，

为３５位困难归侨侨眷每人争取 ３００元慰问金，
共计１０５００元；对退休归侨月工资在 ２０２０元以
下的 １５人，为每人争取 ６００元慰问金，共计
９０００元。对生病住院的归侨和患重病的侨眷以
及因病去世归侨的家属等情况，都积极组织看望

和慰问。

按市侨联要求，开展对全区归侨进行全面调

查摸底，完成７２名归侨登记造册，因资料齐全，获
得市侨联好评。同时，针对日本归侨谭汉杰长期

面临住房特困问题，通过区侨联、街道、社区共同

努力，报区政法委领导特批，彻底解决了谭汉杰的

住房条件。

【侨务信访】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宗侨务局认真做
好侨务信访稳定工作。坚持认真办理每一件来信

来访，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全年共接待

来信来访３０件次，办理回复率 １００％。协同区统
筹办办理国侨办转至本区的《关于侨领陈清泉在

鄂投资项目遇阻一事的函》的涉外交办件，受到当

事人的好评。

【侨联活动】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宗侨务局组织开
展大型活动３次。根据中央“八项规定”和中国
侨联关于“组织起来、活跃起来”的总要求，组织

开展“侨界人士考察侨企项目暨迎春联谊活动”

和“归侨侨眷参观游览汉江湾体育公园”，组织侨

界代表出席湖北省和武汉市第十次归侨侨眷代

表大会，组织归侨侨眷参加“华侨雄鹰———武汉、

广州、南京侨界纪念华侨飞行员抗战事迹”图册

首发式及图片联展揭幕活动。区侨联副主席戴

淑珍、新侨代表黄鸣杰代表区侨界参加第 ４１届
国际渡江节畅游长江活动。戴淑珍同志还积极

参加“长江救援队”的活动，受到市委书记阮成发

的接见。

（岳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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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 疾 人 事 业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残疾人联合会（简称
口区残联）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实践活动

为契机，以创办“阳光家园”为抓手，深入推进残疾

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着力解决残疾

人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大力开展残疾人康

复、就业、培训、托养、文体、维权等“六型”特色服

务，不断满足残疾人的特殊服务需求。２０１５年，
口区残联先后获得“湖北省‘十二五’康复工作先

进集体”“湖北省卫生先进单位”和“武汉市‘三

万’活动工作突出工作组”等荣誉称号，劳动服务

部主任愈风被评为“全省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

张正涛被评为“全省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与需求

专项调查先进工作者”。

【阳光家园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残联新建 ４家
阳光家园，全区累计１５家阳光家园，实现辖区内
所有街道全覆盖。同时，口区残联进一步推进

阳光家园品牌建设，强化内涵式发展，创新管理

模式。新建的六角亭街“阳光驿站”，为全省首家

专门针对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人创建的托养服

务中心，弥补了省内有关精神残疾人托养的空

白。积极探索阳光家园“政府建设、企业运营”管

理模式，以宗关发展社区阳光家园为试点，委托

社会组织道能义工参与阳光家园管理，通过政府

购买方式，为残疾人提供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服

务，取得初步成效。全年为 ２１７１名残疾人提供
居家托养服务，其中特殊津贴１０２０人，特殊护理
１５０人，购买服务２５５人，精神抚慰３０人，志愿者
服务１７８人，家政服务 ２６５人，阳光家园托养服
务２７３人。

【残疾人康复服务】　２０１５年，口区残联为残疾人
提供康复服务５０２７人次，其中重点康复服务２６２１
人次。为全区１５０名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康复服
务。为１２０名肢体残疾人进行肢体行走训练。组织
１００名盲人开展定向行走训练。对１２０名肢体残疾
人建立档案。为３０名贫困低视力残疾人免费验配
助视器（配眼镜）。为３０户贫困残疾人家居无障碍
环境改造。为１００余名贫困听力障碍患者进行免费
听力筛查，为６５名贫困听力障碍人员免费配备助听

器７３台。

【残疾人就业培训】　２０１５年，口区残联开展多形
式残疾人就业培训工作，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培训

机构和用人单位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对有就

业需求的残疾人进行随时登记，并及时对其就业能

力进行综合评估。开展个性化就业推荐服务。全区

全年实施残疾人技能培训３０５人次，新增就业（创
业）残疾人１０５人次。

【残疾人社会保障】　２０１５年，口区残联全面落
实省市区各项助残惠残政策。在春节、元旦、国际

盲人节等重要节假日期间，投入资金３０万余元慰
问困难残疾人２２３６人次。为７０名贫困精神残疾
人提供住院补贴２５２万元。为全区１０８１名低保
家庭精神残疾人提供服药补贴１６１６万元。为残
疾人发放小型辅助用具 ２０００件，价值 ２６万元。
为６６１名智力残疾人发放居家补贴７９７万元。为
２６５名残疾人提供家政服务７００９万元。为１０５７
名聋人发放信息补贴３８０５万元。为１７名残疾人
发放驾照补贴１７万元。为５７０名下肢残疾人发
放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１４８２万元。为６００户特
困残疾人提供临时救助金４５万元。为１３４名就读
中专以上学校残疾学生和特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提

供学费补助５８６万元。

【残疾人文体工作】　２０１５年，口区残联以阳光
家园为平台，以全国助残日、聋人节、盲人节等为

契机，组织残疾人开展‘文化活动’５６次。六角
亭街阳光驿站、长丰街阳光家园举办了迎“特奥

会”文体活动。先后与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

精神医院联合举办大型义诊活动。与武汉市残

疾人社会服务中心、武汉市残疾人艺术团、武汉

市福泽残疾人科技工业园联合在区阳光家园共

同举办“让爱的阳光照亮残疾人的心灵”助残慰

问演出。举办主题为“残健同行，共筑中国

梦———残疾人保障法解读”的知识讲座。与武汉

逸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湖北省残联辅具中心联

合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７０周年纪念活动”。组织５０余名残疾人参
观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武汉故居、中共五大

会议会址等红色景点。口区听障残疾人运动

员江佳蕾在２０１５年全国残疾人羽毛球公开赛中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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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听力组女单冠军、混双冠军、女双亚军的好

成绩。

（何蜀鄂）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５年，口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坚持以“为民创建、创建为民、共建共享”的

指导方针，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着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着力深化群众性精神文

明建设活动，着力提高市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加

强城市精细管理，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增加便民利民

设施，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更加突出软环境建设，

突出社会风尚建设，突出市民素质建设，突出城市文

化建设，打造城市精神，推动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和

社会形态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新发展、环境新改善、

市民素质和城区整体文明程度新提高，为全区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和社会建设协

调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丰润的道德滋养。

【文明城区创建】　２０１５年，口区将文明城市建设
的目标和举措纳入全区“十三五”规划起草计划，全

面落实《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测评体系》各项目标任务。围绕提升市民

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人文环

境软件建设投入，持续开展思想教育、舆论引导、专

项整治等各项工作，不断积蓄和传递社会正能量。

研究出台《关于建立健全文明城市建设长效机制的

实施办法》《口区文明城市建设十大工程２０１５年
行动计划》和《责任清单》，实行区领导挂点，各主管

单位负主管责任，各街道、各职能部门分工协作的工

作机制。加强督促检查、动态管理，制定包点责任守

册，加强全面排查。充分发挥文明单位示范引领作

用，带动行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利用共驻共建的部

门力量、回馈社会的企业力量和热心公益的社会力

量，共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环境卫生治

“脏”、公共秩序治“乱”、窗口服务治“差”、生态环

境治“污”，优化城市环境，规范公共秩序。全年集

中开展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整治、网吧监管、娱乐场所

“毒赌黄”、食品安全卫生、假冒伪劣产品等系列专

项治理工作。加强对公共场所环境的整治，对环境

卫生、市政设施、公共秩序、工作服务状况、便民服务

设施等重点项目保持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广泛开展“社区回头看”活动。设置公共文明引导

员，发放“公共文明志愿引导员”胸牌１３万枚。至
年底，全区有各级文明单位、文明街道、文明社区

３９２个，其中国家级文明单位２个，省级文明单位２２
个，市级文明单位７２个，市级文明街道８个，市级文
明社区５４个。

【公民道德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坚持以人为本，
通过抓好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文化建设三大建设，以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建设

活动为载体，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培

育和践行，强化社会诚信教育、传统美德教育、文明

旅游教育，广泛宣传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大力倡导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

动，利用“市民中心学校”进行市民文化素质、文明

礼仪知识普及。加快推动本区诚信建设制度化、规

范化、长效化力度，拓展诚信建设宣传教育，提高行

业质量意识；以“道德讲堂”为阵地，以食品行业、窗

口行业和公共场所３个领域为重点，深入推进道德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２０１５年，经区
文明办推荐，官东当选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官东、

高秋玲、段逸群获评“中国好人”，姚婕获评“湖北好

人”，各类先进典型获评人数居全市前列。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２０１５年，口区贯彻落
实《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要

求，不断强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深入推

进网络、网吧、校园周边环境净化工作，坚持对校园

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规范学校周边出店销售学

生用品６７０起，流动窜卖小食品、小百货４５０起，散
发家教资料１４０起，其他占道经营２８３起，规范乱设
店招、喷绘、布幅 ９０处，收缴非法宣传小广告 ５９０
份。对校园周边小餐饮共出动整治人员９９４人次，
执法车辆１２５台次，检查校园周边副食６４５户、餐饮
户１１０５户，现场责令整改小副食店３９次，小餐饮
店５６次。继续深化“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实践
活动，组织开展“童谣传唱”、“向国旗敬礼”网上签

名寄语活动，重点推进“经典诵读·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教育活动。开展未成年人“洒扫应对”、“日

行一善”、“文明小博客”、“学雷锋主题班日、主题队

日、主题团日”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为核心，开展“小时候·童心”系列青少年教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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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５５０次，服务青少年１５万余人。

【志愿服务活动】　２０１５年，口区通过大力推进志
愿服务行动，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彰显社会道德风

貌，以“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环境”为主要内

容，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以

空巢老人、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困难职工、残疾

人为对象，广泛开展“邻里守望”“三关爱”开展各类

志愿服务活动９００余场次，服务群众数万人。深入
构建单位、社区、志愿服务团队三位一体的志愿服务

工作体系，注册志愿者超９万人，志愿服务团队７００
个，每年累计为社会提供１００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围绕“邻里守望”主题，广泛开展志愿服务系列活

动，组织全区文明单位和志愿服务团队开展关爱留

守儿童、关爱空巢老人、关爱残疾人、绿色环保、医疗

卫生等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文明单位结对共建辖区

保障性住房集中的社区，常态化开展全区１２个重点
路口的文明交通志愿劝导，大力推广宗关街发展社

区“社工＋志愿者”服务模式。开展党员干部进社
区“双认领”活动，采取“单位对接、集中认领”的形

式到对口社区报到。截至年底，全区２７个区直党
（工）委部门（含二级部门）近万名在职党员到社区

报到，开展“双认领”活动，认领微心愿４９２７个，认
领服务岗位８３５２个，实现在职党员进社区“双认
领”全覆盖。注重运用互联网新技术，推动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实现新突破，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重要阵地。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全面展示文明建设成

果，在中国文明网武汉站、“文明口”政务微博等

网络平台，讲好口故事，传播好口声音。充分利

用网络平台宣传文明理念，开展网络文明活动。加

强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口区网

络文明传播评论员”ＱＱ群，统一管理、培训和考评，
大力开展文明传播活动，扩大网络文明传播队伍影

响力。

【活动开展】　２０１５年，口区深入广泛地开展“周
末清洁家园”活动。将周末卫生大扫除情况与卫

生单位的评选挂钩，及时讲评并进行通报，确保

“周末清洁家园”行动有序的开展。开展文明餐桌

行动。制发《口区关于进一步开展文明餐桌行

动的通知》，在全区宾馆饭店、学校餐厅、机关食堂

开展文明餐桌行动，积极倡导文明就餐，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

２０１５年，口区突出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组织“清明祭英烈”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继承

革命传统。组织“端午情浓”包粽子比赛、“口区

第二届广场舞蹈大赛”、首届“唱响中国梦·讴歌新

时代”口好声音歌手大赛、“中秋茶韵”晚会、“我

们的节日·重阳”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安抚慰问、

节日民俗、文化娱乐等活动。继续加大文明城市创

建宣传力度，坚持在广场、公园、街巷、小区、机关单

位、出租车电子屏上制作和刊播文明创建标语和公

益广告，在网站、电视、报刊开设“文明创建”专题专

栏。进一步强化城市综合管理领导挂点督办、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巡查、单位排名通报、年度绩效考核

等各项工作措施，为全区创新城市综合管理机制提

供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制度保证。

（袁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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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易家街辖区东以古田一路与长丰、古田街
相接，南临汉江中心线，西、北两边与东西湖区接壤，

面积９２平方千米。办事处下辖舵落口、工农路、东
华、竹叶海四个社区和额头湾、舵落口、易家墩３个
行政村，总人口２５４３６人。
２０１５年，易家街紧紧围绕“建设美丽易家，打造

口西部生态商贸区”这一目标，以基层党组织建

设为抓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服务项目建设和企业

发展，强化城市综合管理各项工作，围绕服务民生推

进社区建设，全面促进辖区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社

会治理、公共服务、安全稳定等工作取得新突破。

２０１５年易家街被评为“武汉市卫生街道”，东华社区
被评为“平安示范社区”。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５年，易家街各项经济指标稳中有
进。全年实现招商引资１００９亿元，引进一般纳税
人５户，实现税收４６３４万元；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２３亿元，新增就业岗位完成２３１０个，为全
年目标值的１００４％。

特色街区创建成效显著。易家街立足于宜家

家居、荟聚和红星美凯龙世博广场的集聚优势，按

照中高端家居错位经营的布局理念，协调区有关

部门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加大综合环境保

障力量投入，设立流动服务站，现场协调帮助企业

办理入驻证照。长期组织开展服务企业志愿活

动，成功打造一条多功能、开放式主题家居商业街

区，并被长江日报评为“最美夜景街巷”、武汉首个

“购物公园”。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５年，易家街加强对重大建设项目
推进力度，取得成效显著。当年４月３０日宜家购物
中心顺利开业迎宾，１０月３１日红星美凯龙世博家
居广场隆重开业，汉江湾壹号正式火爆开盘，汉江雅

苑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城中村”改造继续推进。易家街顺利完成长

丰大道沿线拆迁工作，三环北项目拆迁工作接近尾

声。完成易家墩村、舵落口村双登复核工作，理清两

村土地存量、房屋数量和人口情况。成立“城中村”

改造工作指挥部，明确责任分工，并建立城中村改造

重大事项议事体系。两村规划方案已由市长办公会

审核通过，并进入论证咨询程序。两村“统征储备”

已进行成本核算，并制定两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计

划，明确责任到户。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５年，易家街强化门前三包管理，
坚持实施综合整治。年内为将瑞典宜家休闲购物街

区、长丰西路和竹叶海嘉园分别创建为示范街区、示

范路段和示范社区，街道制定辖区重点区域、路段环

境综合整治方案，细化分解各项任务，实现“定人、

定岗、定责”，规范沿路停车秩序、清理建筑垃圾、修

补道路破损、清理露天广告和补发责任书、垃圾桶，

并将门前三包管理延伸到背街小巷。

保持工作力度不减，“双创”工作进入常态化管

理。易家街积极开展“双创一革命”宣传，制作宣传

展板３８００个，张贴宣传画、发放资料６０００份。开展
道路维修及立面专项整治，投入５４万元对联谊路人
行道步砖更新并刷黑路面，规范整治长丰大道沿线

２００处立面招牌。开展周末义务劳动，清理卫生死
角，全年共清理卫生死角 ５００处，清除垃圾、杂物
８００吨。落实湖泊环境治理工作，定期组织消杀公

·５３２·



司以及社区、村打捞湖面漂浮物，清扫湖泊岸线垃

圾，年内张毕湖保洁达市级检查要求。

联合开展规范整治行动，创建食品安全街道。

街道城管联合工商、食药监和执法中队加大综合执

法力度，规范整治辖区餐饮服务集中区域，完成战友

农贸批发市场办证工作。开展宜家购物中心明厨亮

灶工程，建成小餐饮便民服务区。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５年，易家街以防范和遏制重大
事故为目标，警钟长鸣，切实保障辖区安全稳定。

全年共发现、整改隐患５９７起（处），整改、劝离、取
缔“三合一”场所 １４２处，拆除 ２部简易升降梯。
严格执行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改方案，辖区 ３家
挂牌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和１家安全生产隐患单
位已全部消案摘牌。加强社区消防警务室建设，

并顺利通过区消防大队验收。组织、指导社区义

务消防队训练参加口区消防比武，荣获全区干

粉灭火单项奖第三名。全年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创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两化”成绩排名全区第

三，获得区安监局的表彰和奖励。全年召开１２次
安全形势专题调度会，组织８次安全应急演练，开
展６次集中安全培训和宣传活动，并重点开展春
节、“五一”、夏季汛期和高温期安全大检查。全年

安全形势基本稳定，发生火灾数为 １１起，无人员
伤亡，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全年组织商场保安和治

安志愿者力量广泛参与联防联动机制，形成监控

防范合力，有效保障宜家商圈周边稳定。坚持依

法打击“法轮功”邪教组织，对辖区重点人员采取

帮扶、巩固措施，转化１人。全年共受理群众来信
来访６０批、１８０人次，未发生进京赴省上访事件，
未出现重大的矛盾纠纷，为维护全区社会稳定发

挥了积极作用。

积极开展平安社区创建工作。全年加强综合

调度，组织社区（村）每月召开治保会议，进行警情

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开展平安社区创建宣传活动。

加强安保队伍建设，重新制定社区协管员、安保队

员考核管理办法，严格管理协管员、安保队员，提

升居民群众的安全感。加强巡查守控，督促各社

区开展夜间巡逻鸣更，有力保障社会治安稳定。

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加强学校安保值守，全年未发

生侵害师生安全事故，有效地维护校园周边秩序。

开展禁毒文艺宣传活动，动员社区、村居民积极参

与“无毒村、社区”的创建活动，开展吸毒人员康复

帮教工作。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５年，易家街加强社会事务的管
理，努力推进“幸福社区”建设。全年完成第六届

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并开展社区工作人员

培训工作。成立竹叶海社区，解决该区域多年无

社区的局面，并协调民政局拨付 １００万以奖代补
资金加强社区硬件设施建设。投入惠民资金 ８０
万元，新建晒衣架、停车棚，铺设地面彩砖，配备消

防器材等，老旧社区环境焕然一新。投入１００００元
对社区和街道“一门式”大厅进行改造，更新制作

公示栏、制度牌 ７０块，方便居民群众办事。推进
社区“网格化”建设，将老旧住宅区物业服务纳入

城市综合管理，实现舵落口社区家安公寓、工农路

社区有机宿舍物业管理服务的提档升级。制定

《易家街社区公共服务专干考核方案》《易家街社

区工作者月度绩效考核办法》，强化对社区工作人

员监督考核；建成易家街阳光家园、老年人服务中

心并投入使用。同时，工农路社区因老旧幸福社

区创建成效显著，被《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等相

继报道。

实现社会保障群体应保尽保。易家街对街道

９４户低保户（共计１３８人）实施动态管理，社会保
障金发放率达到１００％，实现全区第一。落实惠民
政策，向辖区 １９名优抚对象发放各类补助、慰问
金共计 ３１７００元，向辖区 １８６名 ８０岁以上老人
（含１１名９０岁以上老人）发放老年补贴，共计７５１
人次、２３９１００元。关爱残疾人群体，对辖区 １７９
名残疾人全部登记造册，完成基础台账，积极开展

残疾人就业咨询、职业介绍、就业安置、就业回访

等工作，全年共发放精神及智力残疾人补助 ６２５
人次，共计８１７００元，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医疗、就
学、技能培训等问题。

积极回应群众呼声。易家街实施联动机制，督

办落实公共服务平台市、区级督办件共４０５件，办件
完成率达到９９２６％。认真跟踪督办人大、政协各
项议提案办理进展情况，召开议提案年中督办会，本

街人大、政协议提案均提前办理完毕。

切实提高人口计生工作水平。易家街计生工作

坚持狠抓稳低、控比、管流、优生、利导、服务等方面，

实行综合治理，积极宣传引导，开办健康讲座，各项

目标值均已达标。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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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纪检】　２０１５年，易家街注重党群纪检工作
的领导，切实落实党建重点项目。全年按照中央、

省市委统一部署，迅速启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第一时间召开“三严三实”教育专题党工委会，研

究制定专题教育实施方案，细化具体措施，开展街

道党工委班子“三严三实”专题交流会，坚持群众

为基础、问题为导向、整改为目的，边查边改出实

效，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以实实在在的活动

成果推动各项工作提速提质提效。全年共组织讲

党课１１次，集中学习２２次，召开座谈会１１场次，
查找班子问题 １８条，查找个人问题 １２０条，整改
问题１３８条。

成立业主委员会及物业公司党支部，实行“三

方联动”（街道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

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联动服务机制）。全年

指导社区党组织按照“党建引领、齐抓共管、共驻共

建、协调联动”的工作思路，依法依规完成２个小区
业委会组建工作，并成立４个业委会党组织支部；同
时选派社区“两委”（社区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和社

区居民委员会）班子成员担任“三方联动”联络员，

将优秀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和业主委员会委员推选

为社区“两长四员”（党小组长、楼栋长、治安员、卫

生员、文体员、房管员），实现社区党组织成员和业

委会党组织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有效发挥

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

动”服务机制。

全面开展村级软弱涣散问题整改工作。围绕基

层党建重点任务，本街紧紧抓住村改制企业多年未

换届的问题，牢牢把握“城中村”改造目标，对照责

任分解，结合自身职能，制定《易家街关于承诺整改

村级组织软弱涣散问题的方案》。成立整改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联系点，安排班子成员挂点督促，选派

３名党建指导员全程参与整改工作。通过公开承
诺、民主测评，完成易家墩村、舵落口村两村改制企

业董事会、监事会和党组织换届工作，一批年富力

强、敢于作为的同志走上改制企业领导岗位，为增强

村级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推进城中村综合

改造奠定了基础。

群团工作同步推进。成立社区青年志愿者队

伍，开展“社区微心愿超市”活动，鼓励志愿者以“集

体认领”和“个人认领”相结合的方式认领“微心

愿”，全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６０场次，累计服务
２０００人次。组织开展４场次妇女法律宣传和维权
知识培训，举办１场（次）家庭教育报告会，依托“妇
女之家”加强妇女儿童维权服务站的建设。全年累

计开展各类科普活动１１场次，完成工农路社区“科
普助推幸福社区”创建工作。组织开展“口好声

音”“社区惠民演出”“广场舞大赛”等各类文体活动

共８场次，丰富居民文化娱乐生活。
（刘　峰）

２０１５年易家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质 职工人数 年生产总值 上缴税收

１ 武汉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张毕湖路２号 商贸业 ３００人 ６２０５５ ３０２２

２ 武汉宜家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长宜路１号 服务业 ９０人 ／ ３０４４

３
武汉裕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工农路特１号 商贸业 １１３人 ５０３２９ ９９９

４
武汉凯奇特种焊接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
东西湖区革新大道３６号 工业 １９５人 ８０１８ １５１１

５ 武汉中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工农路１０７号 工业 １９６人 ６１５０ ４３２

６ 武汉有机实业有限公司 化工新区 工业 ６７０人 ６３５３２ ７９０

７
武汉伊士曼有机化工有限公

司
化工新区 工业 １７人 停产 ４５７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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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田 街

【概况】　古田街位于口区西部，东临韩家墩街，
南临汉江，西接易家街，北靠长丰街，沿河大道、解

放大道及南泥湾大道贯穿东西，古田三路、古田二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８日，口区委常委、人民政府副区长张勇强带队检查古田街
安全生产工作

路及古田一路贯穿南北，形成了三横三纵的交通

网络，辖区面积５５平方千米。街道下辖古一、古
二、古三、万人、古雅、生活村、古田、古画、罗家、军

院、古南、陈家、春天 １３个社区和罗家墩村、农利
村、红星村３个“城中村”改造工作委员会，辖区常
住人口１０５万人。
２０１５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古田街强

化法治观念，推进依法行政，以“项目为王、安全至

上、民生第一、依法治街”为工作思路，统筹街道各

项事务有序发展。２０１５年街辖重点企业１７家，省、
市、区级文明单位 ６个，省、市级文明示范社区 １０
个。２０１５年，街道荣获“武汉市卫生街道”“武汉市
卫生先进单位”“优秀平安街”市级文明街道”“２０１５
年度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先进单位”等荣誉称

号，连续４年荣获区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５年，古田街年实现全口径财政收
入５７３亿元，固定资产投资５５亿元。积极协调中
百电子、航天电子落户工作，全年实现招商引资

３５４亿元，新引进企业５家。在内燃机宿舍片创新
征收模式，在全区乃至全市第一个试点“模拟征

收”，居民房屋全部拆除，基本完成

征收工作。海尔电器片 １５２户居
民已全部签约过审完毕，片区基本

拆平。制瓶厂片在内燃机宿舍片

模拟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

善工作流程，１０月２３日启动预征
收，３个月的预签约期限内完成签
约３２７户，签约率达８５８３％。罗
家墩村完成市级整村验收，３个
“城中村”还建房项目均开工建

设，形势稳定可控。凯德古田项目

结构封顶，招商江湾国际和海尔智

慧城预售情况良好，古田艺术品商

城项目开工建设。

【安全稳定】　２０１５年，古田街按

照“从重点部位防治，重点人群防范，重点项目突

破”的工作思路，不断推进平安创建工作。加大物

防、技防及人防的投入，投入３万多元为安保队员
配备制服和巡逻设备。强化日常值守及夜间值守

工作，全街平安建设工作多次受到区里充分肯定，

被评为市级平安街道，万人、春天社区被评为市级

平安社区。

认真吸取“８·２１”事故教训，针对辖区安全重
点，积极推进日常巡查常态化、安全检查标准化、安

全管理痕迹化。当年排查并整改隐患２２２处，挂牌
重大隐患全部实现摘牌。推进“安全监督天天见”，

全街１０个拆迁、在建、市政工程项目全部纳入安全
日常监管范围。

严格落实“五包一”（由挂点领导、社区书记、管

段民警、综治主任、信访专干５个人包保一个重点人
员）措施，坚持做到“信访工作人人有责”。积极做

好军转干、企业改制职工、参战人员、公租房摇号群

体、农利村遗留拆迁户、经适房群体、失独人员群体、

非法集资群体的稳控和化解工作，全年重点时段的

信访维稳形势良好。

【民生服务】　２０１５年，古田街以特色创建优化社区
服务，投入４００万元完成万人、古二社区１０００平方
米办公用房，积极协调融侨物业拓展古三社区办公

空间。汉口春天社区开展流动人口社会化融合工作

并通过市级验收，古三、古南、汉口春天开展幸福社

区创建，古一开展省级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军院社区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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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８日，武汉市卫计委验收古田街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街道试
点创建工作

开展文化室提档升级工作。投入６５万元对古南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改造，引进盛世天颐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在全区试点社会化养老工作。积极开展

群众文化，全年开展文化活动１６场，积极推进辖区
就业工作，全年新增岗位２７２３人。提高档案利用
与服务能力，街道通过省级档案目标管理特级复查

工作。全年征兵工作在区内排名第二。

投入４００万元有针对性的解决一批居民群众反
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完成古南社区广场改造，古一

社区传动轴宿舍进行院落平整硬化，陈家墩社区等

社区建设便民晒衣架，针对陈家墩小区违建投诉多

屋顶漏水等问题正积极申请国家专项资金谋划老旧

社区综合改造等。积极支持开展扶贫帮困，投入

８９４万多元对各类困难群体给予救助。

【城市治理】　２０１５年，古田街以“干净、整洁、有
序”为目标，以“门前三包”为抓手，积极推进城市管

理创新。坚持领导带班巡查制度，注重协调和管理

两手抓，强化重点守控和集中整治。积极支持开展

架空管线、沿街门店招牌等专项整治，先后投入４０

多万元对十一滨江东方花城段、非

凡小区、古田社区古田二路段的门

店招牌进行规范。投入 １００多万
元对万人、军院等８个社区的架空
管线进行整治并通过市级验收。

以融侨福源街为重点开展“三个

一”整治，福源街被评为最时尚街

区。大力开展爱卫创建活动，街道

被评为市级卫生先进单位和市级

卫生先进街道。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５年，古田街建
立法律顾问制度，聘请一名专业律

师担任街道法律顾问，充分发挥驻

街司法所的作用，做到凡涉及街道

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合同协

议必须有律师把关。积极开展以安全生产法、行政

诉讼法等为内容的普法宣传教育，培育机关干部法

律意识。积极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化解信访矛盾，

年内已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毕道德、王金华、向华英等

多起诉讼案。进一步修订完善街道相关制度。结合

中央八项规定先后修改街道财务、社区及环卫所财

务管理等相关制度。

【群团发展】　２０１５年，古田街按照区委、区政府要
求，深入开展“三严三实”教育实践活动，组织专题

研学６次，交流会２次，专题民主生活会１次，收集
并整改问题５４条。协助完成区级人大、政协议提
案３４件，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活动２次，
人大代表补选工作顺利完成。积极推进建会工

作，全年新建职工服务中心 ８家，古三社区荣获
“武汉市科普益民示范社区”称号。顺利通过第六

届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选强配强“两委”班

子，社区“两委”班子结构呈现出年轻化、学历高、

结构优等特点。

（孙翠翠）

２０１５年古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企业性质 职工人数 年生产总值 上缴税收（万元）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南泥湾大道汇丰企业总部 ８
栋Ａ座

６８３８ １７９１９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东西湖区油纱路１６号 有限公司 ７４６ ８５１６５万元 ６０６３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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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企业性质 职工人数 年生产总值 上缴税收（万元）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古田一路２号 有限公司 ２２２０ ３５亿元 １７０９

武汉欧森特工贸有限公司
南泥湾大道汇丰企业总部 ８
栋Ａ座

１０ ６９０

武汉招商地产古田置业有限

公司

江汉区建设大道 ５６８号新世
界国贸２４１２室

国有 ３９ ７６７２１ ６９３２

武汉海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６５号 有限责任 ２０ ３００００ ７６２０

招商局地产（武汉）有限公司
江汉区建设大道 ５６８号新世
界国贸２４１２室

国有 １ １４９５ ２１０２

武汉嬉空间古田艺术中心管

理有限公司

古田二路轻轨站车站附属楼

二层

有限责任

公司
６２ ９

武汉新居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古田路２１号 私企 ６０ ０ ５８６

长 丰 街

【概况】　长丰街位于口区西部，辖区面积为１０９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１２７７万余人，区内与易家街、
古田街、韩家墩街、宗关街四条街道相邻，区外以常

腾街、张公子堤与江汉区接壤，以汉丹铁路、张公堤

接壤东西湖区。街辖长丰、正康、天勤花园、百泽、天

顺园、常码、丰竹园、东风、紫润南、紫润北、天顺南、

丰美、团结、园博南、园博北等１５个社区。
２０１５年，长丰街坚持以“城中村”改造为重点，

加快项目建设、开展消防安全隐患综合整治、加强城

市综合管理、提高社会服务水平、维护社会稳定、建

设幸福平安长丰等各项工作到进一步夯实。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５年，长丰街突出招商引资和协税
护税工作，全年实现税收２７７亿元，引进资金２８亿
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７９亿元，生产总值３１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３亿元。

【“城中村”改造】　２０１５年，长丰街建荣村、永利村
完成市重点办整村拆除验收。长丰村宅基地房屋完

成签约 １３３５１万平方米、１１７８栋，签约率达到
９５６９％，累计支付拆迁补偿款１６８亿元。东风村
新增拆迁１３万平方米。常码村８月启动整村拆
除，完成拆迁３６万方，改造规划方案中间成果在市

规划研究院获得通过。建荣村还建楼全部封顶，正

在进行内外装修。长丰村 Ｈ１－Ｈ３地块还建楼１７
栋全部开建，分别建至８～３０层。永利村还建楼１２
栋全部开建、部分封顶。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５年，长丰街将保障园博园开园作
为年度重点工作，集中人力，保障物力，顶住压力，多

措并举，推进项目建设征地拆迁工作，园博园主会

场、长丰大道高架及匝道、古四北延长线、广华路、配

套停车场用地全部按时交付。建荣村“城中村”改

造开发项目兰亭荣荟部分封顶并接收竣工验收，长

丰村“城中村”改造开发项目华润翡翠城、永利村

“城中村”改造开发项目永利千禧城正式开工。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５年，长丰街坚持“铁的纪律、铁的
面孔、铁的手腕”，落实分片包干、巡查防控、联合执

法、每周调度等机制，防控重点场所火灾的发生，严

管４０家工业园、７３９家企业消防安全。当年开展综
合整治６７次，联合职能部依法拆除燃煤锅炉２０台、
改燃２台、自拆１３台，拆除６部简易电梯，关停危化
品企业３家，拆除“三合一”宿舍２４３间，打通消防
通道１７处，查封企业用电 ３７家、三停 １２家、罚款
３２３万元、拘留３４人，消除隐患１３６３处。继续加
强在拆在建工地的安全监管，坚决控制各类责任事

故的发生。大力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两

化”体系建设，两化系统注册数达到４１８家，位居全
·０４２·

·口年鉴·



区街道之首，安全生产事故防控能力得到提升。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５年，长丰街坚持完善街道大城管
工作考评机制，继续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大城管

工作步入规范化轨道。完成拆除违建５８万平方
米，新增违建“零增长”。深入持久开展创文、创文

工作，加强道路清扫保洁，整治出店、占道经营，开展

工地、铁路沿线、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环境整治，推

行门前三包，辖区城市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以做

好园博园开园保障工作为全年城市管理工作的核

心，投入经费５１５９万元，增加人手和机械设备，整
修道路 ２０００平方米，拆除招牌 １５６块，粉刷墙面
４０００多平方米，整治架空管线３０００余米，整治３００
余家商户违规张贴广告，严管城华路、长风路、长祥

路等重点路段。督促协调开发建设单位美化长丰大

道、古田二路、古田四路、南泥湾大道工地院墙，使园

博园周边环境比开园前发生巨大变化。年内大城管

综合考评成绩为全市二类街道１６名，为全市同类街
道中上游水平。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５年，长丰街加强对新建保障性住
房小区居民的管理与服务，组建丰美、团结、园博南、

园博４个社区，完成１１个社区居委会换届工作。推
进社区建设，完成４个新建社区办公用房调配、装修
工作，社区办公用房面积达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的社
区新增４个，新建３个老年人服务中心和２个阳光

家园。年内投入惠民资金３００万元，更新正康花园、
天顺园还建楼小区围栏，更换丰竹园小区门禁，在老

旧小区增添一批晒衣架、座椅和体育设施，极大地改

善了部分老旧社区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开展“我

的园博我的家”活动，园博园开园期间各社区举办

文艺宣传演出１５场。加强特困人群帮扶工作，全年
发放低保金达１０２９４万元。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口
计生工作，加强基础工作，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

比，计生工作考核目标全面完成。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５年，长丰街以深入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为契机，切实解决党建工作重难点问

题。组织培训强素质，召开１２次党建工作培训会，
新增社区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等培训内容，提升“两

委”班子业务水平。指导 １１个社区顺利完成“两
委”换届，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为４１岁。组建社区
业委会１５个，推动“三方联动”解决社区老旧难题，
通过“一定双评”跟踪党建项目的落实。开展软弱

涣散村级组织集中整顿，全街５个村改制企业共梳
理出１２３个问题。通过开展“三资”清查、党组织活
动、廉政教育等方式落实整改，以机关干部、群众的

民主测评来检验改软整顿效果，满意度达 ９５％以
上。年内完成武汉长源丰泰实业有限公司、武汉宵

佳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建荣商贸有限公司３个村改
制公司董事会换届工作。

（熊燕霞）

长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性　质

（行业类型）
年生产总值（万元） 上缴税收（万元）

１
武汉汇丰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长丰大道１６６号 汽车销售 ４９９２６ ６４

２
武汉汇佳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长丰大道１６６号 汽车销售 ３３９３９ １３７

