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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士专家进校园 （１３４）
!!!!!!!!!!

　科普宣传 （１３４）
!!!!!!!!!!!!!

　优秀科技人才 （１３５）
!!!!!!!!!!!

　学术交流 （１３５）
!!!!!!!!!!!!!

　科技服务 （１３５）
!!!!!!!!!!!!!

　理论研讨 （１３５）
!!!!!!!!!!!!!

　学习教育 （１３５）
!!!!!!!!!!!!!

　服务群众 （１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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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５）
!!!!!!!

政 法　军 事

政　　法 （１４４）
!!!!!!!!!!!!!!

　概况 （１４４）
!!!!!!!!!!!!!!!

　维护稳定 （１４４）
!!!!!!!!!!!!!

　平安口 （１４４）
!!!!!!!!!!!!!

　法治口 （１４５）
!!!!!!!!!!!!!

　政法队伍 （１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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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安 （１４６）
!!!!!!!!!!!!!!

　概况 （１４６）
!!!!!!!!!!!!!!!

　安保维稳 （１４６）
!!!!!!!!!!!!!

　刑事破案 （１４６）
!!!!!!!!!!!!!

　治安防控 （１４６）
!!!!!!!!!!!!!

　公共安全 （１４６）
!!!!!!!!!!!!!

　队伍建设 （１４７）
!!!!!!!!!!!!!

　网格化服务 （１４７）
!!!!!!!!!!!!

　街面警务 （１４７）
!!!!!!!!!!!!!

　文化建设 （１４７）
!!!!!!!!!!!!!

检　　察 （１４７）
!!!!!!!!!!!!!!

　概况 （１４７）
!!!!!!!!!!!!!!!

　刑事检察 （１４７）
!!!!!!!!!!!!!

　职务犯罪 （１４７）
!!!!!!!!!!!!!

　诉讼监督 （１４８）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４８）
!!!!!!!!!

　执法为民 （１４８）
!!!!!!!!!!!!!

　阳光检察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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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改革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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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伍建设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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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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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 （１４９）
!!!!!!!!!!!!!!!

　刑事审判 （１４９）
!!!!!!!!!!!!!

　民商事审判 （１５０）
!!!!!!!!!!!!

　行政审判 （１５０）
!!!!!!!!!!!!!

　执行实施 （１５０）
!!!!!!!!!!!!!

　司法为民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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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风建设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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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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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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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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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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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
Ｗｕｈａｎ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６，
２０１６ｉｎＷｕｈａｎＱｉａｏｋｏ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ｏｆ
ｔｈｅ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Ｍｅｅｔｉｎｇ

ＺｈｏｕＦｕｍｉｎ（２６）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

Ｔｈ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ｎｚｈｅｎｇ
　Ｓｔｒｅｅ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 （３３）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ｕｔｉａ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ｅｗＴｏｗｎｉｎ
　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Ｂａｙ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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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４）
!!!!!

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２０１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７）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３８）
!!!!!!!!!!!!!!!

Ｍａｒｃｈ （３９）
!!!!!!!!!!!!!!!!

Ａｐｒｉｌ （４１）
!!!!!!!!!!!!!!!!!

Ｍａｙ （４３）
!!!!!!!!!!!!!!!!!

Ｊｕｎｅ （４４）
!!!!!!!!!!!!!!!!!

Ｊｕｌｙ （４６）
!!!!!!!!!!!!!!!!!

Ａｕｇｕｓｔ （４９）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１）
!!!!!!!!!!!!!!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５２）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５４）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６）
!!!!!!!!!!!!!!!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

Ｓｕｒｖｅｙ （５８）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５９）
!!!!!!!!!!!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５９）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ｆ
　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６１）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６１）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６３）
!!!!!!!!!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６５）
!!!!!!

· ＵｎｉｔｅｄＦｒｏｎｔＷｏｒｋ· （６８）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ｆｆａｉｒｓ· （７０）
!!!!!!!

·ＷｏｒｋｏｎＰａｒｔｙＳｃｈｏｏｌ· （７１）
!!!!!!!!

·Ａｆｆａｉｒ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ａｉｗａｎ· （７３）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７４）
!!!!!!!

·６１·



·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Ｖｉｓｉ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 （７８）
!!!

·ＳｅｎｉｏｒＣａｄｒｅｓＷｏｒｋ· （７９）
!!!!!!!!!

·Ｗｏｒｋ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Ｗｏｒｋ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８１）

!!!!!!!!!!

·ＷｏｒｋｏｆＫｅｅｐｉｎｇＳｅｃｒｅｔ· （８３）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８４）
!!!!!!!!

·Ｍｅｄｉ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８６）
!!!!!!!!!

·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Ｗｏｒｋ· （８６）
!!!!!!!!!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８）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８８）
!!!!!!!!!!!!!

·Ｕｓ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ｏｆＯｆｆｉｃｅ· （９０）
!!!!!!!

Ｐｅｏｐｌ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９２）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９２）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 （９２）
!!!!!!!!!

·ＬｅｇａｌＷｏｒｋ· （１００）
!!!!!!!!!!!!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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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０３）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０５）

!!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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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ｒｇａ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８）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０）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１１０）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ｅｔｉｎｇ· （１１０）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１１２）
!!!!!!!!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ｎｇ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１１４）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１１６）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Ｋｕｏｍｉｎ
ｔａｎｇ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１１６）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Ｌｅａｇｕｅｏｆ
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７）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９）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０）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ｎｄ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ｙ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２）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ＺｈｉＧｏｎｇＤａｎｇ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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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ＪｉｕＳ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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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ｉａｏｋｏｕ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ｅａｇｕｅ· （１２５）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ｏｆ
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６）

!!!!!!!!!!

Ｍａ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１２７）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ｅＵｎｉｏｎｓ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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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ＹｏｕｔｈＬｅａｇｕｅｏｆ
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９）

!!!!!!!!!!

·Ｗｏｍｅｎ′ｓ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３１）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Ｑｉａｏ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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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ｅｓ，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ｉｓｔ （１３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 （１４４）
!!!!!!!!!!!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１４６）
!!!!!!!!!!!!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Ｗｏｒｋ （１４７）
!!!!!!!!!!!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１４９）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５２）
!!!!!!!!

Ｔｒａｆｆ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５３）
!!!!!!!!!!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ｓ （１５４）
!!!!!!!

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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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５７）
!!!!!!!!!

Ｗｏｒｋ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５８）
!!!!!!!!!

·７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１６０）
!!!!!!!!

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１６３）
!!!!!!!!

Ｕｒｂ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１６４）
!!!

Ｈｏｕｓ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Ｈｏｕｓ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６７）
!

Ｃｉｖｉ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６９）
!!!!!!!!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７１）
!!!!!!!!

ＰｕｂｌｉｃＵｔｉｌｉｔｙ

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１７４）
!!!!!!!!!!!!!

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１７４）
!!!!!!!!!!!!!

ＧａｓＳｕｐｐｌｙ （１７５）
!!!!!!!!!!!!!!

Ｐｏｓ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７７）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７８）
!!!!!!!!!!!!

·ＣｈｉｎａＴｅｌｅｃｏｍＣｏ．，ＬＴＤ．，ＷｕｈａｎＱｉａｏｋｏｕ
Ｂｒａｎｃｈ·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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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ｉｎａ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ｒｏｕｐＨｕｂｅｉ
Ｃｏ．，ＬＴＤＱｉａｏｋｏｕＢｒａｎｃｈ· （１７８）

!!!!!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ｃｏｍＣｏ．，ＬＴＤ．，Ｗｕｈ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Ｑｉａｏ
Ｅｓｔｕａｒｙ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 （１７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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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Ｐｒｉｃｅｓ （１８２）
!!!!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８３）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１８４）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８８）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ｆ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８９）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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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９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１９５）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ａｘ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９８）
!!!!!!!!!!!!!!!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Ａｓｓｅｔ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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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　乘势而上
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而努力奋斗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在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口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口区委书记　王太晖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在中国共产党口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各位代表，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口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是

在口转型发展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

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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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认真谋

划未来五年的发展，选举产生新一

届区级党的领导机构，动员全区广

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深入推进口

转型发展，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

丽生态口而努力奋斗。

现在，我代表中共口区第十

一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区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的五

年，是口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

五年。五年来，在省委、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十一届区委带领全区干部群众团结在干

事的旗帜下，牢牢扭住转型发展主题，锲而不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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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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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全面完成了第十一次党代会

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为加快建成现代商贸强区、美

丽生态口奠定坚实基础。

这五年，我们持之以恒推进三件大事，转型发展

成绩斐然。把“三件大事”作为转型发展的中心任

务，举全区之力深入推进。强力推进汉正街传统市

场整治、搬迁、改造、升级，关闭搬迁４３家传统市场，

完成征收拆迁 ８０万平方米，占汉正街征收总量的

５３％，投资９３亿元的复地汉正街项目加快推进，汉

口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整体迁移，保寿恢复历史

原貌，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迈出实质性步

伐。９９家化工企业生产环节全部关停搬迁，圆满完

成４万余名企业职工安置、２１１２户居民拆迁和 ５０

万平方米厂房拆除，土壤修复、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推

进，凯德古田广场、招商江湾国际、海尔国际广场等

项目加快建设，口彻底告别化工时代。１３个“城

中村”１２个基本实现整村拆除，累计拆除旧村湾６００

万平方米，占拆迁总量的 ９０％，还建房开竣工 ２４９

万平方米，６５００户村民喜迁新居，长丰地区面貌发

生根本变化。古田地区正在加紧规划建设以新经

济、新生活为主题的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

这五年，我们坚持一流标准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以严格的产业标准和生态标准

选大商、择好商，大力引进能够引领特大中心城市现

代、时尚、文明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消费模式，增

强城市功能的企业和项目，葛洲坝集团总部、标致雪

铁龙亚太区总部、恒隆广场、瑞典宜家等一批企业总

部和重大项目落户口。“十二五”期间，招商引

资、实际利用外资、“三旧”改造征收拆迁累计达到

８５３８亿元、１８６亿美元、９６４万平方米，分别为“十

一五”时期的 ２５倍、３７倍、２４倍；“十二五”期

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５４７亿元，固定资产投资３９２

亿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３９亿元，分别为２０１０

年的１７８倍、２０５倍、２７８倍；税收过千万元、过亿

元企业分别达到９５家、１４家，是２０１０年的１７倍、

３５倍。今年１—１０月，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增幅、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幅双双位列全市第一。７５

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超过２２５５亿元，带动传统产业向

以现代商贸、电子商务、总部经济为特色的现代服务

业转型升级。

这五年，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区域

发展活力迸发。立足高标准，着眼于实，打好创新改

革攻坚战。推进全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

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政策性融资１２５亿元；

推进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电子商务年交易

额突破４００亿元；推进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班

班有球队，校校有联赛，小学女子组获得武汉市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校园足球总冠军。推进社会治理

创新，制定实施“１＋８”文件，推动８３项、２２亿元专

项经费直接下拨到街道社区，增强街道统筹社会事

务管理的能力。推进产业创新，研究制订产业扶持

政策，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加快建设

创新创业载体，汉江湾·云谷成为武汉市第二批

“创谷”项目，连续５年举办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

创新创业大赛，１４８个大学生创业项目落户口，创

新创业蓬勃发展。

这五年，我们更高水平推进城市建设，城区面貌

焕然一新。面对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全市摆尾，生态

环境欠账较多的切肤之痛，下决心补齐生态环境短

板。搬迁汉江江滩６５家砂石场、占滩企事业单位，

腾退三环线周边近３３３３３公顷土地，建设１４５千

米汉江湾绿带、１０千米张公堤绿带和１３２万平方米

园博园、１０６万平方米张毕湖公园、７９万平方米竹叶

海公园，“两带三园”锁定口生态大格局。新建街

头游园和小森林１７个、绿化面积３６万平方米，居民

群众在家门口即可触摸绿色、享受生活。全区公共

绿地面积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０７万平方米增加到２０１５年

的６６２万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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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２５、

ＰＭ１０平均浓度大幅下降，竹叶海、张毕湖水质从劣

Ⅴ类转为Ⅳ类，达到功能区类别标准。城市建设全

面提速，“十二五”累计投资突破１３０亿元，是“十一

五”时期的４倍，长丰大道高架、古田桥、园博大道、

南泥湾大道等 ３７项路桥工程建成通车，“八纵八

横”路网框架基本形成。加强防汛排涝设施建设，

有力维护居民群众财产安全。扎实做好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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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卫生城市创建工作，深入推进“城管革命”，居

民生活环境发生令人欣喜的变化。

这五年，我们全力以赴保障和改善群众生活，社

会事业全面进步。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克服财力薄弱困难，民

生领域累计投入１１３亿元，年均增长２２％。建好、

用好、管好新一职教中心、区福利院养老中心、区公

共卫生服务中心、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汉江湾全民

健身中心等五大公共服务中心，高标准打造公共服

务示范区。开展“幸福口·乐在汉江”文化惠民

活动，让群众享受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推进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新改建幼儿园１３所、中小学５所，

建成武汉四中博学教育园，成功举办２０１５年世界中

学生田径锦标赛。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出生人

口性别比控制在目标值以下。新增就业１５万人次，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以内。建立健全针对低保、

低保边缘户、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生活救助、医疗救助

的有效办法，建设保障性住房３１７万套，落实２００９

年以来所有廉租房申请家庭和人均面积不足８平方

米困难家庭住房。始终把安全作为口天大的事，

下大力气解决安全问题，汉正街５３家省、市、区消防

隐患挂牌单位摘牌，长丰地区拆除违法建设１０８万

平方米，清退“三合一”小作坊１万余家，关闭黑幼

儿园、黑网吧、黑诊所１００多家。换届以来没有发生

亡人火灾事故，没有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实施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２０个扶贫工作队赴黄陂区对

口联系点驻村入户开展扶贫工作。

这五年，我们扎扎实实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充分发挥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

加强对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区人民政府党组、区政协

党组、区人民法院党组、区人民检察院党组的领导，

支持和保障人大、政府、政协依法履行职能，召开区

委人大工作会议、区委政协工作会议，完善把政治协

商纳入决策程序的实施办法，形成“四大家”团结干

事的良好局面。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完善双月座谈会、民主协商会、情况通报会等制度，

双拥、民族、宗教、侨务、档案、党史等工作取得新成

绩，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等群团组织桥梁

纽带作用进一步增强。全面推进法治口建设，积

极落实司法体制改革任务，深入开展“六五”普法，

扎实推进平安创建工作，社会治安形势稳步好转，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坚持“没有稳定就没

有发展”，落实领导干部信访维稳工作责任制和化

解矛盾纠纷包案制度，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这五年，我们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政治

生态风清气正。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思想受到深刻洗礼，精神面貌明显改观，能力作风有

效提升。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重基层、重实绩、干事与用

人并轨的用人导向，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基层优先的

四项原则，推进“年轻干部成长工程”，抽调１００余

名干部到项目专班、文明创建等工作一线磨砺成长。

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堡垒工程”，全区８０％的

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面积超过１０００平方米，全面

完成１２１个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集中整顿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不断夯实基层党建基础。严格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要求全区领导干部做到“七个不”，不搞一

言堂，不搞独来独往，不搞小圈子，不贪小便宜，不图

一时快活，不搞玩物丧志，不在乎一时一事的得失。

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７０起，党纪政纪处分９４人。深入推进治庸问

责，针对电视问政、媒体曝光等问题，问责处理３２８

人。厉行“三短一简一俭”，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全区“三

公”经费连续下降２０％、２７％、３０％。推进纪检监察

机构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运

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

势，五年来共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２５２件，处分党

员干部２０６人，同比分别增长１９６５％、１４５２％。

五年来，我们先后荣获和保持了全国文化先进

区、科技进步先进区、科普示范区、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区、残疾人阳光家园示范区、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

区、节能百强典型和全省文明城区、双拥模范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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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余项国家、省级荣誉称号，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市

综合考评立功单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委高度

信任、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历届班子艰苦奋斗、夯实

基础的结果，是全区人民齐心协力、团结拼搏的结

果，我谨代表十一届区委，向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向给予我们真诚理解和鼎力支持的老干部，向

所有关心、支持、参与口建设和发展的同志们、朋

友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各位代表、同志们！五年的埋头苦干、克难攻

坚，我们找到了一条顺应时代要求、引领口进步的

转型发展之路，孕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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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口时代精神，

敢于迎着困难上，从最薄弱的环节最突出的问题抓

起，从不动摇、从不懈怠，积累了宝贵经验：

站稳立场，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在

口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集思广益，抓住决定全局的主要矛盾。坚持立

足口实际，着眼于化解突出矛盾、夯实发展基础，

深入调研，凝聚共识，全力推进“三件大事”，抓住了

破解口安全、生态、发展之困的关键。

贴近一线，探索建立高效的工作机制。坚持千

斤担子大家挑，倡导“一线工作法”，建立区委常委

挂点联系街道制度，完善指挥部负责、街道主责、部

门协同、重大办统筹和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定

期调度的重大项目推进机制，确保每一项重点工作

都有制度性安排来覆盖，保障重点工作顺利推进。

民生为本，让群众共享转型发展成果。把增进

人民福祉作为工作的最高指挥棒，努力发展经济增

加税收，增强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能力；整体谋划

建设“两带三园”，让群众呼吸更新鲜的空气；横下

一条心开展安全综合整治，让群众有更多安全感；高

标准建设民生项目，让群众享受优质普惠公共服务。

从严治党，营造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始终把

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培养敢闯敢试、敢打

硬仗、能打胜仗的干部队伍，形成轰轰烈烈干事、实

实在在出活、心齐气顺劲足的生动局面。

在肯定成绩、总结经验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

到口的差距和不足：新动能培育和传统产业转型

压力仍然很大，经济总量在中心城区仍然处于落后

位置，基础设施建设欠账仍然较多，一些群众反映强

烈的民生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影响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少数党

员干部作风不够扎实，干事创业的激情还要进一步

提振。在自身建设上，还存在对突出矛盾和深层次

问题的研究不深入、不充分，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的力度还不够大等问题。

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掩盖问

题，不回避矛盾，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措施加

以解决，不断开创口转型发展新局面，决不辜负全

区人民的重托与期待！

二、未来五年的总体思路和奋斗目标

过去的五年，口转型发展打开了光明的通道。

未来的五年，口进入极其关键、大有可为、构建格

局的时期。

从全国来看，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

胜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着“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互联网 ＋行动计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等重大举措先后出台，“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等重大发展战略

相继实施，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层出不

穷，区域发展格局加快重塑，为我们发展新经济、培

育新动能、争创新优势提供了难得机遇。

从省、市来看，湖北省深入实施“一元多层次”

战略体系，力争在全国发展方阵中总量进位、质量升

级；武汉位列超大城市，正在举全市之力，打造经济、

城市、民生“三个升级版”，加快建设具有强大带动

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城市

地位显著上升，为我们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集聚发

展要素提供了广阔平台。

从口自身发展阶段来看，经过多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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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件大事”完成过半，一批困扰我们多年的重点难

点问题逐步化解，城市空间和产业空间全面拉开，生

态大格局基本形成，对一流企业和高端产业的吸引

集聚效应开始显现，一批重大功能项目正在建设，具

有区域特色的新型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区位、政策、

成本、环境等综合竞争优势显著增强，为我们进一步

加快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未来五年全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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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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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五大

发展理念”，以转型、创新、升级为主题，坚持环境先

行、功能引领、产业支撑、创新驱动、民生为本，深入

推进“三件大事”，着力建设三大功能区，重点发展

三大产业，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现代商

贸强区、美丽生态口。

未来五年的总体目标是：“三件大事”中汉正街

传统市场搬迁改造、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取得决定性

进展，“城中村”改造全面完成。三大功能区产业特

色更加鲜明，城区功能更加完善。三大产业在全市

乃至中部地区发挥重要辐射和引领作用，新型产业

体系基本建立，若干重要经济指标重回全市中心城

区第一方阵。

要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必须把握好五个原则。

一是坚持环境先行。更加注重品质、更加注重

细节，全面优化提升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产业环境、

政务环境等全方位、全领域环境要素，培育现代文

明，增强区域发展吸附力。

二是坚持功能引领。更加注重总体谋划、城市

规划和城市设计，优化城区空间布局，提高基础设施

承载力，塑造功能完善、宜居宜业的现代化中心城区。

三是坚持产业支撑。更加注重产业升级和重大

项目建设，主攻现代商贸、工业服务、健康服务三大

产业，引进和培育一批一流的企业、一流的项目，构

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产业体系。

四是坚持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标准、大视野，

强化创新平台支撑，推进创新政策落地，激发创新主

体活力，推动形成主动创新、善于创新、引领创新的

生动局面。

五是坚持民生为本。更加注重居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切身感受，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居

民群众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三、未来五年的主要任务

围绕上述目标要求，今后五年要做好五个方面

工作。

（一）打造经济转型发展示范之城

深入推进“三件大事”，着力建设三大功能区，

重点发展三大产业，打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融合、转型发展的示范区。

坚定不移、持之以恒推进“三件大事”。“三件

大事”是转型发展的中心任务，要本着对历史负责、

对口负责的态度一抓到底、善作善成。

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改造要着眼五百年商脉传

承，着力增强大商务、大商业、大总部功能，彰显都市

繁华和时尚。持续强化综合整治和征收拆迁，基本

完成三特片、红燕片、新安九如片、跃进片等核心区

旧城改造任务，实现综合环境进一步好转。持续强

化业态升级和招商引资，推动建成区向创意设计、品

牌展示、电子商务的经营业态升级，推动恒隆广场、

复地汉正街等在建重大项目尽快建成运营，大力引

进增强金融总部、现代商贸、高端商务、文化旅游等

现代服务功能的重大项目。持续强化文化传承和生

态建设，保护优秀历史文化遗存，打造历史风貌街

区，充分开发汉江沿岸景观资源，加速向全国知名的

现代服务业发展示范区转型。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要充分利用全国城区老工业

区搬迁改造试点政策，营造好环境、服务老朋友、引

进新产业。核心区要着眼于一流、生态、高端，高水

准谋划和建设，全面展示新经济、新生活。加快推进

土壤修复、国际学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建

设，完成万人宿舍片等区域旧城改造。一如既往为

总部留驻口的有机实业、二电线、远大、电缆、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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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等企业做好服务，支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进一步

做大做强。推动凯德古田广场、招商江湾国际、海尔

国际广场等在建重大项目尽快建成运营。高标准建

设汉江湾·云谷创新基地，大力引进工业总部、电子

商务、科技服务等产业。经济开发区要发挥好产业

引领作用，利用最有特色的工业遗存，抢抓“四新”

经济发展机遇，实现老工业区腾笼换鸟、凤凰涅?。

“城中村”改造要着眼维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在全面完成“城中村”改造任务的过程中，解决好事

关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要高度重视村改制企业管

理问题，加快建立规范、科学、管用的现代企业制度。

高度重视人才短缺、断层问题，大力培育和引进与现

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专业管理人才。高度重视产业

用地与还建用地资源整合问题，根据区域发展定位

整体谋划产业发展，增强发展后劲。高度重视还建

社区的规范管理问题，突出高标准、精细化，涵养都

市气质，全面展示新社区、新生活、新风貌。

建设三大功能区，在城区竞争格局中加快形成具

有独特优势的支柱产业。抢抓武汉国家商贸物流中

心、先进制造业中心和生命健康产业中心建设机遇，

坚持产城融合、错位发展，加快形成口支柱产业。

加强核心商圈建设，加快传统商贸提档升级，鼓

励发展新型商业模式，支持骨干商贸企业发展壮大，

着力聚集连锁商贸总部、品牌销售总部和总部型、平

台型电商企业，使口的核心商圈成为吸引武汉及

周边市民时尚消费、家庭休闲、购物体验的最佳目的

地，力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市第一，努力建设现

代商贸最强区，成为武汉建设全国商贸物流中心的

重要支撑。深化全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

以工业总部为龙头，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支撑，促进

科技研发、新型制造等工业服务业集聚发展，建成全

省一流的工业总部集聚区。依托同济医学院、同济

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加快培育健康管理、高端医

疗、智慧医疗、健康金融等高附加值服务，重点建设

环同济健康城，努力打造中部领先、全国一流的健康

服务业先行示范区。

产业发展必须与优化空间布局同步推进。按照

城市主中心定位，注重商脉延续和文化传承，坚持建

成区转型升级与改造区重塑更新并举，加快建设汉

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按照城市次功能区定位，

突出特色商务发展主题，提升总部经济、楼宇经济、

健康经济、枢纽经济发展层次，完成宗关铁桥片、建

一路片旧城改造，推进汉中崇仁片等区域旧城改造，

加快建设宝丰—宗关特色商务带。按照城市副中心

定位，发展新经济、建设新环境、开创新生活，推进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加快建设汉江湾古田生