３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

有限公司
长丰路２９号 图书 ４０４７５２ ５７３

４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常码头三村特１号１层 建筑 ８４９０３ １９１７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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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家 墩 街

【概况】　韩家墩街滨临汉江，东以建一路、解放大
道、汉西一路、汉西二路与宗关街相接，南临汉江中

心线，西以古乐路、古田三路与古田街相连，北与长

丰街相邻，辖区面积４５９平方千米。街办事处下辖
新华、公安、曾家、博学、古四、古五、综合、简易、云

鹤、四新、南泥湾１１个社区，户籍人口６４万人，常
住人口９８８万人。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０日，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纪仁凤、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巨伟等一
行考察韩家墩街阳光家园

２０１５年，韩家墩街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牢牢把握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城市管理、社会

发展、党的建设等５个重点，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
街道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圆满完成全年绩效目标。

２０１５年，韩家墩街荣获武汉市残疾人工作示范
街、武汉市延安精神“六进”活动先进集体、武汉市

三八红旗集体、口区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等荣

誉称号，简易社区荣获武汉市“十佳书香社区”。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５年，韩家墩街充分把握旧城改造
后出现的新情况，努力服务商业地产项目企业。在

江家墩片、四中周边地块改造项目、一聋校片旧城改

造项目完成后，努力开拓思路，提出“五区三纵”（滨

水临江宜居区、传统名校集聚区、

建材家居商贸区、总部企业集聚

区、文化创意产业区，汉西一路健

康休闲特色街、古田五路科教服务

特色街、古田四路文化创意特色

街）的发展定位。强调以现有大项

目为抓手，以拟建项目为目标，探

寻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

点。围绕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

点税源，整合资源，贴近服务，加大

协税护税及招商引税工作力度，全

街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全年引进注

册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一般纳税人
７户，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７２７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２８３
亿元，招商引资２００１亿元。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５年，韩家墩街

通过定目标、定计划、定人员、定责任，倒排工期，保

证各重点项目的顺利推进。建一路西片征收完成项

目征收前期预调查工作，进入企业收购谈判及居民

调查数据核实阶段，新华国际广场试桩开工，中民幸

福里（长青２０号）开工建设，云鹤小区完成挂牌前
拆违工作，一聋校片推行“公平、公开、公正”的阳光

征收机制，深得群众拥护。３个月签约率达到９９％，
８月 ２８日由武汉南国融汇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１５７５亿元成功摘牌，并开工建设。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５年，韩家墩街高度重视各项社会
事业的发展，在力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上，坚

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

各项事业取得明显成效。全年安置新增就业岗位

２９９６个，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３５７人，安置困
难群体再就业３００人，就业培训 ２７６人、创业培训
１１６人。关心帮助弱势群体，全年为辖区贫困家庭
新办理低保１４４户，办理公租房２４７户，办理租金补
贴７７户，大病救助５人，临时补助１２８户。符合条
件的低保户共８８１户、１２１０人，平均月发放低保金
６４５７７４６４元。积极协调各方，多渠道推进社区服
务站提档升级。全年重点抓好３个社区办公用房建
设，其中简易社区和博学社区１０００平方米社区办
公用房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均已完工，云鹤社区１０００
平方米以上社区办公用房建设项目已完成前期拆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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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成６个小区业委会换届、４个小区业委会
组建工作，物业小区业委会组建率达到１００％。社
区“两委”换届和新建南泥湾社区党委及社区居委

会工作圆满完成，以云鹤为主题的中心社区建设和

四新社区网格化社团建设稳步推进；简易、公安两个

幸福社区创建工作高标准完成；积极争取上级部门

的支持，对老旧住宅合入大城管考核的小区外环境

进行了改造，辖区环境全面提档升级。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５年，韩家墩街以“中田赛”“园博
会”为契机，加快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综合

整治，助推城市建设提档升级，全年城市综合管理成

绩在全市二类街道排名第２７名。
打造古田五路餐饮特色街区。全年投入经费

４５万元，对临街门点的墙面、地面、广告招牌、架空
管线、植被绿化等进行立体整治。同时，对该路段的

管理加强人员日常守控，使此处的市容市貌和经营

秩序得到较大改观，餐饮行业得到提档升级。市食

药监局于２０１５年７月在该处召开餐饮便民服务区
打造的现场观摩会，给予较高的评价，古田五路也被

市城管委通过网上投票方式评为武汉市“最美绿化

街巷”，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长江日报第三版专题进
行了报道。

“中田赛”“园博会”周边环境整治成效明显。

高标准完成市级下达的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周边

综合整治和比赛期间的城管、维稳等保障工作目标

任务。投入６０万元，加大园博会周边整治力度，以
良好的市容环境迎接了园博会的胜利召开。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５年，韩家墩街开展以建立健全长
效机制为核心，以加强基层工作为重点，以平安社区

创建为主线，努力为街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居民

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根据区信访稳

定绩效工作目标考核的要求，制定《韩家墩街信访

稳定绩效工作目标考核一览表》，就履行职责、工作

目标、基础建设等三个方面的１２项工作内容进行指
标量化，确定分值，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全年处

理来信来访件８０件，其中网上信件１８件、来访６２
件，登记率、回复率达１００％，圆满完成全国、省、市
党代会及“两会”稳定工作。大力推进隐患排查治

理“两化”（数字化、标准化）体系建设，对街辖４０余
处重点安全隐患进行列表公示和守控部署，对１家
市级挂牌和３家区级挂牌重大隐患单位进行督办整

改，辖区安全态势总体平稳。

【计生工作】　２０１５年，韩家墩街人口计生工作围绕
抓重点、攻难点、创亮点、补弱点和扫盲点五个方面，

结合街道实际，以计生基础工作建设为抓手，以项目

为载体，在确保全面完成人口计生目标任务基础上，

促进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计生工作扎实稳步推进。

全年出生政策符合率 ９１％以上，政策外多孩率
０９％以下；二孩及以上孕情监测上报及时率达到
５５％以上；全街共出生男孩５０９人，女孩４５０人，性
别比１１３１１，均达标。全员人口（含流动人口）数据
库主要信息完整率１００％，主要信息逻辑关系准确
率１００％。按时发放各类人员的独生子女保健费，
全年共发放２８１０人，１９２９８８０元。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５年，韩家墩街大力夯实基层党组
织建设。推进街工委书记、社区党委书记党建目标

承诺制度，组织开展社区党组织书记“一定双评”

（党员资格年审采取组织审查鉴定、现实表现评分

和民主评议评分）工作，加强对社区干部的述职测

评工作。完成街道大工委的组建工作，开展区域化

党建工作。推进“五务合一”〔指强化党务、规范村

（居）务、优化服务、拓展商务、协调事务“五务合

一”〕工作，６个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面积达１０００
平方米，打造云鹤、四新２个品牌社区。推进社区党
建九个全覆盖工作，完成区委组织部基层党建检查

考评工作及市委组织部党建九个全覆盖检查考评工

作。对符合条件的小区组建业委会及业委会党组

织，开展三方联动及特色社区创建工作，组织社区按

照基层党组织建设基本规范的要求开展党建活动，

按照长春模式开展品牌特色社区创建工作。实行街

道干部驻社区工作制度，加强对社区工作的指导。

推进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各社区组织在职党员开

展义务劳动、扶贫助残、认领微心愿等活动。对基层

党组织开展摸底排查，完成基层党组织换届工作，选

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完成长青村党支部撤销及

组建公司党支部工作。开展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工

作，对综合社区、长青商贸公司党组织进行集中整

顿，建立完善工作制度。

增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民主集中

制建设，组织召开区管领导干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座谈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项目测

评工作，逐项整改销号。加强机关干部学习教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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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开展科级干部提拔、副调研员选拔任用工作，完成

２０１１年以来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检查及档案整理工
作，完成干部档案专项审核工作。不断加强机关党员

干部队伍建设，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干部

职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进一步好转。

（贾冰芳）

２０１５年韩家墩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质 职工人数 年生产总值上缴税收（万元）

１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１４５号 工业 ６１７ １３１９

２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

司武汉口商场
解放大道１４４号 批零业 １２０ ８８４

３
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

公司
解放大道２１１号 批零业 ８７０

４
东风扬子江汽车（武汉）有限

责任公司
东西湖区金潭路１８号 制造业 ５７２

５ 武汉中民置业有限公司 古田二路１５８８号 房地产业 ６７０５

６
武汉保利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古田四路附１２号 房地产业 ４４７０

７ 武汉新华园置业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３２９号 房地产业 ４０ ３０５８

８ 武汉三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３２９号 房地产业 ２１２５

９ 武汉长华置业有限公司 古田四路轻机侧路３２号 房地产业 １２７６

１０ 武汉市口区市政工程总公司 古田三路２号 建筑业 ８２ ４１４

宗 关 街

【概况】　宗关街位于口区中西部，东以汉西路为
界与汉水桥街接壤，南濒汉水与汉阳区相望，西至汉

西一路、汉西二路、汉西三路与韩家墩街分界，北至

发展大道与长丰街相邻，辖区面积约４７平方千米。
街道办事处下辖太平洋、申新、宗关、水厂、变电、新

合、汉西、金阳、双墩、发展、井南１１个社区，户籍人
口５万人，常住人口７万人。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５年，宗关街坚持以项目建设为龙
头，拉动招商引资、税源建设，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９１２亿元，招商引资５３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６５
亿元，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２４亿元。全
力服务在建项目，时代·新世界顺利开工，中建·御

景星城销售火爆，实现销售面积２２６万平方米。圆
满完成长丰大道拓宽、地铁三号线和七号线征收任

务，保障重点项目按期施工。大力推动汉西“城中

村”改造拆迁，完成拆迁 ３１万平方米。认真细致
做好宗关铁桥片二期征收项目的前期调查、房源资

金筹措，签约工作进展顺利。建立台账明晰、研判准

确、沟通及时、宣传到位、征管配合的工作机制，共完

成拆迁企业补偿税６１０３万元、土地交易契税２０９
亿元、建安税８０８万元。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５年，宗关街充分发挥“大城管”功
能，积极探索和建立市容秩序网格目标管理制度，进

一步健全和完善应对雨雪冰冻和各种突发事件预案，

使每一个区域、每一个路段都有联动共保、协作共担，

确保“两创、两整治”（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建

国家食品药品安全城市、园博园周边环境整治、世界

中学生运动会周边环境整治）等重难点工作达标。投

入１０００人、资金２００万元，集中开展汉西一路、解放
大道沿线房屋的立面整治、井南社区和常码侧路市容

环境的综合整治，确保“中田赛”“园博会”周边环境

整洁、氛围和谐。全年公共服务平台案件办结率

１００％，按时办结率９０％，拆除违法建筑４１８１平方米。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５年，宗关街按照“一社区一品牌、
一社区一特色”的思路，坚持典型引路、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组团升级，科学谋划惠民项目，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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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资金，全面推进幸福社区创建，发展和水厂等老

旧社区创建为市级幸福社区。强化社区网格规范化

管理，将１１个社区划分为７４个网格，实行“定网格、
定人员、定职责、定待遇”，逐步将社区各项工作纳

入网格中。充分运用“互联网 ＋”，打造智慧云社
区，不断拓展线上线下居家、养老、家政等特色服务。

新建宗关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积极推行与社区服务

医疗中心“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培育和发展４３
家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组建５个小区业委会并
实行规范化运作，监督和指导社区居委会参与“三

方联动”服务。广辟就业渠道，全年共新增就业岗

位２５１８个，再就业培训７７０人次。举办４场大型
广场群众文艺演出，积极开展“夕阳无限好，美景在

黄昏”“民俗文化汇聚”“纪念抗日战争书画展”等文

化活动，成功申报２名民间大师为口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

【平安创建】　２０１５年，宗关街始终把安全发展、和
谐发展作为头等大事，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常抓不懈，确保全街的安全稳定。大力开

展消防安全检查，逐一落实建立台账，街辖重点防火

单位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持续开展重点区域、突

出问题的综合整治，辖区安全形势持续向好。加强

对矛盾纠纷的调查摸排和预警处置，注重积案化解

和重要敏感时段的稳控，保持辖区社会稳定。落实

国庆阅兵、全国省、市“两会”“电视问政”等重要敏

感时期的稳定工作，协调解决大京都拆迁等重点信

访问题。“六五”普法工作成效显著，发展社区代表

口区接受司法部、民政部检查，并被评为“全国民

主法治示范社区”。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５年，宗关街稳步推进“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活动，强化“两个责任”，深化治庸问

责，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街作风明显改善。大

力实施“堡垒工程”，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完

成辖区１３５家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党建情况调
查，指导汉西实业完成党员职工中心建设、企业董事

会改选、规范党务企务运作等工作。严格按照市、区

“四前四后”（先整顿后换届、先审计后换届、先考察

后换届、先研判后换届）要求，圆满完成社区党组织

换届；落实“一定双评”考核制度，加强社区工作者

日常管理，进一步提高了领导班子和党员队伍的整

体战斗力。深化“五务合一”〔指强化党务、规范村

（居）务、优化服务、拓展商务、协调事务“五务合

一”〕建设，新建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４０００平方
米。完善“三方联动”机制，新建和调整５个小区业
委会，成立３个网格党支部，形成“资源全整合、服
务全方位、活动全参与”的联动服务格局，为居民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的社区服务。

（张俊伟）

２０１５年宗关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质 职工人数
年生产总值

（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１７０号 国有独资 ５６８６ １１０６８４ ５７８５

２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汉西支行

解放大道 ２０１号大武汉家
装 Ａ座 １－２层 Ａ１１５－
Ａ２０５号

股份有限公

司分公司
２０ １３３１

３ 武汉铁路局汉西车务段 汉西车站货场内 集体所有制 １８００ １１３９００ １１８６

４ 武汉市正达物流有限公司 汉西一路９５号
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１２ ６６３３ １１４５

５
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建设大道１０３号

有限责任公

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２２０ １５７００ ９２１

６
中石化武汉公交石油有限

责任公司
解放大道５４５号

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７３ ３４９４９ ９１９

·５４２·

·街　道·



续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质 职工人数
年生产总值

（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７ 武汉加贝混凝土有限公司 汉西北路特３号
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８３ ５６７

８
武汉桥梁建筑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
建设大道１０３号

有限责任公

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１２２ ９３００ ４７９

９ 武汉九通汽车厂 常码头特２号 国有经济 ４９８ ３５３２ ４５１

１０
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武

汉分公司
下双墩特１号

非自然人出

资有限责任

公司分公司

５４ ６０４５ ４１４

１１
杭州诺贝尔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销售分公司

江汉区中央商务区云彩路

１９９号泛海城市广场 ２１层
０７－１１号

分支机构 ３６５

１２
武汉中力物流有限公司时

代建材城分公司
汉西一路７０号

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１０４ ３４００ ３６４

１３
新世界创地置业（武汉）有

限公司

解放大道２４１－１号 Ｇ幢１
－２层

有限责任公

司（台港澳法

人独资）

４９ １３３０１

１４
武汉南国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解放大道２０１号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２０ １２８３４

１５
武汉中建三局江北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２４１－１号Ｅ幢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１４ ８０６２

１６ 武汉市水务建设工程公司
江岸区花桥街园丰村 ５１０
号１栋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３２２ １２３２７６ １２８５

汉 水 桥 街

【概况】　汉水桥街地处口区中部，东以口路、
宝丰一路与宝丰街为界，南临汉水与汉阳区隔水相

望，西至京广铁路线、汉西路与宗关街毗邻，北以建

设大道与江汉区相邻。辖区面积２３５平方千米，户
籍居民２８万余户，户籍人口７万余人，街属社区
１３个，分别为阮家台社区、汉宜社区、皮子社区、仁
寿社区、营前社区、汉水桥社区、海工社区、学苑社

区、解放社区、营房社区、营南社区、营北社区、汉水

社区。辖区大型企业有武汉天然气公司、葛洲坝集

团公司、口烟草等。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５年，汉水桥街各项经济指标全面
达标，全年实现税收总量１０９６亿元，引进武汉市外
内资１３７亿元，引进一般纳税人５户，分别是中国
能源建设葛洲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华汉新华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武汉中心支

公司、武汉荣时达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市恒瑞宏商贸

·６４２·

·口年鉴·



　　２０１５年６月９日，武汉市委副书记胡曙光到汉水桥街观摩救治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演练

发展有限公司，新引进企业全年实现税收６０００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１１２亿元，增幅为１０％；限
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３８亿元；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８２亿元。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汉宜路片
项目征收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全年完成征收面积

８万平方米，已形成征收确认报告，力争 ２０１６年 ３
月实现挂牌。中民仁寿里项目已实现封顶预售。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５年，汉水桥街“大城管”考核全
市一类街道排名第 ４５名，全区一类街道排名第 ２
名。在长江日报和市城管委联合组织的“最美街

巷”评比活动中，辖区宝丰干休所小路被评为最干

净街巷，在“大城管”考核中得到加分。认真开展门

前三包和综合整治“三个一”（一个示范片区———宝

丰干休所片、一个示范路段———营房后街、一个示范

社区———营北社区）创建，督促临街企事业单位和

经营户认真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完成硬化路面及

铺设人行步砖 １４００平方米，整治架空管线 ３０００
米，刷墙 １８００平方米，统一规范门面招牌 ４３个。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环境卫生控管力度，维修双厂

巷、皮子正街、宝丰干休所等路段约４０００平方米，
维修改造辖区 ３７个花坛，改造老旧下水管网 ２００
米，进一步推进环卫机械化作业，严格落实“两扫两

保一巡查”（两扫指上午和下午分两次普扫，两保指

分两班进行保洁，一巡查指下班前巡查一次）制度。

持续推进创卫工作，加大农贸市场管控力度，对辖区

小餐饮户加强监管，持续开展架空

管线、铁路沿线等专项整治２０余
次，有效巩固提升创卫成果。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５年，汉水桥街注
重将惠民项目与社区建设有机结

合，完成社区服务类项目５９个，社
区环境类项目６７个，社区文体活动
项目６０个，社区管理类项目４３个。
大力推进物业管理服务工作，组建

３个物业小区业委会，２个物业小区
业委会进行换届，符合业委会组建

和换届条件的９个物业小区全部成
立业委会。完成第六届社区居委会

换届工作，新一届“两委”成员平均

年龄４０４岁，年龄结构、文化素质
和思想素质进一步提高。大力推进

“五务合一”〔指强化党务、规范村（居）务、优化服务、

拓展商务、协调事务“五务合一”〕建设，学苑社区和

仁寿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面积分别达到１００８平
方米和１０１５平方米，从面积到功能配置全面达标。
全面落实社会保障工作，发放低保救助９２９５户次，金
额７１３万元，申请公共租赁住房２５５户，发放租金补
贴２４６户。就业创业帮扶成果显著，安排下岗人员再
就业５１１人，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４０８人，发放小额担
保贷款４５００万元，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８％。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开展，全年开展广场舞比赛、“汉水

好声音”纳凉晚会、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年皮影戏巡演
等大型文化惠民活动２０场次。人口计生工作强化责
任，出生政策符合率、政策外多孩生育率和出生人口

性别比均控制在合格范围内。

【平安创建】　２０１５年，汉水桥街全力打造平安街
道，４家重大火灾隐患挂牌单位全部整改到位，在全
区内率先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全市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现场交流会在本街召开。

在营北社区广场举办“平安金融 平安口”大型宣

传活动，发放平安建设知识、家庭防范邪教知识、防

范金融诈骗等宣传单 ２０００份。坚持落实安全生
产，整改完成营南社区危险化学品仓库和学苑社区

原搪瓷厂宿舍两家安全生产重大隐患挂牌单位，解

决航天星苑住宅电梯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全年安

全生产零事故。切实落实信访维稳，受理各类群众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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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２日，汉水桥街举办“平安金融 平安口”平安建设宣传活动

来信来访１８０批次，回复率１００％，满意率９８％，处
理积案８件并息诉罢访，缓解各类矛盾２３８起，实现
无进京非访，无赴省群访事件的发生。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５年，汉水桥街落实街道、社区党
建重点项目，筹备成立汉水桥街基层党组织“党建

指导员之家”，在社区设立党建工作指导站，指导社

区完成９个物业小区业委会党组
织组建工作，实现１０个非拆迁社
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面积 １０００
平方米全覆盖，组织完成社区“两

委”换届工作。组织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活动，组织领导干部

和“第一书记”到挂点社区开展专

题讲课和调研，组织“三严三实”

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入查找“不严

不实”突出问题。文明创建工作深

入开展，全年共入户宣传 ９０００
户，发放调查问卷２万份，印制宣
传小卡片２万张，做到人人知晓，
户户参与。群团、武装工作发挥作

用明显增强，妇联为弱势妇女儿童办实事，全年帮扶

慰问３００个家庭，推荐就业困难女性上岗３０人次。
工会为辖区 １２户困难职工家庭子女申报助学金
２６万，办理医疗互助申请２３６人次。团委青教完
成申报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１个。武装部圆满完
成夏秋季征兵和夏季防汛工作。

（林　梦）

２０１５年汉水桥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质 职工人数
年生产总值

（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

解放大道２７８号华汉广场３栋
２１－２２层

保险业 ２６０ ３６３

湖北省烟草公司武汉市公司

口营销部
仁寿里５－９号 销售业 １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８６２７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沿河大道３５８－３５９号 销售业 １９５９ ３２４３２ ９４３８

湖北高路油站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解放大道６０６号 石油石化 ５４１ ４５４４１０ ３１３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口支行
解放大道４０３号 金融业 ２６４ ２７６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口支行
宝丰路３１８号建通大厦 金融业 ３１０ １６３９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口支行

解放大道 １００９号兴隆大厦 １
－４层

金融业 １６７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６２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并）

江汉区发展大道 １７６号怡景
商务大厦

房地产 １０２１

湖北万嘉源投资有限公司 仁寿路６４号２－１－１号 金融业 ９２０

湖北怡丝纺织有限公司 宝丰一路９７号 纺织业 １３８ ４０２９ ８５２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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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质 职工人数
年生产总值

（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湖北设备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武昌区中北路 １０８号兴业银
行大厦五楼

服务业 ８１６

武汉荟普化学新材料有限公

司
沌口开发区 生物化学 ５０ ２７３６１ ７６８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微小企业信贷服务中心

解放大道１００９号兴隆大厦１５
层

金融业 ６ ６８０

武汉汉口机床厂 解放大道６６７号 工业 ６２９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口支公司

宝丰路１号，湖北商务大楼１０
楼

保险业 ４ ６１１

武汉小蓝鲸美食广场有限责

任公司
口路１８５号 餐饮业 ３６４ ６１６８ ４８４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仁寿路加油站
解放大道６７９号 石油石化 ４１０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

水上油站管理分公司
宝丰路１０３号７楼 石油石化 ２８１ ３８７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合并）
解放大道５５８号

能源、房地产

投资
４４４３３ ６４６０８９０ １９８３７

武汉市时代天宇置业有限公

司
沿河大道４３８号１栋 房地产 ６１ ５９２０

湖北润海商发联合置业有限

公司
宝丰路２３－１号 房地产 ６ １８００ ５１４

宝 丰 街

【概况】　宝丰街位于口区东部，东起航空路、武
胜路，与江汉区接壤，南至京汉大道与荣华街接

壤，西至口路、宝丰一路与汉水桥街接壤，北至

建设大道与江汉区接壤，辖区面积 ２３１平方千
米。街道办事处下辖三五○六、站邻园、祥和、
北、利北、公路、宝丰、同济医学院、空后、宝地 １０
个社区，户籍人口５９万人，常住人口２７８５５户，
常住总人数８０２４０人。
２０１５年，宝丰街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商贸强区，

美丽生态口”的总体区域定位，以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根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进一步强化为民服务理念，提升服务质量，较好

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年内获得省创建幸福家庭活动

先进街道，市“三万”工作先进单位、维护稳定工作

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５年，宝丰街围绕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的主题，突出现代服务业的主攻方向，全力发展

金融保险业和医疗健康产业，不断提升竞争优势和

综合实力。全年实现税收１８亿元，引进一般纳税人
１６户，实现税收２３００万元。引进外资１１８８亿元，
目标增长０６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２２６万元，
目标增长２２６％。

以项目建设为推手，做好同馨花园二期四组团、

葛洲坝城市花园二期等在建项目的协调服务，加快

新世界三期地下四层出土工程。认真谋划湖北公路

局片、崇仁体育培训中心片、长江大酒店片、中闻集

团武汉印务片、宝康站邻片等地块整体开发，启动中

国地质大学汉口分院片的征收，形成以解放大道沿

线为纽带，打造口新经济、新生活、新形象的魅力

轴线。

以招商品质为牵引，新引进企业７４家，实现税
收１５５０万元。改进招商方式，发挥省石油、省烟
草、市公交等龙头企业的集聚带动效应，探索合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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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顾问招商，发展电子银行、网络支付等电子商务

企业，引进居臣（武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仁鼎仁

电子商务（武汉）有限公司、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营业部、武汉金石华瑞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以及财务结算中心、外资银行机构、保险总

部机构、金融后台服务机构以及证券、基金、创投、信

托、担保等众多投资机构。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５年，宝丰街以第十届中国（武
汉）国际园林博览会、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举办

为契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拆除新增违建６处２００
平方米，清除垃圾和杂物１７５车，铲除牛皮癣３９０单
元，清理楼顶垃圾１２０处。实施绿化“一路一景”，
推动园林绿化提档升级，对宝裕路口、宝康路口（轻

轨边）、三五○六社区一侧３００米路边花坛进行绿
化改造，引进１００棵樱花苗圃栽植，形成独特的樱花
小巷。年内新增和维修花坛６０处，增植花卉树木
１０８０株。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立勇到宝丰街北社区调研住宅
小区（居物业三方联动机制）全覆盖

建立特色商业街区教育文化生活圈，与长江日

报、市城管委共同推出“寻找武汉美丽街巷”评选活

动，申报“２０１５年武汉最美街巷”，新世界步行街获评
“最时尚街巷”。祥和社区创建楼顶洁净示范社区和

新世界空中花园绿化美化楼顶通过市、区两级验收。

积极创建食品安全城市，建立宣传阵地１２处，
开展食品安全科普知识讲座 ２２次，发放宣传卡
１５００个、评估调研问卷５００份，发放公开信３５０份、
桌台卡５００份，各小餐饮门点及居民门栋粘贴宣传
标语画１５００张、宣传架３０个，宣传展板１２个，发
放宣传台历１３００份。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５年，宝丰街积
极推进共创共建，完成站邻园社区

市、区两级老旧幸福社区创建目

标，空后社区市级老旧幸福社区创

建目标、公路社区“网络化”自治

服务社区区级目标及以北社区

为中心的站邻、三五○六、祥和、利
北５个社区“组团式”中心社区建
设目标。完成第六届社区居委会

换届，成立第一届居务监督委员

会。完成站邻园、三五○六社区办
公用房１０００平方米达标。完成
北社区中御公馆、三五○六社区三

五○六住宅小区和宝丰公寓、祥和社区汇豪邸、公路
社区交通小区业委会的组建以及站邻园社区仁和世

家、医大社区同济宝丰小区业委会换届工作。完成

北、三五○六、利北、宝丰、公路、宝地６个社区老
旧物业升级改造，筹集共建经费２６９万，落实惠民
项目６６个，投入惠民资金１９２万。

开展辖区慰问救助活动，发放救助金和物资６６
万元、慰问金５２万元；落实城市低保，为６４１８户低
保户发放５１７０５万元低保金；落实保障房租金补
贴，公租房发证１６８户、租赁补贴新增 １４户，发放
２０７户共７６万元住房补贴；落实双拥、残联工作，为
８６人申报“两参人员”，补齐社平工资，发放金额
２０２２万元。做好社区康复建设及残疾人服务，发
放２９１万元、享受免费居家养老家政服务２４３人次。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５年，宝丰街深化各社区的特色党
建品牌，创新为民服务举措。公路社区党委将“童

梦星空”广播台、“民情大走访”、“每月一法”等作为

重点项目。北社区重点建设学习型社区，开展

“亲子阅读·营造书香家庭”文化活动；三五○六社
区打造樱花小巷、宝康苑桂花苑，大量安置休闲座

椅。同济医学院社区开展“社团嘉年华”群众文化

活动。宝丰社区开展“党员群众零距离”“爱心驿

站———和谐社区齐共创”。宝地社区培育“微力量

志愿者服务队”，为居民提供各类志愿服务。祥和

社区设立“柯菊英”咨询工作室，传统项目《劳动号

子》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站邻园社区新建鸿翔美

食广场，成立“换享兵团”网络站。利北社区创建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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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９月６日，口区委副书记刘红鸣检查指导宝丰街公路社区科普工作

“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

楼栋党小组———党员”五级组织架构体系。

深化商务楼宇党建工作。以服务辖区经济为

出发点，健全商务楼宇包片联系机制、服务联动机

制、“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协

同机制。以服务企业发展为着重点，搭建企业文

化建设平台、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平台、企业信息沟

通平台。以服务党员职工为关键点，在每栋楼宇

建立一个党员职工活动中心，丰富党员职工的业

余生活。

注重理论新闻宣传。２０１５年 ５月，《长江日
报》对宝丰街党工委、宝地社区党委以及武汉市

公路运输管理处组织的“看口、说口、爱

口”志愿服务进行报道。公路社区党委书记黄迈

瑜评选为“最美基层干部”，被《武汉电视台》《长

江日报》《武汉晚报》予以报道。６月，新世界步
行街在“寻找武汉美丽街巷”大型评选活动中获

评“最时尚街巷”奖项。宝丰街环卫所环卫工人

熊诗高，被评为区“十佳爱岗敬业模范人物”。全

年共登载报刊信息 ３２条、电视广播信息 １９条、
网络信息７２条。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５年，宝丰街注重加强领导协作，
调整充实领导，４次召开综治工作大会，深入辖区单
位调查研究。从源头上预防“压发案”，努力化解不

安定因素。强化以源头防控为目标的联动治理机

制，发挥网格化管理在发现受理、处置解决、全程监

督等方面的优势，加强吸毒人员、

刑释、“法轮功”习练人员帮教转

化。全年涉毒的３２８人中，列入社
区戒毒（康复）的５９人，参加美沙
酮维持治疗的５７人，强制戒毒的
１９人，涉毒人员全部建档。在
６２６国际禁毒日来临之前，结合
“平安武汉”“文明武汉”创建活

动，街机关和每个社区以“情系大

武汉，禁毒你我他”为主题，积极开

展禁毒宣传。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的方针，深入开展“安全

生产月”、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消防

演练、安全知识讲座等活动。全年

组织“地毯式”消防安全大检查，

消减引发事故的死角和盲区。

全力化解上访积案，深化“一化解两规范”（化

解多年信访积案矛盾，规范信访干部依法依纪办事

的言行，教育引导上访人员要规范上访的合法程

序）活动，对所包案件实行包调查、包处理、包协调、

包结案，形成“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

不上交”的信访形势。

【文化建设】　２０１５年，宝丰街深入挖掘宝丰文化潜
力，开办月刊《宝丰风彩》，创建年轻干部“知行读书

会”，被评为武汉市“十佳青年书香号”。建立大文

化统筹机制，每月召开文化工作协调会，组织群众文

化活动及比赛近５０多场次，被评为武汉市基层文化
阵地免费对外开放先进街，口区完成文体工作绩

效目标立功单位，武汉市群众广场舞大赛金奖，口

区迎新春舞龙大赛“最高创新奖”，“口好声音”群

众歌咏比赛金奖等荣誉１６项，提升了宝丰街的文化
形象。

【计生工作】　２０１５年，宝丰街坚持创新理念，满足
群众对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和家庭保健服

务的需求，各项工作走在全区前列，被评为“湖北省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先进街道”。宝地社区被评为

“湖北省人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居）”“武汉

市先进计划生育协会文艺宣传队”，三五○六社区
被评选为“武汉市先进计划生育协会”。

（夏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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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华 街

【概况】　荣华街东起武胜路，西至口路，南临中
山大道，北抵京汉大道，分别与六角亭街、汉中街、宝

丰街接壤，街域面积０８２平方千米。街辖建国、建
乐、中山、玉带、友谊、荣华、幸乐、武胜、荣西、集贤里

等１０个社区居委会，居民有１６万户，户籍人口５
万人。２０１５年，荣华街工委、办事处扎实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不断加强作风建设，提升服务群众

能力，稳步推进重点项目，积极探索城市管理新途

径，下大力解决民生问题，维护辖区平安稳定，较好

地完成全年工作目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各

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５年，荣华街围绕项目建设，强化
协调服务，街道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取得一些

新突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３４５亿元。成功引进
５家一般纳税人企业落户本街。限上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全年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均完成目标任

务。武胜文化城项目北区还建房建设已进入室内外

配套设施安装。长华玉带家园绿化、消防、基础设施

等配套工程均完工，正在办理验收相关手续。６５中
北片项目征收工作启动并进入征收阶段，完成签约

２０５户。香港中心项目已摘牌。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５年，荣华街继续实行环卫作业市
场化外包，环境保洁质量和环卫人员绩效考核水平

有一定提升。年内组织联合执法取缔违法占道９６０
起，拆除违法建设６０００平方米，投资１４０万元完成
集贤路、集贤三路刷黑改造及武胜西街特色街区、荣

华社区示范社区的创建活动，投入８０万元完成５个
社区架空管线整治，城市环境和秩序得到一定提升。

２０１５年，武胜西街评为“２０１５武汉美丽街巷”。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５年，荣华街为１８９８人发放灵活
就业补贴，新增就业岗位人数２５１５人。发放低保金
７７９６户次共计５９４３６万元，为各类优抚对象发放津
贴、救助共计１５０万元。幸福创建力度不断加强，筹
集资金３００万元对集贤里社区进行“幸福社区”创建
改造升级。顺利完成社区居委会换届。社区社会组

织得到长足发展，《长江日报》对集贤里社区集贤北苑

小区业主自治模式进行专题报道。举办两场大型文

艺晚会，文化活动广泛性、经常化不断深入。中山社

区被命名为“湖北省防震减灾示范社区”。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５年，荣华街投入６４３万元为６
个社区新安装高清摄像头１４７个。建立与辖区派出
所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分析辖区安全形势，制定防范

措施。在辖区显著位置安装ＬＥＤ显示屏，定期公布
可防性案件发案情况，建立健全夜间安保队伍巡逻

机制，市民的安全感有较大提升。认真落实重点人

包保责任制，街主要领导坚持接待来访群众制度，积

极化解社会矛盾，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开展市

区重点消防隐患单位整治工作，全年未发生亡人火

灾事故及其他安全责任事故。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５年，荣华街扎实开展“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领导干部在修身、用权、律己、务实等方面

“不严不实”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改。坚持“凭工作

实绩用干部”用人导向，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完成社区党组织换届，人员层次、

结构配置更加科学合理，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逐步破解，一批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魏　鹏）

２０１５年荣华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质
职工人数
（人）

年税收
（万元）

１ 工商银行口支行 中山大道３号 国有 ３２１ ８４１９

２ 汉口银行口支行 口路１６０号城市广场 股份制 １４４ １６８１

３ 中国银行口支行 中山大道２９附４号 国有 ３９４ ６３５

４ 中机三勘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武胜西街１４号 国有 １７３ ６２９

５ 人财保口支公司 中山大道６７号 股份制 ５８ １００８

６ 工业展览（武汉）置业有限公司 新世界Ａ座 民营 ９ 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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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中 街

【基本情况】　汉中街位于口区境中南部，东至武
胜路与汉正街辖区相连，南临汉江中心线与琴台大

剧院隔江相望，西至京汉大道与汉水桥街相接，北达

中山大道与荣华街相邻，汉中街办事处设在汉正街

４０５号。辖区面积约为 １２８平方千米，常住人口
６６８５８人，辖区共有兴隆、军工、劳动、居仁、爱国、尚
义、长寿、马家、汉中、万兴、牌楼等１１个社区居委会。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８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元在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程
宏刚的陪同下到汉中街兴隆社区调研

２０１５年，汉中街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紧紧围绕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党建的总要