态新城。

产业的核心是项目，支柱产业的形成必须靠重

大项目支撑。要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

“牛鼻子”，持续地、不断档地抓好重大项目建设。

健全完善征收、挂牌、供地、建设、运营全链条跟踪服

务机制，积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

实际困难，推动在建重大项目早日建成运营。提高

招商引资水平，按照“全国一流、中部领先”标准，每

年引进１—２家５０亿元以上规模、具有带动性、标杆

性的龙头项目，加快形成谋划跟踪一批、招商引进一

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滚动

发展格局。

（二）打造精致秀美的都市生态之城

弘扬“工匠精神”，突出细腻精致、精益求精，转

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价值，努力建设全市生态

环境最优中心城区。

提升生态环境品质。进一步优化“两带三园”

生态大格局，完成汉江全线环境整治和张毕湖综合

整治，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和湖泊水质，连通汉江湾绿

带与张公堤绿带，建成环汉口西部２５千米绿色生态

圈。让绿色融入居民群众生活，每一个新增项目都

规划建设绿地、绿道、街头游园，全面完成社区绿化

提档升级，提升生态环境“婴儿车指数”。倡导绿色

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制度，创优“两型”节能工作，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建

设低碳发展示范城区。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畅通工程”，推进轨

道交通、汉江大道、江汉七桥、江汉四桥、汉正街隧道

等市级重点工程建设，加快微循环、保障房配套道路

建设，提升东部路网畅行能力，完善西部路网联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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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形成“十二纵十二横”路网系统。在汉丹线以

北，三环线、张公堤围合区域，探索开展“海绵城市”

建设。加强排水、治污、排涝设施建设，建成福新泵

站、汉西污水收集配套管网系统，全面推进雨污分

流，提升区域防洪排涝能力。

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完善区、街道综合执法体

制机制，加快构建权责明确、管理有序、监控有力的

城市管理系统。探索构建“智慧城管”，大幅提高城

市管理效能，实现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持续开

展专项整治，保持查违控违高压态势，着力解决一批

城管“顽疾”。健全创文、创卫长效管理机制，积极

引导群众、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管理，推进城市共治共

管、共建共享。

（三）打造普惠共享的人文品质之城

坚持保基本、守底线，打基础、创品牌，让人民群

众切切实实享受到转型发展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精准发力抓好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

相结合，完善就业保障机制，增强重大项目、重点企

业、重要基地的就业带动作用，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

就业机会。推行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就业保障

机制，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保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理

顺公租房建设和管理机制，全面消除 Ｄ级危房，进

一步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问题。推进精准扶贫，健全

困难群体救助体系，稳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

生活补助水平。落实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服务常住人

口全覆盖，健全完善工伤、失业等保险制度体系，提

升社会保障水平。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

重要位置，整合医疗卫生资源，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建设和管理，加强医疗联合体建设，加大全科家庭

医生培养力度，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巩固提升“１５分

钟社区卫生服务圈”。增强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加

强公共卫生、医疗卫生综合监督执法，确保公共卫生

安全。巩固深化全国基层中医药示范区、全国慢性

病防控示范区工作，积极开展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

点，全面推广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满足群众多样化医

疗健康服务需求。

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在口大开发、大建设、大

转型过程中，教育资源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着眼于

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体

育、美育、心理健康教育，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促

进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在全市争先进位。适应城市

发展需要，超前谋划教育资源配置，建设东部汉正教

育园，建成西部汉江湾国际教育园，创建全市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示范区。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

化活动，提升公共文化资源的服务效能，加强历史文

化建筑保护，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大体育设

施建设和开放力度，巩固提升“世界冠军摇篮”品

牌。大力普及科学知识，积极做好档案、地方志等工

作。统筹做好人口计生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保障妇女儿童、青少年、残疾人权益，建成区老年

人活动中心、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四）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之城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的体制机制，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

化、智能化、专业化，努力建设平安口、和谐口。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重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落实“１＋８”改革举措，进一步深化街道体制改革，

促进街道社区更好服务居民群众。推进“智慧城

市”建设，拓展完善互联网 ＋政务服务系统，努力实

现社会治理体系智能化。完成区级综合行政审批

“３０改革”，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营造依法、便

捷、透明的政务环境。

优化社区治理格局。坚持党建引领、多元共治，

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

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驻

社区单位、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

架构，拓展网格化管理，深化“三方联动”，激发社会组

织发展活力。坚持服务为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加

强社区设施建设，加强保障房集中区域公共服务管

理，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网式”“一站式”服务。坚持

提能增效，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完善薪酬增长

机制，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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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构

筑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

生产责任体系，加强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坚决预防和遏制安全生产事故。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推进法治信访、

阳光信访、责任信访，依法、及时、就地解决一批信访

积案和突出问题。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

制，深化平安口创建，构筑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推动警力下沉，提高人防、物防、技防水平，为转

型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推进法治口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制定实施法治建设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规划，推进“七五”

普法，优化法治建设考核程序和方法，提升领导干部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维护稳定、推动

发展的能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完善重大行政决

策程序规定，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程序清单动

态调整机制。推进司法改革和公正司法，支持司法

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五）打造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

把握关键环节，瞄准重点领域，大力推进创新改

革攻坚，为转型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集中精力抓好全国城区老工业

区搬迁改造试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

经验、新做法。落实政府机构改革，基本完成事业单

位分类改革，完成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落

实新预算法，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积极探索财

政中期规划管理。深入推进新形势下城市建设和管

理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

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

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强化创新驱动。构建集创新政策、创新载体、科

技服务、人才服务于一体的创新生态，最大程度激发

创新主体的创造活力。全力推进产业创新，发挥政

府产业基金、专项资金引导作用，促进创新要素向重

点产业集聚，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深化武

汉市大学生创新创业（汉口）基地建设，打造一批创

客空间、孵化基地、产业园区等创新载体。

构筑人才高地。深入实施“口英才计划”“城

市合伙人计划”，将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

大赛打造成全国一流赛会，大力引进国内外高端人

才和创新创业人才，统筹做好人才引进、培养、使用

和服务工作，使各类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出彩。

四、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履行新使命，实现新目标，关键在党，关键在党

要管党、从严治党。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坚持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迈上新台阶。

（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地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更加自觉

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扎实地把党中央的各项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

性、战斗性，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

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

政治局面。深化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落实干部教育培

训工作条例，强化干部全员培训、专题培训，坚持党校

姓党，切实抓好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不断提高

各级领导班子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

（二）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贯彻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

施办法》，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抓党建工作的重要

内容，健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重大事项舆论风险

评估、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制度，健全齐抓共管

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加强网络阵地建设，强化绩效

考核和督导检查，推进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到实处。

实施文明城市提升工程，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弘扬新的口时代精神，讲好口故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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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影响，为口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忠诚

干净担当干事队伍

坚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坚持重基层、重实绩、干事

与用人并轨的鲜明导向，自觉防范和纠正用人上的

不正之风和种种偏向，把口转型发展需要的好干

部精心培养起来、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选

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党政正职培养选拔，探索

实施“一把手”队伍建设工程，优化领导班子年龄、

经历、知识、专业等结构，不断增强领导班子整体功

能。深入实施“年轻干部成长工程”。坚持从严管

理干部与正向激励相结合，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

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旗帜鲜明

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提

振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激情。

（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加强区域化党建，持续整顿

转化后进基层党组织，推进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面。加强基层党组

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选优配强“一把手”，培

养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基层干部队伍。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高发展党员质量。规范基层组

织生活，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

织生活会制度，坚持谈心谈话制度，坚持对党员进行

民主评议。加强基础保障，全面落实党建联系点制

度，严格落实基层组织活动阵地、运转经费、工作报酬

和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四项保障”。深化基层党建品

牌创新工作，拓展发展社区工作法、电商党建等特色

品牌，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

（五）加强党风廉洁建设，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严格落实党风廉洁建设主体责任，完善主体责

任清单，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主体责任工

作体系。落实省委、市委关于巡察工作要求，对全区

各街道、各部门和各单位开展常规巡察和专项巡察，

推动责任压力向基层传导。深入开展纪律教育，把

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心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紧盯作风领域新问题新动向，严防“四风”反

弹，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倡

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支持纪委加大执纪审查力度，坚持把纪律挺在

前面，注重抓早抓小，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无禁区、全覆

盖、零容忍，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

制。把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用铁的纪律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

（六）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锻造坚强有力领导

核心

带头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做政治上的清醒

人、明白人，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

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带头执行民主

集中制，落实《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加强对区人大

常委会党组、区政府党组、区政协党组、区法院党组、

区检察院党组的领导，支持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

区政协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进一

步发挥人民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凝聚转型发展合

力。带头坚持原则，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

班子成员相互监督，时时处处讲原则、按原则办事，

努力做到一起干事、共同干净。带头贯彻群众路线，

落实“一线工作法”，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到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矛盾突出的地方去解决

问题，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当好人民公仆。

同志们，口转型发展的美好前景正清晰地呈

现在我们面前。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

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我们一定

要抢抓机遇、敢于担当，甩开膀子干事出活，年年都

不虚度，年年都干成几件事，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改

变口面貌，不辜负时代对我们的召唤，不辜负党对

我们的重托，不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待。

各位代表、同志们！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砥砺奋进，乘势而上，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

态口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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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在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口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严学彬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严学彬在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

各位代表：

我受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

工作，请予审议。

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在中共

口区委领导下，口转型发展成效斐然，综合实力显

著提升，城区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这

五年，区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主动适应

口全面转型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不

断完善和创新人大工作机制。在

对“一府两院”依法监督中，更加

注重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相统一，

坚决推进区委决策落实；更加注重

监督与支持相结合，积极推动“一

府两院”工作；更加注重程序与效

果相协调，着力促进法治口建

设。五年来，共召开３９次常委会

会议和１５３次主任会议，听取和审

议“一府两院”８７个专项工作报

告；组织开展９３次监督活动，检查

１９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依法任

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３７１人次，对

区发改委等１５个政府职能部门开

展工作评议；督办大会议案１２件，代表建议４４８件。

为加强我区民主法治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

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作用。

一、坚持服务大局，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依法决定重大事项。把重点建设项目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交大会审议批准，完善决策

程序，扩大决策民主。监督检查“十二五”规划中期

进度评估，严格把关计划目标调整。高度关注“十

三五”规划编制，分别组成由主任会议成员带队的

工作组，对经济发展等４个方面２４个主要指标设置

的科学性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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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集中民智、完善规划。高度重视旧城改建类征收

项目审批，及时召开常委会作出决议，为项目顺利实

施提供保障。

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结合贯彻新预算法，全程

监督预算执行，促进预算绩效管理。２０１５年，常委

会首次以书面形式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提出审议

意见，督促政府增强预算刚性约束、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强化了审议效力。对财政预算调整方案开

展调研，严格审查预算变更原因，提出调整意见，

拓宽监督视野。为促进各年度经济工作目标顺利

完成，主任会议成员带领相关工委定期到区财政

局、国地税等经济部门调研检查，督促加强收入征

管，规范财政管理。听取和审议各年度区本级财

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要

求将政府征收项目等列为审计重点。对审计查出

问题的整改，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维护了财经纪律

的严肃性。区审计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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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

几年审计情况看，各类问题逐年减少，各单位财务

管理进一步规范。

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倾力支持做好口转型发

展“三件大事”，三名主任会议成员分别牵头参与汉

正街传统市场搬迁改造与中央服务区建设。主任会

议深入化工企业搬迁现场，视察调研企业搬迁、土壤

修复、开发建设等重大问题，有力推动汉江湾古田生

态新城建设。加强对城中村改造工作指导，多次组

织人大代表实地视察检查，协调解决具体问题。五

年来，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各年度重点建设项目专项

报告１３个，先后对园博园、地铁六号线汉正街站点、

竹叶海湿地公园等１０多个项目现场视察检查，帮助

分析问题，提出建议意见。常委会高度评价区政府

为促成地铁六号线汉正街站点建设所做的工作；充

分肯定区水务局等部门强力整治竹叶海和张毕湖公

园，改善口西部生态环境取得的显著成效。

二、突出民生问题监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高度关注食品安全。常委会把审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和整改情况报告列

为重要议题，连续三年围绕食品安全问题多发、易

发的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开

展综合治理。组织人大代表对小餐饮、小作坊整

治情况开展现场督查，对学校周边小餐饮不定期

突击检查。督促相关部门加大对伪劣食品生产、

销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处罚力度，强化长效管

理，我区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得到增强。

促进社区卫生服务建设。２０１３年，结合督办

《关于提升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议案》，专题调

研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状况。２０１４年继续

开展专项检查，重点跟踪３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

设，促进提档升级。２０１５年，结合对区卫计委工作

评议，全面检查我区１１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

建设情况。在常委会持续推动下，区政府不断加大

投入，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提档升级，在完善

“医联体”合作模式、推进医养结合等方面有了长足

进步。

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常委会高度关注基础教

育，先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武汉市中小学校安全条

例》开展执法检查，对“第二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等进行专题调研和视察检查。为满足人民群众

对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与教育部门共同研究统筹

规划、合理配置、均衡发展等问题，督促完成８所小

学标准化建设，推动我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同时，结合督办市人大《关于做大做强我市职业教

育的议案》，协调市有关部门对我区职业教育发展

给予支持。

聚焦热点难点问题。紧盯养老保障、环境保护

等热点难点问题，听取和审议相关专项工作报告，邀

请区政府及部门负责人到会答复问题。市、区人大

联动，对我区贯彻实施《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

和《武汉市物业管理条例》开展执法检查，通过明察

暗访、专项整治，督促对物业公司加强管理。结合

“环保世纪行”活动，组织代表对餐饮业油烟治理、

污水处理等现场检查，督促相关部门积极解决群众

反映的问题。不断完善人大信访工作制度，五年共

接待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５３７件次，主任会议成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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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参加接待和督办，着力化解矛盾，密切了人大机关

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三、推进法治口建设，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强化执法检查。按照市人大统一部署，分年度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兵役法》等 １９部法律法规在我区执行情况。

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代表深入调研，提出整改意

见，跟踪督促落实，相关部门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

结合我区产业转型升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

企业促进法》开展执法检查，就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信息平台建设等提出建议。围绕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听取区政府实施《武汉市

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工作报告，检查我区科技创新

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听取和审议“六五”普法专项

工作报告，督促政府部门落实法定职责，深化普法工

作，推进法治口建设。

创新工作评议。研究制定《区人大常委会专项

工作评议暂行办法》，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畅通

社会监督渠道。五年来，分别对区统筹办、环保局等

１５个政府职能部门开展工作评议。２０１３年，把汉江

北岸环境综合整治列为审议议题，一并对区水务局

进行工作评议，有力推进汉江湾体育公园建设。

２０１４年，结合评议区建设局，专题听取我区道路建

设情况报告，组织人大代表和居民群众视察检查南

泥湾大道、长丰高架等项目现场，积极推动我区路网

建设。在对政府部门工作评议中，广泛邀请人大代

表和居民群众参与，实行评议意见在网上公开，促进

相关单位密切同居民群众的联系，推动政府部门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深化办案质量检查。常委会把办案质量检查，

作为对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开展司法监督的重

要途径。每年成立专项检查组，结合群众反映和社

会关注的司法问题，确定年度检查重点。在自查的

基础上，对办案程序、法律适用、文书质量等随机抽

查评审。常委会会议认真审议三机关专项工作报告

和办案质量检查报告，书面提出整改意见，督促强化

整改。五年来，通过持续深化检查，三机关自查自纠

制度进一步健全，侦查、检察、审判等司法监督机制

进一步完善。在各年度口地区市、区人大代表和

人民群众的民意测评中，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

办案质量满意率逐年上升，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

四、不断创新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扩大代表参与程度。先后邀请区人大代表２２８

人次列席常委会会议，组织市区人大代表１３００多人

次参加执法检查、视察调研、工作评议及专项督查活

动，推荐９０余名市区代表担任执法监督员和行风评

议员，积极探索开展省市区三级代表联组活动。五

年来，全区人大代表主动作为，依法履职，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在口改革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进代表联系选民。研究制定《代表联系选民

暂行办法》，指导建成１１个街道代表工作室，同步

实现社区代表工作站全覆盖，形成“区、街道、社区”

三位一体的代表工作格局。各街人大工委组织代表

走进选区，倾听选民心声，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长

丰和宗关街在代表工作室设立联络员，促进代表联

系选民经常化。汉中和古田街经常性引导代表参与

社区共建，有效拓展代表服务选民空间。荣华和韩

家墩街定期组织市区人大代表进社区，帮助选民解

决具体问题，《人民意志》杂志作了专题报道。五年

来，口地区省市区三级人大代表依托代表工作室

（站），共接待选民８９００余人次，为选区选民在金秋

助学、扶贫济困、防汛救灾和反映民情民意等方面做

了大量实事。

认真督办大会议案和代表建议。在本届人大

历次大会上，人大代表围绕口发展大局和解决

民生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形成大会议案１２件，代

表建议４４６件。常委会把督办议案建议作为发挥

代表作用的重要途径，议案由主任会议专题督办，

建议由主任会议成员领衔督办，办结后由各街工

委组织人大代表和相关群众集中进行评议验收。

区政府及承办部门高度重视，克服困难，加大投

入，议案建议办理取得显著成效。《关于在江滩建

设文化体育广场的议案》的办理，加快了汉江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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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公园的建设，极大改善了口西部地区文体活

动场所匮乏状况，丰富了区域群众文化体育生活。

《关于推进农贸市场改造升级的议案》，契合广大

居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升级改造后的 ２７个市场，

整洁便利规范，整体提升了我区农贸市场经营业

态。《关于长丰地区保障房周边配套设施建设的

议案》办理成效明显，生鲜市场、卫生服务站、老年

服务中心等一批民生设施相继建成投入使用，居

民买菜难、看病难、出行难等实际困难得到有效改

善。五年来，区人大和区政府在议案建议办理方

面形成了一整套协调、承办、监督的工作机制，解

决了一批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

五、严格依法办事，积极推动地方政权建设

认真做好人事任免工作。修订《区人大常委会

人事任免办法》，坚持任前资格审查、法律知识考试

和供职报告、民主投票表决等工作制度。五年来，共

任命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２７２人，免职９２人，接

受辞职７人，保障了我区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行。从

２０１６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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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

强地方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职的使命感。

切实加强人大自身建设。认真开展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着力整改突出问题，促进人大机关党员干部

做到“六个带头”，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发展

推动力。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严格遵守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省委、市委和区委关于党的建设、领导班

子建设、作风建设等一系列具体要求，贯彻执行民主

集中制，规范行使职权，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强化对

机关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制定和修订２７项常委

会工作制度和机关管理制度，促进人大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各工作委员会围绕常委会议题，严格遵照

法定工作程序，在开展调查研究、组织视察检查、落

实审议意见、推动议案建议办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各街人大工委积极组织省市区三级人大代表

开展活动，促进代表联系选民，反映群众意愿，协调

解决问题，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效良好，基层人大

工作充满生机。人大机关积极参加精准扶贫、结对

共建、防汛救灾等活动，支持共建社区发展，帮助对

口农村脱贫，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圆满完成代表换届选举。在区委和区人大常委

会领导下，从７月初开始，我区启动区人大代表换届

选举。各街道选举工作组依法做好选民登记、推荐

提名等各环节工作，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按时公布相

关信息，扎实开展宣传发动，为换届选举营造出良好

的舆论氛围，有效激发广大选民参选的政治热情。

全区近４０万选民在１２４个选区踊跃参加投票，通过

差额选举，产生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２４２人。这次

新当选的代表，与历届相比，结构进一步优化，素质

进一步提高，较好实现了人大代表的广泛性、先进性

和代表性的统一。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参加投票选

举，经历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增强了

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凝聚了关心口、热爱口、

建设口的主人翁情结，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呈现良

好的发展趋势。

各位代表，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所取得的

成绩，是区委坚强领导、全体区人大代表、区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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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谨代表区第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向全体人大代表，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

区人大工作的同志和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和衷心的感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地方人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的工作实践，使我们

进一步坚定了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信念，也让

我们对进一步做好人大工作、充分发挥地方国家

权力机关职能作用，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必须

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才能保

证人大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健康发展。必须

服务全区发展大局，只有努力实现推进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和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有机统一，才能

充分发挥人大应有作用。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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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各项工作中

充分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人大工作

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必须坚持务实创

新，只有不断丰富人大工作实践，才能更加充分地

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回顾五年的工作，我们清醒地看到，与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责，与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与党和

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常委会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

足。主要是：对新形势下人大工作创新发展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还要进一步深化；对促进民生改善

的举措及其效果还要进一步抓实；扩大公民有序政

治参与还要进一步加强；代表履职保障机制也还要

进一步完善。这些问题，需要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在

今后工作中认真研究，加以改进。

明年工作的建议

各位代表，前不久召开的区第十二次党代会，

立足实际、放眼未来，确定了以转型、创新、升级为

主题，坚持环境先行、功能引领、产业支撑、创新驱

动、民生为本，深入推进“三件大事”，着力建设三

大功能区，重点发展三大产业，率先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加快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的宏

伟奋斗目标。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的形势和任

务，对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大及其常

委会在我区经济社会和民主政治建设中，肩负着

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现在，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即将由本次大会

选举产生。２０１７年，是新一届人大履职的第一年，

也是贯彻落实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的第一年，做

好明年工作，意义重大。区人大常委会要在区委的

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

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围绕口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工作大局，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

委会职能作用，进一步增强监督实效，进一步促进民

生改善，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进我区人

大工作取得新的成就。

一、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按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省市区委对人大

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新要求，进一步加强常委会思

想、组织、制度、作风建设。自觉围绕区第十二次

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开展工作，进一步贴近全

区发展大局，积极推动区委重大决策和人民愿望

经法定程序得以贯彻落实。坚持从人大性质和特

点出发，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民

主集中制，严格依法办事，集体行使职权。认真研

究口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人大

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进一步提升人大工作整体

水平。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和宣传，注

重发挥专（工）委作用，加强对人大街工委的指导，

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坚持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

定权。抓住关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

性和长远性的重大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

意见、及时听取和审议有关报告的基础上，适时作出

决议或决定。严格规范决策程序，不断推进决策民

主化、科学化。

严格依照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规定的程序，认

真做好人事任免工作，保证区委干部人事工作意图

得到落实。坚持宪法宣誓制度，维护宪法权威，进一

步增强被任命人员依法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

持执法检查和工作评议等有效监督制度，进一步强

化对被任命人员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二、尊重代表主体地位，进一步发挥代表作用

切实抓好新一届区人大代表的学习培训，使

代表尽快熟悉代表职责和相关法律法规，熟悉人

大工作特点、程序和方式，提高代表履职能力。通

过多种形式，向代表提供我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

展等各方面信息，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积极

安排代表参加人大各类会议，邀请代表参与视察、

检查、督查、评议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等重要活动，

提高代表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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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闭会期间代表活动的组织和指导，完善代

表小组活动制度，扩大省市区三级代表联组活动范

围。发挥街人大工委作用，运用街道代表工作室、社

区代表工作站以及网络平台，促进代表联系选民，倾

听群众心声，反映群众意愿。

进一步完善议案建议重点督办、跟踪检查、多级

测评等工作机制，认真做好中期检查和年终测评验

收，确保议案建议办理质量，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力

求让代表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

人大代表要珍惜法律赋予的权利，统筹好本职

工作和履行代表职务的关系，积极参加代表活动，模

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接受选民监督，充分发挥参

与管理地方国家事务的主体作用。

三、依法加强监督工作，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围绕我区深入推进“三件大事”、着力建设三

大功能区、重点发展三大产业等工作，认真听取和

审议年度重点建设项目等专项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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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计划预算审查监督，听取和审议财政、审计

年度相关工作报告。着力加强预算、决算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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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紧盯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教育、卫生等重大民

生问题，组织代表开展视察检查，推动公共资源均衡

化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合听取

政府专项工作报告，对区城管委、人力资源局、科技

局、招商局等４个政府职能部门开展工作评议，邀请

人大代表和居民群众直接参与视察检查和评议，扩

大社会监督。

根据市人大统一部署，对有关法律法规在我区

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督促“一府两院”认真落实

人大决议、决定和常委会审议意见，促进政府及其职

能部门依法行政，推进法治口建设。

加强司法工作监督，明年将以发回重审和改判

案件为重点，深化对公检法三机关办案质量检查，推

动司法机关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督机制，切实提高办

案质量。支持我区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动完

善司法责任制，督促做好司法公开各项工作，提升司

法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各位代表，今天的口，在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积极而深刻

的变化，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的使命

光荣而艰巨，人民的期待殷切而厚重，让我们更加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

共口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更加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凝神聚力，开拓创

新，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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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在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　刘丹平

　　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刘丹平在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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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审议，并请区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过去五年是口发展浓墨重彩、极不平凡的五