求，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牢牢扭住转型发展、

跨越发展主题，打基础、谋突破，顺势而为、乘势而

上，街道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推进。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５年，汉中街共承担区级绩效目标
１２项，有３项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其中招商引资总
额达到１５４亿元，为目标值的１２５％；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达到３４４亿元，为目标值的１８１％；引进一
般纳税人６户，为目标值的１２０％。全年完成全口
径财政收入４４２亿元，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４７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９％。引进的６户
纳税人中，有３户注册资金超千万，星汇维港购物中
心已签约商户６３家，签约面积１７３９６２３平方米，
占总面积的８０％，其中公司签约２５家，初步形成融
聚合式餐饮、休闲娱乐、医疗健身等于一体的业态模

式。越秀地产实现税收２３４亿元，凯德广场武汉广
信联置业有限公司实现税收１９００万元，海底捞实
现税收７２８万元，迅销商贸实现税
收１８８万元。星汇云锦城市综合
体６８层超高写字楼结构封顶，总
建筑面积达６４７３万平方米，星汇
维港购物中心竣工并开业。长江

食品厂片商贸中心（汉中地块）结

构封顶，总建筑面积１８５５万平方
米。普爱医院骨科大楼主体结构

封顶，即将投入试运营。

【安全稳定】　２０１５年，汉中街以
“创建平安口、共建幸福家园”

为基础，进一步加大治安重点地

区和突出治安问题整治力度，对

重点地段、重点时段实现安保队员２４小时全天候
无缝巡查，发案率明显下降。狠抓集中整治，将

“三合一”（指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一种或一种

以上使用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建

筑）和仓库作为整治重点，对存放易燃易爆和危险

品、耐火等级差、消防基本设施不到位等情况的坚

决清除，以不间断集中整治形成高压震慑的常态

化，全年整治“三合一”３００余家。狠抓夜巡落实，
挂点领导、分管领导、挂点干部、社区主任每月对

社区夜巡２～４次，并由综治办负责进行考核，保
障夜巡力量落实到位。定期开展集中安全自查，

共查处重点隐患部位２４处、当场整改１５处、限期
整改９处。深入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扎实开
展“信访法治建设年”活动，全年化解信访积案１４
例，安排律师参与信访接待 １６人次，未发生集体
进京上访，武汉高分子厂、盛裕泰等多个企业职工

诉求得到有效解决。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５年，汉中街注重加强城市管理并
抓出成效。利用特色街区创建契机，累计投入７５万
元、３７５０人次，强力开展农贸市场周边专项整治、楼
顶垃圾集中清理、架空管线连片集中整治等一系列

集中整治，累计拆违 ２２００平方米，取缔占道经营
１５００处，１０家小餐饮整改达标，操场角路、春森巷、
朱家一巷道路维修改造工程全部完工。

【民生工作】　２０１５年，汉中街完成累计发放各类
社会救助金１１５４万元，新增就业 ２４５５人，下岗
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３６３人，为２７０名“五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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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参保手续。投入惠民资金２２０万，打造市、区
级幸福社区各１个，军工社区１０００平方米社区服
务站主体完工。当年 ２１２户困难家庭分到公租
房，１３７户家庭领到公租房资格证。计生符合政策
生育率达９４３％，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合格值
以内。依法依规完成 １０个小区业委会的组建换
届工作。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５年，汉中街１１个社区“两委”换
届工作顺利完成，共推选出社区党组织成员５７名，
社区居委会成员５９名，社区“两委”班子成员结构
和服务群众整体实力得到进一步优化。

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街领导班子成

员以身作则，共开展专题调研１３次、深入联系点讲
专题党课１２次、开展专题研讨３次、开展专题交流
１次，累计收集查找“不严不实”问题６２条，形成“不
严不实”问题清单５０条。进一步加强干部培养选
拔力度，严格按程序提拔任用科级干部２名、区管干
部２名。进一步加强党员培养发展工作，全年共培
训入党积极分子１８人，发展党员６人。进一步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对１１个社区党组织书记明确党建
责任清单，按照“优秀”占比３０％标准定期开展“一
定双评”，按照每个社区不低于５万元标准严格落
实党建工作经费，更好发挥社区党组织基层堡垒作

用，更好凝聚和服务辖区群众。

（张　勤）

六 角 亭 街

【概况】　六角亭街位于口区东部，北以京汉大
道、东以民意四路与江汉区分界，南抵中山大道与汉

正街辖区为邻，西至武胜路与荣华街辖区接壤。街

办事处设在利济东街１５５号。辖区面积０９３平方
千米，下辖 １０个社区居民委员会，有常住居民
１５０１０户，常住人口４０８２８人。街工委辖党组织２５
个，其中综合机关党组织３个，社区党组织１０个，企
业党组织１２个，党员１４３５人。
２０１５年，六角亭街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围绕全区的总体工作思路和目

标，克难攻坚，深入推进本街项目建设、社区品牌打

造、城市管理及安全稳定等工作，促进全街各项事业

和谐、稳定、协调发展。本街先后获得湖北省首届安

全生产优秀乡镇、武汉市安全生产优秀单位、口区

２０１５年度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全区残疾人工作
示范街等荣誉。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５年，六角亭街把项目建设作为
提升辖区经济质量、改善城市环境面貌的根本，全

力推进老旧城区改造。地铁六号线六角段征收工

作稳步推进，完成征收面积２３６万平方米。针对
地一大道、六机部等被征收特殊群体，寻奇路、出

实招、见实效，按时间要求完成汉正街人和地一大

道施工段腾退和六机部居民楼拆除工作，确保地

铁六号线汉正街站、武胜路站顺利施工。多方协

调、积极服务，市重点项目———恒隆广场项目顺利

推进，地下施工基本完成。扎实推进金马大厦烂

尾楼的复工。多次召开协调会议，研究推进金石

大厦“烂尾楼”项目复工事宜，至年底，市政府已原

则同意按武政规〔２００９〕９号文等相关规定办理，
企业正在进行复工准备。

【经济建设】　２０１５年，六角亭街加快全街经济转型
转型跨越发展。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成

３９亿元。明确以推进“一区三带”建设为重点，以
恒隆广场、金马大厦、一职教东片、跃进片、武警一支

队片、装饰城片等六大项目为载体，积极发展现代服

务业、船舶制造及相关服务业、医疗卫生行业等为主

体的六角新经济。重点税源保持稳定。在经济下行

压力大的背景下，六角亭街加大企业服务力度，坚持

落实《六角亭街领导及干部联系重点企业实施意

见》，继续开展重点企业走访活动，做到街道职责范

围内的企业实际问题协调解决，反馈率１００％。经
济发展指标均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年完成税收

总量为２４６亿元。创建街道特色街区。结合六角
亭街实际街情，充分发挥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等医

疗资源，全面摸底调查，新引进医疗企业７家，创建
利济北路医药休闲街区。以食品餐饮示范街为基

础，整修人行道１３２０米，整治广告招牌１６００平方，
基本完成全年创建工作。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５年，六角亭街以利民惠民作为
根本出发点，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构建高效管理体

系，努力打造整洁靓丽、井然有序的城市人居环

境。率先完成环卫外包试点工作。２０１５年 ４月，
六角亭街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成功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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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公司签订街道环卫外包工作合同。通过明确

企业职责，划分具体管理事务和人员，街环卫外包

模式顺利推行，辖区环境卫生水平稳步提升。大

力推进高空抛物整治工作。在民意社区、学堂社

区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安排专人值守。同时，以严

管严罚为主，以宣传、劝导、清扫为辅，大力推动高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２日，瑞典博朗厄市政府代表团一行在六角亭街学堂社区参
观了社区居家养老情况

空抛物专项整治。探索城管下社区工作新模式。

制定《六角亭街成立社区城管工作站实施方案》，

在学堂、荣东两社区试点成立“社区城管工作站”，

推进城管工作重心下移，着力打造环境优美、和谐

宜居的荣东、学堂区域。

【安全稳定】　２０１５年，六角亭街始终把安全生产
列为街道工作的首位，做到监管人员到位、督查指

导到位和责任落实到位。完善安全管理信息建

设。开创性地创建全街安全管理信息化系统，对

全街“三合一”场所、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挂牌单位

一一调查统计，完善数据档案。截至年底，已建档

８５２家。推进“省级安全社区”创建工作。以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为主线，以各类安全专项整

治和监督管理作为重点，实现安全巡查日常化、长

效化，全年未发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当年六角亭

街当选湖北省首届安全生产优秀乡镇、武汉市安

全生产优秀单位。平安社区创建效果显著。全面

推进全街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持续开展重点区域

整治，市、区重大消防隐患单位消防整治稳步推

进，雅典居、乾佳宾馆、聚智堂教育三家重大消防

隐患单位已摘牌。中心戒毒社区工作成绩突出。

深化“中心戒毒社区”创建，遏制新滋生吸毒人员，

减少复吸人员。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８日，国家禁毒办社
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处来六角亭街调研，六角亭

街的经验和做法得到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先后

四次接受辽宁、吉林等省、市领导学习和指导。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５年，六角亭街全面推进社区建
设，着力提升服务水平，精心打造社区特色品牌。

完成业委会组建全覆盖工作。面对六角亭街老旧

物业集中，外来人口多等情况，成立领导小组和专

项督导组，全员上阵、全面摸排，锁定未组建业委

会和届满未换届小区名单，并逐一入户宣传，提高

业主参与率。全年成功组建业主委员会的小区６
个，实现辖区 ８个物业小区业委会全覆盖。率先
试点精神残疾康复中心阳光驿站。六角亭街游艺

社区作为全市首家阳光驿站的试点站，全年完成

阳光驿站的选址、装修工作，并联系确定武汉市精

神卫生中心医生作为驿站义务工作人员。截至

２０１５年底，阳光驿站第一期精神残疾人员的筛选
工作完成并成功入驻。落实民生保障政策，确保

困难群体、优抚群体、孤残群体应保尽保；组织建

立助残志愿者服务队伍，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

等服务；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大力推动保障性住房

政策宣传工作，完成全年廉租住房、租金补贴等申

报和年审工作；优抚工作有序开展，全体优抚对象

资料整理、年审工作圆满完成。并对辖区单位进

行慰问，密切联系，加深友谊。

【人口计生】　２０１５年，六角亭街计生工作以更加
注重利益导向、更加注重服务关怀、更加注重宣传

倡导、更加注重依法行政为作为

工作准则，通过营造宣传氛围，完

善服务体系，强化依法管理创建

惠民、和谐计生。加强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加大流动人口清理清

查力度，六角亭街组织各社区对

辖区进行分片入户查访，共清理

平台反馈信息 ５８５９条，切实做
到流动已婚育龄妇女登记到位、

计生政策宣传到位、计生管理服

务到位、信息平台交流到位、避孕

节育措施落实到位。重视计生基

层基础建设。全街 １０个社区村
居版软件输入网络全覆盖，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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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计划生育电子信息交流平台规范化管理和操

作。大力开展生育关怀活动。围绕生育关怀、生

育文明，开展多项优质服务。全年为 ７００户计生
困难家庭送去家庭意外伤害保险；为 ４名计划生
育家庭独生女孩送去绿色成才工程助学金，共计

５０００元；为５名困难家庭独生女孩发送关爱女孩
助学金，共计１万元。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５年，六角亭街以党建工作为统
领，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切

工作的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巩固教育实践活动

成果。着力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用“三严三

实”的戒尺规范党员干部，要求领导干部带头用忠

诚、干净、担当的标准约束自己，把牢思想和行动

“总开关”，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加大宣传

力度。继续推广活动的经验做法，宣传先进典型，

强化先进学习、典型引路，形成一批理论成果，建

立一套长效机制，切实推进作风建设，巩固活动成

果。落实制度建设计划。严格制度执行，切实维

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落实领导信访接

待日制度，解决群众的矛盾诉求。２０１５年，六角亭
街共受理群众矛盾诉求 ６７件。认真办理纪检信
访投诉，２０１５年接受区纪委治庸行政投诉、直查快
办、暗访督办件共 ２０件，均认真办理，并及时回
告。畅通街道监督举报渠道，发挥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及群众来信等渠道收集问题作用，全年共承

办人大政协议提案３６件。
（黄思思）

２０１５年六角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单位：万元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质
职工人数

（人）

年生产总值

（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湖北分公司 武昌区保利广场２３楼 股份制 ８６５ ３５００００ ６８６９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武汉有

限公司

武昌区友谊大道 ５０８号万利广
场Ｂ座７楼

国企 ５６ ３４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

中国船级社武汉分社（规范研究所） 六角街新路１２８号 国企 １３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４８４

湖北精英盛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宝丰路中御公馆２３楼 民营 ４５０ ２２００ １５７８

国泰君安证
$

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京汉大道证
$

营业部
京汉大道中心嘉园１楼 民营 ３０ ９０００ ７８２

武汉市第一医院 中山大道２１５号 公立 ２４９３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４６５

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 京汉大道５０８号 民营 １８３ ５５００ ２１５

湖北恒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新世界Ｂ座２３楼 民营 ２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５２９

湖北中北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武胜路７２号泰合广场２３０６室 民营 １５ ７０００ ４９６

武汉华创恒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京汉大道５２８号中心嘉园５楼 民营 １５ ３０８１ ５３９

汉 正 街

【概况】　汉正街位于口区东部，东以自新巷、横
堤上街与江汉区分界，南临汉水与汉阳区隔水相望，

西至武胜路与汉中街接壤，北抵中山大道与六角亭

街相连，辖区面积１６７平方千米。街道办事处下辖
燕山、永茂、旌德、永庆、利济、共和、万安、存仁、红

燕、竹牌、新安、大新、全新、药王、多福、宝庆、永宁、

五彩、石码等 １９个社区居民委员会，户籍人口约

８３２万，常住人口约１４万。２０１５年，汉正街继续围
绕全区“三件大事”，以综合整治为抓手，以拆迁征

收为突破口，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２０１５年，汉
正街办事处再次被口区委、区政府评为绩效管理

工作立功单位。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在市场综合整治与搬
迁改造大背景下，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２６８亿元，全
口径财政收入达到４８６亿元，服务业增加值突破
２６４亿元。全年引进市内外资３０亿元，完成目标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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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１００％。
拆迁征收基本完成。汉正街东片已具备供地条

件，长江食品厂地块收回和征收准备工作基本到位，

地铁６号线征收按期完成，汉正街地铁站顺利动工，
启动复兴汉正街项目建设。

产业转型加快推进。第一大道、翠国礼品、品牌

服饰广场等３家示范商城创建工作已初见成效，推
进“互联网＋”工程，汉正街产业带、翠园礼品、壹钮
扣等３个行业电商平台初具规模，７０００家商户实现
网上交易，汉正街传统批发业态逐步向“现场展示、

异地批发、品牌经营、电子交易”经营方式转型。

【电子商务】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作为国家电子商务示
范基地分园区继续发展电子商务，探索“网上汉正

街”建设。全年撰写１０１篇论文推广“汉正街电子
商务平台”。年内新增触网用户１０１１户，汉正街电
子商务平台总用户数达到２０８４８户。同时，严格把
好店铺证照关，按市工商局“红盾网剑”行动要求，

负责技术服务的银信公司于１２月３１日前关闭无证
照店铺３０６５家，保留有证照店铺１７９家。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完成１９个社区居委
会换届选举，成立１９个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实行
社区书记主任“一肩挑”全覆盖。创建市区级老旧

幸福社区２个（竹牌、利济社区），推进区“网格化”
自治服务社区１个（五彩社区），建立第二中心社区
５个（共和、竹牌、存仁、万安、利济社区）。

２０１５年，全街有低保家庭 ２０５３户，计 ３５８７
人，发放低保金１９６８８６１３５２元。残疾人定额生活
补助６１１户，计６３９人，发放金额６０２０１０元。重大
疾病救助１８人，发放金额１３４６８７元。困难家庭临
时救助６７４人，发放金额３７１７１６元。慈善基金救
助６人，发放金额８０００元。慈善超市发放物资救济
１０４４户／份。

２０１５年，改造和新建利济、药王社区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和竹牌社区服务站２５００平方米，新建共
和社区残疾人“阳光家园”服务中心６００平方米，新
成立社区志愿者队伍９支，志愿服务小组２２个。
２０１５年，新组建业主委员会５个、换届业主委

员会２个和备案业主委员会６个，组建老旧住宅小
区物业管理委员会５个，门栋自治物业服务小组１５
个。全年办理申报公租房１４９３户，住房摇号配租
３６９户家庭，发放８２７户住房租赁补贴２６７万元。

２０１５年，实施１９个社区（含３个合并社区）惠
民项目２３８项，投入资金 ３７４万余元，其中完成石
码、五彩、共和、旌德等社区室外文体活动中心３个，
休闲场所２个。全年给２９８５位老人发放高龄津贴
３５６０４００元，老年学校开办书法、棋类学习班３期，
学员８６人，重阳节组织老年人开展各类活动２３次，
全年参与老年人达４０００人次。
２０１５年，辖区新建共和社区残疾人“阳光家

园”服务中心，组织残疾人职业培训３５人，帮助残
疾人就业１５人。为失能残疾人提供居家服务６６
人次，组织专业家政上门为重残提供免费居家服

务２０人，向３１５名残疾人发放居家补贴６８５８万
元，向１９７名精残人员发放服药补贴３５４６万元，
向１１３户残疾家庭发放临时救助８１５万元、子女
学费补贴 １２５万元，为 ８８人发放灵活就业补贴
１９０６万元。继续加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全年登
记社团组织 ２３个，开展殡葬法规政策宣传活动，
殡葬火化率１００％。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以巩固“创卫”“创
文”成果，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食品安全城

市为抓手，以争创二类街道排名为目标，城市管理工

作取得成效。环卫作业水平进一步提高，环境卫生

实现长效管理。辖区实现路段打烊垃圾收运，全街

２７２条街巷日均１６０吨生活垃圾的日产日清。坚持
周未义务劳动，周未劳动平均每次清理卫生死角４０
处、“三乱”６００张、垃圾 ５吨。继续开展爱卫月运
动，保证外聘公司每周进行一次消杀外，定期开展集

中消杀、爱卫宣传、发放“爱卫”物资，共计发放宣传

材料３０００份、老鼠药２５０千克、杀虫剂３００瓶、蟑
螂药２００包、爱卫包２２０份。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严格实行“门前三包”制度，

重点整治“高空抛物”行为。购置３套高清“电子
眼”，组建２个巡视组、２个管理组，每日流动取证
及受理社区、居民投拆举报，或现场处罚，或由管

理组执有效证据上门处罚，全年共处罚 ４２笔违
规，计２１００元，有效遏制了“高空抛物”现象。此
项工作得到市、区上级部门肯定，而且中央电视

台、新浪网、凤凰网等多家大型媒体也进行及时的

报道。全年继续强化拆违控违措施，大力查处不

合规广告招牌，共拆大夹街 １５７号、红燕巷 ３７号
等８处违建，共计５００４平方米，整治大小广告招
牌共７３８处。全年大力开展专项整治燃气安全使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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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取缔紫阳巷、园林巷、药邦一巷等 ９处非法燃
气灌装点，共收纠１３７个不合规气瓶，辖区内无燃
气安全事故发生。

【劳动就业】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新增就业岗位３２３６
个，安置再就业群众５６５人，安置困难群体４８１人。
年内完成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审批３５３４人次、金额
４３７６９万元。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２７６人。完
成小额创业担保贷款５２０万。辖区居民医保完成绑
定缴费７３６４人，居民养老参保１７人，并分四批办
理“五七工”申报、审核、审批７６８人，网申业务办理
８８０件。

【文化工作】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建立健全新安、药王
等７个汉正街文化历史遗址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工作
职责制度，加强对淮盐巷、新安书院等８处历史遗址
点位例行巡查，下发文物保护责任函件１件。成立
汉正街东片文化历史保护工作专班，加强汉正街东

片疑似文物的保护，协助市专班收集古砖体６３万
块，收集麻石样体３５００块，收集木梁、石杵等建筑
构件１３０件套，现场协调疑似文物保护点位５处，收
集疑似文物１８件。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开展对宝庆正街 ４３～６３号、

宝庆正街１～７号、汉正街７７２号、广福巷１７号及
同益里２～６号的历史调查，收集整理汉正街码头
文化、宝庆地区民俗文化及部分历史元素资料，组

织宝庆、板厂社区开展汉正街东片历史调查座谈

会，详细了解宝庆码头历史的形成与演变，协助市

商圈做好历史采集和地空规划。年内注重汉正街

博物馆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博物馆免费开放工

作制度，制定博物馆规范化管理流程，对讲解员、

安保员、保管员及研究人员不定期开展专业知识

培训。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继续深化消防安全
网格化管理，按照“八个一律”（凡是消防不达标、

有火灾隐患的，一律依法停业整顿；凡是无照经营

的，一律依法取缔；凡是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的，一

律依法处置；凡是未依法纳税的，一律依法征收并

依法处理；凡是违法搭建的建筑，一律依法拆除；

凡是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

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三合一”场所，一律依法

取缔；凡是违法“居改非”的，一律停业；凡是违法

占道经营出店经营的，一律依法处理）及《汉正街

市场消防安全管理十禁止规定》等原则加强整治，

整治挂牌消防隐患单位 ９家，规范市场消防管理
３９家，全年市场无火情，排查一般隐患 ３１５３个，
并完成全部整治。主动与１７６１家十小场所门面
签订安全责任书，对省市区消防安全挂牌单位实

行严格的消防措施，并按标准整改到位，辖区未发

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定期组织市场和社区开展

应急疏散和消防演练，全街开展义务消防人员操

作技能演练共 ５４次。邀请消防专业人员到社区
讲解消防安全知识１０次，落实市场和社区消防广
播“天天播”和消防知识，免费发放消防安全知识

手册１００００本，有效提高了居民、商户安全意识和
防灾避险能力。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５年，汉正街以基层党建统领全
局，不断凸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围绕社会

治理创新，统筹推进党建重点项目３６个。继续深化
“五务合一”〔指强化党务、规范村（居）务、优化服

务、拓展商务、协调事务“五务合一”〕建设，投入１２０
多万元新建１０００方以上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４
个。紧扣“三个确保”目标，圆满完成１９个社区“两
委”换届工作，并全部实现社区书记、主任“一肩

挑”，以及成立社区“大党委”和居委监督委员会。

以“点亮微心愿”活动为载体，推动９０名在职党员
进社区，认领“微心愿”９５个，慰问困难党员群众
１０２人。发动１８个市场党支部与社区党支部结对
共建，开展“扎根网格天天见”、创建示范商城、区域

联动应急救援等活动，健全区域“１＋６”共建共享共
用的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

（田　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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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汉正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　质 经营类别
职工人数

（人）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武汉工贸有限公司（合并） 沿河大道１６６号 国有股份制 电器销售 １４７８ １５７５１

２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

正街支行
利济南路 国有股份制 金融业 １３４ １６３１

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江北支行
多福路中心商城旁 国有股份制 金融业 １５０ ８０４

４
武汉市房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合并）
丽水康城 国有股份制

房地产、

资产经营、

物业管理

１３００ ４５０６

５
武汉国华礼品发展有限公

司
沿河大道１８７－１８９号 私营股份制 房地产 １９ ５１３

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汉正街支行
多福路多福１号楼一楼 国有股份制 金融业 ２０ ３６０

７
武汉万信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解放大道富商大厦８楼 国有控股

对房地产

行业的

投资

１４０ ２３０

８
武汉大陆桥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多福路５８号 私营股份制

房地产、

资产经营、

物业管理

１７０ ２９３１

９ 武汉市龙腾置业有限公司 多福路第一大道 私营股份制

房地产、

资产经营、

物业管理

２１０ 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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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先 进 集 体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试点区】

口区

【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

口区人民检察院

【全国人民调解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口区司法局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武汉市第四中学

口区安徽街小学

口区新合村小学

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

口区崇仁第二小学

武汉市博学初级中学

【全国文明单位】

口区崇仁路小学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武汉凯奇特种焊接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科普示范区】

口区

【湖北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

口区

【湖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

口区宝丰街北社区

【湖北省“五好”区级工商联】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湖北省三八红旗集体】

口区妇女联合会

【湖北省“十二五”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集体】

口区残疾人联合会

【湖北省公安机关轮训轮值工作成绩突出集体】

口公安分局

【湖北省级文明单位】

口公安分局

口区人民法院

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口区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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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级规范化司法所】

口区司法局

【湖北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口区司法局

【湖北省级模范职工小家】

口区水务局工会委员会排水设施维修队分会

【湖北省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先进集体】

口区统计局

【湖北省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口区审计局

【湖北省工会经费国税代收工作先进单位】

口区国家税务局

【湖北省红旗大队】

口区井冈山小学

【湖北省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动先进集体】

口区教育局关工委

【湖北省学前教育示范区】

口区

【湖北省“幸福计生 关爱关怀”专项行动先进单位】

口区卫计委计划生育协会

【湖北省创建幸福家庭先进集体】

口区宝丰街道办事处

【湖北省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示范街】

口区汉水桥街道办事处

【湖北省卫生先进单位】

武汉市十一崇仁初中

口区崇仁路小学

武汉市公路运输管理处

武汉市交通运输科学研究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

武汉市军队离休干部宝丰路休养所

湖北武汉葛洲坝实业有限公司

工行武汉口支行

口区审计局

中国船级社武汉分社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武汉市第一医院

武汉公交三公司

口区汉正街道办事处

武汉汉正街股份有限公司老三镇服装城

武汉市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房集团第八房管所

口区社会福利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

武汉机械厂汽车客运站

口区水务局

口区市政排水设施维修队

口区韩家墩小学

武汉市第四中学

武汉市普爱医院

口区地方税务局

【湖北省卫生社区】

口区汉水桥街营北社区

口区古田街万人社区

口区古田街军院社区

口区六角亭街荣东社区

口区韩家墩街四新社区

口区韩家墩街综合社区

口区宝丰街宝丰社区

口区宝丰街宝地社区

口区宝丰街同济医学院社区

口区宝丰街祥和社区

【湖北省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乡镇（街道）】

口区汉水桥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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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卫生街道】

口区汉水桥街道办事处

【湖北省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先进乡镇（街道）】

口区宝丰街道办事处

【湖北省防震减灾示范社区】

口区荣华街中山社区

【湖北省首届安全生产优秀乡镇】

口区六角亭街办事处

【武汉市级文明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武汉市公路运输管理处

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物流发展处

湖北省烟草公司武汉市公司口营销部

武汉市普爱医院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口区崇仁路小学

口区国家税务局

口区地方税务局

房集团第八房管所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武汉分公司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武汉公交集团第三营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区分公司

武汉市公安局口区交通大队

湖北省武汉葛洲坝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市交通科学研究所

武汉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口区财政局

口区人民检察院

口区审计局

口区人民法院

武汉市第四中学

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供销商业学校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宗关水厂

武汉市港航管理局汉口航道段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汉口供水部口营业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机场保障设备研制中心

武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宝丰路休养所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武汉公路材料公司

湖北天禄旅游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

湖北省体育局崇仁体育培训中心

武汉市邮政局口区局

湖北省水路交通武汉检查站

武汉市港航管理局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武汉市第一医院

武汉市市政工程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

湖北多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武汉市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口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口区妇女联合会

口区科学技术局

口区总工会

口区档案局

口国土资源和规划分局

口区民防办公室

口区司法局

口区民政局

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口区文化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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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老干部工作局

口区环境保护局

口区统计局

口区残疾人联合会

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口公安分局

口公安分局汉正街利济派出所

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汉正工商所

口区地方税务局新安税务所

口区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口区教育局

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

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

口区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

武汉市第二十六中学

武汉市第六十二中学

口区东方红小学

口区崇仁第二小学

口区韩家墩小学

口区东方红第二小学

口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口区妇幼保健院

口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口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执法大队

口区建筑管理站

房集团第三房管所

房集团第七房管所

武汉市汉正街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口区人力资源管理局

口区交通运输局

口区水务局

口区市政排水设施维修队

口区建设局

口社会保障处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警官学院

【武汉市级文明街道】

口区古田街道办事处

口区韩家墩街道办事处

口区宗关街道办事处

口区汉水桥街道办事处

口区宝丰街道办事处

口区荣华街道办事处

口区汉中街道办事处

口区六角亭街道办事处

【武汉市级文明社区】

口区古田街军院社区

口区古田街生活村社区

口区古田街万人社区

口区古田街古田二路社区

口区古田街古田社区

口区古田街汉口春天社区

口区古田街罗家墩社区

口区古田街古田三路社区

口区古田街古画社区

口区古田街古田南村社区

口区韩家墩街简易社区

口区韩家墩街新华社区

口区韩家墩街古四社区

口区宗关街井南社区

口区宗关街双墩社区

口区宗关街发展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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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汉水桥街解放社区

口区汉水桥街营南社区

口区汉水桥街仁寿社区

口区汉水桥街营北社区

口区汉水桥街营前社区

口区汉水桥街汉水社区

口区宝丰街同济医学院社区

口区宝丰街空后社区

口区宝丰街公路社区

口区荣华街荣西社区

口区荣华街荣华社区

口区荣华街友谊社区

口区荣华街中山社区

口区荣华街建国社区

口区荣华街武胜社区

口区荣华街集贤里社区

口区荣华街建乐社区

口区汉中街马家社区

口区汉中街长寿社区

口区汉中街劳动社区

口区汉中街万兴社区

口区汉中街军工社区

口区汉中街尚义社区

口区汉中街居仁社区

口区六角亭街学堂社区

口区六角亭街慈善社区

口区六角亭街民意社区

口区六角亭街宝善社区

口区汉正街永庆社区

口区汉正街旌德社区

口区汉正街竹牌社区

口区汉正街万安社区

口区汉正街石码社区

口区汉正街共和社区

口区汉正街全新社区

口区汉正街红燕社区

口区汉正街永茂社区

口区汉正街五彩社区

【武汉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先进单位】

口公安分局

【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优胜单位】

口区教育工会

口公安分局

【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状】

口区园林局

【武汉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口区教育局

【武汉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突出贡献单位】

口区卫计委

【武汉市维护稳定先进集体】

口区古田街道办事处

【武汉市安全生产优秀单位】

口区六角亭街道办事处

先 进 个 人

【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

王全良

【全国素质教育先进工作者】

邹华华

【湖北省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专项调查先进

个人】

尚永驰　张正涛

【湖北省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

俞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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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核心战斗力工程十佳应用标兵】

崔常滨

【湖北省禁毒工作先进个人】

李卫华

【湖北省优秀社区民警】

万　明

【湖北省刑事申诉检察业务能手】

陶　立

【湖北省政法系统“正风肃纪、争做好干警”活动评

选为百名好干警】

徐　英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二等功】

李玉毅

【湖北省优秀环卫工人】

涂士月

【湖北省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先进个人】

许汉发　刘韧杰　钟海涛

【湖北国税最佳纳税服务标兵】

张佩臖

【湖北省电子税务局上线工作先进个人】

尹彦书

【湖北省普通高考优秀考务工作者】

宛　斌

【湖北省优秀裁判员】

刘　甜

【湖北省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先进个人】

唐宋元

【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先进个人】

李　锐

【湖北省卫生计生系统“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先进

个人】

韦树英

【武汉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先进个人】

姚　昕　韩洪革　李荣胜

【武汉市第十六届劳动模范】

陈　涛　余发先

【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教师五项（中学组）

技术状元】

叶京飞

【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邮政营业技术能手】

蒋思思

【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税收业务（地税）技

术能手】

张　俐　王德俊　张赛飞

【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执业医师（中医）技

术能手】

戴　明　凌家艳

【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教师五项技术能手】

张德卿

【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公安信息化应用技

术能手】

崔常滨　肖旭颀

【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警务实战技能技术

能手】

詹　磊　涂伟生　熊　威

【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环境监测技术能手】

刘　静

【武汉市创建文明城市突出贡献个人】

张玉红

【武汉市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杨建明

【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突出贡献个人】

陈　涛

【湖北省“幸福计生关爱关怀”十大行动先进个人】

沈馨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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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目录选编

中共口区委员会文件选目

发〔２０１５〕１号　关于贯彻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意见
发〔２０１５〕２号　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５年工作要点
发〔２０１５〕３号　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法治口建设的意见
发〔２０１５〕４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平安口建设的实施办法
发〔２０１５〕５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意见
发〔２０１５〕６号　印发《关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发〔２０１５〕７号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发〔２０１５〕８号　印发《关于制定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通知

中共口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选目

办发〔２０１５〕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５〕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建立健全文明城市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
办发〔２０１５〕３号　印发《关于在全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５〕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２０１５年工作要点和任务分解》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５〕５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推进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工作的实施

意见（试行）》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５〕８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１５年全区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
作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５〕９号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５〕１０号　印发《关于贯彻（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５〕１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国家卫生城市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

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开展全区安全工作集中整治月活动和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
急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２号　关于印发区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组成人员名单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在全区评选推荐２０１４年度爱岗敬业模范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４号　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６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４年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报告》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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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文〔２０１５〕７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５年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８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２０１５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９号　关于省委巡视组回访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
办文〔２０１５〕１０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５年口区协商工作计划》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１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落实《口区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施意见》任

务分工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１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关于文明城市建设不持久不深入等四个问题
整改承诺事项责任分解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１３号　关于转发《区委宣传部２０１５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点》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１４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５年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１５号　关于印发《全区第十六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１６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兑现２０１４年度计划生育管理责任目标奖励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１７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１８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转发《口区纠风办关于２０１５年度加强政府部门履职尽责督促

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１９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２０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成立法治口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２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区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领导小组更名为区信访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２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在全区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２４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成立区扶贫攻坚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２５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区领导扶贫攻坚对口联系工作制度》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２６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做好区扶贫攻坚驻村工作队组派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２７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转发《口区纪委监察局关于明确区纪检监察综合派出和重点

派驻机构责任分工的通知》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２８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度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严格规范报刊发行秩序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２９号　关于做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工作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３０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大走访活动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３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成立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３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５〕３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成立区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的通知

口区人民政府文件选目

政〔２０１５〕１号　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武装部关于表彰２０１４年度国防动员和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先
进个人的通报

政〔２０１５〕２号　关于２０１４年度全区安全生产暨消防责任目标考核结果和表彰安全生产暨消防工作先进
单位先进工作者的通报

政〔２０１５〕３号　关于下达２０１５年全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及资金计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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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２０１５〕４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５年口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要
点》的通知

政〔２０１５〕５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４年度两型社会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政〔２０１５〕６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４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政〔２０１５〕７号　关于公布口区第四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政〔２０１５〕８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５年改善空气质量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２０１５〕９号　关于印发《口区创建国家和湖北省环境保护模范城市２０１５年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２０１５〕１０号　关于口区财政局对武汉市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的情况说明
政〔２０１５〕１１号　关于口区古田老工业基地综合改造项目投资汇款资金来源的说明
政〔２０１５〕１２号　关于同意第六届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调整的通知
政〔２０１５〕１３号　关于《“办理群众投诉不及时不到位”问题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政〔２０１５〕１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关于路网停车场规划不科学建设滞后问题承诺整改长效机制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政〔２０１５〕１５号　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
政〔２０１５〕１６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统计工作的意见
政〔２０１５〕１７号　关于加强口区政务大数据管理工作的通知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选目

政办〔２０１５〕１号　关于转发《口年鉴》（２０１５年卷）编纂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２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５年《武汉年鉴》口区情编纂工作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５年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建议案提案办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４号　关于转发武汉市质量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５号　关于转发武汉市质量工作考核评分细则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５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７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５年市、区〈政府工作报告〉及经济工作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责任分解

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８号　关于成立口区实施质量强区战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９号　关于转发口区２０１５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１０号　关于做好区长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审计整改有关工作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１１号　关于开展２０１５年区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综合平台办件质量抽查工作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１２号　关于印发口区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１３号　关于成立口区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领导小组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１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道路交通运输行业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１５号　关于印发口区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１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１７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５年普通高校和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１８号　关于印发口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１９号　关于印发口区“我的园博我的家”主体活动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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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办〔２０１５〕２０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５年民防专业队整组训练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２１号　关于印发《口区８３７７７７７７服务电话接听文明用语及规范程序》等文件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２２号　关于印发做好第一次全区政府网站普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２３号　关于印发口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２４号　关于印发当好东道主喜迎园博会活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２５号　关于成立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２６号　关于印发建立健全湖泊保护联动机制有关工作制度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２７号　关于印发《口区人民政府周安排、月报告、重点工作调度制度》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２８号　关于进一步开展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２９号　关于编制２０１６年区级财政预算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３０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５年度国家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项目责任分工》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３１号　关于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
政办〔２０１５〕３２号　关于印发口区大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３３号　关于印发口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３４号　关于印发二手车交易市场规范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３５号　关于印发汽配市场规范管理提档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３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开展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３７号　关于印发口区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３８号　关于印发口区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３９号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总结
政办〔２０１５〕４０号　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总结
政办〔２０１５〕４１号　关于印发口区打击传销欺诈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５〕４２号　关于落实２０１５年安置专业士官计划的通知

（曹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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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选及题录

报 刊 文 选

汉正街淮盐巷遗址列入保护清单

（记者　汪　洋）

近日，武汉市政府公布第九批优秀历史建筑，２９
处老房子列入保护清单。建于上世纪２０年代的淮
盐巷和淮盐总局遗址列入二级保护。

淮盐巷遗址位于江汉一桥东侧，长约２００米，宽
不足３米，是清代淮盐商人居住、交易的场所，该巷
两侧“雕花过街楼”吸取欧式联排别墅建筑风格，贵

气十足，是汉正街兴旺发展的历史见证。淮盐总局

则是清代官设淮盐管理机构，曾盛极一时，具有较高

建筑艺术和历史文化价值。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１０８　来源：湖北日报）

小小纽扣一年销售５亿元
汉正街商户自办电商卖扣子

（记者　汪　洋　通讯员　杨　丽　朱玲萍）

汉正街首个行业标准化电商平台———“壹钮

扣”近日上线运营。

该平台由汉正街商户自办，旨在打造“中国服

装辅料行业第一交易平台”，经营者、厂家、消费者

可在平台上完成订货、发货、结算等。统计显示，

汉正街每年批发、零售的扣子销售额达５亿元，市
场广阔。

汉正街一直在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电商模式：

２００５年，由汉正街市场管委会主办的“汉正街商情
网”开通，最终关闭。３年后，同样具有政府背景的
“汉正街电子商务平台”上线运营，但访问量有限，

多数网店都疏于打理。去年，口区政府投入３００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建设阿里巴巴汉正街产业带，已

有６８００余家商户入驻。
武汉市口区电子商务专班负责人介绍，与政

府主办或推动的平台不同，由商户自办的标准化电

商平台更专业，也更有个性，类似平台除了“壹钮

扣”，还有“汉购网”“翠园礼业”等，都是“网上汉正

街”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４２７　来源：湖北日报）

最后一家化工厂停产搬迁

武汉三环内告别化工时代

（记者　汪　洋　通讯员　杨　丽　马　巍）

昨日上午，汉口古田工农路１０号，武汉有机实
业公司机器停止轰鸣，烟囱不再冒烟，工人们开始拆

卸设备。

偌大的厂区内，拉起警戒线，消防车、危化救援

车严阵以待；十余米高的大型反应罐，被一块块切

割、吊装、运走……

这是武汉三环内最后一家化工生产企业。此

前，位于古田地区的远大医药公司、钛白粉公司、双

虎涂料公司、无机盐公司等企业厂区先后停产搬迁。

“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真的来了，又舍不得。”进厂

工作了２６年的老职工、厂办主任陈烈有些伤感，以
正在拆除的车间为背景，定格最后的瞬间。

口古田地区为新中国老工业基地，最多时曾

有９９家化工企业扎堆。加上武昌狮子山、汉阳黄金
口等处，三环内共有１２７家化工企业。武汉有机实
业公司正式停产，标志着武汉主城区自此告别化工

时代。

武汉化工企业大多布局于上世纪中叶。时过

境迁，当年的远郊如今已成闹市，不仅企业自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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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空间受限，带来的环境、安全问题也引发附近居

民不满。

２００８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三环以内化工
企业全部搬迁，并在青山规划７０多平方公里的化工
新区。７年来，散布在主城区的化工企业陆续停产
搬迁，一部分迁入化工新区，一部分彻底关停，还有

一部分外迁至仙桃、潜江、黄冈等地，提档升级、异地

重生。

搬迁腾退的土地，将发展时尚创意、电商金融等

现代服务业。口区政府负责人介绍，目前，古田地

区已引入瑞典宜家、新加坡凯德等大型商业综合体

和海尔等大型企业华中总部，正在集中建设大型公

园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昔日化工区，正在

大蝶变。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来源：湖北日报）

古田蝶变

———口老工业基地华丽转身

（口区委宣传部

口区化工企业搬迁改造指挥部）

大江东去，汉水西来。

三千里汉水即将汇入长江之际，在古田地区勾

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带给武汉一块天赐宝地。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这里工厂林立、机器轰鸣、

浓烟滚滚，与全国其他老工业基地一起，创造着一个

又一个奇迹，挺起共和国的工业脊梁。

随着武汉有机实业公司关停最后一条生产线，

这个曾经生产了武汉第一块肥皂、第一桶油漆的老

工业区，彻底告别化工时代，武汉三环内１２７家化工
企业的外迁也圆满划上句号。

未来，腾退出的土地上将崛起大武汉极具特色

的生态宜居之城、商贸服务之城、产业集聚之城。

告别“化工时代”

武汉有机实业公司停产后，古田地区烟囱不

再冒蒸汽，机器不再轰鸣，空气中也闻不到刺鼻的

化学品气味。这是６０多年来的第一次。“一个时
代结束了。”双虎涂料公司老厂长、现年８４岁的龚
邦义说。

古田地区曾经集中了９９家化工企业，大规模搬

迁始于２００８年。
七年搬迁，艰苦卓绝，饱含口化工企业专班的

努力和付出，得益于数万企业职工对城市不断成长

的理解和支持。

对企业负责：退城入园　不让生产掉链子

古田地区曾密密麻麻地挤下３００多家企业。
随着菜地变身闹市，危化品的生产、储运、销售

安全隐患加剧，企业自身发展空间也受到限制。

搬迁，不仅是政府的要求和民众的呼声，也是企

业走出“围城”的内在需要。

政府通过土地收储，对企业进行补偿。企业

借助土地变现获得发展资金，在更具生产条件的

工业园区建新厂房、购新设备、引新技术，打开一

片新天地。

远大医药从２０１０年启动搬迁，新的生产基地陆
续迁至阳新、沌口、东西湖等地，４年间，企业总产值
由１０个亿增长至２２亿。董事长谢国范表示：“搬迁
是一次多赢的机会。此前我们犹豫了２０多年，反而
耽误了发展。搬迁后，企业得到转型和发展空间，职

工化解了历史矛盾，政府得以对产业进行重新规划，

城市环境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力诺旗下的双虎、有机入驻武汉化工新区，比原

有用地扩大６倍，更换了新一代设备，“新的流水线
基本可以无人值守，不再像过去那样瓶瓶罐罐，安全

风险和污染都大大减小。”

双虎、有机入驻武汉化工新区后，与被誉为“十

一五”期间“湖北一号工程”的武汉８０万吨乙烯生
产基地仅一墙之隔，其上下游产品无需包装运输，直

接通过管道输送，成为“乙烯”最靠得住的“小伙

伴”，年产值增长数倍。

无机盐新厂一期投产后，年产量６万吨，比老厂
扩大一倍多。二期投产后，年产可达２５万吨。

搬迁过程中，企业要留住客户，生产一刻都不能

停。大多数企业采用“边生产、边搬迁”的策略，新

厂建设、设备调试和老厂设备拆卸、厂房腾退、物料

转移等同步进行。

因此，项目立项、征地拆迁、道路水电等，成为政

府最经常协调的问题。仅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府就与
化工新区以及黄冈、潜江等地的化工园区协调 ６４
次，促使搬迁承接一环扣一环，实现平顺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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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要越搬越大，越搬越活，而不能搬死。”

口区化工专班负责人表示。

对功臣负责：四万职工一个也不能少

口９９家化工企业集体搬迁，涉及到的在职、
离退休职工、社会居民人数超过４万人。规模之大，
人数之多，武汉史上从未有过，在全国也不多见。

在这次“大迁徒”、“大分流”中，形成了具有代

表性的“口样本”，书写了许多关于迁移与坚守、

牺牲与温情的故事。

口区委、区政府态度明确，这些老工人是这

座城市的有功之臣。搬迁改造要对历史负责，对

功臣负责，对情感负责，对记忆负责，对活生生的

人负责，直面困难，采用人性化的方式，力求“一个

都不能少”。

搬迁工作原本预计３年完成，实际上持续了整
整７年。

时间之久反映出难度之大。随企业搬往市郊或

外地，老人就医、大人上班、小孩入学都不方便；不随

迁，许多职工劳动技能单一、年龄偏大，要再就业也

更为困难。

在去与留的两难之际，口区政府与企业和职

工代表密切沟通，分类制定分流方案，尽最大努力解

决职工的实际困难。

想留下来的职工，提供技能培训，在安置上给予

政策性倾斜。

愿意去新厂的，政府协调企业在新厂增建宿舍，

每周往返接送轮班职工。

武汉有机实业公司负责人介绍，为方便职工

到６０公里外的化工新区上下班，企业不但提供班
车，还调整了倒班时间，由三班变为两班，使休息

时间更长。

对于其他职工的特殊困难，化工专班一个一个

地用心解决。

药厂宿舍有位７０岁的阮婆婆，由于担心搬迁后
养子不能为其养老送终，一直守在老厂区宿舍不肯

搬家。化工专班多次登门做阮婆婆及其养子的思想

工作，为他们化解家庭矛盾，帮他们搬入一处新建的

还建房，阮婆婆十分感激。

一家油漆企业有一对老夫妻职工，爹爹失明，婆

婆有严重的高血压，两人还有一个３０多岁的瘫痪女

儿。由于日常生活无法自理，化工专班会同社区专

门找到一家小餐馆，让老板每天按一荤两素的标准

给一家人送餐，过渡期长达两年。“职工和居民为

整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牺牲，他们不能被亏待和遗

忘。”化工专班负责人表示。

车间搬迁　留下“大脑”

许多企业把“身子”迁走，把“大脑”留下，在这

里形成新的总部经济集聚区。目前，确定把总部留

驻口的已有远大医药、力诺集团、无机盐等企业。

解放大道轻轨沿线，远大医药新的生产基地已

经迁至阳新、沌口、东西湖等地，老厂房人去楼空，只

剩下一棵老樟树。而这家公司花了上千万元，在

口宝丰路一栋写字楼买下一整层作为公司总部。利

用中心城区便捷的金融、信息、科技和各类专业服

务，企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

双虎涂料和武汉有机也即将全部搬迁到武汉化

工新区，投资６０多亿，成为继８０万吨乙烯之后武汉
最大的化工项目。目前，双虎武汉总部建设规划已

初步形成。

厂房改建　留下记忆

搬迁是空间的重构、产业的升华，而不是所有建

筑的大拆大建，不是一段历史的遗忘与断裂。百年

辉煌烙印在依旧矗立的工业建筑上，定格于老厂房

改造的记忆之中。

古田一路２８号，是武汉铜材厂旧址。如今，这
里整旧如旧，保留了上世纪５０年代工业厂房红墙红
顶的红色风格，其中３１６８平方米厂房变成民族工
业博物馆，其他部分已成为“古田记忆”新媒体文化

创意产业园。

古田四路的武汉轻型汽车制造厂，苏式厂房已

变身为武汉体量最大的花园式时尚文化创意产业园

“江城壹号”，历史与未来、传统与时尚在这里完美

交融。

岁月更迭　留下情感

“我们是太行山上下来的企业，骨子里仍流着

红色血液。”远大医药董事长、武药老厂长谢国范

表示。老版中学课文《为了６１个阶级兄弟》中那
一千支“救命药”，正是由当年的武汉制药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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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武药工人日夜不停生产了２０多个小时，有人
徒手在酒精灯旁融化玻璃、封装药品，手烫伤留下

了疤痕。这里积淀着一个红色企业的光荣历史和

深厚感情。

谢国范说：“企业在口发展了几十年，得到了

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如今我们的生产环节要搬

迁，但我们的总部还在这里，我们的根还在这里，我

们的感情还在这里。”

双虎涂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厂长龚邦利

今年已８４岁，身体硬朗，说话中气十足。“当年厂
里有一幅对联，气魄很大：造世界上各种油漆，供宇

宙间各种色彩，横批是‘双虎走向世界’。职工们工

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干部们下车间和大家一

起干，仓库里有多少货，不用翻账都知道。”

龚邦利说：“这样一个老牌子，一定要做成百年

老店，好的传统不能搬掉了。”

拥抱“汉江湾”

随着化工企业搬迁、城中村改造、汉江江滩综合

整治等一系列举措，古田地区将建成武汉最具特色

的生态宜居之城、商贸服务之城、产业集聚之城。

它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汉江湾”。

慢生活系统

以宜家商场为圆心，行车约１０分钟，可以轻松
到达宜家商场周边的园博园、张毕湖或者竹叶海公

园中的任何一个绿色休憩地，或赏花，或观鸟。

三环上，一辆辆汽车疾驰，时速高达８０公里；三
环下，一辆辆自行车在绿道上徜徉……

口人对生态有着切肤之痛：２０１１年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只有４４８平方米，在江城摆尾，这让他们
更能懂得生态建设的意义，也更懂得“让城市静下

来”的内涵。在这一轮改造发展中，下决心补齐生

态短板，宁愿多种一棵树，也不多建一栋楼，在三环

线内拿出５０００亩宝贵土地用于园博园、张公堤城
市森林公园建设。

在古田地区开展江汉湾体育公园、张公堤城市

森林公园、园博园、竹叶海、张毕湖公园“两带三园”

大规模生态建设，全面推进社区绿化提升工程。到

今年底，全区公共绿地面积将从２０１１年的２４７万平
方米增加到６６０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将增

加到１２平方米。
在汉江湾区域，地面公共交通将接驳区域快速

交通系统，形成低碳慢行的公共交通。自行车绿色

通道穿越区域内的环形绿道系统，串接主要景观与

公共设施。汉江湾还将在沿汉江绿化带设置多处码

头，市民还可搭乘水上观光艇领略诗画汉江。

绿公司集群

化工企业完成整体搬迁以后，如何定位新的城

市功能，如何搭乘“互联网 ＋”的快车，如何引入新
的优势产业，这都是摆在口人面前的紧迫问题。

口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对腾退出来的每一寸

土地，都以严格的产业标准和生态标准招商，大力发

展现代商贸、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同

时，通过力诺、无机盐、海尔、航天电工等企业总部建

设，带动传统工业向以总部经济为特征的生产性服

务业转型。

目前，汉江湾已经吸引来大批全国乃至世界知

名企业入驻，全球最大的家居用品零售商瑞典宜家、

新加坡最大的商用地产投资商凯德集团、沃尔玛华

中首家山姆会员店等一批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企业以

及华润置地、招商地产等知名开发商齐聚汉江湾，正

在快速形成新的产业群落。

作为全国首批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这里已经建

成３０万平方米的电子商务专业园区和楼宇，口区
聚集了３５０余家具有一定规模的电商企业，包括全
国最大酒类网上零售企业酒仙网、致力于为工程机

械行业提供电商服务的千里马、华中地区最大的综

合交费支付网络服务商武汉永乐便民等。

通过老厂房改造建设的古田记忆、江城壹号等

文化创意产业园已是人群熙攘，依托老厂房建成的

民族工业博物馆已成为武汉工业文化旅游的一张新

名片。

力诺双虎、远大医药、海尔等一批企业已确定在

该区域设立“研发中心”、“管理中心”、“创新中

心”，老工业基地将实现从制造到创造的跨越，引领

行业创新发展。

人本主义

莎士比亚曾对城市给出过很好的诠释：城市即

人，要让城市更美好，就要充分显示出对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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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中人的生活更为舒适，更有尊严。“做城市

设计时，小到路边一草一木、建筑色彩，大到产业结

构、城市功能，都经过慎之又慎的考虑。”

口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规划设计前，所

有参与人员走遍了汉江湾的每一个角落，根据不

同地段设计什么样的景观，用什么样的色彩，布局

什么的产业……像装修自家房子一样，规划设计

汉江湾。

“汉江湾”进行时

公共服务“升级版”

五大民生项目投入使用

针对古田地区各类公共服务严重滞后的现状，

口区在全面加大对弱势群体帮扶力度的基础上，

筹集１０亿元资金，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集中建
设五大民生项目，新的职业教育中心、全民健身中

心、社会养老中心、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群众文化活

动中心将在今年内全面投入使用，过去的短板变身

为区域公共服务的新样板。

产业形态“升级版”

超千亿项目竞相入驻

项目品质决定发展品质。口坚持以“国内

一流、中部唯一”为标杆，引进能够引领特大中心

城市现代、时尚、文明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增强

城市功能的重大项目，为汉江湾的崛起提供坚实

的支撑。

一批重大项目建成开业。瑞典宜家投资３４亿
元开发３２万平方米的宜家销品茂项目，家居商场
去年９月已经开业，购物中心本月 ３０日即将开
业。投资３５亿元的南国·大武汉城市综合体、投
资２０亿元的汇丰企业总部和企业天地项目均已
投入运营。投资 １２亿元的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
广场今年年内开业。瑞典宜家、沃尔玛山姆店都

是首次在中部地区布点而且是目前中部唯一布点

的项目。

投资２８亿元的凯德古田广场正在桩基施工，投
资８０亿元的华润万象汇、投资３６亿元的招商江湾
国际、投资３５亿元的海尔智慧城、投资２６亿元的汉
江湾壹号、投资２３亿元的正达红星美凯龙等重大项
目已实质启动或正在加紧建设，汉江湾处处桩机隆

隆、塔吊林立，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人居生态“升级版”

城市绿地营造绿色生活

俯瞰汉江湾，１４５公里的汉江江滩和１０公里
的张公堤两带合围，大型绿地错杂其间：１９８１亩的
园博园、１１８６亩的竹叶海公园、１５７６亩的张毕湖公
园和１５０１亩的江汉湾体育公园，还有６４５亩的张
公堤绿道绿带、５２５亩的三环线绿带，口人均绿地
面积４年增加约３倍。

大江环抱，森林环绕，天蓝地绿，鸟语花香，一个

生态宜居的美丽口正在不断刷新人们对她的传统

印象。

现年３１岁李芹在口江城壹号创意产业园开
办了一家公司，她说，以前对口的印象并不好，特

别是古田地区，空气中总是有刺鼻的怪味，城中村密

集，环境脏乱差。去年她到宜家家居买东西后，彻底

改变了原有的印象。“下车看到周边的绿化景观及

整洁的道路，我感觉古田的底色由灰变绿了。”

大事记

２００７年８月，武汉市政府常务会原则通过加快
推进三环线内化工企业搬迁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

不久后，口区化工企业搬迁正式启动；

２０１１年９月，口区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新一
届区委把关停搬迁化工企业作为三件大事之一加快

推进；

……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远大医药公司停产搬迁；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武汉方圆钛白粉公司停产搬迁；
２０１５年２月，武汉双虎涂料公司、无机盐公司

先后停产搬迁；

２０１５年４月，武汉有机实业公司停产搬迁，至
此，汉口古田地区 ９９家化工企业、武汉三环线内
１２７家化工企业外迁划上句号。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来源：湖北日报）

三环内最后一家化工厂停产搬迁

武汉老化工区转向２１世纪生态新城
（记者　康　鹏　通讯员　杨　丽）

·快评·

抓住城市演进的趋势，满足人们对城市的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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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这是建设城市的眼光；迎接机遇顺势而变，不惧

困难坚定前行，这是建设城市的魄力。只有这样，我

们才有可能建设更好的城市，城市进化也才具有最

终意义

昨日，口工农路１０号，持续生产了５９年的武
汉有机实业有限公司厂房，机器第一次全部停止轰

鸣，这家三环内最后的化工厂正式停产。

至此，散布在武昌狮子山、汉阳黄金口、汉口

口等中心城区的１２７家化工企业已全部停产、搬迁，
武汉三环之内再无化工企业。

拥有百年历史的古田老工业区，曾集中了９９家
化工企业，生产了武汉第一块肥皂、第一桶油漆，如

今彻底告别化工时代。

昨日，厂房四周拉起了警戒线，消防车、危化救

援车严阵以待。工人在现场拆卸设备，１０多米高的
化学反应罐被一块块割开、拆下，吊上货车运走。吊

车的马达声、金属撞击声，在现场混响。

“这厂比我还要大上好几岁呢。”５４岁的工人老
罗说，“小时候我就常来厂门口玩。这么多年，厂区

越来越大，还经历过整体改造、国企改制等一系列变

革。”老罗１９岁进厂，在这里干了３５年，熟到车间里
掉根针都能发现。进厂时，这家企业是武汉有机化

工厂，１０多年前改制成民企，“干了半辈子的厂房要
拆了，有点舍不得。”老罗说。

以昨日武汉有机工厂搬迁为标志，历时７年的
全市化工企业集体外迁接近完成。这次集体外迁，

规模之大，全国罕见。仅古田地区，就有超过２万名
产业工人分流，他们有的随企业去了新厂，有的则留

下来另谋新路。此外，还安置退休职工、社区居民近

２万人。
上世纪中叶，武汉化工企业普遍布局在当时的

郊区。如今，这些地方均已成为闹市，企业发展受

限，环境、安全等问题也让周边居民不安。

２００８年，市政府决定，三环以内化工企业全部
搬迁、整治。双虎、有机等部分企业迁入青山附近的

化工新区，部分企业关停，部分外迁至仙桃、黄冈、潜

江等地。

化工企业外迁，高新园区、总部经济、电子商务

等现代服务业原地兴起。在口，古田地区已有多

家新兴服务业企业，引入了宜家、凯德等大型商业

体，“昔日的老化工区，将变身生态新城”。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来源：长江日报）

口区表彰“履职尽责 干事创业”先进个人

近日，口区召开区委区政府工作会议，表彰了

一批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中表现突出的先进模范

人物，现场授予 １７位同志“２０１４年度全区履职尽
责、干事创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２０１４年，口区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商贸强区、
美丽生态口，大力倡导“轰轰烈烈干事，实实在在

出活”的干事文化，深入推进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

改造、化工企业关停搬迁、城中村改造“三件大事”，

着力打造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汉西特色商贸

商务区、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三大功能区。广大干

部群众牢牢扭住转型发展主题，履职尽责、干事创

业，克难攻坚、负重奋进，“三件大事”取得决定性进

展，产业结构、城市功能、社会管理持续转型升级，经

济社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进步，再次

被市委、市政府评为立功单位。

口区委、区政府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为

榜样，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作风、立足岗位、干事创

业，认识新常态、抢抓新机遇、实现新作为，为建设现

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砥砺奋进！

排除万难促转型　心无旁骛谋发展———汉正街
党工委书记徐盛敏

面对汉正街复杂繁重的转型任务，他坚定不移

地深入推进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常年拼搏在最前

线，战斗在最基层，和同志们一道，在艰难中奋进，在

包容奉献中苦乐同行，为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履职

尽责。汉正街完成征收拆迁６２万平方米，拆迁居民
７６００户，实现了从“全省最大的火药桶”到连续三
年不出较大以上安全事故、从交通“肠梗阻”到常态

化畅通、从“三现批发交易”逐步向现场展示、品牌

经营、电子交易转型的阶段性目标，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认可。

轰轰烈烈干事　实实在在出活———宗关街党工
委书记陈洪波

他静心思考，准确把握发展大势；他靠前指挥，

始终奋战在旧城和城中村改造第一线；他心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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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宗关大街小巷、千家万户；他勇于创新，进行了

社会组织孵化、社区居家养老等各种探索；他履职尽

责，打造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等系列党建品牌。全

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突出贡献奖、全市争先创优先

进基层党组织、全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全

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是他三年来带领全街干部

职工交出的成绩单。

真抓实干谋发展　书写古田新篇章———古田街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鲁翠玲

为打造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核心区域，她在全

街提出干事出活，谋事成事的工作理念，在街道全力

推进“１０＋１”行动计划。她着力推进４家国有集体
企业改制，为化工企业关停搬迁和城中村及旧城改

造工作创造条件。她在全区率先推行“模拟征收”

模式，取得良好成效。她加大力度抓好经济工作，街

道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她将民生

服务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各项惠民项目落到实处。

在她的带领下，古田这片老工业基地焕发出了新的

活力。

敢于担当重实干　勇于创新解难题———韩家墩
街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姚碧波

重压在肩思奋进，“担当”二字谋发展。他心里

记着责任，不回避问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带领全

街干部群众实现了街道各项工作的全面提升；他思

想敢于创新，推行公平、公开、公正的阳光征收新模

式，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标准，深得居民和群

众好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签约速度；他行动上真抓

实干，不作秀只做事，“５＋２”、“白 ＋黑”，长期与街
道干部一起奋战在一线，信访稳定、项目征收、城市

管理等难题一一攻克。

狠抓落实不放松　躬下身子号深水———区政府
办副主任操俊峰

“甘当口转型发展的马前卒”是他对自身的

定位。他狠抓协调，往返奔走于市区各部门，将各方

力量拧成一股绳；他认真督办，对关乎区域发展、群

众利益的每一件事项都做到“钉子回脚”；他直面问

题，顶在信访维稳、应急排危一线，化解了一批复杂

矛盾。他有力执行了区委区政府战略方针，推动了

长丰高架、轨道交通等重大工程建设，促进了宜家家

居等重点项目落地，推动实施了老旧物业提档升级、

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等民心工程。

秉公执纪显忠诚　勇于担当奏凯歌———区纪委
副书记鲁志扬

多年的纪检监察案件查办工作中，他积极履行

监督职责，有效协调全区各执纪执法单位参与反腐

败案件查处，近年来先后查处有重大影响大要案件

１３件，案件查处工作连续五年被市纪委评为办案工
作先进。他注重发现党员干部中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他数十次

深入区属单位上廉政党课，用身边的案例教育党员

干部不犯同样的错误，为口区改革、稳定、发展作

出了贡献。

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　以明显成效取信于
民———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吴铁娃

作为全区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组织者，他年近

花甲，强忍病痛，主动担责，积极当好“参谋长”和

“操盘手”，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带领专班同志精心

谋划，认真组织，高标准完成“规定动作”，严要求落

实“创新动作”，全区教育实践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得到了组织和群众认可。中央和省市媒体先后１０
多次聚焦口做法。

做好群众“身边事”　当好百姓“贴心人”———
区信访局原局长王发龙

他奋战在信访工作第一线１６年，作为信访部
门的一班之长，始终秉持“上为党和政府分忧、下

为信访群众请命”的信念，团结带领全局同志积极

应对各类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尽最大努力在“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上下功夫。他长期带病坚

持工作，大力推进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深入开展，

使一大批群众诉求得到有效解决、一批批信访积

案得到及时化解，为全区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积

极贡献。

心系项目建设“牛鼻子”　着力统筹协调敢担
当———区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胡立武

他是“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践行者，带领发改

部门探索建立了一套推进区级重大项目建设的成熟

机制，坚持“一周双会”抓调度，坚持要素保障抓统

筹，坚持问题导向抓流程，成为推动“转型发展、跨

越发展”的排头兵。在他的积极协调下，２０１４年
口区８０个重大项目完成征收拆迁总量１６５万平方
米，实现土地出让１４宗１７１４亩，项目开工总面积
１１５万平方米，竣工总面积１２１万平方米，全社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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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１２％。
真抓实干谋发展　惠及民生促转型———区经信

局（区商务和旅游局、区中小企业发展局）党委副书

记、局长万艳红

几年来，她不辱产业转型的使命，带领大家分析

企业特点，认真梳理政策，合理制定计划，先后化解

土地置换、新区建设等难题，古田地区成功告别化工

时代。

几年来，她牢记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的责任，自觉

加强学习和研究，强化服务和指标调度，在帮助企业

做大做强的同时，口商贸业规模稳居全市第二。

几年来，她不忘为民服务的宗旨，主持起草口

区标准化菜市场布局规划，为缓解部分区域居民买

菜购物难打下了基础。

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敢于担当、埋头苦干、

坚韧不拔、克难攻坚”的口干部精神风貌。

城管为民　为民管城———区城管委（区城管执
法局）党委副书记、主任（局长）张启发

他是城管战线的“老黄牛”和“排头兵”，团结带

领城管干部职工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辖区市容

环境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开拓创新，探索实践

的“多功部洗路法”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高压除

雪法”全国推广，政府引导、社会出资的灯光亮化工

作成为“口模式”；他勇于担当，强推拆违工作，四

年来依法拆除了１２３万平方米违法建设；他身先士
卒，在２０１４年创卫、创文工作中，长期工作在一线，
坚持每天巡查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现场督办解决问

题，圆满完成各项创建工作任务。

坚守信念勇担当　尽职尽责敢创先———区水务
局（区防汛抗旱办）党委副书记、局长（主任）江世红

他一直以“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的信念，

坚持不懈，攻坚克难，完成７５万方的防洪清障工作，
一举创造了“口速度”。他以“服务群众，生态至

上”为目标，依托汉水资源，致力打造全民健身活动

中心，汉江湾体育公园成为服务群众的新亮点、新场

地。他找准问题，深挖根源，在探索终结雨天“看

海”模式的道路上，深谋远虑，率先提出了排水“市

场化、机械化、信息化”改革。他积极创新，勇于突

破，调整了湖泊整治顶层设计，实现由单纯湖泊保护

向湿地公园建设的转变，竹叶海湿地公园成为全市

湖泊保护与治理的经典范例。

创新务实促监管　履职为民保安全———区食药
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张玉红

有一种精神叫奉献，有一种使命叫责任，在

口区食药监局有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领头羊”，

以她独有的人格魅力，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她

经常深入一线解决食品药品重点难点问题，凭着

不懈的工作激情，狠抓队伍建设，落实科学监管，

大力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整治，对违法事件实行“零

容忍”；创新推行食品安全责任险和食品经营许可

“两证合一”便民措施，成功打造的小餐饮便民服

务区走在全市前列，带领全局在区绩效目标考评

中连续两年立功，为口转型发展提供了食品药

品安全的有力保障。

不顾小家顾大家　敢叫旧城换新颜———区建设
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江兴

他甘于奉献，一心为公。在口区城建攻坚工

作中勇挑重担，围绕宜家、园博园、中田赛等重大建

设项目，他带领分管科室及项目部，以建设工地为

家，以口事业为念，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妻子病危

时都未曾有丝毫放松。全年完成江发路、长丰西路

等８条重点道路建设６５公里，取得了口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历史新突破，以实实在在的成绩赢得了

群众的肯定。

勇挑城中村改造重担　甘做村
!