年。在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区委坚强领导下，在区人

大、区政协监督支持下，我们紧紧依靠全区人民，牢

牢扭住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主题，坚定不移推进三件

大事，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

难，区域发展转中求进、变中求新，打开了光明通道，

较好完成了本届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我区承担全

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试点三项重任，荣获和保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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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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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来，我们主要抓了五个方

面的工作：

一、抓住事关全局的主要矛

盾，“三件大事”取得决定性进展。

我们始终把“三件大事”作为转型

发展的中心任务，举全区之力集中攻坚，发展空间不

断拓展、转型基础不断夯实。

汉正街整治搬迁改造迈出全面转型新步伐。关

闭市场４３个，整改重大消防隐患挂牌单位５３家，实

现消防有效管控、交通常态化畅通、市容环境明显改

观。创建示范商城，推动业态向展示体验、异地交

易、品牌经营、电子商务转型。完成拆迁８０万平方

米，占征收总量的５３％。汉正街东片实现挂牌，投

资１５１亿元的武汉恒隆广场、投资９３亿元的复星汉

正街加快建设，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迈出

实质性步伐。

化工区改造开启汉江湾发展新时代。９９家化

工企业生产环节全部关停外迁，妥善安置职工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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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完成２１１２户居民拆迁和５０万平方米厂房拆

除，口彻底告别化工时代。古田纳入全国城区老

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争取国家扶持资金突破１４亿
元。汉江湾云谷进入全市“创谷计划”。远大、航

天、无机盐、二电线等企业生产外迁、总部留驻、发展

升级，凯德西城、招商江湾国际、海尔国际广场等新

项目加快建设，土壤修复、园林绿化、基础设施建设

同步推进，一座以新经济、新生活为主题的汉江湾生

态新城建设拉开序幕。

“城中村”改造展现城乡一体新面貌。１３个城
中村１２个基本实现整村拆除，累计完成拆迁６００万

平方米，占拆迁总量的９０％。清退“三合一”小作坊
１１万个，关闭黑幼儿园、黑网吧、黑诊所１００余家。

还建房开竣工２４９万平方米，一批环境好、配套全的

高品质还建、开发小区拔地而起，１１万村民转变身
份、６５００户拆迁户喜迁新居。腾退规划控制用地

６６６６７公顷，预留产业用地近６６６７公顷。长丰地
区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二、坚持以转型促发展，经济运行质量持续向

好。发挥项目龙头带动作用，保持产业发展定力，经

济发展质量、规模和效益不断提升。

经济规模不断壮大。预计全口径财政收入突破

１００亿元大关，是２０１１年的１７７倍。区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达到 ６３２亿元，同口径年均增长
１０９％。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５９０亿元，年均增长

８９％。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达到 １５２１亿

元，是前五年的２２３倍。招商引资总额超过１１００
亿元，年均增长３７５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８７０亿元，是２０１１年的２７倍，跃居中心城区第
二位。企业数量从９４００家增加到２２万家，注册资

本过千万元、过亿元企业分别突破１５００家、１００家，

经济在转型升级中持续健康发展。

项目建设全面发力。保持年均２００万平方米左

右的拆迁力度，完成拆迁拆违９８５万平方米。工业
学院片、汉西建材片、银丰片等３４宗地块２３２８７公

顷完成供地，是前五年的１８倍。武汉恒隆广场、千
禧城２个项目投资过百亿元，复星汉正街、星汇云

锦、御景星城、时代新世界等６个项目投资过５０亿

元，新世界二期、香港中心等１４个项目投资突破３０

亿元。宜家荟聚成为辐射中部的区域性商业中心，

汉江第一高楼越秀财富中心投入运营，红星美凯龙

等１１６个项目实现开竣工，项目开发面积超过１０００
万平方米，建成商业公建面积２５５万平方米，重大项

目投资累计超过１３００亿元。
产业结构渐趋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由

７３％提高到７５％。凯德武胜广场、西汇城市广场

等６大商业综合体建成开业，沃尔玛山姆店、中百
罗森等新模式新业态引领消费新时尚。连续五年

举办武汉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遴选优质电商

项目１４８个，集聚一路乐、千里马、裕农网等优质

电商６２０余家。武汉首家世界５００强亚太总部法
国雪铁龙落户，中国 ５００强葛洲坝集团全国总部

及其财务、投资、水务、高速等公司整体入驻。武

汉桥梁科学研究院、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２个国
家重点实验室创建成功，积极引进海尔创新中心、

欧孚迪汽车设计、信测汽车实验室等研发机构，省

级以上科技研发中心达到 １６个。武汉股权托管

交易中心口分中心挂牌运营。加快建设环同济

健康城，卓壮医生集团、博奥生物、兰卫检测、美年

大健康、健康之路等 ２００余家健康企业落户。集

聚建信人寿、中华保险、长安保险等省级金融保险

总部９家。

企业实力稳步提升。葛洲坝、省石油、市地铁、

天然气、中百、工贸等重点企业发展壮大，税收过千

万元、过亿元企业分别达到 １００家、２０家。出资 ２

亿元设立区级产业发展引导基金，首支子基金龙

基金启动实质性运作。宏发股份主板上市，新科谷、

金东方等６家企业新三板挂牌，拓普伟域、声荣环保
２家企业启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程序，精英盛华、泽

越科技、企派信息等３４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３６家，３０名企业人才入选
“千人计划”“城市合伙人计划”和“黄鹤英才计

划”。企业参与制定和修订国家标准２６项、行业标
准５项。拥有中国驰名商标４个、省市著名商标２７

个、省市名牌企业３２家，市场主体实力与活力显著
增强。

三、着力改善城区功能环境，美丽生态口建设

扎实推进。加强生态建设，强化城建攻坚，创新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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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深化创建活动，城区环境面貌明显改观。

“大生态”格局形成。１４５千米汉江湾绿带、１０

千米张公堤森林带和园博园、张毕湖、竹叶海３个超
千亩公园基本建成，结束了口没有大型公园的历

史。２０个街头游园和小森林让居民出门见绿。新
增公共绿地面积４５８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增加到１３３平方米，进入全市先进行列。汉江湾古

田生态新城连续入选 Ｃ４０典型案例。汉江北岸综
合整治基本完成，搬迁砂石场和企业６５家，清理趸

船和水上人家１５３家，防洪清障１００万平方米，面积
７５万平方米、拥有４８个场馆的汉江湾体育公园全

面建成。占全区污染总量９５％以上的化工企业污
染得到根治，“改燃”工作全面完成，工地扬尘、渣土

运输、油烟扰民、黄标车等重点领域整治成效明显，

ＰＭ２５、ＰＭ１０持续下降。张毕湖、竹叶海水质从劣
五类提升到四类。“两型”建设深入推进，单位地区

生产总值能耗、碳排放累计分别下降 ２０４％、
２１４％。

“大城建”成效显著。城建投入突破１３０亿元，

是前五年的４倍。地铁三号线建成营运、六号线年
底通车、七号线加快建设，长江大道、长丰高架、古田

桥、园博大道、古田三路等４０项路桥工程建成通车，
新增道路４１３千米，是前五年的２倍，“八横八纵”

路网框架基本形成。改造背街小巷２２万平方米、维
修主次干道破损道路 ５９万平方米，改建排水管网

１６千米，汉口西部地区污水收集系统加快建设。建

成停车位５３００个、公厕３０座，新增人防工程２１２
万平方米。

“大城管”运转有力。深入推进“城管革命”，扎

实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大

城管”体制机制不断优化，管理水平显著提升。整

体打造重点片区，投入１４亿元推进中山大道改造
升级，投入８５３５万元实施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投

入１７４６万元开展园博园周边综合整治，筹资２０００
万元加快生活街区建设。着力加强薄弱环节，投入

３１４５万元升级改造３７家农贸市场，投入２６００万元
实施老旧社区综合环境提升工程，持续开展铁路沿

线、背街小巷、保障房周边等专项整治，累计拆除违

法建设１５０万平方米，一批城管顽疾得到治理。

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群众共享更多改革发

展成果。坚持民生为本，持续加大财政投入，不断提

升保障能力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群众获得感不断

增强。

民生保障更加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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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以内。新增参保 ２０１２万人次。低保标准由

３６０元提高到 ６００元，低保人数较五年前减少 １２
万人。大病救助病种和标准从１３种、８０００元提高

到２１种、５万元。加大低收入边缘群体救助力度，
保障经费净增７０００余万元。募集慈善资金１４５万

元、发放１５８万元，累计惠及１２８万人次。建设保障
房３１７万套，累计发放住房补贴６５３６万元，廉租房

申请家庭配租全面落实。建成居家养老中心５１个、

老年幸福食堂１５个、残疾人阳光家园１５个，居家养
老和残疾人服务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民生投入累计达到１３４亿
元，是前五年的２９倍，年均增长２１７％。筹集１０

亿元建成职业教育、福利养老、公共卫生、全民健身、

文化活动等五大中心。加大教育投入，新建中小学

５所、幼儿园１３所，完成３５所小学标准化建设。高

标准完成武汉四中改造，成功举办世界中学生田径

锦标赛。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学校信息化建设

有声有色，校园足球试点全面推开。１１个街道文化
站、８４个社区文化活动室提档升级，建成非遗展示

中心。搭建市民大舞台、举办文化嘉年华，群众性文

体活动广泛开展，星海合唱团等民间文体团队蓬勃

发展。深化“医联体”模式，扩大家庭医生覆盖面，

启动分级诊疗、双向转诊试点，完成７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改造、１７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标准化建设。民

兵预备役、国防动员、对台、民族宗教、侨务、妇女儿

童、扶贫、档案、广电、地方志等工作取得新成绩。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累计投入１３亿元推进社

区建设，落实惠民项目１２万个，８０％社区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面积超过１０００平方米，社区环境明显改

善。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区减负，探索建立“三方

联动”机制，社区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构建安全生

产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深入推进汉正街、长丰地区专

项整治，强化全区重点行业监管，整改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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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万处，五年未发生亡人火灾事故和重大公共安

全事故。完成无物业管理老旧小区电梯更新和水箱

清洗，消除 Ｄ级危房２１０栋，建成小餐饮便民服务
区１６个。落实“大调解”、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成功化解信访积案３６８件。工商、物价、食品药品等
市场监管得到加强。平安口建设深入推进，建成

警务综合服务站６个，安装视频监控３８００个，立体

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初步建立，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大幅提升。

五、践行为民务实清廉总要求，政府自身建设持

续加强。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改作风、转职能、强

法治、推改革，创新政府管理、规范权力运行，政府执

行力和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作风建设不断深化。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干部作风持续好转、政府效能明显提升。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三公”经费年均下降

２１％，办文、办会分别下降５５４％、１１７５％；开展办

公用房、公务用车、公款吃喝等专项检查，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７０起，处分９４人。深入推
进治庸问责，问责处理３２８人。

依法行政全面实施。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等各

方面监督，积极回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经济社

会发展问题的关注，认真办理议提案 １１９２件，满
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到９８％以上。制定、修订制

度８０余项，政府决策机制和监督管理更加健全。

强化规范性文件及政府合同合法性审查，组织法

律论证３８次、审查重大项目合同５９３份。政府信

息公开有力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有效落实。支

持法检两院司法体制改革，营造公平正义法治环

境。支持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六五”普

法等工作深入实施。

改革创新深入推进。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事业

单位分类改革稳步实施。认真落实“放管服”改革

举措，建立并公开权力、责任、程序“三个清单”，取

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３０项，承接市级下放事项
１５７２项。实施公车改革，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改革。推行“１＋８”系列改革举措，切实加强基层

治理创新。财政预算改革深入实施，下沉财政资金

２２亿元。公务员岗位责任制全面推行。区政务服

务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服务效能不断提升，入选中

国“互联网 ＋政务”优秀实践案例 ５０强。政务督
办、绩效考评工作改进加强。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持

续推进。

廉政建设有力加强。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决策部署，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旗帜鲜明地抓

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立案查处违法违

纪案件２５２件，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和主体

责任全面落实。认真整改省委巡视和审计反馈问

题，行政监察、财经监管全面加强。实施审计项目

１６６个，重点领域、重要岗位、重大工程、重大项目
实现审计全覆盖。

各位代表，五年来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

无不凝聚着全区上下、社会各界的智慧和汗水。在

此，我谨代表区人民政府，向辛勤奋战在各条战线的

广大干部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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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位老领导、老同

志，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口改革建设发展的同志们、

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五年来的奋斗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强化“四个