转型铺路

工———区城改办副主任陈卫国

他从事城中村改造工作近８年，一直奋战在基
层一线，专啃“腊骨头”，有着过硬的专业素养和丰

富的工作经验，为口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干工

作有股百折不挠、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牛劲”和“拼

劲”，敢于涉深水、破坚冰，先后完成了９个村土地
挂牌，吸纳改造资金约１７０亿元，引进了一大批知
名上市企业；他心系群众，在推进征地拆迁、还建

房建设等过程中，始终把群众利益摆在第一位，坚

持依靠群众推动工作，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他敢于创新，面对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复杂的矛盾，

不避难、不退缩，创新举措，成功破解了一个又一

个难题。

破企业搬迁艰冰　建宜居和谐家园———古田街
党工委副书记李书荣

作为口区化工企业改造专班的一员，他积

极投身口“三件大事”，在工作中勇于担当，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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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和阻力。２０１４年，完成了远大医药公司的顺
利搬迁，该公司１５００名在职职工得到合理分流，
４０００多件设备和 １２万平方米的厂房安全拆卸、
２０００多名退休职工的信访问题妥善处理。２０１１
年以来，化工企业改造专班累计安全拆卸房屋４０
万平方米。在信访接待中，他坚持关口前移，努力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处理各类信访个案 ５０多例，
接待群访２３０批（次），实现了企业顺利搬迁、社会
和谐稳定双赢局面。

真抓实干促发展　恪尽职守谱新篇———汉正街
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赖辉

作为口区汉正街银丰片项目征收的常务副指

挥长，他自觉践诺“和谐征收、文明征收、阳光征收”

的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依法依规、有情操作，仅

仅用２年半的时间，完成了１９７８户居民、４９家企
业、近２０万平方米的征收任务，取得了无一人越级
上访、无一起安全事故的工作佳绩，打响了汉正街征

收拆迁的第一枪，为后续征收拆迁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为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争取了时间。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４２９　来源：长江日报）

武汉宜家购物中心开业

首日８万人尝鲜
（记者　蔡木子）

华中地区第一家英特宜家购物中心———武汉

宜家购物中心４月３０日开业。市长万勇会见了宜
家购物中心总裁约翰·泰格纳一行。据悉，武汉

宜家的业绩超出预期，考虑在汉加大投资，或将再

开设二店。

武汉宜家购物中心投资约 ３０亿元，建筑面积
２５万平方米。购物中心开业后，预计年均客流量
２０００万人次，年均营业额 ２０亿元，新增就业岗位
４０００余个，将打造武汉新的商业中心，激活汉口西
部的发展活力。该中心连同已于去年９月营业的武
汉宜家家居商场，共同构成宜家购物中心联合体，是

宜家目前在国内规模最大、投资最强、经营品种最多

的项目之一。开张首日，宜家购物中心就吸引了８
万人去尝鲜。

约翰·泰格纳感谢市区政府对宜家项目的大力

支持。他说，自２００９年首次来武汉，每次来都感觉

到这座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面貌有了巨大变化。

武汉市人口与自己的家乡瑞典一样多，市场巨大；宜

家品牌不仅受到了武汉人的欢迎，还吸引了很多周

边城市的市民来武汉购物。相信武汉宜家购物中心

开业后，还将创造更好业绩，宜家也正在探讨于武汉

江南地区开设宜家二店。

万勇说，宜家在汉的两个项目均已顺利建成运

营，对提升武汉城市功能很有意义。目前，武汉正处

于快速发展机遇期，长江经济带战略、长江中游城市

群发展规划等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均将我市定位于重

要的节点城市之一。加之武汉四通八达的高铁网

络，武汉宜家项目将辐射周边、中部，乃至更远的地

区。我市将一如既往为宜家项目做好服务，加快项

目配套道路建设及交通运营组织，助力宜家在汉做

大做强。

副市长卢沙野，市政府秘书长郭胜伟参加会见。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５０２　来源：长江日报）

万勇调研江汉区口区要求

整体谋划推进　大汉口打造两个“升级版”
（记者　蔡木子）

１２日、１３日，市长万勇分别调研江汉区、口
区，实地考察武汉民间金融街、武汉国际广场及武广

商圈、省电器集团片旧城改造、汉江湾体育公园、宜

家购物中心、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等项目运营建

设情况。他要求，对江汉、口、江岸等大汉口地区，

要整体谋划、联动发展，在加速转型升级中打造经济

和城市两个“升级版”，重振大汉口雄风。

作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江汉区形

成了金融、现代物流、信息中介、现代商贸四大支柱

产业，致力于打造“全域ＣＢＤ”。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
区内服务业增加值由４２２亿元提高到７５１亿元。民
间金融街开华中地区先河，全区已聚集各类金融机

构３００余家。
口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３个产业园已引

进电商企业４３０家，年交易额超４００亿元。“一路
乐”智慧旅游平台等一批武汉本土生长起来的电商

企业，充满创意，发展迅猛。口区还着力发展现代

商贸、医疗健康、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

围绕绿道年、路网年、停车场年“三个年”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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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江汉区今年将建设绿道１６公里、道路２５条、停
车泊位２０００个；口区今年计划新建绿道２７７公
里、建成１０条支微道路、启动９个停车场建设。

万勇强调，江汉区要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抓手，

敢于创新探索“互联网＋服务”发展新路，引领全市
现代服务业新发展。进一步拓展支柱产业，牢牢抓

住金融业这一重中之重；提升城市品位，提升长江大

道、新华路两条轴线；完善整体功能，把现代服务业

功能做足，打造世界级商圈。

万勇要求，口区要把“三个年”的工作融入到

打造两个“升级版”中去，推动市场与产业、先进制

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汉正街中央商务区与汉江湾规

划发展的深度结合。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注重集中规

划、连片整理、综合开发企业提供孵化和产业化一体

化服务；让企业发源于武汉、立足武汉、服务武汉，做

强做大于武汉。

副市长卢沙野，市政府秘书长郭胜伟参加调研。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５１４　来源：长江日报）

中学生田径世锦赛今日开幕

（记者　马明玉）

为期两天的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
第二届亚洲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今日将在武汉四中开

幕。这是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首次走出欧洲、来

到亚洲，并首次在一所中学举办。本届大赛共设男

子１６项女子５项，来自２９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３８名
选手将在江城展开角逐。武汉四中也派出１２人队
伍参赛。

尽管赛事涵盖了跑、投、跳三个比赛类别，但与

成人赛事有些区别。据竞赛处负责人介绍，中学生

比赛不同于专业赛事，主要以兴趣和锻炼身体为主。

比如女子跨栏就分 １００米和 ３００米，接力首棒跑
１００米二棒２００米以此递增。此外为鼓励学生全面
发展，参赛选手每人必须要在跑、跳、投三项中选择

两个项目参加。

在３０日赛事收官后，所有选手还将进行一场以
“友谊之夜”为主题的联欢会。组委会还将在７月１
日安排选手与武汉市一些学校开展“世界中学

生·武汉文化交流活动”。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６２８　来源：湖北日报）

武汉四中上演青春派

（记者　马明玉）

昨日下午，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武
汉四中拉开大幕，共有来自２９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３８
名中学生田径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次竞赛，更是一次聚会，一次青春的派对。

开幕式以武汉市市花梅花开场，如雪一般白的

梅花似乎也为现场增添了一丝清凉。随后，４５０名
小学生进场，整齐划一地挥舞起具有江城特色的木

兰伞，一段舞蹈赢得了中外佳宾的热烈掌声。随后，

学生演员手持兰色的长布，表现了长江和汉江，呈现

两江汇流，尤如一个巨大的人字，尽现大江大河大武

汉的风采。

当一幕幕江城古韵让各国少年目不暇接时，现

场音乐突然加速，将年轻人拉回时尚和刺激的世界

里。两个车手隔空相对，越过障碍物，随后又从高约

两米半的空中稳稳落下，这样的高难度动作让现场

观众大呼过瘾。街舞和斗舞，更是欧美学生们再熟

悉不过的节目。在这个表演环节，不少站在场边的

外国选手都手舞足蹈，跟着跳了起来。而啦啦操美

女们的登场更是让现场进入高潮，巴西队和法国队

的学生们以吹口哨的方式，朝同龄人打起了招呼。

文艺表演结束后，伴随着乐队现场演唱摇滚风

格的《我相信》，澳大利亚队率先进场，当东道主中

国代表队进场时，现场再度被掌声和欢呼声淹没。

比赛将于今明两天全面展开。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６２９　来源：湖北日报）

中学生田径世锦赛雨中收官

（记者　马明玉）

在高温下启幕，在大雨中收官，昨日，２０１５年世
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武汉四中结束了全部比赛。

昨日下午，本次比赛重头戏异程接力正待开跑，

天气预报中的大雨“如约而至”，但雨中奔跑也让孩

子们更有激情。“ＳｏＧｏｏｄ！”一位土耳其小帅哥抹了
一把脸上的雨水，开心地笑着。两个小时的雨中鏖

战后，本届赛会完成了全部比赛项目，圆满收官。

在四个组别的成绩榜单上，中国、巴西和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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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３金并列国家选拔队男子组首位；国家选拔队
女子组头名同样被斩获６金的中国队占据，巴西（３
金）和土耳其（２金）分列二、三位；同获４金的土耳
其和印度队并列国家男子校队组金牌榜首；捷克队

以３金列国家女子校队组首位。虽然中国队在校队
组未获冠军，但在女子接力比赛中，武汉四中的邱凡

在最后一棒连续赶超德国和土耳其对手，让全场为

之沸腾。

至此，首次走出欧洲、走进亚洲的世界中学生田

径锦标赛已近尾声，闭幕式将于今日举行。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来源：湖北日报）

第四届武汉大学生电商创新大赛启动

（作者　汪　洋　杨　丽　唐若飞）

以“激励原创，放飞梦想”为主题的第四届武汉

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大赛，１０日开始接
受报名。

本届大赛设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２名、三等奖３
名、优胜奖４名，将分别获得创业启动金和有关政策
扶持。

２０１２年以来，该项赛事一年一届，共吸引１３００
多个团队、８０００余人次参赛，培育２３０余家电商创
业公司，涌现出诸如男人袜、咕噜网、星河博纳、蝴蝶

美食、易惠信息技术等创业典型，引进７９家大学生
创业团队入驻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

基地，其中发展较快者已有７０人的团队规模，年销
售额超过２０００万元。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７１２　来源：湖北日报）

“互联网＋口”：助推转型跨越发展
（撰文　董晓勋）

扣子，衣服上常见的小饰品，但如果形成产业，

其市场规模却不容小觑。

昨日，记者从口区经信局获悉，该区汉正街一

年批发、零售的扣子销售额达５亿元。
年销售额达到５亿元的扣子，以往主要是通过

传统流通渠道进行销售。今年，汉正街首个行业标

准化平台———壹钮扣·中国服装辅料行业第一交易

平台上线运营。

“壹纽扣·中国服装辅料行业第一交易平台，

不仅能通过互联网 ＋的手段，高效满足汉正街商家
的配套需求，还能促进这一服装传统配件行业扩大

规模。”

汉正街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互联

网 ＋传统市场”的理念，该区正推动汉正街向武汉
中央服务区转型，将汉正街打造成真正的“网上汉

正街”。

互联网＋时代，对传统商贸产业大区口而言，
机遇与挑战并存。

唯一，是互联网 ＋时代传统商贸产业重塑客户
体验的重要途径。口区介绍，按照“国内领先、中

部唯一”标准，近年来引进能够引领特大中心城市

现代、时尚、文明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增强城市功

能的宜家、恒隆等重大项目，大力发展金融服务、电

子商务、总部经济、创意设计、品牌展示、文化旅游等

现代服务业。

涅磐，通过互联网 ＋等手段用新的方式激活传
统优势资源。汉正都市工业区，是商务部批准的全

国首批、全省唯一的国家级电视商务示范基地。基

地依托口区丰富的商贸资源，聚集了电子商务及

相关企业４３０家，预计２到３年时间电子商务交易
额突破千亿元。

第一度电、第一滴自来水……口是武汉民族

工业发祥地，历来有着敢为人先的创业创新文化。

承继优秀创业创新文化，支持“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口区科技局介绍，目前口共有８家科
技孵化器，全区创业孵化场地面积２３７９万平方米，
在孵企业１９１家，全区已逐步建立起以国家级孵化
器为龙头的五级孵化体系，科技型企业成长的“

口空间”不断拓展。

今年，口区完成最后一家化工企业搬迁。这

意味着，口区以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改造、化工企

业关停搬迁、城中村改造三件大事为突破口，取得重

大进展。腾笼之后的口，正加快低端产业退出和

新兴产业引进步伐，为以互联网 ＋为代表各类新兴
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

口区主要负责人表示，要发展新经济，开创新

生活，建成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就必须利

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

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形成新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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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新业态，以国际视野、创新思维推动产业结构、城

市功能、社会管理的全面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　政府平台　导入市场力量共同打造
一流科技孵化器

“吸引民间资本共同参与孵化器建设，是口

科技孵化器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昨日，口区科技局负责人介绍，从早期建设的

新材料孵化器开始，该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

“政府引导＋企业化运作”式科技孵化器建设模式。
民营资本加速进入口区孵化器建设经营。

自２０１２年以来，口区依托都市工业区、街道楼
宇和村级工业园等资源，引进民营资本，分步打造

了江城一号创意产业、武汉新工厂工业设计、一网

天下电子商务、同心健康、微果青年创业等７家区
级科技孵化器。

在孵化器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基础上，口

区依托“旗舰”级孵化器，推进由各类孵化器共享的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区科技局介绍，该区以国家级新材料孵化器为

依托，建起了科技文献服务和管理决策支持、专业技

术公共服务、科技合作交流咨询、人才服务、中介服

务等７个创业服务平台，不仅满足了区级孵化器需
求，还能为其他科技型企业提供服务。

多元投资主体、共享公用平台、高效政务服务。

实现创新创业型企业的“关键一跃”，主要在于打通

投融资渠道，实现创新型企业产业化。

在口，“１＋５”的科技金融联动机制，为科技
型企业铺就从创意到规模化的梯形融资服务模式。

区科技局介绍，“１＋５”的模式，是以省市区联动金
融平台建设为基础，包括科技担保、创业投资、天使

投资、科技保险、资本市场融资等５类不同融资模
式，满足企业各发展阶段需求。

“科技金融累计投入１５００万元，通过市区联动
平台为在孵企业提供担保补贴１５６１万元。”

区科技局负责人介绍，在政府担保贷款之外，一

批成熟企业受到风投资本青睐，“如拓普伟域获得

君联资本５００万美元风投”。
以全方位对接，引进外部智力机构。区科技局

介绍，目前该区已经与１５家高等院形成对接关系，
在４０多家咨询企业开展了７８余次技术咨询、合作
及转移，并组建了以湖北氟化工发展战略联盟为代

表的一批官产学研技术联盟。

产业创新　优势产业　打造千亿级电子商务聚
集区

汉正街，南来北往的客商，熙熙攘攘，人流、车

流、物流在狭小的空间流动。

汉正街都市工业区，虽然没有喧嚣，但也有实实

在在的交易量。作为汉派女装销售区的口，辉煌

继续延续，２０１０年左右，以“我的百家”、“安都”为
代表的口本土服装销售型电商快速发展，其中

“我的百家”曾连续三年排名淘宝全网女装第一，年

销售额近２亿元。
“当时区委、区政府从中敏锐意识到，电子商务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新领域，不仅能全面革新传

统商贸业的格局和模式，而且能拉动整个互联网信

息服务产业快速发展。”

汉正街都市工业区领导回忆，当时虽然没有互

联网＋概念，但区委、区政府已经意识到，电子商务
作为新技术手段、新渠道平台的极端重要性。

立足自身优势，结合全区三件大事之一的“汉

正街传统市场搬迁”，口区委、区政府提出，抢抓

武汉建设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

市的机遇，将电子商务产业作为该区重点发展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

２０１２年，汉正街都市工业区被确定为首批国家
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按照打造“总部型、服务型、

应用型、平台型电商集聚区”的发展定位，口区重

点从“引进知名电子商务企业总部、大力发展电子

商务平台、延伸发展电子商务服务、培育优质成长型

企业、促进电子商务广泛应用”等五方面入手开展

产业培育工作。

在空间布局上，口区重点打造产业示范中心、

总部集聚中心、创业孵化中心、应用示范中心、智能

物流中心和综合服务中心“六大功能中心”，形成特

色鲜明、示范引领、配套完善、功能齐全的协调发展

格局。

作为全省唯一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省、市

两级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示
范基地企业获得国家、省市的发改、商务、科技等口

径专项资金超过６２００万元，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了快速发展。

依托政策优势，示范基地实现企业的快速集聚。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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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口电子商务相关企业由２０１２年的３０余家
发展到现在的超过４００家，酒仙网、齐家网、智联招
聘、中国网库、中百电子支付、武汉企派、省供销裕农

网、永乐生活、蜂巢电商、网商动力、小巨人等一批国

内外知名电商企业落户基地。

电子商务基地，还承接了大量汉正街传统市场

商户向网商转型。区经信局介绍，目前汉正街地区

触网商户超过６２００家，由口区政府与阿里巴巴
合作建设的汉正街产业带项目，首年网上交易额已

达１０亿元。
良好的口碑和营商环境，让众多电商项目选择

落户口电商基地。由省供销裕农网实施的“农村

电子商务综合服务站”工程，已在全省建成服务站

点５７７１个。由蜂巢电商运营的淘宝特色中国———
“湖北馆”２０１４年带动全省农产品线上交易额超过
２０亿元。

口区规划，到２０１６年左右全区实现电子商务
交易额突破１０００亿元，聚集年营业额亿元以上电
子商务企业４０家以上，引进或培育电子商务第三方
服务平台企业３０家以上，形成３－５个电子商务专
业楼宇（园区），推动全区８０％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开
展电子商务应用，电子商务产业竞争力和辐射力在

中部地区领先。

管理创新　优质公共服务　创新社会治理建设
美丽口

口，在武汉工业发展历程中发挥重要的历史

性作用，留下了深厚的工业文化的古田地区。

在９９家化工企业生产环节全部外迁的基础上，
口区利用全国新一轮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示范区

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政策优势，在继承中全

面推进老工业区创新发展。

北京７９８艺术区，包豪斯建筑的老厂房成为艺
术家们十分看重的特色创意空间。而古田地区，拥

有众多老厂房，这些“古田记忆”不仅是武汉重要的

工业遗产，也是口独特的文创资源。

以原武汉轻汽厂为基础改建的江城壹号，吸

引众多艺术文化人士的目光，成为口的一张区

域名片。该区介绍，下一步将通过创客 ＋老工业
基地改造，激活独特资源加快文创产业发展化包

袱为财富，使一些有特色的老厂房成为时尚聚集

地、创意新空间。

变化的，不仅是老厂房。汉江湾古田生态新

城，正全力打造展现全新城市形象和发展活力的

城市面貌。

长丰地区正按照城市有机更新的理念，在切实

改善村民居住条件的基础上，拓展发展空间、促进产

业升级、提升城市功能的综合效益。特别是积极整

合产业用地和还建房资源，建设一批配套完善、特色

鲜明的创业园区，提供创新创业载体，成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新天地。

作为曾经的老工业基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口人民的迫切期盼。加快社会治理创新，开创新生

活是对该区居民期盼最好的回应。

口人均绿地面积曾在全市摆尾，生态环境欠

账较多，为在新一轮改造发展中补齐短板。

口区介绍，该区在三环线周边腾出近５０００
亩土地支持园博园和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同

时建设２６万平方米的竹叶海湿地公园和１０６万平
方米的张毕湖公园及包含３２个各类场馆设施的汉
江湾体育公园。

目前，口已形成“两带三园”为核心的口西

部生态休闲圈。据介绍，到今年底，全区公共绿地面

积将从２０１１年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４４８平方米增加
到１２５平方米，使口的生态环境发生根本变化。

创新社会治理，让美好生态与美好生活相得益

彰。该区介绍，将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强社区

综合治理，广泛探索接地气、有特色、受欢迎的服务

模式。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人民群

众在创新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７２０　来源：长江日报）

暴雨中连续排渍１４小时
社区书记病倒工作岗位

八旬老人辗转找到医院：我真希望替她生病

（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杨　丽　叶代莉）

口区长丰街常码社区４８岁的社区书记丁慧，
暴雨中带领群干排渍１４个小时，突发急性脑出血一
头栽倒，社区８１岁的独居老人黄转运辗转两个多小
时找到医院探望。昨日，听说丁慧已恢复意识，在重

症监护室观察，黄转运哭着对记者说：“我真希望能

替她生病。”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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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３日我市普降暴雨，长丰街常码社区因地
势低大面积渍水，当日清晨６时，社区书记丁慧一边
通知其他社区群干，一边拿上工具投入到排渍的紧

张工作中。

“当时雨很大，我们赶到社区时，４５个窨井盖
已被她打开 ７个。”社区副书记陈莫说，丁慧和群
干将４５个窨井盖逐一打开后，又分成几组轮流在
窨井边清理随时冲进来的垃圾杂物，一直忙到中

午１时多。雨势减弱，丁慧和群干刚进社区吃了
几口盒饭，雨势又猛烈起来。丁慧拿起工具又回

到窨井旁。晚上７时５０分，忙了１４个小时的丁慧
刚回到办公室，便一头栽倒在地，送往同济医院抢

救，确诊为急性脑出血。

黄转运哽咽着讲述了发生在去年一个午夜的

事。住在二楼的他起床上厕所，发现客厅全是粪便，

臭不可闻。情急之下，他跑到丁慧家敲门，已经入睡

的丁慧二话没说，随他一起赶往他家。一进屋，拿起

扫把、撮箕和桶，先将客厅的粪便运到楼下下水道

里，又进到厕所里疏通堵塞的管道，弄了半天仍无法

疏通。第二天一大早，丁慧带着管道疏通人员来疏

通了管道。

前日，听说丁慧病倒，黄转运一个人前往同济医

院看望，由于年事已高，加上患有轻微老年痴呆症，

坐过了站，前后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在民警帮助下找

到了丁慧的病房。

常码社区是一个没有物业的老旧社区，大小事

情都依赖社区出面解决。丁慧女儿任静瑜说，妈妈

在社区工作２０多年，每天即便下班回到家，手机也
响个不停。她家住一楼，家里几乎成了公共场所，居

民们只要有事，都习惯直接找到家里，妈妈来者不

拒，总是想办法帮忙解决各种难题和纠纷。

连日来，很多像黄转运一样的居民自发到医院

看望丁慧。丁慧的丈夫３年前中风，百余居民主动
上门轮流照顾。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７２８　来源：长江日报）

“三万”活动驻村“捡”来一个女儿

谢亚平５年关爱助孤儿上大学
（记者　刘　嘉　通讯员　曹　斌）

昨日，在江汉大学５号门，大一新生熊海伦挽着

“父母”的手，高兴地跟同学们介绍：“这是我爸爸、

妈妈和妹妹。”

同学们并不知道，他们其实不是一家人，熊海伦

是“爸爸”谢亚平在“三万”活动驻村时长年帮扶的

孤儿。昨日，谢亚平一家特意送“女儿”来江汉大学

新生报到，还送她一部笔记本电脑，作为进入大学的

礼物。

“你好好学习，我会把你当作亲闺女”

谢亚平是武汉市第十七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

４５岁，长得壮实，爱笑。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粗糙
的人，却有一颗细腻善良的心。

２００９年底，“三万”活动启动，谢亚平被派到黄
陂王家河街，在太阳寺村住了下来。很快，他得知村

里有个孤儿叫熊海伦。

谢亚平第一次见到小海伦时，她正蹲在地上，忙

着往灶里添柴火，年迈的奶奶在灶前炒菜。小海伦

的脸被熏得黑乎乎，身上的衣服打着补丁。

在小海伦１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离开家，
再也没有回来。她被爷爷奶奶带大，但爷爷有高血

压，奶奶体弱多病，没有劳动力。家里养了几只鸡，

卖鸡蛋换钱，再加上低保补助、孤儿补助，这就是一

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了。

谢亚平说，海伦和自己女儿一样大，却一个生活

在蜜罐里，一个过得如此艰难。看着海伦的背影，谢

亚平难受起来，想把她认作女儿，“就当家里多养了

一个孩子”。他跟海伦约定：“以后，你就安心学习，

生活上有我来帮助你。”从那时起，他每个月都资助

熊海伦２００元钱。
２０１０年４月，谢亚平第一次把海伦带回家。头

天晚上，海伦就偷偷地哭了，问她为什么哭，她却不

说。谢亚平知道，海伦是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

融，心里难过了。他告诉海伦：“来我这儿就跟回自

己家一样，我们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此后的每个寒暑假，他都要把海伦接来家里，和

女儿一起玩上几天。他和同为十七初老师的妻子，

给自家女儿买衣服时，从来不忘给小海伦也买一件。

相处３年后，海伦开口叫他“爹”

熊海伦从小失去双亲，性格非常内向。谢亚平

记得，刚接触时，小女孩几乎不跟人说话。“她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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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孩子更敏感，也更自尊”。学校开家长会，别的孩

子都是父母去，她只有爷爷奶奶去。就算难过，她也

都闷在心里从来不表露。

第二次去海伦家，谢亚平特意带上了自己女儿，

两个女孩很快成了朋友。

驻扎在太阳寺村时，虽然大队没有要求，谢亚平

主动每周都去海伦家，专门和她聊天。刚开始谈心，

都是谢亚平一个人在说，海伦只是偶尔点点头。有

一次，谢亚平说到爷爷奶奶又生病了，海伦忽然一下

哭了。“这孩子重感情，心理压力很大，我要帮她减

轻精神负担”。他告诉海伦，光哭没有用，只有更加

努力好好学习，爷爷奶奶才会高兴，“一高兴，他们

的病说不定就好了”。

渐渐地，熊海伦卸下了心防，每次遇到学习退

步、和同学闹矛盾了，都会跟谢亚平倾吐，学习成绩

也越来越稳定。

海伦上高二那年，谢亚平像往常一样，到家里看

望他们。饭熟了，海伦回头喊了一声，“亚爹，吃饭

了”。谢亚平心里特别高兴：一个３年前内向到从
来不喊人的孩子，叫他“亚爹”，感觉自己终于被孩

子接纳了，也说明孩子不再封闭自己，开始开朗面对

生活。

家人般的爱，让孤儿考上大学

今年高考前一个月，海伦的学习压力特别大。

一天，因为一个小争执，她和爷爷奶奶吵架，从学校

跑回了家，说“再也不读书了”。

此时，谢亚平的驻扎点已由黄陂调到江夏。海

伦的爷爷跟谢亚平打来电话，请他来做工作。一听

说这件事，谢亚平立刻请假赶到海伦家，跟她谈心。

交谈后得知，海伦逃学的原因其实是担心高

考考不好。谢亚平安慰她说，读了十几年书，放弃

太可惜，只要尽了全力，不管考得如何，任何人都

不会怪她。

长谈之后，海伦终于卸下压力，重新回到学校。

高考成绩出来后，熊海伦考上了江汉大学行政管理

专业。听到这个消息，谢亚平比自己女儿考上大学

还高兴，专门买了一部笔记本电脑奖励海伦。他鼓

励海伦，以后还要考研究生、考博士。

进入大学校园的熊海伦，比５年前高了、胖了，
话也多了。提及谢亚平这个“父亲”，她说得最多的

就是“感谢”：“‘亚爹’一家是亲人般的存在，他们一

直帮助我，鼓励我，让我感觉到爱和温暖。”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９０６　来源：长江日报）

武汉企业统一钮扣“普通话”

“壹钮扣”打造中部最大服装辅料交易平台

（记者　蔡传雄　杨　菁　董晓勋
通讯员　杨　莉）

坚定信心　竞进提质

一颗平常的大衣平扣，在温州叫馒头扣，在深圳

叫两眼扣，北京叫内平扣，武汉则叫垫扣。

本月，随着中部最大服装辅料交易平台———

“壹钮扣”的改版上线，用新版搜索引擎找“馒头扣”

或“垫扣”，都能自动翻译成“普通话”：两眼扣，并找

出所有相关方言标注的商品，统一推送。

这个“普通话”，就是钮扣的行业标准。为统一

行业标准，“壹钮扣”创始人、武汉鸿马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黄丽娟整整花了３年时间。

快时尚“逼宫”传统交易方式

昨日一早，武汉弗雷迪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乐

颖飞登录“壹钮扣”，发布一则站内消息：求购一款

连衣裙的配套腰带，１５００多件，并附上图片。
不到半天，３家辅料商回音：我们有。乐颖飞打

开３家网页，订了免费的样品。数小时后，样品经
“壹钮扣”的快递免费送到乐颖飞手中。他选定了

其中一家，在“壹钮扣”上直接下单，用网银付了款。

整个寻货过程，一天内完成。如果没有这个网

络平台，乐颖飞找根腰带要花３－７天。
他会派出采购员，在汉正街辅料批发市场上，拿

着照片到相熟商家一家家询问，如果本地没有，还得

派人到广州等地寻找，“来回得５天”。
这三五天的时间差，足以决定一个服装款式的

成败。

乐颖飞在淘宝上有个网店，一个新款前几年可

以流行７－１０天，如今只有３－５天的保鲜期。
更何况，一件衣服涉及的辅料超过５０种：钮扣、

拉链、花边、衬里、填料……部分辅料的型号，如钮

扣，数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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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辅料没到位，衣服就做不出来，多耽搁几

天，“其他服装厂就能把本来属于你的市场抢了”。

黄丽娟形容，服装已成为网上高速飞奔的“汽

车”，而辅料还是辆“板车”，跟得相当吃力。

“壹钮扣”正试图改装这辆“板车”：今年４月，
平台正式运营以来，国内１００多个辅料批发商，２００
多个服装厂网上汇聚，飞速交换信息。去年试运行

期间，３个季度的交易总额达到７００万元。

非专业平台不通“术语”

实际上，辅料厂商上网交易并不新鲜，成绩却多

半不理想。

黄志今年３０岁，是一位汉正街“创二代”，几年
前从父辈手中接过服装饰品生意，就在淘宝上开了

一家网店。结果，网店一年只能卖几千元，“可以忽

略不计”。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饰品种类太多，也没有标

准，网上沟通比较困难。比如，一朵饰品大花，“我

觉得它是牡丹，别人叫它蔷薇，说了半天才知道是同

一种形状”。

有辅料商曾向黄丽娟抱怨：在网站上接到一份

外地服装厂订单，通过网络传话、传图片，弄了３天
都扯不清。最后，派了一个业务员出差，现场沟通，

半天搞定。

黄丽娟自己也被行业标准困扰多年。

２０００年，黄丽娟毕业一年，辞掉银行的稳定工
作，随丈夫雷志雄在汉正街批发钮扣。店铺在永宁

巷，不过１５平方米，里面就有钮扣上万种。
她得记住这些钮扣的颜色、数量、尺寸、材质、进

货地、进货价……很多时候，看上去长得几乎一模一

样的扣子，来自不同的生产厂，进价也不同，“弄错

了就容易亏本”。

如今，黄丽娟实体店每年销售额超过１０００万
元，经手的扣子数十万种，更麻烦。

９年前，黄丽娟在阿里巴巴上开店，希望对方能
给个专业系统解决方案，包括行业标准、销售数据反

馈等，最终没实现。

２００８年，黄丽娟决定自建辅料行业交易平台。
此时，全国有辅料生产、销售企业约３０万家，怎么才
能让大家都讲“普通话”？她决定，制定辅料行业标

准，就从自己最熟悉的钮扣开始。

３年拜访百家企业定参数

２００８年，黄丽娟开始整理钮扣的行业标准，首
站学习地选定意大利，“他们生产钮扣超过百年，经

验丰富”。

赴意大利一周，黄丽娟了解当地钮扣的材质、名

称、优劣判定，暗暗对比国内提法，彻底为钮扣的文

化魅力所折服。

回国后，黄丽娟陆续到温州、深圳、广州、宁波、上

海等城市，拜访逾百家生产企业，寻找标准的参数。

她发现，如果直通通地询问，多半会换来警惕眼

神，只好各种“弯弯绕”：

坐办公室问钮扣的成分、工艺，人家不太愿意

讲，到车间一转，有生产氛围就顺理成章了；大制造

商一般不愿露底，小企业的口风松很多，黄丽娟从小

企业探到基本资料，再回头咨询大企业，两相印证。

寻访过程中，她发现全国有几家大型钮扣生产

厂曾联手制定出一份标准。然而，这份标准有很多

部分无法跟国际接轨。

如“两眼扣”中的“两”，国际通行的表达方式是

“ｄｏｕｂｌｅ”（双），而这份标准上写的是“ｔｗｏ”（二）。
黄丽娟与不少外企打过交道，她知道，“按这份

钮扣标准没法接外单”。

她用了３年时间，搭好钮扣新标准的基本框架。
尔后，根据市场变化一直完善补充。

现在，这个平台的标准已涉及钮扣、花边、拉链、

织带、饰品、衣架、商标、模特、工具等１７大服装辅料
品类的４１５个分类。

昨日，记者从“壹钮扣”后台看到，最新的钮扣

标准包括材质、花色、形状、厚度、用途等１４个范畴
的８８８个属性，仅钮孔就有１４种，钮脚就有１６种。

３城“追”来专业人才

标准定好后，如何嫁接到互联网平台？黄丽娟

发现，她手边没有做网络平台的专业技术人才。

当时，黄丽娟走访深圳、北京、上海多地技术公

司，“人家觉得钮扣生意小，不理我”。她只好试用通

用版本，前后用了５个，“都不行，只能找专人设计”。
２０１０年，黄丽娟看中北京新华书店北发网的技

术总监冯若珊。冯若珊却觉得，“这汉正街老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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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开网站，一时头脑发热”。

黄丽娟没有放弃，一遇到技术问题就打电话给

冯若珊。冯若珊工作换到哪个城市，黄丽娟就追到

哪个城市，最终打动了冯若珊。

随后，黄丽娟从深圳找来营运总监，在腾讯、湖

北安卓公司网罗一批人才。如今，鸿马公司的营运

技术团队有近５０人。
去年，专业团队拿出“壹钮扣”第一版上线试运

营。这一版类似淘宝“天猫”，却引来客户的不满：

订货窗口只能下单，不能订免费样本；追单还要重新

填订单的参数，太复杂……

“我们这样的专业平台没有先例可循，只能边

错边改。”去年一年，“壹钮扣”大小修订１０多次。
团队思路越来越清晰，这里不仅要提供网上的

店铺，更要注重专业化、标准化的精准服务。

如今，“壹钮扣”第三版即将上线，语音搜索等

功能正在开发。将来，在分析交易的大数据后，准备

将过滤后的专业信息推送给辅料厂商。

黄丽娟打算，２０１６年将“壹钮扣”推向全国，
２０１８年争取挂牌上市。她觉得，“唯有前进，才能守
住繁华”。

链接＞＞＞
（记者　杨　菁　通讯员　杨　莉）昨日，记者

从汉正街了解到，汉正街副食行业网络平台将在近

日启动建设。

这个网站是几位汉正街老商户的子女联手创

立，主要进行副食行业的网络交易、专业服务。待平

台上线，因为旧城改造而缩小的汉正街副食板块，将

在互联网上“满血复活”。新的汉正街副食板块将

不具备仓储功能，不会增加中心城区交通压力。

汉正街管委会负责人徐盛敏介绍，如今，类似的

行业互联网平台在汉正街已有２０多个。其中，比较
成熟的行业平台有“翠园礼品”和“壹钮扣”，分别吸

引了数百家汉正街商户。

年底，汉正街电子商务还有一个大动作：启动综

合服务平台建设，准备开设电子导购地图。市民在

手机上点开电子地图，可根据实时导航，穿行在人潮

攒动的汉正街，轻松找到想要购买的物品。

未来，以这个综合服务平台为龙头，数十个行业

平台为“触手”，汉正街将形成一个大型网站群，在

网络世界延续繁华。

据介绍，２００５年前后，汉正街商户陆续开始触
网，在阿里巴巴、淘宝等平台开店，多半是单兵作战，

有零星交易。

近年，在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新常态下，汉正街

商户明显感到经营压力增大。此时，８０后创二代逐
步接班，相比上一代汉正街人，更亲近互联网，藉此

突破的愿望强烈。

２０１３年以后，国内互联网 Ｏ２Ｏ平台兴起，汉正
街电子商务发展加速，开始出现行业网络，提供线上

线下结合的专业服务，启动了商户抱团发展模式，部

分产品销售商向网络服务商转型。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汉正街６０００多经营户已
实现网上交易，约占商户总数的３０％。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０９１５　来源：长江日报）

汉江湾　底色由灰变绿
（湖北日报讯　记者　汪　洋
通讯员　杨　丽　唐若飞）

“杂乱的汉江江滩，变成了体育公园。”

昨日上午，来自武汉市口区宝丰街的唐琴，路

过汉江湾体育公园时，赞不绝口。

在她的印象里，此处江滩长期堆着砂石、搭着棚

子、长着荒草，如今既有绿道，又有广场，还有各种体

育设施，方便市民休闲、健身。

这只是“汉江湾”大蝶变的一个缩影。

随着化工企业搬迁、城中村改造、汉江江滩整治

等一系列举措强力推进，位于汉口西部的汉江湾迎

来“升级版”。

告别化工时代

三千里汉水即将汇入长江之际，在古田地区勾

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形成得天独厚的“汉江湾”。

这块天赐宝地，面积约２７平方公里，在过去的
半个多世纪里，工厂林立、机器轰鸣。统计显示，最

多时，古田地区曾有９９家化工企业扎堆。
时过境迁，当年的远郊已成闹市。不仅企业自

身发展空间受限，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安全问题也

难以破解，这里陷入发展的困境。

２００８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三环以内化工
·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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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全部搬迁，并在青山规划７０多平方公里的化工
新区。７年来，古田地区的化工企业也陆续停产搬
迁，一部分迁入化工新区，一部分彻底关停，还有一

部分外迁。

今年４月，随着最后一条生产线关停，这个曾经
生产了武汉第一块肥皂、第一桶油漆的老工业区，彻

底告别化工时代。

老工业区大蝶变

化工企业一个个搬走了，自然村湾一个个消失

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一片片

生机盎然的城市绿地。连日来，记者采访中真切感

受到新经济、新生活的脉动与活力。

从解放大道步入张毕湖路，继去年瑞典宜家家

居购物中心开业后，今年４月，荟聚购物中心也开业
了。这是瑞典宜家继无锡、北京之后，在中国开设的

第三家荟聚购物中心。不远处，红星美凯龙世博家

居广场正在装修，即将开业。

在古田二路和解放大道的交会处，新加坡凯德

集团投资的凯德古田广场正在加快建设，原来的啤

酒厂厂址上，将建设３９万平方米高档写字楼和购物
休闲娱乐中心，为化工片区改造和古田生态新城建

设树立样板。

另外，投资８０亿元的华润万象汇、投资３６亿元
的招商江湾国际、投资３５亿元的海尔国际广场、投
资２６亿元的汉江湾壹号正在加紧建设。江汉六桥、
长丰高架以及一批园博会配套道路均已建成通车，

为汉江湾提速。

放眼望去，塔吊林立，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口区有关负责人介绍，汉江湾重点引进能够

引领特大中心城市现代、时尚、文明生活方式和消费

方式、增强城市功能的重大项目，发展时尚创意、电

商金融等现代服务业。

未来，这里将崛起大武汉最具特色的生态宜居

之城、商贸服务之城、产业集聚之城。

公共服务提档升级

６月２８日，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武汉四中
举行。

９月２５日，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汉西
开幕。

汉江湾，吸引着世界的眼光。不少地产大鳄纷

纷介入深度开发。

买了房子，但入学难、看病难、养老难，怎么办？

由于历史欠账，配套公共服务严重滞后。为此，口

区多方筹措１０亿元资金，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
集中建设五大民生项目，新的职业教育中心、全民健

身中心、社会养老中心、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均已投入

使用，群众文化活动中心预计年内启用。

随着更多配套项目的实施，过去公共服务的

“短板”，正变身为“样板”。“变化真大！”３１岁的李
芹大学毕业后，在武昌创办果时传播公司，今年将公

司整体迁到口江城壹号创意产业园。

李芹说，以前她对古田地区印象并不好，空气中是

怪味，环境脏乱差。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到宜家家居买

东西，彻底改变了固有印象。“下车后，看到路边的绿

化景观，赏心悦目，我感觉古田的底色由灰变绿了。”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１０２２　来源：湖北日报）

汉江湾演绎生态回归

（策划／撰文／摄影　区委宣传部）

汉江湾购物公园“商业＋生态”格局
商业部分　建筑面积５７万平方米
★宜家家居　建筑面积５万平方米
★宜家荟聚　建筑面积２５万平方米
★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　建筑面积２７万

平方米

生态部分绿化、水域面积２９４８万平方米
◆竹叶海公园７９万平方米
◆张毕湖公园１２４万平方米
◆张公堤森林公园（口部分）８６万平方米
◆宜家小游园５８万平方米

既是购物天堂　也是休闲乐园
购物公园落子汉江湾

汉江湾再次沸腾。

国内家居巨头红星美凯龙布局在武汉的第一家

店———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１０月３１日在额
头湾开业。至此，宜家家居、宜家荟聚、红星美凯龙

三家商业巨头齐聚口西部，共同擎起汉江湾商圈

·７８２·

·附　录·



的大旗。

与以往商圈不同，这里既是购物的天堂，也是休

闲的乐园。

从红星美凯龙出门后，只需要步行 ５到 １０分
钟，沿绿道走过一个过街天桥，就可直接进入张毕湖

公园。

那里绿树掩映、花草遍地、碧波荡漾。漫步湖

边，头顶的天空湛蓝深远，路边的草木郁郁葱葱，耳

畔的鸟鸣宛转悠扬，远离了城市喧嚣，在大自然的怀

抱中沉思遐想，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这也是武汉首个“商业＋生态”的购物公园。
汉江湾商圈核心区周围，竹叶海公园、张公堤城

市公园、张毕湖公园环绕，走不多远，还有园博园和

汉江绿带。

粗略估算，这片５００万平方米的区域，商贸面积
５０余万平方米，绿化、水域面积接近３００万平方米，
相当于６５个解放公园。

但在５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城市
“死角”。如今，商业兴起，绿道环绕，江水奔腾，重

新焕发勃勃生机。

去年９月，宜家家居开业，人潮涌动，争相体验
国际创意家居的魅力。

今年５月，宜家荟聚开业，当天客流量突破１０
万人次，４天累计超过５０万人次。专业人士预计，
宜家荟聚全年将为汉江湾商圈带来２０００万以上的
消费客流。

就在两天前，它们的“邻居”———红星美凯龙世

博家居广场也开业了，一线建材家居名品荟萃，产业

业态进一步完整，聚客能力和商业辐射力愈加增强。

武汉历来就是商业重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
武汉商业从江北一枝独秀，到江南分庭抗礼，再到三

镇百花齐放。老商圈蝶变，新商圈崛起，正在改变这

座城市传统的商业版图格局。

从个体商业街到名店商业中心，从大型仓储超

市到购物中心，商业模式随着消费者的需求不断演

变。如今，体验式购物大行其道，有专业人士指出，

下一种更具生命力的商业模式，是“商业 ＋生态”的
“公园式购物”。纵观全国商业，２０１３年，上海、重
庆、天津等地开始提出“公园式购物”概念，有的已

经付诸行动。

目前，武汉三镇已基本形成一些较为成熟的商

圈，如武广商圈、江汉路商圈、中南商圈、徐东商圈、

光谷商圈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转移，后湖

商圈、四新商圈、南湖商圈正在崛起。而“新生代”

汉江湾商圈的出现，因自带“生态”、“绿色”元素，已

成为武汉商业多元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员。

不出汉江湾商圈，吃喝玩乐看风景一网打尽。

在宜家荟聚，购物嗨翻天，累了就去宜家家居的沙发

上坐坐，在样板间里拍拍全家福，饿了直奔餐厅享受

实惠美食。想要呼吸新鲜空气，只需穿过一座过街

天桥，就可徜徉张毕湖公园，漫步张公堤绿道。开车

回程的路上，还可以顺便去园博园或汉江江滩一睹

风采。

８０后“宜粉”张馨家住武昌，经常坐地铁直奔宜
家，吃吃肉丸子，逛逛商场，然后买几样喜欢的实惠

货。她说，通往竹叶海公园的天桥一修，更不想走

了，吃完还能去公园散步，一天过得自在又悠闲。

四年间人均绿地从４４８平方米增至１２５平方米
汉江湾底色由灰变绿

最新统计显示，武汉市口区公共绿地６６２万
平方米，人均绿地１２５平方米，人均绿地指数在武
汉中心城区的排名，也由第７位跃居前列。

而在２０１１年，该区公共绿地仅２４７万平方米，
人均４４８平方米。４年间，公共绿地增加４１５万平
方米，相当于１３个中山公园；人均指数也“翻番还
拐弯”。

汉江湾生态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改观，在一个生

态欠账较多的老工业区，这是怎样做到的？

生态大格局：由灰变绿

新中国成立后，口古田地区曾是重要的工业

基地，在传统工业发展过程中，既有过辉煌的历史，

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人均绿地长期在武汉中心城

区摆尾。

那时的汉江湾，是灰色的。

为彻底改变这一格局，两届口区委、区政府历

时８年，实现９９家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搬迁，古田跻
身全国新一轮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示范区，从根本

上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改善了口的空气质量、

居住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手笔建设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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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带、张公堤城市森林带、园博园、张毕湖公园、竹叶

海公园“两带三园”。

利用１４５公里汉江江滩资源，统筹开发沿江地
块，关停搬迁江汉二桥到江汉六桥汉江沿线占滩企

业及砂石场４５家，腾退滩地６５万平方米，规划建设
１００万平方米的汉江湾体育公园。目前，一、二期４１
万平方米已经建成，篮球场、足球场、门球场、网球

场、羽毛球场等３２个体育场馆即将全面开放。三期
正在加紧建设，年底完工。

在三环线周边，拆除违法建设５０万平方米，腾出
土地近５０００亩，支持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园博园建
设。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绵延１０公里，目前口部
分已经建成开放，过去尘土飞扬的堤顶公路，按国际

自行车赛道标准建成６米宽的绿道。横跨口、江
汉、东西湖三个区的园博园已经开园，昔日垃圾场变

身生态公园。同时，１２４万平方米的张毕湖公园部分
建成，７９万平方米的竹叶海公园也建成开放。

烙印着中国百年工业激情的汉江湾，已实现从

“化工时代”进入“宜居时代”的自我进化，发展底色

也由灰变绿。人们惊呼：生态回归了！

生态小游园：藏绿于民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是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必经之路，更是城市治理者和城市居民的最大共识

和永恒追求。

大的生态格局确定之后，如何让老百姓享受身

边的绿化成果？

口区的做法是，不断加快旧城改造步伐，充分

考虑绿化绿地、宜居宜业等因素，增加街头游园密

度，藏绿于民。

为了破除生态建设的空间束缚，平均每年拆迁

９０００余户、１６０万平方米，累积改造量达到８００万
平方米。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腾退出来的发展空

间，以最严格的生态标准引进、建设重大项目，精心

谋划主要道路路口绿化建设，不仅注重项目拉动产

业发展的经济效益，更注重项目提升城市品质的生

态效益。２０１１年以来，累计审批各类项目７２个，每
个产业项目绿地率都达到２０％以上，每个住宅小区
绿地率都达到３０％。

正在加快建设的重大项目中，凯德古田广场绿

地率２０％、海尔国际广场绿地率３０％、中建御景星

城绿地率超过３０％……这些项目自带的绿地建成
后，将成为老百姓休憩健身、放松心情的休闲乐园。

国家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区，不仅需要高楼林立，

也需要遍地绿色，一批高品质的街头游园雨后春笋

般冒了出来：２７万平方米的古二南泥湾游园、１２
万平方米的发展广场游园、１万平方米的汉口春天
游园、１８万平方米的御景星城街头生态公园、５８
万平方米的舵落口小森林等遍地开花，不断提高辖

区“婴儿车指数”和城市宜居指数。

统计显示，２０１１年以来，口新建街头游园和
小森林１７个、绿化面积３６万平方米，在家门口，居
民即可触摸绿色、享受绿色。

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效益日益显现，近年来，一

批商业巨头竞相进驻，香港恒隆、香港新世界、上海

复星、广州越秀在口的投资项目都超过百亿元，瑞

典宜家、沃尔玛山姆店都是首次布局中部地区，葛洲

坝总部也从宜昌迁入……随着这些重大项目相继布

局，口将脱胎换骨、凤凰涅?，成为最具产业活力

和都市气质的新型城区。

生态回归，让汉江湾更美好！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１１０２　来源：湖北日报）

打造中部领先、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健康服务业发展高地

口启动“环同济健康城”建设

（策划／撰文／摄影　区委宣传部）

湖北日报讯　大江东去，汉水西来。位于两江
交汇处的口，一直在谋求转型发展。

如何转型？

东部，汉正街改造如火如荼；西部，汉江湾正在

加快崛起。东西之间，有一块三角形宝地，由建设大

道、航空路、中山大道、宝丰路、口路等道路合围而

成，集聚了几乎顶级的医疗资源：同济医院、中山医

院、普爱医院、武汉市一医院、武汉血液中心、武汉精

神卫生中心……品牌集聚，人才众多，潜力巨大。

口区委、区政府审时度势，提出建设“环同济

健康城”，在武汉乃至全省率先扛起发展健康服务

业的大旗。

制定行动方案　高起点规划

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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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建设”写入中央“十三五”发展规划建议。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

论医疗服务综合实力，中部武汉最强，武汉首推

口。早在２０１２年，该区就将健康服务业确定为重
点产业加以培育扶持，先后聚集各类医疗健康服务

机构、企业、实体１８００余家，远大医药、深圳迈瑞、
美年大健康、瑞慈体检、兰卫检测等７０多家骨干优
质企业快速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综合收入突破５００
亿元，成为武汉健康服务业发展最具潜力、活力和实

力的中心城区。

今年１０月，口区政府制定《健康服务业发展
行动方案》，明确指导思想、原则目标、发展方向和

支撑举措，正式启动“环同济健康城”建设。

规划中的“环同济健康城”，将在东至航空路、

南至中山大道、西至宝丰路、北至建设大道的区域范

围内，以同济医学院和同济医院为核心，整合周边丰

富的医疗资源和产业集群，努力打造资源最优、门类

最全、模式最新、实力最强、服务最好，中部领先、全

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健康服务业发展先行示范区。

未来的“环同济健康城”建设，将构筑五大功能

中心，即高端医疗中心、医技研发中心、健康金融中

心、健康管理中心、体验服务中心，坚持八大产业方

向，即健康管理、健康体验、高端医疗、第三方医疗服

务外包、智慧医疗、康体服务、健康金融以及相关支

撑性产业，针对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着重

发力。

根据行动方案，到２０２０年底，该区将集聚５００
家医疗健康服务业规模企业和１００名国内外领军人
才和高端人才，营业服务收入实现倍增，突破１０００
亿元。

凝聚多方力量　投资１５０亿元

“环同济健康城”构想提出后，各大医疗机构和

实力企业积极响应。

在政府引导下，产学研联动，企院校联手，健康

服务业发展愿景一呼百应。同济医院、同济医学院、

中山医院、武汉市一医院、普爱医院、新世界置业

（湖北）公司、远大医药、人福科技、春雨医生等纷纷

与口区签约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谋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十三五”期间，该区健康服务业项

目投资将逾１５０亿元。

———同济医学院计划投资３亿元新建转化医学
研究院。该项目投入使用后，将引进全球顶尖医疗

技术研发团队１００个，平均每年创收超过５亿元人
民币；同时还将投入３亿元，按照国际一流的医学科
研实验中心标准建设医学科学研究院。项目建成后

将极大提高同济医学院的科技研发能力，为武汉健

康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同济医院组建了以院长牵头的工作专班，

积极与口区政府对接，在非医疗核心业务领域寻

求合作模式，并积极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

———远大医药集团扎根口，谋划建设集团总

部大楼，设立药物研发基地，聚集一批健康服务业关

联企业，实现集聚扎堆发展。

———新世界置业（湖北）集团公司追加计划投

资５０亿元，参与健康服务业专业楼宇、总部基地的
规划建设。

为有力响应“环同济健康城”建设，口区还

将虚实结合，提供两大重要支撑：即以古田健康产

业园为配套的产业支撑和以同济健康云平台为载

体的平台支撑，推动健康服务业实现网上网下联

动发展。

经过三年多努力，口健康服务业发展目前呈

现强劲势头。世界５００强公司美国辉瑞、雅培、艺康
等均在口设立分支机构；国内知名健康服务业领

军企业兰卫、迪安、迈瑞、美年大健康、海王星辰等纷

纷落户。各医院机构和医学院校也不断深化国际国

内合作交流，同济医学院先后与德国、美国、日本等

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０余所大学、医院、研究所建
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与一些世界知名高校开展

了联合培养、联合办学、联合研究等工作；普爱医院

积极与德国相关机构合作，策划建设武汉 －维尔茨
堡综合心衰中心、骨科康复中心。

展望未来，快速崛起的健康服务业，必将成为

口产业发展的柱石和城区形象的特质，成为武汉的

一张城市名片！

创新谋发展　共筑健康城

“环同济健康城”如何建设？将带来哪些发展

机遇？昨日上午，“环同济健康城”建设暨口区健

康服务业发展研讨会召开，与会代表积极建言献策，

凝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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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年鉴·



口发展健康服务业大有可为

口区区长　景新华

发展医疗健康服务业，口优势明显：医卫资源

丰富，拥有５家三级甲等医院、２家二级医院、３６家
一级医院，拥有３０余家专业民营医疗机构、３７０余
家各类诊所，全区医疗服务面积、医院病床数量均为

全市平均水平的２－３倍。医疗品牌集聚，同济医学
院有５大学科评估结果位列全国十强，同济医院科
技影响力全国排名第五，武汉市一医院皮肤科、普爱

医院骨科、中山医院神经内科在省内外享有盛誉。

医技人才众多，拥有从业人员３万余人，高级职称近
千人，其中“９７３”计划首席科学家８人、国家千人计
划３人，先后培育出两院院士９人。产业基础厚实，
先后聚集各类医疗健康服务机构、企业、实体１８００
余家，远大医药等７０多家骨干优质企业快速发展。
对口而言，发展医疗健康服务业正当其时、大有可

为，未来将以“环同济健康城”为龙头，努力打造省

市医疗健康服务业发展高地。

让转化医学成为健康城新引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副院长　鲁友明

“十三五”期间，同济医学院拟发展的一个重

点，是以口为基地，整合医疗、健康服务及相关产

业资源，促进医疗健康服务业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和

创新实体的发展，打造“环同济健康城”转化医学新

特色、新亮点。我们相信，同济医学院转化医学必将

成为带动“环同济健康城”建设的新引擎！

构建医疗联合体　树立健康城品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院长　徐永健

口开创性提出“环同济健康城”理念，契合了

国家关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大局，对于推进健康产业建设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在口区政府主导下，我们将充分发挥同济

医院的龙头作用，充分彰显各医疗机构特色，构建医

疗联合体，树立健康城品牌形象；发挥“环同济健康

城”的漩涡效应，吸引高技术产业入驻；适应时代发

展，按照“互联网＋”理念，构建区域健康网络平台，
共享健康信息，实现区域内医疗机构之间无缝对接、

绿色转诊。

健康城建设　必将引爆创新潜能
远大医药董事长　谢国范

有着深厚经济文化积淀的口区，选择“环同

济健康城”建设为突破口，实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

一大特色。健康服务业产业链上有多个环节，医院

和药品提供的服务只是其中的一环，产值却占据整

个行业的９９％。国家规划２０２０年将整个健康服务
业的产值做到８万亿，开启了我国大健康产业“掘
金”时代。除了医药板块外，其他产业链环节更具

高增长机会。整体搬迁后的远大医药正处于转型发

展的新阶段。打造“环同济健康城“，将为企业带来

了难得的机遇。我坚信：“环同济健康城”建设之

机，必将引爆在座企业家的创新潜能，轰轰烈烈干出

一番事业来！

探索具有特色的健康产业之路

美年大健康集团董事长　俞　熔

随着医疗卫生支出的大幅增长及人口老龄化速

度的加快，整个医疗体系的前移———从传统的诊疗

转向预防、干预，显得尤为重要。健康体检产业作为

整个医疗健康产业链的入口端，在国家医疗改革进

程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美年大健康是国内 Ａ股市场医疗和大健康板
块中市值和影响力领先的上市公司，依托庞大的客

户人群、海量精准的健康大数据平台以及遍布全国

的标准化医疗服务体系，已在专科诊疗、基因检测、

慢病管理、远程医疗、女性健康等方面做了尝试和探

索。我们期望在武汉市卫计委的指导下，与口区

政府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一起，共

同致力于探索一条具有特色的健康产业发展之路。

相关链接

２０１３年９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健康服务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健
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８万亿元以上，成为推动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湖北省政府也出台《关于促进健
康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到２０２０年，
健康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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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今年７月，武汉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动员大会
上，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将“生命健康产

业”明确为未来重点培育发展的三大产业领域之一。

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写入中央“十三五”发展规划建议。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１１１１　来源：湖北日报）

老工业基地汇聚海归创客

“绿色化”产业激发“双创”动力

城市有机更新助力口全面转型

集聚近６００家电商企业
口“国家电商示范基地”

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

口经济开发区党群人才服务中心

微果青年创业孵化中心

华中地区最大生活服务电商专业平台———永乐

科技

自２０１２年获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口区
成为全国电商企业青睐之地。据初步统计，全区电

子商务相关企业从最初２０多家发展到近６００余家。
在这个充满澎湃发展动力的基地内，有全国最

大酒类网上零售企业———酒仙网（华中总部），国家

电子商务示范企业———中百电子支付，全国人力资

源平台前三强———智联招聘（武汉分公司），全国医

药流通类企业前三强———九州通（医疗信息公司），

全国工程机械再制造前三强———千里马（电商总

部），华中地区最大生活服务电商专业平台———永

乐科技，阿里巴巴湖北特色馆运营商———湖北蜂巢，

阿里巴巴授权湖北总代理———武汉企派，阿里巴巴

在线国际跨境电商———小巨人，省供销社电商平

台———裕农网，健康产业引导基金———马应龙全国

电商总部等。

汉正街是口区的重大“标签”，电商发展与之

紧密结合。“网上汉正街”正方兴未艾，电商基地建

立汉正街分园区，结合传统市场搬迁和业态更新，鼓

励市场业主“触电上网”，目前，在阿里巴巴、淘宝网

和京东开展网上经营的商户近万家。“阿里巴

巴———汉正街产业带项目”已运营一年，实现网上

交易额１０亿元，访问量超过１４００万次，单日访问

量和成交量一直雄踞全国产业带前列。一纽扣、翠

园礼业等企业开始搭建自有专业电商平台。

通过宣传培训和技术指导，口区还引导和推

动传统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应用。工贸家电、航天电

工、黄鹤楼茶叶、大汉口热干面、华友源等百余家传

统企业，加入了电商行列，开展相关应用。

２０１２年以来，口区联合市人社局连续举办三
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系列大赛，吸引省内外

１２２所高校参与，参赛项目１３００余个，得到３０家风
投机构全程跟进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培育了

２１０余家初创电子商务公司。
目前，直接或间接通过电商大赛引进的大学生

创业项目在口区孵化器落户的已达１０６家。其
中，第一届获奖项目“星河博纳”获得“光谷３５５１”
人才资助，并得到５００万元风投支持；第二届大赛一
等奖“男人袜”项目成为武汉电商众筹第一人，二等

奖“蝴蝶美食电商”获得全国“创青春”大赛金奖。

眼下，２０１５年第四届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
业项目大赛已拉开帷幕。

１１月１２日，口经济开发区内，一场年度招商
引资重大项目签约仪式正在进行，２１个签约项目
中，绝大多数都是当下互联网 ＋产业热点。昔日
口区曾经作为主力的化工企业，被大数据、电商等领

域企业替代。这意味着，经过全面转型，口区化工

时代远去，“绿色化”产业兴起，推动城市有机更新。

此次签约的２１个项目，以海归创客创业为主，
涵盖多个门类：阿里、腾讯、百度旗下的汉正街产业

带、顶级微商等多个项目落户口。洛克希德无人

机有限公司将投建农业大数据中心，武汉股权托管

交易中心拟在口国家电商示范基地设立分中心，

鸿蒙祥云云计算湖北有限公司把区域中心放在

口，九州通带来了全国医疗信息科技平台，远在成都

的勤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建互联网 ＋大数
据交易平台。为了给这些项目提供最佳服务，口

经济开发区还引来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智巢众

创空间项目、５５创意产业园项目、武汉创客邦项
目，让“双创”企业可拎包入驻。

刚刚召开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审议通过关

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绿色”一词，既

有生态内涵，也有经济内涵。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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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全国有名、也被国家批准的老工业基

地，口区把“绿色”与产业嫁接，探索出一条产业

“绿色化”道路：将有污染的工业搬迁，“腾笼换鸟”

引进新兴产业，打造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基地，更

加注重涵养都市气质、更加注重增强创新活力、更加

注重培育现代文明，与五中全会精神深深契合。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原本处在城市边缘的化

工企业“嵌入”主城区，厂区被大型居住区和商业区

包围，严重威胁区域环境质量和群众安全，也限制了

企业的发展空间，整治搬迁势在必行。

２００８年，按照武汉市“工业向远城区集中、中心
城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布局，口对老工

业企业实施“退二进三”第二轮改造。

２０１１年起，口区举全区之力推进汉正街传统
市场搬迁、化工企业搬迁和“城中村”改造三件大

事，化工企业搬迁成为主打工程。坚决关闭污染严

重的企业，按照“向产业链靠拢、向专业园区集中”

的思路，分类外迁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截至今年，９９
家化工企业生产环节全部关停外迁，口彻底告别

化工时代，古田跻身全国新一轮老工业基地调整改

造示范区。

搬迁不是产业的整体退出，在生产环节外迁的

同时，口留住管理、研发、结算等机构，带动传统工

业向以总部经济为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转型。搬迁

也不是完全推倒重来，厚重的工业遗产改造建成富

有特色的新产业载体。

２０１２年５月，汉正街都市工业区被商务部确定
为全国首批３４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之一。目
前，口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发展备受关注，辐射

效应显著，为全区引来近６００家电商企业，年交易额
超过４００亿元。

重大项目放量提质，产业结构深度优化，拓展创

新创业的城市空间，聚集创新创业的企业群落。最

新数据显示，口区电子商务、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

迅速崛起，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预计达到

７４５％，全面迈入转型跨越发展新征程。
２０１５年第９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口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展区

那些口的“智能孵化器”

互联网时代，孵化器有了众创空间的新功能，孵

化企业的速度也在加快，更加智能化。在口，这样

的“智能孵化器”正在批量呈现。

围绕“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

享空间”积极打造创新创业的生态圈，口创造“众

创空间＋孵化器 ＋加速器”的创业孵化全链条发展
模式。目前，已建有“微果”、“ＥＣ创业社”及“口
创客邦”等众创空间。围绕“创新、创业、创意”，在

江城壹号文化产业园的“微果”青年创业孵化中心，

一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面积达２４００平方米，
以创意设计、文化电商、Ｏ２Ｏ模式为孵化重点，通过
创业选拔、商业模式辅导、创业导师培训、天使资金

导入和政府支持服务等方式，引导青年创业者入驻；

二期２０００平方米正在筹建之中。在国家新材料孵
化器的“ＥＣ创业社”及“口创客邦”正在建设之
中，设立创业体验区、独立办公区、众创服务中心、活

动交流中心、导师工作室等。还有一批孵化创业将

陆续启动，蓝焰物流基地拟建设２万平方米的“智
巢众创空间”，海联大厦拟建设 ２３万平方米的
“５５创意空间”，设立研发办公区、体验互动区、展
示推广区、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及主题商业、生活配

套等六大核心区域，以生产性服务业（２５产业）、现
代服务业（３０产业）为主要业态，以数字娱乐、信息
消费为主导产业，以创意性中小企业、网络移动信息

企业、文化科技类企业华中总部、大学生创业机构为

主要服务群体，打造一个集科技企业加速器、大学生

创业基地为一体的创意载体。

在武汉全面创新改革中有作为担重任

口打造“互联网＋”经济引领区

踏上转型发展新征程，口也迎来改革开放以

来最大一次机遇：武汉获批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城市。

昨日口区表示，将以正在承担的全国城区老工业

区搬迁改造试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两项

国家级改革试点项目为引领，以“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为引擎，全面推动城市功能、产业结构、社会管

理转型升级，发展新经济，引领新生活，释放新活力，

在武汉全面创新改革中有作为、担重任。

积极响应市委“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建设国家

创新型城市”动员部署大会精神，口迅速制定

《关于完善全区产业创新工作推进机制的通知》，

成立由区委书记任组长、区长任第一副组长、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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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门为成员的区产业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组建

“互联网 ＋”推进工作组等五个专项工作组，制定
“互联网 ＋”发展等行动方案，这些专项方案，互联
网信息产业占重要份额，由其担当全区产业转型

升级的抓手。

按照“互联网＋”发展行动方案，“互联网＋”将
与全区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重点发展

“互联网＋”创新创业、“互联网＋”现代商贸、“互联
网＋”品质电商、“互联网＋”高端医疗、“互联网＋”
专业金融、“互联网 ＋”工业总部、“互联网 ＋”便民
服务等七大领域，实现经济和城市两个“升级版”，

打造独具口特色、辐射中部地区的“互联网 ＋”经
济引领区、创新区和示范区。

在即将到来的“十三五”，口区拟定未来５年
发展路径：坚持创新驱动、高端演进，加快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加强新兴产业培育扶持，形成以“互联网

＋”为引领，以现代商贸、工业服务业、医疗健康为
主导，以其他优势产业为补充的“１＋３＋Ｎ”的开放
产业体系，建设三大功能区，形成竞相发展态势。

“１”是充分发挥“互联网＋”引领作用。积极推
动“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相互渗透，推动互
联网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打造经

济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大力集聚基于互联网

创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企业、新模式，促进网络经

济与实体经济协同互动发展。推动传统企业积极利

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互联网技术，提升产业

链和价值链。支持互联网企业围绕民生需求创新服

务，提升社会服务信息化、平台化、智能化和人性化

水平。力争到２０２０年，“互联网 ＋”成为区域经济
发展新动力和重要增长极，ＧＤＰ比重显著提升，基
本建成独具口特色、辐射中部地区的“互联网 ＋”
创新示范区。

“３”是重点发展三大主导产业，包括现代商贸、
工业服务业和医疗健康。“Ｎ”是积极培育优势服务
业增长点，包括专业金融、文化创意、专业服务等，保

持产业发展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和灵活性，引导其

他优势服务业协同发展，共同增强区域发展后劲。

三个功能区，则是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理念，遵循

城市一环线、二环线和三环线的规划分界，加快推进

“三旧”改造，着力建设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

宝丰—宗关特色商务带、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三大

功能区，形成定位清晰、功能突出、协调联动、相得益

彰的空间发展格局。

口区表示，新的功能区和开放的产业体系，将

抢抓武汉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实施“万亿倍增”计

划的重大机遇，按照重点突破与整体发展、超前谋划

与梯次推进、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原则，凝

聚各类创新创业要素资源，全面优化现代产业体系

和发展生态，不断增强中心城区经济活力和产业竞

争力，以适应发展新常态、落实创新大战略，坚持转

型发展跨越发展主题不动摇，加快打造经济和城市

两个升级版，有力推动更优结构、更高质量、更好效

益、更强实力的发展，涵养现代、时尚、文明的城市气

质，建成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１１１３　来源：长江日报）

育优优———

第四届武汉市大学生　电商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许晶晶　李月明）

所高校　个项目参与角逐　十强团队共获近
４０００万元意向投资

四架小型无人机盘旋在武汉园博园长江文明馆

上空，时而低空飞行、时而列队悬停。同时，四个智

能机器人在长江文明馆门前广场跳起热舞，引得游

客来宾驻足观赏……昨日下午１４时许，由市政府主
办、口区政府和市人社局承办历时一年的第四届

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在这里

迎来决赛。大赛吸引来自市内外风投机构、创业团

队、企业代表、高校学生代表、新闻媒体５００余人，他
们现场见证了这场面向全国大学生的电商创新创业

年终盛会。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征集来自全国３３个省、区、
市、港澳台地区６４所高校的４７１个参赛项目，参赛
团队总人数突破４０００人，为历年之最。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知名高校均有项目参

赛。经过初审、实训、半决赛等层层筛选，十强团队

脱颖而出，他们共同进入最终的角逐。

昨日的决赛中，“实力对对碰”“百万大畅想”

“创心园梦想”等环节紧张而激烈，十强团队阐释创

业项目、畅谈发展规划、现场拉动人气，呈现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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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纷呈的创业创意秀。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中国

地质大学的嘿设汇项目最终胜出，夺得大赛一等奖，

斩获１０万元创业启动金。在最后的“创业赢未来”
环节中，华工创投、天风天睿投资、华汇创投、鑫晨创

投、天使翼等九家知名风投机构根据十强团队表现，

送出投资项目意向牌，当场达成意向投资金额３９００
万元，将大赛氛围推向高潮。

据悉，自２０１２年以来，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
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已连续举办四届。四年来，大赛

共征集创业项目 １５９５个，参赛团队总人数突破
１００００人，影响大学生群体超过１００万人，百度搜索
收录此项大赛关键词１９１万条；从大赛走出的２６０
余家电子商务创新型企业，初次创业成功率达

５４％，年营业额超过２亿元，吸纳大学生就业４０００
余人；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其中，

２人获得市黄鹤英才专项奖励，２人进入湖北省千人
计划名单；先后有６４个项目获省、市级创业资助；１０
余个项目受到风投机构青睐，累计获得初创扶持资

金２８５０万元。
与此同时，大赛官方网站经过四年精心培育，逐

步升级为“一网、两库、三平台”。“一网”即大学生

创业服务网，“两库”即充分利用历届大赛沉淀资源

建立的创业项目数据库和创业人才数据库，“三平

台”即大赛后端延伸到创业赛事平台（创赛网）、人

才服务平台（汉才网）和创业融资平台（汉投网）。

通过“一网、两库、三平台”的整体运营，大赛正成为

面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永不落幕的品牌”。

中国武汉市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汉口）基地落户口

日前，口区政府获市政府同意，正式启动中国

武汉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汉口）基地建设。
该基地的建设将成为口区委区政府推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落实“互联网 ＋”行动和“城市合伙人计
划”，全面加快区域产业创新的又一重大举措。

据悉，“十三五”期间，该区将按照“市区共建、

专业管理、服务大众”原则，依托国家电子商务示范

基地和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实施“１１１１”工
程，即：建设１００万平方米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创
造１０万个高质量就业岗位，帮扶１００００名大学生
创业，孵化 １０００家成长型、潜力型、创新型企业。

通过构筑“众创空间、孵化基地、产业园区”的全程

孵化体系，健全“孵化发展集群化、创业服务品牌

化、投融资多元化、创新资源共享化”的创业服务体

系，积极推动武汉市大学生创新创业成功率达到全

国领先水平，全力将基地打造成为全国一流的大学

生创新创业平台。

为建设好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汉口）
基地，该区提出加强众创空间、孵化基地、产业园区、

科研院所等四大载体建设，并将为入驻企业和团队

提供“五个一”服务。即：“一证通行”：工商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合一；“一天办

结”：各项手续在２４小时内办理完毕；“一网打尽”：
项目展示、风投引入、人才招聘等业务网上申办；

“一步到位”：创业者拎包入驻功能完善、设施齐全

的标准化办公场地；“一路无忧”：为创业者提供一

千套安居住房。同时，该区人才扶持政策已同步完

善，针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现实需求的户籍落地、人才

评价、技能培训、子女入学等全方位人才服务将得到

全面优化和强化。

创新创业团队展示

嘿设汇创始人高辉，曾多年学习美术，攻研四年

设计专业，立志为设计教育贡献一份力量。２０１４年
冬，他和小伙伴决定休学创业，到北京融资，在饱经

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寒风后，终于在年末遇到了他们

的种子投资人。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０日，迅牛科技有限
公司正式注册，核心团队同步成立，并开发了嘿设

汇———设计教育Ｏ２Ｏ学习服务平台，半年时间，覆
盖全国３１个重点城市，１０００所大学，３０００名校园
推广人员，聚集互联网技术精英和２０００多名优秀
设计师，ＡＰＰ也已拥有２０万忠实用户。

刚刚过去的第四届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业项目大赛，嘿设汇不仅斩获了大赛一等奖，揽走

１０万元创业启动金，还当场获得了４家风投机构的
１０００万元意向投资。

也许不会有人知道，在这几个年轻人最初创业

的日子里，他们在凌晨的窗口看到过怎样的月色和

夜空，但是他们坚信，“嘿设汇”这个名字在不久之

后，一定会覆盖与设计学习相关的每个领域，像漫天

繁星一样闪耀出它深邃幽远、穿越时空的光芒。

域尚品团队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学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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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有着不同的性格、做着不同的工作，唯一共同

点就是———爱吃。大当家陈金磊来自天山脚下，二

掌柜哈胜玺在新疆拥有几百亩果园，他们的想法很

简单，就是希望让新疆最正宗的特产走向全国。这

个由吃货组成的团队，在初创日子里的最大乐趣，就

是在休憩时一边吃着新疆的美食，一边畅聊公司的

美好未来。公司成立至今已有半载，从最初的一穷

二白、一间独立办公室都没有，到现在的颇具规模；

从开始的懵懵懂懂，到现在相对成熟的营运方式；从

开始的不得其法，到现在各地农博会上都可见他们

的产品热销。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良好口碑，从线上

发展到线下，把正宗的新疆特产带给千家万户，既帮

助家乡的人们增加了收入，也让全国人民从舌尖上

品味了真正的新疆。

这就是域尚品的故事，一群吃货最简单的理想。

说起张斯的创业经历，得从２００８年大三的时候
开始说起。那会老爸给的生活费不够，又不想找家

里多要，张斯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卖过二手摩

托车、当过二房东、在学校里面和保安打游击到处贴

牛皮癣卖二手笔记本电脑……直到２００９年底在淘
宝上卖舞用品，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商标“椰

间舞”，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业。

张斯说：“做舞衣其实是为了妈妈，她是忠实的

广场舞爱好者，每天风雨无阻！几年前因为胃癌切

除了７０％的胃，妈妈就是靠着这种简朴、时尚又充
满活力的舞蹈来锻炼身体！看着她健康开心，我就

觉得很幸福！”为了做出适合妈妈穿的舞衣，他把流

行的单肩吊带风格变换成偏保守的 Ｔ恤，同时用大
红、玫红、紫色等鲜艳颜色作为主打，专注走广场舞

路线，品牌也做成了天猫第一家！几年时间为几十

万广场舞爱好者提供了款式新颖的广场舞服装，从

此和广场舞阿姨结下了不解之缘，得到了“青春广

场舞之友”的称号。

张斯当然不肯就此止步，他发现很多妈妈们买

了衣服后，会拍摄舞蹈视频做成 ＭＶ传到网站上去
和大家分享，然而会拍摄视频上传的爱跳舞的妈妈

却只占总数的２％左右！是什么阻碍了包括自己妈
妈在内的这么多爱好广场舞的妈妈们上传视频呢？

张斯说，妈妈就一句话，太麻烦，不会弄！

为了让妈妈随时随地想拍就拍，张斯带着团队

开发了手机端广场舞 ＭＶ傻瓜式制作工具秀舞吧。

张斯说：“我希望能为妈妈多做一些，也希望为天底

下的妈妈多做一些！”

让孩子赢在起跑线

５年前，团队创始人叶圆初为人母，和所有母亲
一样，感到非常欣喜。但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困惑也

接踵而至。孩子慢慢出现了很多爱好，求知欲望也

越来越强，但学习过高等数学的叶圆却没有学习过

如何为人父母。她来到了早教机构，希望寻求专业

人士的帮助。为了找到一家称心合适的早教机构，

叶圆抱着孩子坐公交、挤地铁，十分麻烦和辛苦。

为了帮助所有初为父母的年轻人，她和她的团

队创建了“育优优”。

说起创业经历，叶圆说：“这几年我们经历过太

多太多的挫折，说多了都是泪。”她腼腆地笑了笑：

“但是有一种感觉始终伴随着我们的创业路，那就

是‘幸福感’！我算是团队里最‘没用’的人了，负责

想团队名字和口号！”说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她

说，我们的目标是想打造一个复合电商幼教生态圈，

聚焦服务０—７岁幼儿早教机构和中等收入家庭。
团队创始人李俊杰是移动互联网行业应用专家，就

是靠他，“育优优”已经整合了服务网、管理网、交互

网三网资源；另一个创始人涂聆佳，世界五百强金融

管理专家，则专注打造早教机构管理、早教招生代理

和早教商品代理“互生、互动、互市”的商业生态圈。

现在“育优优”ＰＣ端和 ＡＰＰ功能开发齐全，已经和
苏宁易购红孩子、新爱婴全国连锁机构达成合作意

向，还和重庆一家投资机构达成合作开发市场意向。

叶圆说，我们未来的规划，是用两年的时间，分

三个阶段，做出育优优生存与发展的商业模式，把市

场从湖北复制到重庆、四川、北上广深以及成熟的二

线城市，尽快帮助更多８０、９０后父母！
“育优优”在本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

目大赛上不仅获得了二等奖，得到 ４家风投机构
６００万元投资意向，更是成为最受欢迎的项目，一举
拿下了“最佳人气奖”。拿到这个奖，叶圆的说法是

“万万没有想到”！相信未来的“育优优”一定会成

为初为父母年轻人的必备利器！

大赛微信公众号和官网二维码

微信公众号

大赛官网　ｗｗｗ５１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时间：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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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注重家事案件　拓展妇女维权空间／朱娅敏／／中国妇女报２０１５．０６．２９（２）