意识”，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大局大势中保持政

治清醒；必须紧抓发展要务，锐意转型、矢志跨越，在

负重前行中强化战略定力；必须牢记为民宗旨，以人

为本、以民为念，在加快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必须

力推改革创新，敢于碰硬、善于突破，在攻坚克难中

铸就真功实绩；必须践行严实要求，崇廉拒腐、担当

作为，在干事创业中锤炼过硬作风。这些重要启示，

既是对过去五年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今后政府工

作必须继续坚持的基本要求。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区域发

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旧城改造任务依然

很重，主导产业支撑作用尚未形成，创新发展的动能

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仍较滞后，环境功能还不完善，

城市品质有待提升；转型时期的矛盾集中复杂，维护

安全稳定的压力较大，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亟待解决；政府作风还须持续改进，部分单位和工

作人员的大局观念、为民意识、创新能力和行政效能

有待进一步增强。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在今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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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切实加以解决。

今后五年主要任务

各位代表，未来五年，是口转型发展极其关

键、大有可为、构建格局的重要时期。我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举措和“一

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

湖北省深化“一元多层次”战略体系，“建成支点、走

在前列”步伐加快。武汉市位列全国超大城市，“建

设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

新使命催人奋进，这些都为口加快发展创造了重

大机遇。特别是经过近年来的努力，口发展基础

更加厚实、后发优势更加明显，全区上下对口未来

发展充满信心。为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口发展

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大力弘扬口时代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和区“十三

五”发展规划，砥砺奋进、乘势而上，努力开创口

发展新局面。

今后五年，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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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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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五大

发展理念”，以转型、创新、升级为主题，坚持环境先

行、功能引领、产业支撑、创新驱动、民生为本，深入

推进三件大事，着力打造三大功能区，重点发展三大

产业，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现代商贸强

区、美丽生态口。

未来五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

务是：

———经济发展更有质量。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７５％左右，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９％。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招商引资总额达到１５００亿
元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１２００亿元。税

收过亿元和过千万元企业分别超过３０家和１５０家。

上市挂牌企业突破１５家。经济开放度、创新活跃度

和人才集聚度明显提升。

———城市发展更可持续。完成征收拆迁４３０万

平方米，实现供地３０００亩（２００公顷）。城建投入超
过２００亿元，路网、绿网、蓝网“升级版”总体形成，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１３９平方米，单位生产总值
能耗、碳排放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环境

承载力、亲和力明显增强。

———民生发展更重共享。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３８％以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２０１０年翻

一番。公益设施布局合理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优质

便捷，居民生活质量、预期寿命普遍提高。建成更高

水平的平安口，社会保持和谐安定。良好的口

文明风尚全面形成。

为实现上述奋斗目标，我们必须重点推进五个

方面的工作：

一、着力打造三大功能区，建设宜居宜业宜商的

魅力城区。坚持不断深化三件大事，全面加快旧城

改造，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奋力推动三大功能区

集聚实力、形成特色、彰显魅力。

加快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向国际化、高端

化迈进。按照“汉口之根、武汉之心、世界之窗”的

目标定位，打造城市主中心。加快整治征收，坚守安

全底线，深化以消防为重点的综合整治，完成长江食

品厂东片、一职教东片等地块征收，实施跃进片、新

安九如片、三特竹牌片、红燕宝善片等地块征收，基

本完成旧城改造任务。加快转型升级，推进示范商

城创建，发展电子商务、品牌展示、创意设计等新业

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动内贸提质、外贸

拓展。加快功能再造，推进武汉恒隆广场、复星汉正

街、汉正街东片等项目建设，规划打造武汉金融中

心、国际总部中心、高端商务中心。保护利用好淮盐

巷、泉隆巷及保寿、汉口义勇消防联合会等文物和

优秀历史建筑，延续和发展汉正街人文商脉。

彰显宝丰—宗关商务带特色优势。发挥健康资

源富集和交通枢纽聚散的优势，重点打造环同济健

康城、宗关枢纽商务区两个次级功能区。充分放大

同济品牌效应，加强战略合作与高层次对接，引导新

世界中心、葛洲坝国际中心、同馨商务大厦、蓝天宾

馆、梅园宾馆等楼宇资源向大健康聚焦，谋划实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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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片、体育馆片、地大片、崇仁片等地块改造，打造全

省健康服务业先行示范区。精心谋划宗关枢纽商务

区建设，突出建材家居商贸特色，促进实力商贸总部

集聚，加快时代新世界、中建御景星城、汉宜路片、宗

关铁桥片等项目建设，实施建一路片、新合村东片西

片等地块改造，建设繁华畅达的现代商务中心。以

越秀财富中心、香港中心、武胜人信汇等项目为重

点，提升口路、汉西路、武胜路轴线功能。

推动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走“三生融合”创新

之路。按照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目标

定位，打造城市副中心。坚持功能引领，增强宜家荟

聚、凯德西城两大商圈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加快国际

学校、国际医院等高端配套建设，加快道路绿化建

设，全面提升汉江湾城市价值。以汉江湾云谷建设

为重点，加快打造汉江湾核心区，高水平推进１１３５
片开发，推动老厂房改造、新园区建设，依托招商江

湾国际、海尔国际广场、凯景国际、万象国际等项目，

打造古田二路产业创新中心轴线。推动万人宿舍

片、古田社区片等地块征收。全面完成“城中村”改

造，加快还建房建设，统筹规划利用开发、产业用地，

纳入汉江湾总体布局。

推进功能区建设，强化规划引领，高水平深化空

间规划、产业规划，高标准细化重点板块城市设计，

引导功能型、带动型项目落地，探索推进城市修补。

破解征收难题，创新征收方式，把依法征收和群众工

作结合起来，让居民真正成为征收的拥护者、参与

者、推动者。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超前谋

划安置房源建设，保障征收有序实施。优化项目运

作，坚持和完善“一周双调度”机制，强化重大项目

全过程论证、决策、调度和督导，抓住征收、招商、挂

牌、开工、营运等关键环节，加快项目建设。

二、重点发展三大产业，培育开放引领活力的创

新经济。坚持把产业作为口持续发展的核心支

撑，以“互联网＋”为引领，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基础厚实、特色鲜明、

人才集聚、活力迸发的现代产业体系。

做强现代商贸业。推动实体商业和电子商务融

合发展，创新商业业态、引领消费时尚，打造既具实

力又有活力的现代商贸强区。重点提升宜家、古田、

宗关、武胜、汉正街等核心商圈辐射力和影响力，建

成汉口里、大武汉等一批特色商业街区。支持省石

油、中百、工贸等龙头商贸企业营运创新、壮大发展，

加速集聚集中核算的品牌商贸、连锁商贸企业总部。

坚持法人化、专业化、精品化方向，促进线上线下融

合、交易交货分离，推动服装、家居等市场向产业链

高端延伸。加强总部型、平台型、应用型电商引进，

支持发展专业电商、跨境电商、社区电商，大力培育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提升国家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影响力。

做大工业服务业。坚持以工业总部为重点，着

力发展研发、设计、检测、售后等中高端服务环节，加

快构筑“高质 ＋高智”的工业服务业集聚区。支持

雪铁龙、葛洲坝等总部企业发展，促进航天科技、海

尔集团等华中总部落地，加快聚集一批龙头型、实力

型、成长型工业总部。支持材保所、桥科院国家重点

实验室建设，推动建设航天物联网、锂离子动力电池

研究院，鼓励企业建设研发中心、成立产业联盟。壮

大桥梁、船舶、汽车、新材料等领域检验检测服务，发

展家居、服装、高科技电子产品等领域工业设计服

务，扶持品牌家电、机电设备、精密装备、汽车等领域

产品售后服务，探索发展智能制造、云端制造、无人

机应用开发。

做优健康服务业。充分整合医疗资源，深度挖

掘健康需求，全面深化产学研联动，夯实大健康产业

发展基础。用足用好同济医院等辖区三甲医院资

源，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吸引更多优质健康资源

聚集发展。重点发展高端医疗、精准医疗、智慧医

疗，加快发展健康保险、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等支撑

性服务，推进转化医学中心、精准检测中心、超声影

像中心、名仁医疗中心和健康大数据平台建设，打造

大健康产业链。积极创建全省健康保险创新示范

区。支持远大制药、同济现代、美年大健康等骨干企

业做优做强，积极引进药械商贸、康体保健等品牌连

锁企业。推进环同济健康城、网上同济健康城“双

城”建设。

培育发展创新经济，全面重塑产业生态，构建大

招商格局，加速聚集各类创新要素，建立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努力打造投资发展环境最优城区。发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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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核心作用，落实“城市合伙人计划”“口英才计

划”，设立三大产业人才奖励基金，大量集聚创新人

才，营造识才爱才、留才用才的浓厚氛围。发挥基金

杠杆作用，加强与国家、省市基金对接，着力引进各

类基金公司、创投公司，做大区级产业引导母基金，

围绕三大产业创新设立一批子基金，以基金引企业、

选项目、育产业。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利用好全国城

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武汉

市“创谷计划”的政策优势，出台更有针对性、更具

含金量的激励政策，精准扶持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和

创新企业。发挥载体支撑作用，采取新建、改造、整

合的方式，建成一批众创空间、孵化器、专业园区，引

进一批专业化运营机构。

三、统筹规划建设管理，打造生态品质智慧的美

丽家园。坚持环境先行，加强规划引导，加大城建投

入，提升品质、补齐短板、创新管理，加快美丽生态

口建设。

高品质加强生态建设。完善大格局、凸显亲民

化，尽最大努力增加绿色福利，新增绿地７０万平方

米，实现绿带绕城、绿道穿城、绿意满城。结合城中

村改造和项目建设大面积建绿、扩绿，在汉丹线以北

１０平方千米区域内规划建设汉江湾生态谷，全面建
成张毕湖公园、竹叶海湿地公园和１４５千米汉江湾

绿带，推动“两带三园”水体连接、绿道连通，建成

“海绵城市”展示区。重点围绕居民生活圈补绿、增

绿，大力建设街头公园、花街花径、立体绿化、林荫大

道和支线绿道，实现花开四季、绿满口。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认真实施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

计划，确保饮用水安全，改善湖泊水质，促进 ＰＭ２５
和ＰＭ１０持续下降。落实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

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创建一批两型示范单位，让市民

享受更清新的大自然。

高效率推进城建城管。坚持全面统筹、突出重

点，持续改善城市功能环境。大力推进市级重点工

程，建成轨道交通七号线，加快轨道交通十二、十三、

十四号线建设，实施汉江大道、江汉四桥、江汉七桥、

汉正街隧道等道桥工程，推进解放大道、沿河大道综

合整治。加快区级道路建设，启动建设长安路等

１００条次支路，基本消除断头路、堵头路，形成“十二

横十二纵”立体路网体系。改造城市骨干排水管网

和社区管网，完善污水收集系统，实施雨污分流。协

调建设一批泵站、公厕、垃圾中转站。新增停车泊位

７５００个、人防工程３０万平方米。突出重点区域、薄

弱环节、管理短板，实现城市全域精细化管理。加强

违法建设、渣土运输、施工工地等领域监管，持续加

大社区建设投入，重点打造一批生活街区，全面完成

老旧社区提档升级，强化无物业管理小区二次供水

改造和常态化管理，不断改善群众生活居住环境。

高水平推动智慧建设。坚持政府推动、市场主

导、协同共享、应用为要，实现系统集成、数据开放、

业务协同，建设智慧城市示范区。全面统筹谋划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重点区域 ＷｉＦｉ全覆盖、视频

监控无盲区，保障百兆光纤接入能力，实现网络速

度、网络覆盖全市领先。建设智慧园区，促进园区管

理服务更加高效便捷。推进“互联网 ＋社会治理”，

重点实施智慧城管、智慧交通、智慧警务、智慧校园、

智慧养老、智慧医疗等项目建设。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实现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一号一窗一

网”，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坚持以市场换资

源，引进一批优质企业，推进智慧建设与三大产业发

展、汉江湾云谷建设深度融合。

四、始终坚持民生为本，创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

福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基本、守

底线，打基础、创品牌，优服务、促和谐，切实提升群

众幸福感。

夯实民生保障托底工程。健全保障体系，强化

基本保障，兜住社会民生底线。促进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推动创业带动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扩大社保覆盖面，提高低保保障水平和管理能

力。精准帮扶残疾人、边缘户、失独家庭等困难群

体，加强大病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捐助、社会资助，

确保全区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强化住房保障，

加快保障房及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公租房管理，基本

完成危房改造。聚焦居家养老，搭建服务平台，办好

幸福食堂，建好活动中心，推进医养结合，构建服务

优质、供给充分、覆盖全面的养老服务体系，打造

口养老服务品牌。加大对口帮扶力度，打赢精准扶

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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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服务供给创优工程。坚持普惠、均衡、优质