工农路社区从居民心里构建长效机制———社区变美了谁也不愿弄脏她／胡雪璇／／《长江日版》２０１５．０６．２９（３）

武汉四中上演青春派／马明玉／／《湖北日报》２０１５０６２９（１０）

中学生田径世锦赛雨中收官／马明玉／／《湖北日报》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１５）

无袍法官的阳光嬗变／朱娅敏／／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５．０７．０５（４）

第四届武汉大学生电商创新大赛启动／汪　洋　杨　丽　唐若飞／／《湖北日报》２０１５０７１２（５）

“互联网＋口”：助推转型跨越发展／董晓勋　马　巍／／《长江日报》２０１５０７２０（２７）

暴雨中连续排渍１４小时　社区书记病倒工作岗位／董晓勋　通讯员　杨　丽　叶代莉／／《长江日报》２０１５０７２８（７）

法官１０年跟踪追回欠款／陈　诚／／长江日报２０１５．０７．３０（８）

跨越发展法治先行———口区“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再续新篇章／杨和平 李文明／／《长江日版》

　２０１５．０８．１８（１６）

“三万”活动驻村“捡”来一个女儿　谢亚平５年关爱助孤儿上大学／刘　嘉　曹　斌／／《长江日报》２０１５０９０６（４）
·７９２·

·附　录·



“壹钮扣”打造中部最大服装辅料交易平台／蔡传雄　杨　菁　董晓勋　杨　莉／／《长江日报》２０１５０９１５（７）

９３岁抗战老兵上德育课／黄洁莹　刘　嘉／／《长江日报》２０１５．０９．１１（１３）

武汉口区实施“电商党建创新工程”／口区委组织部／／《中国组织人事报》２０１５．１０．１６（５）

汉江湾，底色由灰变绿／汪　洋　杨　丽　唐若飞／／《湖北日报》２０１５１０２２（１）

汉江湾演绎生态回归／区委宣传部／／《湖北日报》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口启动“环同济健康城”建设／区委宣传部／／《湖北日报》２０１５１１１１（４）

２１个互联网＋项目落户口／汪　洋　杨　丽／／《湖北日报》２０１５．１１．１３（７）

城市有机更新助力口全面转型／《长江日报》２０１５１１１３（２）

第四届武汉市大学生　电商创新创业大赛落幕／许晶晶　李月明／／《长江日报》２０１５１２１０（６）

加快环保体制改革 依法公开环境信息／邓先锋　刘利娜／／《咨询与政策》２０１５．０１

老工业基地棕地开发环境管理体系建立的一般程序／邓　博　洪　焰　胡　俊／／《环境保护》２０１５．３－４

文化旅游地产与城市综合体发展方向／黄　睿　许　娜／／《学习月刊》２０１５．０４

培育新型邻里关系实现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刘红敏／／《现代物业》２０１５．０６

开展党员示范岗创建　助力社区健康发展／瞿小明／／《党员生活·学习实践》２０１５．０６

打造党建特色品牌　提升服务居民能力／程邯红／／《党员生活·学习实践》２０１５．０６

“四抓”并举　推进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工作／口区科协／／《科协论坛》２０１５．０８

满腔热血沃中华———寻访抗日老战士之蔡国栋／／《当代老年》２０１５．０９

满腔热血沃中华———寻访抗日老战士之吕忠明／／《当代老年》２０１５．０９

“三方联动”探索社区发展的和谐之路／艾 歌／／《党员生活》２０１５．１２

利剑高悬保平安／胡正举／／《党员生活》２０１５．１０

挂职一线写真情／余园欣／／《党员生活》２０１５．１１

·８９２·

·口年鉴·



统 计 资 料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口状况

计量单位：人

单　位 总人口
其　中

男 女
居民中人口 集体户人口 未落户人口

合　计 ５２６４９４ ２６２７７１ ２６３７２３ ５１９４６６ ７０２８ —

易家街 １２３３１ ６５７４ ５７５７ １１２６８ １０６３ —

古田街 ６４９９９ ３２７０２ ３２２９７ ６４７６６ ２３３ —

韩家墩街 ６４４８４ ３２６４２ ３１８４２ ６３６２１ ８６３ —

宗关街 ４９２６９ ２４７０１ ２４５６８ ４８９５５ ３１４ —

汉水桥街 ６０６４０ ２９６４１ ３０９９９ ６０３９５ ２４５ —

宝丰街 ５３２０７ ２５９４５ ２７２６２ ４９８３１ ３３７６ —

荣华街 ４３１５４ ２１０７０ ２２０８４ ４３１５４ — —

汉中街 ４９２７３ ２４２６９ ２５００４ ４８８５７ ４１６ —

汉正街 ７１１２７ ３５９０７ ３５２２０ ７０９３９ １８８ —

六角亭街 ３０３８５ １５０４３ １５３４２ ３０２２５ １６０ —

长丰街 ２７６２５ １４２７７ １３３４８ ２７４５５ １７０ —

其中：农业人口 ５８７ ２９７ ２９０ ５８７ — —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口按年龄分组

单位：人

项　目 合　计 男 女

全区 ５２６４９４ ２６２７７１ ２６３７２３

０－１０岁 ４１２９７ ２１７３６ １９５６１

·９９２·

·附　录·



续表

项　目 合　计 男 女

１１－２０岁 ３１７７８ １６５８８ １５１９０

２１－４０岁 １４４７４１ ７３４９３ ７１２４８

４１－５０岁 ７６６５１ ３７６６２ ３８９８９

５１－６０岁 １１５６４９ ５８２８７ ５７３６２

６１－７０岁 ６９５４５ ３４７６６ ３４７７９

７１－８０岁 ３０６８９ １３５７３ １７１１６

８１－９０岁 １４５２２ ６１１０ ８４１２

９０岁以上 １６２２ ５６６ １０６６

２０１５年口区人口增减情况

单位：人

单　位
出生数 死亡数 净增或净减数

人数 增长率（‰） 人数 增长率（‰） 人数 增长率（‰）

合　计 ５１５５ ９．７９ ４１５２ ７．８９ １００３ １．９１

易家街 １２８ １０．３８ ６８ ５．５１ ６０ ４．８７

古田街 ６１５ ９．４６ ４８９ ７．５２ １２６ １．９４

韩家墩街 ７５３ １１．６８ ４２１ ６．５３ ３３２ ５．１５

宗关街 ４７９ ９．７２ ４２４ ８．６１ ５５ １．１２

汉水桥街 ６４７ １０．６７ ５００ ８．２５ １４７ ２．４２

宝丰街 ４７８ ８．９８ ３４３ ６．４５ １３５ ２．５４

荣华街 ４２０ ９．７３ ３６２ ８．３９ ５８ １．３４

汉中街 ４３４ ８．８１ ４１８ ８．４８ １６ ０．３２

汉正街 ５６４ ７．９３ ７１３ １０．０２ －１４９ －２．０９

六角街 ３０８ １０．１４ ２５５ ８．３９ ５３ １．７４

长丰街 ３２９ １１．９１ １５９ ５．７６ １７０ ６．１５

·００３·

·口年鉴·



２０１５年口区土地面积人口密度

项　目
土地面积

平方千米 比重（％）

人口密度

（人／每平方千米）
居委会（个） 村委会（个）

合　计 ４１．４６ — — １２７ １

易家街 ８．８ ２１．２ １４０１ ４ １

古田街 ５．２２ １２．６ １２４５２ １３ —

韩家墩街 ４．５９ １１．１ １４０４９ １１ —

宗关街 ３．７１ ９．０ １３２８０ １１ —

汉水桥街 ２．６４ ６．４ ２２９７０ １３ —

宝丰街 １．８８ ４．５ ２８３０２ １０ —

荣华街 ０．８１ １．９ ５３２７７ １０ —

汉中街 １．３３ ３．２ ３７０４７ １１ —

汉正街 １．５７ ３．８ ４５３０４ １９ —

六角街 ０．７４ １．８ ４１０６１ １０ —

长丰街 １０．１７ ２４．５ ２７１６ １５ —

注：此数据来源武汉市勘测设计院。

２０１５年口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表

计算单位：万元

项　目
绝对数（万元） 构成（％）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地区生产总值 ５４７６０１２ ５０９５６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第一产业 — — — —

　第二产业 １２９８６９５ １３０４０１９ ２３．７２ ２５．５９

　第三产业 ４１７７３１７ ３７９１６１１ ７６．２８ ７４．４１

·１０３·

·附　录·



２０１５年口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计量单位：万元

项　目

按可比价格计算（单位：万元）

绝对数 以上年为１００的速度（％）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地区生产总值 ４８９４７３６ ４５６８０５０ ７．２ １１．４

　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

　第二产业 １１７７４２２ １１５０９５２ ２．３ １５．７

　　工业 ６４６１９１ ６５３０７８ －１．１ ０．１

　　　规模以上 ４０１９４５ ４１２６７５ －２．６ ６．０

　　　规模以下 ２４４２４６ ２４０４０３ １．６ －１０．８

　　建筑业 ５３１２３１ ４９７８７４ ６．７ ３６．４

　第三产业 ３７１７３１４ ３４１７０９８ ８．８ １０．０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８２３４４ ２７２２５５ ３．７ １１．９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５２３８６ ４６３４２ １３．０ ８．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２８９２３１ １１９７６３６ ７．６ ９．７

　　住宿和餐馆业 ５４３５５８ ５０９２３２ ６．７ ６．０

　　房地产业 ４０２９６１ ３７５８９７ ７．２ ２１．２

　　金融业 ２２６５５２ ２０１６２０ １２．４ ８．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２５８０１ １９９７５３ １３．０ ８．４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４７３３６ ４１８７５ １３．０ ８．４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９４１３ １７１７３ １３．０ ８．４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３１１０２ ２７５１４ １３．０ ８．４

　　教育 １０１７５３ ９００１４ １３．０ ８．４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５０４８５ ２２１５８７ １３．０ ８．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５１０７ ２２２１１ １３．０ ８．４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２１９２８６ １９３９８９ １３．０ ８．４

·２０３·

·口年鉴·



２０１５年口区地区生产总值构成项目表

计量单位：万元

项　目 增加值 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额 固定资产折旧 营业盈余

地区生产总值 ５４７６０１２ ２１５３８９８ ８８６７６４ １０９１９９９ １３４３３５１

　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 — — — — —

　第二产业 １２９８６９５ ３６２４１４ １７１０５７ ５１７２３７ ２４７９８７

　　工业 ６２８７９５ ２６３４０２ ８４５７３ ２２３２８５ ５７５３５

　　　规模以上 ４００２００ １６７６４４ ５３８２７ １４２１１１ ３６６１８

　　　规模以下 ２２８５９５ ９５７５８ ３０７４６ ８１１７４ ２０９１７

　　建筑业 ６６９９００ ９９０１２ ８６４８４ ２９３９５２ １９０４５２

　第三产业 ４１７７３１７ １７９１４８４ ７１５７０７ ５７４７６２ １０９５３６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７２６１４ ２３４３６６ １７１７５ ６０３５７ －３９２８４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５５５３２ ２７９５５ ２６５４ ２０４５２ ４４７１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４１６６６７ ３８２７８３ ３７９２４２ １６３７６７ ４９０８７５

　　住宿和餐馆业 ７０２９８４ ３８７４８５ １５６５５５ １４０４５６ １８４８８

　　房地产业 ４８３８００ １２０８０４ ９０５１９ ８５６３３ １８６８４４

　　金融业 ２７０１６３ ８５５８８ ３０１７７ １１１３１ １４３２６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３９３６４ ２０６８１ ４２６１ １８３５９ １９６０６３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５０１７９ ２９２４９ ３８１４ ７８２３ ９２９３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０５７８ １８２７２ ７１ １１４４ １０９１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３２９７０ １６８１１ ４８６６ ３９７０ ７３２３

　　教育 １０７８６４ ９７１８６ ２２７ ７４７４ ２９７７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６５５２９ １４４９７９ ２２４６４ ３６１６５ ６１９２１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６６１６ １５７８８ ３１９４ １３８７ ６２４７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２３２４５７ ２０９５３７ ４８８ １６６４４ ５７８８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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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工业生产、销售总量

单位：千元

项　目
工业总产值

（当年价）

工业销售产值

（当年价）

总　计 １４９６６４６７ １４６０８３００

总计中：轻工业 ５４２４６９５ ５３８５６９６

重工业 ９５４１７７２ ９２２２６０４

总计中：国有企业 １５８５４５５ １５９４１４０

集体企业 ０ 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０ ０

股份制企业 ７９７９２５６ ７６２９９３１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６７５９７９２ ６７４９５５６

其他企业 ５８９１８ ５４９０１

２０１５年口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一）

单位：千元

项　目
企业单位数

（个）

亏损企业数

（个）

主营业务

收入
利润总额

亏损企业

亏损额
利税总额

本年应付

职工薪酬

全部从业人员

年平均人数

总　计 ３８ １２ １５５０５８８３ ８３９７８０ ５５９１５ ５５８６９１ １７０２２７５ ２２９４７

国有企业 ４ ２ １８７９０９２ １８６２０ ８０４４５ ４６５６５０ ６１９８

集体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联营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 ４ ４７９５７６６ １０８００８ ５２７９５ １５１５６９ ４３１０４９ ７１８９

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１ １３８７２１６ １１０９０４ ７ ７５６６ ３６８５８ ７３１

私营企业 ８ ５ ４５６１０７ １１０７０ ０ １６１５６ ３１０３４ ７３９

其他企业 １ ０ ５９１５５ ３９ ３１１３ １６２８ ６９４３ ２３４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２ ０ ２４４３２５８ ２６４７１７ ０ ２２１９６９ ３９９０７１ ４９０８

外商投资企业 ５ ０ ４４８５２８９ ３２６４２２ ０ ７９３５８ ３３１６７０ ２９４８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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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二）

单位：千元

项　目

年末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资产

合计

流动资产

年平均余额

固定资产

原价
累计折旧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

权益合计

总　计 １３３３５５７０ １１１１２９８ １２２１６５５３ ４３６３０６８２９６９０９１４２０１０９６９２ ９５８１２１４

国有企业 ４０３９０２６ ３３６５８６ ４２９７７４７ ２１７０７９５１１３１５７６２ ７２３９９７０ ４０７５７９２

集体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联营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４１２３１ ３６１７６９ ２０２３１７７ ６８８９１２ ６４３６９２３ ４４３１４２４ ２００５４９５

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１４８９ ２５９５７ ７９４０２ ４５０１６ ４９６５０１ ９８６３８ ３９７８６１

私营企业 ３０２１１８ ２５１７７ ７６５５５ ２７６９０ ３６２８７９ ２２３０７３ １３９８０５

其他企业 ２４２６４ ２０２２ ６１４４ ３７７７ ２７０１７ １４５８４ １２４３３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１９０５５２５ １５８７９４ １９１８３９６ ５６０２９５ ４６３６１４５ ３２１９１８９ １４１６９５６

外商投资企业 ２４１１９１７ ２００９９３ ３８１５１３２ ８６６５８３ ６４１５６８７ ４８８２８１４ １５３２８７２

２０１５年口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消费量

项目
原煤

（吨）

洗精煤

（吨）

其他

洗煤

（吨）

焦炭

（吨）

液化

天然气

（吨）

汽油

（吨）

煤油

（吨）

柴油

（吨）

燃料油

（吨）

液化

石油气

（吨）

其他

石油

制品

（吨）

热力

（百万

千焦）

电力

（万千

瓦时）

购进 ９７１５１ ０ ０ １４ ０ １２０２ ０ ２７８ ０ ０ ０ ０ ３２２７８

消费 １０２９３７ ０ ０ １４ ０ １２０２ ０ ２７８ ０ ０ ０ ０ ３２２７８

库存 ７９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４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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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总值表

指标 计量单位
购 进 量 消 费 量

实物量 合　计 生产消费 非生产消费

原煤 吨 ９７１５１ １０２９３７ １０２９３７ ０

焦炭 吨 １４ １４ １４ ０

汽油 吨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２ ７０４ ４９８

柴油 吨 ２７８ ２７８ ２７７ １

电力 万千瓦时 ３２２７８ ３２２７８ ３２１２１ １５７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筑业企业年报生产情况

项　　目 计量单位 总　计

企业个数 个 ７６

一、建筑业合同情况签订合同额 万元 １５５９８３０７

　１、上年结转合同额 万元 ４９７２７６０

　２、本年新签合同额 万元 １０６２５５４７

二、承包工程完成情况 —

　１、直接从建设单位承揽工程 万元 ４５６９４９７

　２、从建设单位以外承揽工程 万元 ６４５５６

三、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４５９５０９７

四、竣工产值 万元 ８０９３４１

五、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平方米 ９５９９０５７

六、年末自有机械设备 —

　净额 万元 ４９４２６７

　总台数 台 ５８０９１

　总功率 千瓦 ３２０５７９

七、劳动人员情况 —

从事主营业务活动的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４３３６６

　期末从业人数 人 ４３６３６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人 １１６８７

　　　持有一级资质证书人员 人 １１４１

补充资料：企业总产值 万元 ８７６３７９１

·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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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建筑业企业年报财务状况

项　目 计量单位 总　计

一、年末资产负债

流动资产小计 万元 ８４０５４１７

固定资产小计 万元 ４７０３４２８

固定资产原价 万元 １９２３６２５

累计折旧 万元 ６４８５２７

在建工程 万元 １５７３７４

资产合计 万元 １３１３９６８８

流动负债合计 万元 ７００５８７３

负债合计 万元 １０３４３９６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万元 ２７９５７２５

二、损益及分配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７０１１３５５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万元 ２０６６９２

管理费用 万元 ３３５２３６

营业利润 万元 ３３７７８４

利润总额 万元 ３７９９０６

三、工资、福利费

本年应付职工薪酬 万元 ５４４８１３

应收工程款 万元 １１８９６８６

２０１５年口区投资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类　别 完成投资额 同比增长（％）

合　计 ３９２５９７６ １５．２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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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企 业 数

注 册 登 记 企 业 数

应 审 验 企 业 数

实 际 审 验 企 业 数

执 行 标 准 应 变 更 数

执 行 标 准 实 际 变 更 数

产 品 数

有 标 准 产 品 数

标 准 覆 盖 率 （ ％）

其
　
中

国 标 数

行 标 数

地 标 数

企 标 数

备 案 数

复 审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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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案 查 处 数 ／ 限 期 整 改 数

检 查 企 业 数

合 格 企 业 数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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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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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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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８
４６
０
６

２０
２
６２

９
９

９
１５
０／
４



２０１５年口区城镇居民收支表

计量单位：元

指　　标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长（％）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３６５５．００ ３０８７６．５０ ９．００

１工资性收入 １９５０３．５０ １８８２３．５０ ３．６１

２经营净收入 ５１８３．２７ ４０１５．３８ ２９．０９

３财产净收入 ３１２１．６５ ２６０５．４７ １９．８１

４转移性收入 ５８４６．５８ ５４３２．１５ ７．６３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 — —

１食品支出 — — —

２衣着支出 — — —

３居住支出 — — —

４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 — —

５医疗保健支出 — — —

６交通和通信 — — —

７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 — —

８其他商品和服务 — — —

２０１５年口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目标完成情况统计表

单位：个、人

项目

下 岗 失 业 人 员 再 就 业 情 况

按再就业渠道划分 按再就业途径划分

合计
第三产

业吸纳

国有

企业

城镇集

体企业

乡镇

企业

民营

企业

个体

经营

社区

开发

农、林、

牧、

渔业

其他
企业内

部安置

主辅

分离

主管部

门调剂

社会

帮助

个人

自谋

累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４１７２ ９７４ ２０ — — ４３０ １３６５ ２０ — １３６３ ３ — — １１４０ ３０２９

注：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同时１＝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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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个体工商户发展情况

行　业 户数（户）
从业人数

（人）

注册资金

（万元）

总产值

（万元）

营业额（万元）

合　计 其中：零售额

合　计 ５２２４２ １５６７２６ ２３９８５９ ２６１２１０ １８４４１４ １４２０９８

工　业 １１７１ ３５１３ ８１０１ ２１０２７ ４１３３ ３１８５

建筑业 ５０ １５０ １７７ １０６ ６２５ ３３０

运输业 ３８６ １１５８ ２５３２ １９３０ １３６３ １０５０

商　业 ４７２９６ １４１８８８ ２２４６０８ ２３６４８０ １６６５０６ １２８４５１

服务业 ３３３９ １００１７ ４４４１ １６６７ １１７８７ ９０８２

２０１５年口区新办三资企业情况

计量单位：万美元

年份 单位数（个） 投资总额 注册资本 协议外资

２０１５ ３ ８６．６７ ８６．６７ ８６．６７

２０１５年口区三资企业资金实际到位情况

计量单位：万美元

行业类别 单位数 注册资本
资金应到数 资金实到数 累计到资

合计 其中：外方 合计 其中：外方 合计 其中：外方

总　计 ３ ８６．６７ ８６．６７ ３６．６７ ８６．６７ ３６．６７ ８６．６７ ３６．６７

工业 — — — — — — — —

房地产业 — — — — — — — —

建筑、装饰、租赁业 — — — — — — — —

娱乐、饮食业 １ ５０ ５０ — ５０ — ５０ —

其它 ２ ３６．６７ ３６．６７ ３６．６７ ３６．６７ ３６．６７ ３６．６７ ３６．６７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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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三资企业实际入库税收情况

计量单位：万人民币

年　　　　份 实 际 入 库 税 收 额

２０１５年 —

内　　容 计算单位 市目标 实际完成值

２０１５年出口创汇 万美元 ４５８２２ ４５９４４

２０１５年口区外资到位名细表

单位：万美元

到位资金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
应到资 实到资 累计到资

中方 外方 中方 外方 中方 外方

武汉安和怡美贸易有限公司 １６．６７ １６．６７ １６．６７ １６．６７

南丫天虹（武汉）餐饮有限公司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一路乐信息咨询（武汉）有限公司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１５年口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项　目 单　位 合　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７６７７５６０

限额以上 万元 ５３２２４２０

限额以下 万元 ２３５５１４１

注：２０１５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三经普调查后修正数。

·１１３·

·附　录·



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收入预算完成情况

计量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度预算 全年收入 为年度预算（％）

合　计 ３８３４００ ３９２３５９ １０２．３

一、增值税 ２６８００ ２４４００ ９１．０

二、消费税 — — —

三、营业税 ８９６８８ １００１２０ １１１．６

四、企业所得税 ２３１６１ ２１９６１ ９４．８

五、企业所得税退税 — — —

六、个人所得税 １３０６４ １４３００ １０９．５

七、资源税 — — —

八、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 — —

九、城市维护建设税 ５４０００ ５０６８０ ９３．９

十、房产税 １０２１８ １０４９４ １０２．７

十一、印花税 ３５７３ ４８１７ １３４．８

十二、城镇土地使用税 ３３６３ ２６０１ ７７．３

十三、土地增值税 ５４８８６ ４５６９０ ８３．２

十四、车船税 ９７２ １２４４ １２８．０

十五、耕地占用税 ０ １００４ —

十六、契税 ４２９８３ ４７８６３ １１１．４

十七、专项收入 ５５２６ ５４４６ ９８．６

十八、行政性收费收入 １４０００ １１１６３ ７９．７

十九、罚没收入 ７７２９ ８５４２ １１０．５

二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 — —

二十一、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３３１８０ ４１８１６ １２６．０

二十二、其他收入 ２５７ ２１８ ８４．８

二十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 — —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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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财政支出情况

计量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度预算 全年支出 为年指标（％） 为去年同期（％）

合　计 ４２９９４３ ４１７６１９ ９７．１３ １１６．１４

一、一般公共服务 ４６９０３ ４６７９７ ９９．７７ ８６．９８

二、外交 — — — —

三、国防 ５２５ ５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０６

四、公共安全 ４０００３ ４００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７０

五、教育 １３８０３３ １３７７０７ ９９．７６ １４５．４４

六、科学技术 １６２５４ １６２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７．６８

七、文体体育与传媒 ４９０５ ４９０４ ９９．９８ ３１０．５８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６８２４８ ６６８３４ ９７．９３ １０４．２２

九、医疗卫生 ３１７１５ ３１１８５ ９８．３３ １１７．７１

十、环境保护 ５４５４ ５４４３ ９９．８０ ５２７．４２

十一、城乡社区事务 ４０６２５ ４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８．５８

十二、农林水事务 ２１００ １９８１ ９４．３３ ６４．３８

十三、交通运输 ８２３ ８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９．４０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２８５８ ２８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３４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８５５ ８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６．４５

十六、金融监管事务支出 — — — —

十七、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 — — ——— —

十八、住房保障支出 １４４９２ ７２４０ ４９．９６ ３７．４８

十九、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 — — —

二十、其他支出 ８３ 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７０

二十一、债务付息支出（新增） ５９ 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８４．２９

二十二、教育基金支出 — — — —

二十三、社会保障基金支出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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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年度预算 全年支出 为年指标（％） 为去年同期（％）

二十四、城乡基金支出 １２７２３ １０５１６ ８２．６５ ２４４５５．８１

二十五、彩票公益金支出 ２２８４ １９２６ ８４．３３ ２５４．７６

二十六、交通运输基金支出 — — — —

二十七、国债还本支出（非公

共预算）（新增）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０１５年口区房地产交易

计量单位 ２０１５年

房产登记发证户数 户 ２８５０９

房产登记发证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６６．６７

房地产交易起数 起 １３５６１

房地产交易量 万平方米 １１１．０６

存量房交易量 万平方米 ６２．０７

房地产抵押起数 起 ９８０８

２０１５年口区建设局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序号 目标项目 计量单位 ２０１５年累计完成情况

１ 改造背街小巷破损路 万平方米 ４．２１１２５

２ 安装路灯 盏 ７２５

３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项 实施项目６４项，完工通车１５项

亿元 ３５

４ 建筑业管理项目
项 ７８

万平方米 ５７８

５ 协税工作 万元 ５００００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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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园林绿化情况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全区树木 株 １２８０００

全区栽绿篱 公里 ９０

建花坛 公顷 ８０

育苗 公顷 ８

铺草皮 公顷 ２５

区绿化覆盖率 ％ ３９

人平公共绿地 平方米 １２．５

垂直绿化 ｍ １１１００

绿地率 ％ ３４

新增绿地 公顷 ７０．３７

２０１５年口区园林业务活动情况

项　目
其　　　中

合　计 局机关收入（万元） 公园收入（万元） 绿化队收入（万元） 其他单位

合　计 ３８０２．００３５ ８１８
口公园１６７．４
竹叶海公园１０６７．８

１７４８．８０３５ —

财政拨款 ３７６６．８０３５ ８１８
口公园１３４
竹叶海公园１０６６

１７４８．８０３５ —

其他收入 ３５．２ ０
口公园３３．４
竹叶海公园１．８

０ —

·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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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环境卫生设施情况

项　　　目 单位 区城管委数量 各街道数量（估报）

１．果皮箱 个 １５４１ ４２７

２．公共厕所 座 １３２

３．洒水车 ２０吨洒水车 辆 ８ ０

１０吨洒水车 辆 ０ １

８吨洒水车 辆 １３ ０

６吨洒水车 辆 ０ ２
３吨洒水车 辆 ２５ １１

４．高压清洗车 １７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９ ０

１０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０ ０

５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１３ １

０．７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２９ ２１

５．高压洗扫车 辆 ２７ １

６．机扫车 辆 ０ １

７．护栏清洗车 辆 ６ ０

８．自卸车 辆 １２ １９

９．吸粪车 辆 １ ０

１０．吸污车 辆 ２ ０

１１．垃圾压缩车 １６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０ １

１０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３２ ２

８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０ ４

５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６ １４

３吨及以下垃圾压缩车 辆 １９ ３２

１２．垃圾密封车 ５吨垃圾密封车 辆 １ ４

３吨垃圾密封车 辆 ０ １４

３吨以下垃圾密封车 辆 ６ ７

１３．垃圾勾臂车 １２吨勾臂车 辆 １２ １

０．７吨勾臂车 辆 １０ ３０

１４．铲车 正铲 辆 ８ ５

反铲 辆 １ ０

１５．道路清扫面积 万平方米 ４３５．１２ ５５１．８５

１６．清运垃圾（全年） 万吨 ４５．２５

注：以上数据为统计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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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文化事业基本情况

单　位 在编职工人数
文化技术人员

合　计 副研究馆员 馆　员 助理馆员 管理员

区文化馆 １２ １１ １ ２ ７ １

区图书馆 １１ １０ １ ３ １ ５

合　计 ２３ ２１ ２ ５ ８ ６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化活动情况（一）

文化单位

站、点数

阵地活动

面积

（平方米）

容纳人数

（人）

举办展览

（次）

展出作品

（件）

文化阵地

开展活动

（场次）

文化阵地活

动参加人数

（万人次）

区文化馆 １１ ２０００ ５００ ４ １６０ ２４０ ２

区图书馆 ２１ ２５００ ４００ １２ １６ ３６ ９

居民文化室 ３６ ５０１０ ２０００ ６８ ８９６ １２０ ８

舞厅、歌厅、卡拉ＯＫ厅 １４ ６９６５ ７８９６ ０ ０ ０ ０

音像发行站，音像放映点 １１ １２００ ５４６２ ０ ０ ０ ０

个体书摊 ４５ ６００ ４５０ ０ ０ ０ ０

台球、游戏机经营户 ２８ ２３６５ １２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　计 １６６ ２０６４０ １７９０８ ８４ １０７２ ３９６ １９

２０１５年口区文化活动情况（二）

单　　位
竞赛成绩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奖
集体成绩

市级

区文化馆
个人 ２ １ ７

集体 ４

区图书馆
个人 １ ２ １

集体 １

优秀

组织奖

２０１５年武汉市“知识工
程”少儿读书系列活动先

进单位

·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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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　　位
竞赛成绩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奖
集体成绩

省级

区文化馆
个人 ２ １ １

集体

区图书馆
个人

集体 ２

１．“全省儿童绘画原创作
品征集活动”优秀租住

奖。２湖北省第十二届
“童之趣”杯品读家乡的

味道“征文大赛”优秀奖

全国

区文化馆
个人 １ ３

集体

区图书馆
个人 １ ３

集体 １

“２０１５年全国少年儿童阅
读年”—经典阅读绘画大

赛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２０１５年口区体育活动情况（一）

类别 竞赛次数（次） 参加队数（个）
参 加 人 数

合计 男 女

总　计 ２３ １６ ９００ ６５０ ２５０

中学生 １９ １５ ８３０ ６２０ ２１０

小学生 ４ １ ７０ ３０ ４０

职工

２０１５年口区体育活动（二）

类　　别
竞 赛 名 次 集体成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六名 先进区 先进单位

市级

中小学生
团体 ４ ５ ３ ２

个人 ３５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３０

老 年 人
团体

个人

·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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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别
竞 赛 名 次 集体成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六名 先进区 先进单位

省级 中小学生

团体 １

个人 ５ ７ ６ ２

全国 中小学生

团体

个人

２０１５年口区中小学校校舍情况（２０１５年）

学校数（所） 学校占地面积（平方米） 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

总　计 １２６ １０８４３３２．４２ ６８２４０５．３９

普通中学 ２３ ４１０７９８ ２２８７２４

职业中学 １ １２２１０７ ９６９７２

小学 ４１ ３１０９１０ ２５４３６９．７２

特殊教育 １ １１１３６１ ６７４７

幼儿园 ６０ １２９１５６．４２ ９５５９２．６７

注：１、统计系统调整，特殊教育中职纳入职业教育系统统计，义务教育纳入特殊教育统计。
２、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四中召开，一聋校区纳入四中周边地块改造，整体在一职过渡。

２０１５年口区专任教师年龄情况

２５岁以下 ２６－３０岁 ３１－３５岁 ３６－４０岁 ４１－４５岁 ４６－５０岁 ５１－５５岁 ５６－６０岁 ６１岁以上

总　计 ６９ ２１１ ５８３ １０２７ ９９８ ７７７ ５１９ １３３ １

普通中学 ３６ ９９ ３２５ ４８１ ４１４ ３７０ ３１８ ９６ １

职业中学 ２ ５ ４１ ８５ ９８ ８３ ４８ ６ ０

小学 ３１ １０７ ２１７ ４６１ ４８６ ３２４ １５３ ３１ ０

·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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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中小学校基本情况

类别名 校园数（所）

学校 所

其中：

其他部

门办

其中：

社会力

量办

本年毕

业生数

（人）

本年招

生人数

（人）

在校学

生数

（人）

２０１５年
预计毕

业生数

（人）

在校学

生中女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人）

合计
专任

教师

行政

人员

教辅

人员

工勤

人员

代课教

师（人）

总　计 １２６ ７ ４９ １８３４５ １９５０６ ７３１２７ １９７６９ ３２８４４ ６７９４ ５３２９ ３４１ ５５４ ５７０ ２５５

普通高中 ７ ０ ２ ２７５２ ２５５９ ７９３７ ２７４３ ３８９６ １０２４ ８９６ ６０ ５７ １１ ２

初中 １５ １ １ ４５７０ ４２９４ １３４０６ ４４９１ ５９６３ １３７７ １２４３ ６４ ３７ ３３ ３

小学 ４１ １ １ ４７９２ ５８８９ ３１９６４ ４９０９ １４３３８ １９９５ １８１０ １４３ ２２ ２０ １５１

职业中学 ２ ０ ０ １５８７ １３３９ ４２５２ １６８９ １６９５ ３９４ ３６８ ８ ５ １３ ０

特殊教育 １ ０ ０ ０ ０ ３５９ ６５ ８１ ３３ ３３ ０ ０ ０ ０

幼儿园 ６０ ５ ４５ ４６４４ ５４２５ １５２０９ ５８７２ ６８７１ １９７１ ９７９ ６６ ４３３ ４９３ ９９

２０１５年口区民政优抚事业情况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烈军属人数 人 ２３

革命残废人员数 人 ４００

民政代管退休人员 人 １０８５

民政局机关离休人员 人 １

准予登记结婚人数 对 ５５１０

居委会个数 个 １２７

村委会个数 个 １

安置残废人员数（福利企业） 人 ２１１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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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社会救济及优抚事业费使用情况

计量单位：万元

年份 合计
其　　中

抚恤 安置 低保春节慰问 农村及其他社会救济

２０１５ ２６２０．２３６ １５２６．３１２２ ４２６．３３４ ６６４．１９０３ ３．３９９５

２０１５年口区社会团体情况

计量单位：个

年份 各类社会组织
其　　　中

协会 学会 联谊会 研究会 联合会 其他团体

２０１５ ７１ ２９ ７ ４ ２ ４ ２５

２０１５年口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情况表

单　位

诊疗人次数

总计

（人次）

其中：

急诊数

（人次）

向上级

医院转

诊数

（人）

上级医

院向下

转诊数

（人）

实有床

位（张）

病床周

转次数

病床使

用率

（％）

入院

人数

（人）

出院

人数

（人）

出院者

平均住

院数

（天）

出院者

占用总

床日数

病人死

亡人数

（人）

医师人

均每日

担负诊

疗人次

总　计 ８６７５７７６１４３０８ ３１５ ０ ４９１ １７３．７ ４１９．９０ ９２３３ ９２３３ ７０．３ ７０６９３ １ １３１．８

长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４３７０ ２４３７０ ０ ０ ７０ ８．９ １８．４０ ６２２ ６２２ ７．５ ４６９２ ０ ８．１

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２４４３２ ７４６００ ５４ ０ ９９ ２４．４ ５４．３０ ２４２０ ２４２０ ８．２ １９７４４ １ １５．５