方向，加快社会事业发展，不断满足群众多层次服务

需求。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教育，建设教育强

区。加强中小学和幼儿园建设，推广基础教育信息

化应用，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和学区制管理改革，实施

名师名校工程。大力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示范

区创建，全面增强学生体质。繁荣发展文化体育事

业，发挥汉江湾体育公园、群众文化活动中心等阵地

作用，广泛开展群众文体活动，培育一批品牌文体团

队。加快建设健康口，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提升基

层卫生服务能力，服务好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

低收入人群等重点群体，保障居民全生命周期卫生

健康。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

深化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创建工作。建成一批公共

服务设施，实施区档案馆、图书馆改造。加强阳光家

园建设，创建全国残疾预防综合实验区。启动街志

编纂工作。做好双拥、民兵预备役、国防动员、对台、

民族宗教、侨务、科普等各项工作。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程。促进重心下移、职能

下沉、资源下放，改进服务和治理，加快构建科学高

效的基层治理格局，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口。深

入推进街道行政体制管理改革和行政执法体制机制

改革。推进社区减负增能，深化“三方联动”，促进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共治，打造平安和谐宜居的幸福

社区。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持续推进重点区

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隐患排查治理，坚决杜绝重

特大事故发生。加强价格、质量、食品药品等市场监

管。推进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建设，着力

化解信访积案和突出矛盾。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机制，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大警务设施建设

力度，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断提升群众

安全感和满意度。

五、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建设为民务实清廉的人

民满意政府。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按照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政，恪守为民职责、

勇担发展重任、永葆廉洁本色，不断增强政府的执行

力和公信力。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始终把法治作为第

一准则，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

把政府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主动接受人大法律

监督、工作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坚持重大事项向人

大报告、政协通报，认真办理议提案。坚持民主集中

制，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

使权力、履行职责。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加强和

改进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全面落实行政执法

责任制，强化行政权力制约监督。推进政务公开，促

进行政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更加公开透明。全面落

实“七五”普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践行宗旨，建设服务政府。始终把服务作为第

一使命，树立公仆意识、践行群众路线，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事。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

锲而不舍纠“四风”，坚决惩治廉而不勤、为官不为

等问题。增强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服务

效能，提升街道政务服务和网格化管理服务水平，推

动公共服务标准化。关心每一位居民切身利益问

题，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做到工作推进快、服

务节奏快，让密切联系和服务群众真正成为广大公

务人员的自觉行为和共同追求。

转变职能，建设创新政府。始终把创新作为第

一动力，切实提高行政效率和治理能力，不断释放

改革“红利”。持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

分类改革，完善权责清单动态管理体系。建立跨

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促进财政

资金高效使用。推进和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探索推进环卫作业、园林养护、管网疏捞等市场化

改革。创新融资方式，规范债务管理，保障政府投

资安全。深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加强村改

制企业规范管理。

狠抓落实，建设效能政府。始终把效能作为第

一标准，说了办、定了干，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有效落

地、快速推进、早出成果。细化年度目标和工作任

务，集中力量推进大事难事，优先办好群众关心关注

的事。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多开现场会、协调

会，沉到基层研究工作、推动落实、解决问题。坚持

部门联动、上下协作，坚决杜绝推诿扯皮、行政不作

为等现象。建立政府部门效能评估制度，探索建立

公众评价和第三方评估制度。建立政务“大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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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强化重大事项督导督办。坚持目标、结果、质

量导向，全面优化绩效考核。

干净干事，建设廉洁政府。始终把廉洁作为第

一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

政府内部管理制度，完善政府系统风险防控体系。

加强财政资金监管，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发挥审

计“利剑”作用，实现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和资源、领

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强化公务员队伍教育

管理，建立“轻利、淡权、崇善、向上、互学”的清清爽

爽同志关系。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保持反

腐败高压态势不放松，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

业氛围。

二一七年工作任务

２０１７年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全区发展
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７５％左右，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１０％，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０％，单位

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４％，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
３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

步。具体将做好六项工作：

一、加快旧城改造和项目建设。推进汉正街·

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推动长江食品厂东片、一职教

东片征收，争取启动跃进片征收，加快建设武汉恒隆

广场、复星汉正街等项目，力争汉正街东片开工建

设。深入推进以消防为重点的综合整治，创建２至
３条标杆路段、３至５个示范社区，启动３座商城改

造。推进宝丰—宗关特色商务带建设，实现宗关铁

桥片二期、汉宜路片供地，力争完成地大片、崇仁 Ａ
片、六十五中片、建一路片征收，加快香港中心、御景

星城、时代新世界、武胜人信汇等项目建设。着力建

设环同济健康城，做好宗关枢纽商务区城市设计，策

划打造武胜路、口路、汉西路等重要城市轴线。推

进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编制完成汉江湾核心

区、汉江湾云谷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支持凯德西城

开业，推动招商江湾国际、海尔国际广场主体竣工。

实现内燃片供地，加快万人宿舍片征收。基本完成

１１３５片土壤修复和道路建设。推进东风村拆迁，加

快常码、舵落口、易家墩３村还建房建设，还建房开
竣工８０万平方米。全年完成征收拆迁１１０万平方

米，实现供地４０公顷。推动１８个项目开竣工，重大
项目投资达到２５０亿元。

二、大力推进产业创新。加快发展三大产业，持

续提升宜家、凯德等商圈吸引力和辐射力，建成特色

商业街区２个，引进优质电商企业６０家。加快建设

汉正街服装设计中心、玉带门产业园，推动１至２家
创新机构落地，引进工业总部３至５家。创建全省

健康保险创新示范区，启动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建

设，引进健康服务业企业２０家。建设汉江湾云谷，

改造老厂房６万平方米，新增孵化面积１万平方米，

推动动力电池、中合华浦等项目落地，依托凯德、招

商、嬉空间、新工厂、凯景国际等重点楼宇和园区集

聚创新项目２０个以上，引进知名基金公司及关联企
业５家以上。突出产业主题，做好１１３５片、汉宜路

片、宗关铁桥片等地块招商，推进越秀财富中心、葛

洲坝国际中心等楼宇招商，支持雪铁龙、葛洲坝等企

业以商引商，力争引进投资５０亿元以上产业项目１

至２个，招商引资总额达到４００亿元。提高服务企
业水平，健全联系制度、考评机制，增强政企、银企、

企企对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

争取国家和省市政策，策划申报一批产业项目。建

设江城壹号大学生创业中心，办好武汉市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引进和培育一批高端人才。推动１至
２家企业新三板挂牌。力争产业项目开竣工面积２０

万平方米以上。

三、提升城市建管水平。加快推进汉江大道、江

汉四桥、汉正街隧道、孝高速等市级重大工程建

设，完成中山大道及周边综合整治，打通丰顺路等３
条断头路，建成丰华路等９条道路，启动丰硕路等

１７条道路建设。完成古田桥至长丰桥江滩第四期
景观建设，实施汉丹铁路沿线生态园林工程，推进园

博大道林带花海建设，建成长江大道等７条花街花
径，建设绿道５千米、街头游园３个，全年新增绿地

１０万平方米。加强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加快福新泵

站、肖家地泵站建设，完成汉江趸船整治。做好“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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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复查工作，保持拆违控违高压态势，维修主次干

道３万平方米，加强工地管理，强化扬尘治理，开展

广告招牌集中整治、黄标车淘汰等工作。

四、切实保障改善民生。新增就业 ２万人次，

扶持创业带动就业 ４５００人次。促进社保扩面和

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完善低保动态长效管理

机制。基本建成养老服务网络平台，建成社区老

年人服务站６家、幸福食堂５个，创建２０个老年宜

居社区，为６０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险。支

持中爱、道能义工、盛世天颐等发展壮大，培育孵

化一批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基本建成保障性住房

５０００套，分配公租房３０００套。基本建成紫润明园

等４所学校，加快新辛家地等４所学校建设。推动

“教育云”规模化应用，加强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

堂建设。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水平，家庭

医生签约 ２５万人。加快建设区残疾人综合服务

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新政务

服务中心。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大

力实施汉正街、长丰等区域综合整治，推进“两化”

体系建设。强化网格化服务管理，加强社会面巡

控，深化“三圈”、网吧等专项整治。

五、推进各领域改革创新。深化政府机构改

革。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深化

城管体制改革。继续推进“１＋８”社会治理创新改

革。加强区行政审批局建设，推进行政审批 ３０

改革，形成“预约取号—网上预审—一窗受理—集

成审批—按需取件—服务评价”闭环系统，实现

“一枚印章管审批”，探索产业项目开业和建设项

目开工的全网通办。探索崇仁、博学等教育园学

区制管理改革。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分

级诊疗、双向转诊。用好区级融资平台，积极争取

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拓展融资渠道。建立预算执

行、项目征收绩效评价机制。优化政府采购流程，

制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深化国企改

革，做强国资公司，支持房集团发展。

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加大法治教育培训力

度，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规则意识，提升依法

行政能力。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确保

决策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认真开展政务

公开、行政复议、行政首长应诉等工作。强化周安

排、月报告、重点工作调度机制。加强财经监管，严

格执行预算管理、工程招投标、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

计等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管理。模范遵守党章党

规党纪，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相关要

求。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和主体责

任，严厉查处腐败问题和违纪违法案件。

明年，我们将围绕广大群众关切的问题，继续办

好十件实事。１实施第二批２０个老旧社区综合环

境改造提升，建设１０个生活街区。２设立残疾人

长期医疗基金，为１５０名贫困听力残疾人免费验配

助听器。３组织文艺演出５０场，举办露天电影、科

普电影进社区活动６０场，新增、更换户外健身器材

２００件。４在全区农贸市场建设视频监控智慧化监

管系统，对所有农贸市场蔬菜农药抽检实施第三方

检测。５为所有贫困学生购买学生平安保险。６

建设停车场９个，建成停车位１８００个，规范设置停

车位２０００个。７推广使用家庭油烟净化装置不少

于２５００户。８安置特困群体就业３０００人次，完成

创业培训１０００人次，资助创业项目１００个。９为

困难群众无偿提供法律援助３００件以上。１０消除

Ｄ级危房３２栋。

各位代表，党和国家培养我们，人民群众信任

我们，口事业成就我们。我们要接续奋斗、持续

发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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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口时代精神，不畏

难、不懈怠、不停步，在推动口转型、创新、升级

的新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

和区委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监督支持

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

丽生态口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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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武汉市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６日在政协武汉市口区十四届一次会议上

政协口区委员会主席　周付民

　　政协口区委员会主席周付民在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
工作报告

各位委员：

我受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的委托，向大会报告过去五年的工作，对第十四

届区政协的工作提出建议，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会议

的同志提出意见。

过去五年工作的回顾

区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任期以来的五年，是

口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也

是我区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创新发

展的五年。五年来，在中共口区

委领导下，区政协深入贯彻落实中

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团结民主

两大主题，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三件大事”、加快转型发展，

认真履行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充分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

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强化理论武装，夯实履职基础

常委会以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为主要内容，

始终把提高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摆在突出位置，加

强委员队伍建设。

１加强理论学习，凝聚政治共识。以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和推动

全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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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重点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６５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及时传达中央、省委、

市委重要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区委的各项决策部署；

针对换届实际，组织委员学习换届纪律和换届风气

的有关规定，发放《严肃换届纪律学习手册》，观看

《镜鉴》警示教育片、签订严守组织原则和换届纪律

承诺书，坚持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严守纪律底

线，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通过学习，进一步夯

实了广大政协委员为实现口转型跨越发展团结奋

斗的思想政治基础。

２精心组织培训，提升履职能力。紧密联系

口实际，针对委员特点和履职需要，有计划、分专题

开展业务培训。先后举办新委员培训、提案知识培

训和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培训５次，组织委员参加全

国、省市政协系统的业务培训、学习报告会２０余次，

邀请省、市政协领导、有关专家学者就如何做好新时

期人民政协工作进行专题辅导，发放委员手册、学习

资料等，组织开展了“人民政协理论知识测试”，加

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理论学习，提高了政协委员

做好新形势下政协工作的理论素质和业务能力。

３突出理论探索，推动工作实践。通过《口

政协》期刊和网站，开办“主席论坛”“委员论坛”和

“学习与辅导”等栏目，在共同学习中增进共识；运

用区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平台，组织委员围绕履行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职能、推进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做好人民政协群众工作等进行广泛

交流研讨，征集论文１００余篇并汇编成册，向省、市

政协推荐并被采用优秀论文１０余篇，用学习成果指

导工作实践，通过理论研讨，推动人民政协工作不断

迈向新台阶。

二、聚焦改革发展，开展政治协商

常委会充分发挥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渠道

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就全区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