宗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００５５４１５４４４０ １２１ ０ ８０ ３６．９ ７０．７０ ２９５１ ２９５１ ７．０ ２０６５７ ０ ４０．０

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５９２２２ ９０２０７ ０ ０ ２５ ２６．８ ６４．２０ ６７０ ６７０ ８．７ ５８５６ ０ ２４．０

荣华崇仁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８８３５８ ４３６９５ ０ ０ ５０ ９．５ ２２．３０ ４７３ ４７３ ８．６ ４０６７ ０ １１．４

宝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９９４１１ ９１７５５ １２５ ０ ５０ ８．６ １９．００ ４３１ ４３１ ８．０ ３４６５ ０ １５．２

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６３４６ ３６３４６ ０ ０ ３５ １５．５ ３１．６０ ５４４ ５４４ ７．４ ４０３６ ０ ７．２

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７４７２ １７４７２ ０ ０ ４０ ２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６ ４２６ ８．０ ３４０８ ０ ３．２

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８８２９ ４３５２９ １５ ０ ４２ １９．８ ３９．４０ ６９６ ６９６ ６．９ ４７６８ ０ ７．２

汉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６８５８３ ３７８９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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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卫生计生系统人员情况统计表

总计

按部门分 按编制分 按工种分 专技人员职称

卫生

行政

部门

参公

单位

事业

单位

社区

卫生

服务

中心

公务

员

参公

人员

事业

在编

人员

人事

代理

临聘

人员

管理

人员

专技

人员

工勤

人员

初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副高

级职

称

人员总计 ９３４ ２４ ２７ １００ ７４８ ２４ ２６ ３５７ ２１０ ２８２ ８３ ７０５ ７０ ５００ １６９ ２２

包括：区卫计委 ２１ ２１ ０ ０ ０ 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２３ ０ １ ０ ０ ０

区计生协会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区红十字会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区公医办 ２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区卫生计生执法大队 ２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区疾控中心 ３６ ０ ０ ３６ ０ ０ ０ ３６ ０ ０ ６ ２８ ２ １１ １６ ０

区妇幼院 ４２ ０ ０ ４２ ０ ０ ０ ４２ ０ ０ ５ ３６ １ ２１ １１ ４

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１３ ０ ０ ０ １１３ ０ ０ ０ ９５ １８ ４ １０２ ７ ７３ ２７ １３

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８０ ０ ０ ０ ４９ ０ ０ ０ ６１ １９ １ ６６ １３ ３９ ９ １

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９４ ０ ０ ０ ８０ ０ ０ ０ ５８ ３６ ４ ６７ ２３ ５１ １６ ３

荣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０５ ０ ０ ０ ７８ ０ ０ ０ ５３ ５２ １ ６５ ３９ ４７ １８ ２

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７５ ０ ０ ０ ５３ ０ ０ ０ ６３ １２ １ ５１ ２３ ３９ １２ ０

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７４ ０ ０ ０ ５７ ０ ０ ０ ６７ ７ １１ ４９ １４ ３７ １０ ０

汉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６０ ０ ０ ０ ５２ ０ ０ ０ ２９ ３１ ４ ５６ ０ ３６ １５ １

长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８ ０ ０ ０ ５８ ０ ０ ０ ０ ５８ ６ ４９ ３ ４１ ６ ２

宗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９６ ０ ０ ０ ９６ ０ ０ ０ ０ ９６ ３ ７８ １５ ６３ １２ ３

宝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６ ０ ０ ０ ５６ ０ ０ ０ ０ ５６ ０ ５４ ２ ３１ ２３ ０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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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医疗机构情况统计表

分 类 项 目

机 构 类 别

辖区医疗机构

总数

区管医疗机构数

（开业）

新登记注册

机构数
停业机构数 注销机构数

医院（专科防治机构） ４９ ２５ ０ ０ 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３３ ３３ １ ３ ０

门诊部 ４８ ４８ ３ ４ ０

诊所、卫生室 ２０３ ２０３ ２ ３ ３７

其他 １ ０ ０ ０ ０

合　计 ３３４ ３０９ ６ １０ ３７

２０１５年口区已婚育龄女婚姻、生育情况

全年实际

出生人数

一孩 二孩 多孩

人数

其中：

计划

外

一孩

率％
人数

其中：

计划

外

二孩

率％
人数

其中：

计划

外

多孩

率％

计划

生育

率（％）

晚婚率 晚育率

％ ％

出生人口

性别比

７１９５ ５１０２ １３ ７０．９１１９８７ ４３８ ２７．６２ １０６ ４８ １．４７ １１２．５６

２０１５年口区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独生子女家庭情况

已婚育龄

妇女数

一个子女家庭 已办独生子女证 已采取节育措施 其　中：

人数 ％ 人数 ％ 人数
综合节

育率％
男女

绝育
上环

皮下

埋植

口服及

注射避

孕药

避孕套 外用药 其他

１３９７０６ １０４８９５ ７５．０８ １６２０７ １１．６ １１８７０１ ８４．９６ １７４ ５２４７９ ３５９ ６８６ ５７８９２ ２２ —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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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口区育龄妇女婚姻、生育年龄别

项　　目 合计 １５－１９岁 ２０－２４岁 ２５－２９岁 ３０－３４岁 ３５－３９岁 ４０－４９岁

合　计 １２３４４６ ７６１３ １２０６１ ３２２９８ ２９３７１ ２２３８３ １９７２０

未婚人数 ４５２４７ ７６０２ １０８９０ １４９７９ ６５５０ ３０２３ ２２０３

已婚人数 ７８１９９ １１ １１７１ １７３１９ ２２８２１ １９３６０ １７５１７

其中：当年新婚 ２５８６ ０ ７６９ １４１９ ３０７ ７５ １６

其中：２３岁及以上新婚 １８６６ — ４９ １４１９ ３０７ ７５ １６

其中：当年生育 ７１９５ １０ ２４５ ２４１０ ３１１８ １１５８ ２５４

其中：２３岁及以上生育 ７０７８ — １３８ ２４１０ ３１１８ １１５８ ２５４

２０１５年口区采取各种节育手术情况

合计 男性节育 女性节育 上环 取环 人工流产 中期引产 大月份引产 皮下埋植

４０２８ １ １０４ ９５１ １０７１ １６８９ １３６ ７６

２０１５年口区育龄妇女节育情况

已婚育龄妇女

人数

已采取节育

措施人数

其　　中

男女绝育 上环 药物 避孕套 外用药 皮埋 其他措施

１３９７０６ １１８７０１ ７２６３ ５２４７９ ６８６ ５７８９２ ２２ ３５９ —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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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殎

殎殎

殎

　　　　

说 明

　　一、本索引采用主题分析索引法，按主题词首字汉语拼音（同音字按声调）顺序
排列；首字相同，按第二字音序排列，依次类推。

二、部类名称、分目名称用黑体字标明。主题词后的阿拉伯数字表示内容所在

页码，数字后的拉丁字母（ａ、ｂ）表示该页码从左至右的栏别。
三、“附见”缩后两格放在相关款目下面，款目之后第二个页码表示该款目参见

内容所在位置。

四、“特载”“大事记”“统计分析资料”等类目未作索引。

数字首

１１０联动工作　１５８ａ

１１３５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２６ｂ

２０１５年口区环境状况公报　１５０ａ

２０１５年口区政府１０件实事办理情况　８１ａ

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第二届亚洲

　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２０３ｂ

Ａ

爱岗敬业　１１１ａ

爱国卫生工作　２２０ｂ

爱心帮扶　２３１ｂ

安全防范　７０ａ

安全管理　１６９ｂ

安全社区创建工作　１８４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１８３ｂ

　　概况　１８３ｂ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　１８４ａ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１８４ｂ

Ｂ

搬迁场地安全监管　２６ａ

办公管理　１９５ａ

宝丰街　２４９ａ
·５２３·



　　城市管理　２５０ａ

　　党建工作　２５０ｂ

　　概况　２４９ａ

　　计生工作　２５１ｂ

　　街道经济　２４９ｂ

　　社会事务　２５０ａ

　　文化建设　２５１ｂ

　　综合治理　２５１ａ

保健品化妆品市场监管　１８２ａ

保密工作　６５ｂ

　　概况　６５ｂ

保密管理　６６ａ

保密技术防护　６６ｂ

保密监督检查　６７ａ

保密宣传教育　６５ｂ

保障房运营管理　１６２ｂ

保障性住房　１５９ｂ

报刊题录　２９７

报刊文选　２７０

报刊文选及题录　２７０

编制政务公开　８６ｂ

标准化和计量工作　１７８ｂ

Ｃ

财政　１９２ａ

　　概况　１９２ａ

财政监管　１９３ｂ

财政审计　１８７ａ

财政收入　１９２ａ

财政收入与支出　４６ｂ

财政　税务　１９２

财政投资评审　１９３ｂ

财政政务公开　１９３ｂ

财政支出　１９２ａ

参政议政　９８ａ　１０１ｂ　１０２ｂ　１０５ａ　１０６ａ　１０８ａ

　１１０ｂ　１１１ｂ　１１３ｂ

参治参建　１４３ａ

餐饮单位提档升级改造　１８２ａ

残疾人就业培训　２３２ｂ

残疾人康复服务　２３２ａ

残疾人社会保障　２３２ｂ

残疾人事业　２３２ａ

　　概况　２３２ａ

残疾人文体工作　２３２ｂ

拆迁工作　２７ａ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１７５ｂ

长丰街　２４０ａ

　　安全生产　２４０ｂ

　　城市管理　２４１ａ

　　“城中村”改造　２４０ａ

　　党建工作　２４１ｂ

　　概况　２４０ａ

　　街道经济　２４０ａ

　　社会事务　２４１ａ

　　重点项目　２４０ｂ

《长丰乡志》样书编纂工作　６８ｂ

长丰新片区配套设施建设　２２６ｂ

常委会议　９６ｂ

诚信企业创建　１８６ｂ

城建项目投融资模式探索　１４９ａ

城市管理与交通运输　１５６ａ

　　概况　１５６ａ

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　１４５ａ

　　概况　１４５ａ

城市建设和管理　１４５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４６ｂ

城市综合管理　１５６ｂ

城乡统筹发展　１４６ａ

　　概况　１４６ａ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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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２２７ｂ

“城中村”改造　２６ｂ

　　概况　２６ｂ

Ｄ

大病医疗救助　２２７ｂ

大气污染防治　１５３ｂ

大型活动食品安全保障　１８２ｂ

代表大会　１２１ａ

代表工作　７５ａ

档案法治建设　２１８ａ

档案基础业务建设　２１７ｂ

档案建设与管理　２１７ｂ

　　概况　２１７ｂ

档案信息数字化　２１８ａ

党风廉政建设　６５ａ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５６ａ

党委班子建设　１４１ａ

党校　５７ｂ

　　概况　５７ｂ

道路交通事故预防　１４０ｂ

道路维护　１５８ａ

道路运输安全管理　１５９ｂ

堤防建设管理　１５０ａ

地方税务　１９９ａ

　　概况　１９９ａ

地籍地政管理　１４５ａ

第四届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大赛

　９１ｂ

电信　１７１ｂ

督促检查工作　５０ａ

“读书之城”建设　２１５ａ

队伍建设　１３１ａ　１３３ｂ　１９４ａ　１９７ｂ　２０３ａ

对台工作　１０２ａ

对台交流　６０ａ

对台事务　６０ａ

　　概况　６０ａ

对外经济贸易　４６ｂ

多党合作　５５ａ

Ｆ

发挥职能　９７ａ

发挥自身优势　１０９ｂ

发展改革管理　１７４ａ

　　概况　１７４ａ

发展规划工作　１７４ａ

法规监察管理　１４５ｂ

法律服务　８４ｂ　１３８ａ

法律援助　１３７ｂ

法制安全　２０４ｂ

法制工作　８４ａ

　　概况　８４ａ

法制建设及依法行政工作　１７６ａ

法治监督　７４ａ

法治口建设　１２９ｂ

反恐维稳　１３０ｂ

防控网络　１３０ｂ

防汛备汛　１４９ｂ

防震减灾工作　１４４ｂ

房屋安全监管　１６０ｂ

非公党建　１１３ｂ

非公有制经济服务　５７ａ

“非遗”和文物保护　２１５ｂ

服务管理　１７０ａ

服务华侨　２３１ａ

服务科技人员　１２０ｂ

服务能力建设　１７１ａ

服务企业　１８９ｂ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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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服务大局　６２ａ

妇女儿童维权　１１７ｂ

妇幼保健工作　２１９ａ

附录　２６０

Ｇ

高新技术产业培育　２１１ｂ

跟踪问效强化　６７ｂ

工程造价管理　１６３ｂ

工会经审工作　１１５ｂ

工会女职工工作　１１５ａ

工会与政府联席会议　１１４ａ

工伤待遇审核工作　２２８ｂ

工商行政管理　１７６ｂ

　　概况　１７６ｂ

工业　４６ａ

工作创新　９７ａ

工作监督　７３ｂ

公安　１３０ａ

　　概况　１３０ａ

公房产业管理　１６２ａ

公房维修服务　１６２ｂ

公费医疗工作　２２２ｂ

公共安全　１３１ａ

公共文化阵地建设　２１５ａ

公民道德建设　２３３ｂ

公务员管理及人事管理　８９ｂ

公益奉献　１１３ａ

公用事业　１６６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１１５ｂ

　　概况　１１５ｂ

供电服务　１６８ａ

供电　１６７ａ

　　概况　１６７ａ

供气　１６９ａ

　　概况　１６９ａ

供水服务　１６６ａ

供水　１６６ａ

　　概况　１６６ａ

古田街　２３８ａ

　　安全稳定　２３８ａ

　　城市治理　２３９ａ

　　概况　２３８ａ

　　街道经济　２３８ａ

　　民生服务　２３８ｂ

　　群团发展　２３９ｂ

　　依法行政　２３９ｂ

固定资产投资　４６ａ

关注民生　７４ｂ

馆藏资源拓展　２１７ｂ

光伏发电　１６８ｂ

规划编制管理　１４５ａ

规划编制　１９０ａ

国家税务　１９５ｂ

　　概况　１９５ｂ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１９３ｂ

国民经济　４６ａ

　　概况　４６ａ

国内贸易　４６ｂ

国有资产经营　１９４ｂ

　　概况　１９４ｂ

国资监管工作　１９４ａ

Ｈ

还建房建设　２７ｂ

海外联谊工作　２３１ａ

韩家墩街　２４２ａ

　　城市管理　２４３ａ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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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工作　２４３ｂ

　　概况　２４２ａ

　　计生工作　２４３ｂ

　　街道经济　２４２ａ

　　社会事务　２４２ｂ

　　项目建设　２４２ａ

　　综合治理　２４３ａ

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项目建设　２６ｂ

汉口客服中心崇仁营业厅　１６７ａ

汉口客服中心口营业厅　１６７ａ

汉水桥街　２４６ａ

　　城市管理　２４７ａ

　　党建工作　２４８ａ

　　概况　２４６ａ

　　街道经济　２４６ｂ

　　平安创建　２４７ｂ

　　社会事务　２４７ｂ

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　２５ａ

　　概况　２５ａ

汉正街　２５６ａ

　　安全生产　２５８ａ

　　城市管理　２５７ｂ

　　党建工作　２５８ｂ

　　电子商务　２５７ａ

　　概况　２５６ａ

　　街道经济　２５６ｂ

　　劳动就业　２５８ａ

　　社会事务　２５７ａ

　　文化工作　２５８ａ

汉正街综合整治工作　１３１ｂ

汉中街　２５３ａ

　　安全稳定　２５３ａ

　　城市管理　２５３ｂ

　　党建工作　２５４ａ

　　基本情况　２５３ａ

　　街道经济　２５３ａ

　　民生工作　２５３ｂ

行政管理工作　１４２ｂ

行政行为规范　８４ｂ

行政监督工作　８５ａ

行政经费　１９３ａ

行政权力“三联单”制度　８６ａ

行政审判　１３４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８５ｂ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１９３ｂ

行政执法和队伍建设　１５８ｂ

红十字会工作和无偿献血工作　２２２ａ

《湖北名村》编纂工作　６９ｂ

湖北省环保模范城市创建　１５３ａ

湖泊保护与治理　１５０ｂ

“互联网＋”工作　１８６ｂ

“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推进　９４ａ

户外广告招牌管理　１５７ｂ

华源电力集团汉口分公司　１６７ｂ

化工企业搬迁场地土壤修复　１５３ａ

化工企业搬迁　２６ａ

　　概况　２６ａ

化工企业停产搬迁　２６ａ

环境保护　１５０ａ

　　概况　１５０ａ

环境卫生管理　１５７ｂ

环境污染投诉处理　１５４ｂ

环境整治　１６０ｂ

环境执法监管　１５４ａ

环投公共自行车办卡窗口设立　９３ｂ

环卫设施建设　１５８ｂ

黄手环敬老爱老活动　１３２ａ

回馈社会　１７１ａ

会务活动　１０５ｂ

会务交流　１０５ａ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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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管理　２２７ｂ

活动开展　１０３ｂ　２３４ｂ

货运管理　１５９ａ

Ｊ

机动车维修管理　１５９ａ

机构编制管理　８６ｂ

机构编制　８５ａ

　　概况　８５ａ

机构改革　１７６ｂ

机关综合保障　９５ａ

　　概况　９５ａ

机关作风建设　９９ａ

机制创新　１９１ｂ

积极参政议政　１０９ａ

积极推动新政务中心建设　９３ａ

基本建设与财务管理　２２１ｂ

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　１４５ｂ

基层党校建设　５９ａ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５１ｂ

基层基础建设工作　１１７ａ

基层基础建设　１３８ｂ

基层科协培训　１２１ａ

基层民防工作建设　１４４ｂ

基层商会活动　１１３ａ

基层组织建设　１１８ｂ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２１９ａ

疾控试点工作　２１９ｂ

集体协商　１１４ｂ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２２１ａ

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１００ｂ

纪检　监察　９９ａ

　　概况　９９ａ

纪律建设　９９ｂ

技能创新　１１４ｂ

绩效考评　６７ａ

　　概况　６７ａ

加强目标管理　６７ｂ

价格管理工作　１８１ａ

检察改革　１３３ｂ

检察　１３２ｂ

　　概况　１３２ｂ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１５４ｂ

建言献策　５５ｂ

建制沿革　４５ｂ

建筑工程安全监督　１６４ｂ

建筑工地监管　１４９ａ

建筑管理　１６３ａ

　　概况　１６３ａ

建筑业　４６ａ

建筑质量监管　１６３ｂ

健康产业发展　２２０ｂ

讲理想比贡献活动　１１９ａ

交通安全管理　１３９ａ

　　概况　１３９ａ

交通安全宣传　１３９ａ

交通禁货　２５ｂ

交通运输　１５８ｂ

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１４０ｂ

交通组织优化　１４０ａ

教学管理　５８ｂ

教育改革　２０１ｂ

教育管理　２００ｂ

教育　４７ａ　２０１ａ

　　概况　２０１ａ

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２０１

教育质量　２０２ｂ

接受监督　１３６ａ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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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　２３５

节能增效　９６ａ

界别活动　９８ｂ

巾帼建功立业　１１７ｂ

巾帼志愿服务　１１８ａ

金融监管工作　１９４ａ

经济管理　１７４

经济和信息化管理　１７５ｂ

　　概况　１７５ｂ

经济开发区　１９０ａ

　　概况　１９０ａ

经济运行工作　１７５ａ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８８ａ

经营情况　１６９ａ

精神文明建设　４７ｂ　６５ａ　２３３ａ

　　概况　２３３ａ

精神障碍患者管控工作　１３１ｂ

精准帮扶工作　１１５ａ

景观灯光亮化建设　１５７ｂ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１０ａ

　　概况　１１０ａ

就业再就业　８９ａ

举荐宣传优秀科技人员　１２０ｂ

捐资助学　１０８ｂ

Ｋ

开展“欢乐社区行”活动　７０ａ

考核评价完善　６８ａ

科技服务业发展　２１１ａ

科技人才战略　２１３ａ

科技与金融结合　２１２ａ

“科技周”主题活动　１２０ａ

“科普日”主题活动　１２０ａ

科普助推行动计划　１１９ｂ

科学技术　４７ａ　２１１ａ

　　概况　２１１ａ

科学谋划开发和产业用地发展　２７ｂ

科研成果　５８ｂ

客运管理　１５９ａ

扩面征缴　２２８ａ

Ｌ

来信来访办理　６１ｂ

劳动关系协调　９１ａ

劳模精神弘扬　１１４ａ

老干部工作　６１ｂ

　　概况　６１ｂ

老干部生活待遇落实　６３ｂ

老干部文体活动　６４ａ

老干部政治待遇落实　６２ｂ

理论武装　５３ａ

理论学习　１０２ｂ　１０８ｂ　１１４ａ　１６１ｂ

理论研讨　１１９ａ

理论与业务培训　９７ｂ

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１１２ｂ

粮食工作　１７５ａ

“两非”综合治理工作　２２１ａ

“两个责任”落实　９９ｂ

“两型”社会建设　１７４ｂ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５０ｂ

领导带队完善大厅巡查制度　９３ｂ

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工作　２２１ｂ

六角亭街　２５４ａ

　　安全稳定　２５５ａ

　　城市管理　２５４ｂ

　　党建工作　２５６ａ

　　概况　２５４ａ

　　经济建设　２５４ｂ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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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计生　２５５ｂ

　　社区建设　２５５ｂ

　　项目建设　２５４ｂ

“六五”普法　１３６ｂ

落实责任制　６７ｂ

旅游市场管理　２１７ａ

绿化管理　１５５ｂ

绿化执法　１５８ｂ

绿色创建及环境宣教　１５４ｂ

Ｍ

满意基层站所创建　１６６ｂ

矛盾化解　１３３ａ

媒体传播发展　６９ｂ

　　概况　６９ｂ

“门前三包”管理　１５７ｂ

盟务活动　１１２ａ

民兵军事训练　１４２ａ

民兵组织建设　１４１ｂ

民防法规宣传　１４３ｂ

民防建设　１４３ａ

　　概况　１４３ａ

民防知识教育　１４４ａ

民防指挥通信建设　１４３ｂ

民间组织登记管理　２２７ａ

民商事审判　１３４ａ

民政　２２６ａ

　　概况　２２６ａ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１０１ａ

民主监督　９８ａ

民族团结创建工作　２２９ａ

民族　宗教　２２９ａ

　　概况　２２９ａ

民族宗教知识培训　２３０ｂ

Ｎ

纳税服务　１９７ａ　２００ｂ

年度工资申报工作　２２８ａ

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７ｂ

　　概况　１０７ｂ

农民工入会工作　１１４ｂ

Ｐ

排水建设管理　１５０ａ

培训工作　５８ａ

品牌文化建设　２１５ｂ

平安口建设　１２９ｂ

平衡情况　１９２ｂ

平台工作　９４ｂ

Ｑ

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　１８４ｂ

企业发展服务　１１９ａ　１９３ａ

企业工作服务　１７５ｂ

企业管理　１７０ｂ

企业审计　１８８ａ

强化“打非治违”　１８４ａ

墙体改革与建筑节能管理　１６３ｂ

侨联活动　２３１ｂ

侨务工作　２３１ａ

　　概况　２３１ａ

侨务信访　２３１ｂ

桥梁“治超”　１５８ｂ

《口年鉴》（２０１５年卷）编纂出版　６８ｂ

口区党史大事记资料征编　６８ｂ

口区地方志工作培训会召开　６９ａ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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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７０ｂ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７２ｂ

口区妇女联合会　１１７ｂ

　　概况　１１７ｂ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１１２ｂ

　　概况　１１２ｂ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１１９ａ

　　概况　１１９ａ

口区情资料征编　６９ａ

口区人大常委会议　７１ａ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７０ｂ

　　概况　７０ｂ

　　概述　７０ｂ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选目　２６８

口区人民政府　７５ｂ

　　概况　７５ｂ

　　概述　７５ｂ

口区人民政府文件选目　２６７

口区直属机关、党派、团体和部分事业（企业）

　单位机构和负责人名单　１２１ｂ

口区总工会　１１３ｂ

　　概况　１１３ｂ

口综述　４５

　　概述　４５ａ

　　基本情况　４５ａ

青年创业创新创优工作　１１６ｂ

青年人才工作　１１６ａ

青年志愿者工作　１１６ａ

青少年关爱维权工作　１１６ｂ

青少年教育工作　１１６ｂ

青少年校外科技活动　１２０ａ

区工会十二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　１１４ａ

区级市政道路建设　１４９ａ

区、街政务服务“四风”问题专项治理　９２ｂ

区委区政府工作会议　４９ａ

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

　会　４９ａ

区委十一届九次全会　４９ｂ

区委十一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

　工作会议　４８ｂ

区域稳定维护　１２９ａ

区政府常务会议　７５ｂ

区直机关工作　６４ａ

　　概况　６４ａ

渠道建设　１７１ｂ

渠道营销　１７２ａ

权属管理　１６１ａ

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　１８５ｂ

全国、省级科普示范区创建　１２１ａ

全民健身　２１６ａ

全民科学素质建设　１１９ａ

群团建设　６５ｂ

群众绿化　１５５ａ

群众团体　１１３ｂ

Ｒ

燃气管理　１５８ａ

人才队伍建设　９０ｂ

人才工作　５２ａ

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办理　８４ａ

人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１４３ａ

人防工程开发利用　１４３ｂ

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　２２１ａ

人力资源管理　８９ａ

　　概况　８９ａ

人民生活　４７ｂ

人民调解　１３７ａ

人民武装　１４１ａ

　　概况　１４１ａ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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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华街　２５２ａ

　　城市管理　２５２ａ

　　党建工作　２５２ｂ

　　概况　２５２ａ

　　街道经济　２５２ａ

　　社会事务　２５２ｂ

　　综合治理　２５２ｂ

入驻窗口结构调整　９３ａ

入驻政务中心权力清单明晰　９４ａ

软件正版化迎检　２１６ｂ

Ｓ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４８ａ

“三证合一”工作　９２ｂ

“三重一特两民”建档　２１８ａ

商标品牌建设　１７７ｂ

商会建设　１１２ｂ

商事制度改革　１７６ｂ

上门服务重点建设项目　９４ａ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２３０ａ

少数民族政策全面落实　２３０ａ

社保业务网上申报　２２８ａ

社会保障　２２８ａ

　　概况　２２８ａ

社会保障卡　２２９ａ

社会保障事业　１９３ａ

社会发展　４６ｂ

社会服务　１０５ａ　１０８ａ

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　２２８ｂ

社会生活　２２６

社会事业　１９３ａ

社会治理参与　１３４ｂ

社区矫正帮教　１３７ａ

社区科普大学建设　１１９ｂ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２１８ｂ

社区志愿者　２２７ａ

社务活动　１１０ｂ

审计　１８７ａ

　　概况　１８７ａ

审判　１３４ａ

　　概况　１３４ａ

生产经营　１７０ｂ

失业待遇审核工作　２２８ｂ

食品生产经营规范管理　１８２ａ

食品药品安全教育宣传　１８３ｂ

食品药品监督抽检　１８３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１８１ｂ

　　概况　１８１ｂ

食品药品举报投诉　１８３ｂ

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查处　１８３ａ

史志资料征集编纂　６８ａ

　　概况　６８ａ

市场价格成本工作　１８１ａ

市场价格监管工作　１８０ａ

市场监管工作　１７６ａ

市场整治　２５ａ

市场秩序整治　１７７ａ

市级重点项目征地征收　１４８ａ

市政建设　１４８ａ

　　概况　１４８ａ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及公示　８６ｂ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８６ａ

收集建立口区情资料库　６９ａ

收入征管　１９２ｂ

双岗建功　１０６ｂ

水污染防治　１５４ａ

水务建设　１４９ｂ

　　概况　１４９ｂ

税费收入　１９９ａ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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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　１９５ｂ

税收政策　２００ａ

司法改革　１３５ａ

司法行政　１３６ａ

　　概况　１３６ａ

司法为民　１３５ａ

思想建设　１０４ｂ　１０５ｂ

思想教育工作　１１５ｂ

诉讼监督　１３２ｂ

Ｔ

台胞台属服务　６０ｂ

台盟口支部　１１１ａ

　　概况　１１１ａ

台商服务　６０ｂ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１７８ａ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２１６ａ

体育　４７ｂ

调查研究　１０１ｂ

调研宣传工作　１２１ａ

停车场建设　１４６ａ

通信服务　１７１ｂ　１７２ａ　１７３ｂ

统筹资源　１８８ａ

统计法制宣传教育建设　１８６ａ

统计工作　１８５ａ

统计管理和电子政务管理　１８５ａ

　　概况　１８５ａ

统计基层基础建设　１８６ａ

统计数库建设　１８６ａ

统一战线的“三个一活动”　５７ａ

统一战线　５５ａ

　　概况　５５ａ

统战成员服务　５７ｂ

投资经营　１９４ｂ

投资项目网上联合审批平台建设　９４ａ

土地挂牌　２７ａ

土地整理储备　１４６ａ

Ｗ

网络建设和维护　１７２ａ

网络建设　１７３ｂ

危化品安全专项整治　１８４ｂ

微循环路建设　１４８ｂ

违法建设控制和查处　１５６ｂ

违纪违法案件查办　１００ｂ

维稳工作　６１ｂ

卫生行业职业道德和精神文明　２２１ｂ

卫生　４７ａ

卫生　计划生育　２１８ａ

　　概况　２１８ａ

卫生监督　２２０ｂ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２３３ｂ

慰问困难群众　２２７ｂ

文化产业　２１６ｂ

文化发展　５４ｂ

文化惠民活动　２１５ａ

文化　４７ａ

文化建设　１９９ｂ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２１６ａ

文化　体育　２１５ａ

　　概况　２１５ａ

文化宣传　９８ｂ

文件目录选编　２６６

文明城区创建　２３３ａ

文明创建　５４ａ　１２１ａ

文明家庭创建　１１８ａ

文明施工　１６３ｂ

武汉供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１６７ｂ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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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历史风貌丛书·汉正街篇》编纂工作　６９ａ

物价管理　１８０ａ

　　概况　１８０ａ

物流培育和管理　１５９ａ

物业管理　１６１ａ

Ｘ

先进个人　２６４ｂ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２６０

先进集体　２６０ａ

项目跟踪推介　１８８ｂ

项目管理与监督　１４６ｂ

项目建设　１９１ａ　２０４ａ

项目融资　１９４ｂ

消防整治　２５ａ

消费维权工作　１７７ｂ

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建设　１８１ｂ

协税护税　１７６ｂ

新材料孵化器　２１１ｂ

新闻宣传工作　６９ｂ

新闻宣传　５３ｂ

新增社区用房１０００平方米达标建设　２２６ａ

信访工作责任制落实　６１ａ

信访　６０ｂ

　　概况　６０ｂ

信访积案化解　６１ａ

信访稽核　２２９ｂ

信息调研工作　４９ｂ

刑事检察　１３２ｂ

刑事审判　１３４ａ

幸福社区创建　２２６ａ

宣传工作　５３ａ

　　概况　５３ａ

宣传教育　５３ｂ

学生资助　２０３ａ

学习实践　１１１ａ

学习型机关创建　６４ｂ

Ｙ

阳光家园建设　２３２ａ

阳光信访推进　６１ａ

养老待遇审核工作　２２８ｂ

养老工作　２２７ａ

药品零售企业ＧＳＰ认证　１８２ｂ

药品药械不良反应监测　１８３ａ

药品药械监管工作　１８２ｂ

业态转型　２５ｂ

业务发展　１７２ａ

业务经营　１７３ａ

医保生育待遇审核工作　２２８ｂ

医疗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２２０ａ

“医养融合”试点工作　２２０ａ

依法行政　８４ａ　１６２ａ　１９７ａ

宜家商场反恐维稳安保工作模式　１３１ａ

议案建议办理　７４ｂ

议提案办理　１４６ａ

易家街　２３５ａ

　　城市管理　２３５ｂ

　　党群纪检　２３７ａ

　　概况　２３５ａ

　　街道经济　２３５ａ

　　社会事务　２３６ｂ

　　重点项目　２３５ｂ

　　综合治理　２３６ａ

迎接文明城市建设检查　９２ａ

应急工作　９４ｂ

应急救援工作　１８５ａ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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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　１７０ｂ

　　概况　１７０ｂ

预算编制改革　１９３ｂ

园林绿化　１５５ａ

　　概况　１５５ａ

院士专家进校园　１２０ａ

Ｚ

噪声油烟污染管理　１５８ｂ

渣土管理　１５７ａ

展现风采　１０４ａ

占道整治　１５７ａ

招商工作　１８８ｂ

　　概况　１８８ｂ

招商基础工作　１８８ｂ

招商宣传工作　１８９ａ

招商引资　１９０ｂ

招投标管理　１６３ａ

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１３０ｂ

征兵工作　１４２ｂ

征地拆迁管理　１４５ｂ

征管基础　２００ａ

征收拆迁　１４６ａ

征收改造　２５ａ

政法队伍建设　１３０ａ

政法　１２９ａ

　　概况　１２９ａ

政法　军事　１２９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１９３ｂ

政府公共服务与应急管理　９４ａ

　　概况　９４ａ

政府购买服务　２２６ｂ

政府机构改革　８５ａ

政府门户网站建设　１８６ｂ

政府投资审计　１８７ｂ

政府职能转变　８５ｂ

政务服务　９２ａ

　　概况　９２ａ

政务　７５ｂ

政务微博工作　７０ａ

政务云平台建设　１８６ｂ

政务中心规范化管理　９３ｂ

政协口区委员会　９６ｂ

　　概况　９６ｂ

　　概述　９６ｂ

政治　４８

政治协商　９７ｂ

政治学习　１０１ａ　１１０ａ

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　２１２ｂ

执法为民　１３３ａ

执行工作　１３４ｂ

职工文体活动　１１５ａ

“职工之家”建设　１１４ｂ

职能履行　９７ａ

职权行使　７３ｂ

职务犯罪查办　１３２ｂ

职业安全健康监管工作　１８４ｂ

指标控制　１８４ａ

志愿服务活动　２３４ａ

质量监督管理　１７８ｂ

“智慧工地”建设　１４９ａ

智慧医疗信息系统建设　２１９ｂ

中共口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选目　２６６

中共口区委员会　４８ａ

　　概况　４８ａ

　　概述　４８ａ

中共口区委员会文件选目　２６６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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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口区组织史资料》第六卷征编工作　６８ａ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区分公司　１７１ｂ

　　概况　１７１ｂ

《中国共产党口历史》第三卷初稿编纂工作　６８ｂ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１ａ

　　概况　１０１ａ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口营销中心　１７２ｂ

　　概况　１７２ｂ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５ｂ

　　概况　１０５ｂ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１０４ｂ

　　概况　１０４ｂ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２ａ

　　概况　１０２ａ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口区分公司

　１７２ａ

　　概况　１７２ａ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８ｂ

　　概况　１０８ｂ

中文域名注册和网上名称管理　８６ｂ

重点项目工作　１７４ｂ

重点项目　５８ａ

重要会议　７０ｂ　９６ｂ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１５４ａ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１５９ｂ

　　概况　１５９ｂ

注重本职工作　１０９ａ

专记　２５

专题教育　１１７ａ

专项资金审计　１８７ｂ

专业绿化　１５５ｂ

资产运营　１９４ｂ

自然环境　４５ａ

自身建设　９６ｂ　１１２ａ　１１３ｂ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服务工作　９１ａ

宗关街　２４４ａ

　　城市管理　２４４ｂ

　　党建工作　２４５ｂ

　　概况　２４４ａ

　　街道经济　２４４ａ

　　平安创建　２４５ａ

　　社会事务　２４４ｂ

综合保障　９５ｂ

综合治理工作　１７６ｂ

组织发展　１０４ｂ

组织工作　１０９ｂ

组织和思想建设　１０８ａ

组织　５０ａ

　　概况　５０ａ

组织建设　６４ａ　１０１ａ　１０３ａ　１０６ａ

作风建设　６５ａ　１００ａ　１３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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