和执行过程中开展政治协商，推进我区政治协商向

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迈进。

１完善协商制度。围绕落实区委关于协商在

党委决策之前、人大通过之前和政府实施之前的要

求，先后建立了区政协与区委区政府定期联席会、区

委书记与委员座谈会、区长与委员恳谈会、“四大

家”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

和通报等制度，并将组织协商活动、重要工作情况通

报、建言成果转化运用、政协提案办理办结和回告反

馈以及民主评议结果等指标纳入全区绩效管理考

核，确保政协工作和全区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检查、

同落实，逐步摸索建立了一套相互衔接、相互协调、

相互配合的工作运行机制。把建立完善协商在前的

具体制度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要整改

措施之一，对原有的协商办法提出了修改完善的建

议，得到区委的肯定和采纳，区委修订印发了《关于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实施办法》（发

〔２０１５〕６号）。新的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了政治协

商的具体内容，明确了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规范了

政治协商的工作程序，强化了政治协商的保障机制，

受到了全国和省市政协的充分肯定。省级媒体以

“铁打的‘智力库’———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

口经验”为题进行专题报道。

２精选协商内容。贴近我区发展大局，精心选

择协商内容，就全区全局性、综合性、前瞻性问题开

展协商，为区委、区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参考。先

后就口“十三五”规划、全区重要人事安排、综合

行政审批改革工作方案、政府工作报告和法院、检察

院工作报告及财政预决算报告进行协商，听取全区

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倡廉工作情况通报，对年度目

标完成情况和“十件实事”办理情况进行实事求是

的评价和满意度测评。围绕推进汉正街传统市场搬

迁改造、化工企业关停搬迁、城中村改造等，精选２０

余个专题，组织委员开展调查研究，通过区委书记与

政协委员座谈会、区长与政协委员恳谈会的平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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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进行面对面交流，认真开展专题

协商。围绕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武胜国际文化

城建设等１０多个课题，深入基层调研视察，开展对

口协商，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３拓展协商平台。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

商机构作用，着力为各民主党派、界别搭建民主协商

的平台，有计划地组织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

派人士开展调研、考察和视察；邀请区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各界别负责人参加区政协常委会议、主席会

议等，鼓励和支持他们围绕口转型发展畅所欲言，

献计出力。积极引导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有关

人民团体以界别名义提出集体提案、反映社情民意、

进行大会发言，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确保区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通过政

协平台，开展参政议政，努力营造团结合作、民主协

商、凝神聚力、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五年来，组织

开展界别协商７０余次，各界别分别就建立综合职业

技能培训基地、打造西部地区教育亮点、发展总部经

济和新兴产业、提高工业老旧厂房改造审批效率、汉

江湾全民健身中心运营等课题开展协商；各民主党

派、有关界别撰写大会发言材料６２篇，通过政协全

体会议、常委会议开展专题协商，很多意见建议得到

区委、区政府采纳。

４注重协商效果。围绕全区“三件大事”、转型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锲而不舍地反复跟进协商，注重

协商意见建议实际效果的转化。五年来，围绕汉正

街传统市场整治搬迁、转型升级提出提案４０多件，

促进了汉正街
!

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围绕化工企

业关停搬迁问题、土壤修复问题等专题开展视察、调

研３０多次，为口告别化工时代献计献策；围绕

“城中村”改造、加强长丰地区社会综合治理、加快

推进口城市化进程等２０多个专题开展协商活动，

为区域城市功能升级建言献策。关于建立和完善养

老服务体系的课题，助推区福利院养老中心改扩建

项目上马并投入使用。关于大力发展口电子商务

的建议，受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汉正街都市工

业区被批准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关于打造口环武广地区现代服务业高地的

建议得到采纳，区委、区政府成立专班，强力推进，投

资１６０多亿元的武汉恒隆广场正在建设之中。十三

届三次全会、五次全会连续两次提出推进我区医疗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建议案、加快“环同济健康城”建

设的建议案，切合我区实际，区委、区政府已将健康

服务业列为我区三大重点产业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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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２０１５年

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场馆建设、促进古田地区城

市功能提升的建议案已经取得实际效果。

三、坚持问题导向，实施民主监督

常委会把促进问题整改作为履行民主监督的切

入点，制定《区政协民主监督工作计划》，扎实有效

地组织开展民主监督活动。

１开展专项监督。按照区委部署，每年把政府

“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专项督查作为民主监督

的重点内容，采取人大政协联合、市区政协联动、委

员明察暗访等方式，对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情况开展

专项监督。每年根据突出问题分类组织相关界别委

员组成若干个督查组，深入现场，先后就社区居家养

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基层干部作风、政务信息公

开、粉尘污染治理、文明城市建设、办理群众投诉、村

级基层组织建设、路网停车场规划等问题承诺整改

情况，采取座谈、走访、视察等方式，督促有关单位及

时整改并完善长效机制。

２组织评议监督。把民主评议作为政协履职

和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的重要工作，先后推荐２２０多

名（次）委员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特邀监督员、

行风评议员，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行风政风评议活

动３５０余次；建立了建议案、重点提案办理民主测评

制度，组织政协委员参与全区绩效管理满意度测评；

参加党政部门组织的党风廉政、政风行风、服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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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自身建设等方面的民主评议检查活动；推荐政协

委员参与市区组织的治庸问责、电视问政等监督活

动，促进相关部门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规范行政行

为，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３抓好视察监督。把委员视察作为民主监督

的重要渠道纳入年度工作安排，从形式到内容作出

明确要求。近年来重点围绕我区重大项目建设、

“十件实事”的落实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采取不同形式开展视察监督活动。组织政协委员深

入一线视察调研，如园博园建设、汉江湾公园建设、

地铁建设、恒隆广场建设及城中村征收拆迁等，关注

重大项目建设情况。到企业考察参观，了解产业发

展，为企业排忧解难。到社区走访慰问，收集社情民

意，反映群众呼声。不定期组织政协委员到区直相

关职能部门听取情况通报，就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

的重要措施落实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发挥政协优势，积极参政议政

常委会围绕党政工作重点、改革发展稳定难点

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充分发挥政协人

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积极主动作为，组织开展参

政议政活动。

１开展联动调研，为口发展争取支持。围绕

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省、市、区三级政协联动

开展专题调研。省市政协主席、副主席分别率领省

市政协委员对我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等进行了专题调研。围绕特殊人群就业课

题，市区政协联动开展１个月的调研并形成专题报

告，市政协在我区召开全市探索特殊人群就业机制

现场交流会，中央综治办给予高度评价。市区政协

连续几年联动调研“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课

题，该课题被评为全市优秀调研成果，并列为市政协

年度重点提案，引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市

直有关部门的办理，促进了古田生态新城的建设。

２做好提案工作，凝聚助推口发展的智慧力

量。积极争取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和支持，２０１４年以

区两办名义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提案办

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办〔２０１４〕２号），明确了提

案办理工作的七项机制，把提案办理工作纳入年度

绩效考核体系。建立了区政协提案信息化管理系

统，为提案的提出、办理和协商督办提供了网络平

台。每年对提案人、承办单位进行培训，深化协商民

主在提案办理中重要性的认识，对提案办理协商的

步骤和方法提出要求。采取重点提案领导领衔协商

督办、一般提案专委会合力协商督办等方式，着力推

动提案办理协商。五年来，共提出提案９１０件，立案

７９５件，其中，重点提案３５件，建议案５件，提案走

访率、回复率均达１００％，满意率在９５％以上。全区

广大政协委员、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界代表人

士通过政协提案，认真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为促进地

方发展和民生改善做出了积极贡献。

３反映社情民意，充分发挥人民政协联系广泛

的政治优势。把做好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作为参政议

政的重要环节，聘请特约信息员，组织开展业务培

训，及时反映来自各界别群众中带倾向性、较突出的

意见和诉求。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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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进一步提高建言献

策的质量和水平。五年来，反映社情民意１５０余篇，

被各级领导批示２０余篇，连续五年被市政协评为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政协论坛”协办

先进单位。

４参与重点工作，与区委区政府同心同德、同

力同向。认真落实区委关于四大家领导挂点重大项

目和重点工作的要求，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有关

专委会主任直接参与或挂点负责全区有关重点工作

及项目。例如本届以来先后有６位主席分别负责汉

正街消防整治、汉正街东片综合整治和征收拆迁、产

业转型升级等工作；班子每名成员督导一个重点精

准扶贫单位，联系一个重点企业或重点项目；在防汛

期间每位主席联系一个街道督导防汛抗灾工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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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期间按照区委统一安排，派员直接参与

维稳工作等。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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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疏导工作，为园博园招展、武胜文化城建

设、幸福社区创建等发挥了应有作用。以“委员社

区行”和“界别活动周”等形式为载体，动员和引导

委员投身一线，深入基层，积极参加金秋助学、精准

扶贫、抗洪救灾等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政协委员的履

职尽责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

５加强文史宣传工作，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

政、团结、育人”的作用。深入挖掘和整合口文化

资源，编辑出版《汉正街竹枝词》《当代名人与口》

《口近代工商史话》《武汉有个汉正街》等。配合

市政协和武汉电视台每年完成 １至 ２期《政协论

坛》节目制作。加强与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的联

系，及时宣传口、推介口。２０１４年反映我区转

型发展、跨越发展的长篇通讯《“三件大事”促转型，

实现美丽生态口梦》在《今日湖北》杂志刊登。

２０１５年向省政协报送的《口区政协创新“市区政

协联动”新形式》和《口区政协创新“持续跟踪协

商”新形式》得到了肯定并入选《湖北省各地政协工

作创新事例选编》。２０１６年９月《中国政协》以“阳

光足球让孩子健康成长”为题，对我区政协关注群

众体育事业的情况进行专题报道。

五、强化履职担当，注重自身建设

常委会坚持把提高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作为加

强自身建设的主要内容，着力在加强常委会建设、政

协委员队伍建设、专委会和界别建设以及机关建设

上下工夫，努力打造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和

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队伍和政协工作

者队伍。

１加强常委会建设。区政协常委会坚持用政

治理论和政协理论武装头脑，常委会成员带头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带头遵守《政协

章程》，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积极参加各类政治和业务学习，做到理论学

习先学一步、协商议政走在前面；注重优化人员结

构，及时调整充实常委会组成人员，把综合表现好、

履职能力强的委员吸纳到常委会中来，常委会组织

建设日趋合理；制定了口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

规则，建立了政协常委履职尽责通报制度，明确要求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学习调研、协商议政、团结合作、

联系群众等方面当模范、作表率，凡是要求政协委员

做到的，政协常委必须首先做到。进一步增强了政

协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纪律意识和履责意识。

２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以打造懂政协、会

协商、善议政、讲规矩、守纪律、重品行的委员队伍为

抓手，坚持服务与管理并重，把好委员进口关。设置

了委员工作委员会，强化委员履职尽责情况的动态

管理，落实委员参加会议、活动及履职考勤通报制

度，先后建立了《政协委员履行职责的考评办法》

《政协委员述职办法》等制度，建立委员履职档案，

详细记录委员参加政协会议、提交提案和建议，以及

参加调研视察、学习培训等活动情况，做到一人一

档，为委员考核提供参考依据。

３加强专委会和界别建设。充分发挥专门委

员会基础性作用和界别代表性作用，制定了专委会

工作通则、组织开展界别活动的指导意见、专委会对

口协商和经常性联系制度，充实加强专委会力量。

各专委会密切与党政部门对口联系，加强与各界别

的协调联动，认真做好委员调研视察、提案督办、反

映社情民意等工作，增强了政协工作的活力。五年

来，政协委员积极参加各专委会组织的履职活动，参

与率达９０％以上，委员的主体作用得到了较好发

挥，区政协界别活动工作的做法，得到市政协的肯

定。

４加强政协机关建设。以建设学习型、服务

型、创新型、和谐型机关为目标，扎实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使全体机关干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断增强服务意识，

·０３·

·口年鉴·



提高服务效率，加强机关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

和党风廉政建设。修改完善了机关一系列相关制

度，服务委员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工作水平和保障能

力进一步提高，政协机关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

平迈上一个新台阶。

回顾五年来的工作，我们深深体会到：始终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

区委领导下，团结在干事创业的旗帜下，同心同德，

同力同向，是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前提；始终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方法策略；

始终坚持履职为民，反映群众呼声，协调团结各方，

是人民政协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始终

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是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前

进、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

总结回顾五年的工作，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

珍贵。区政协取得的成绩是市政协有力指导和中共

口区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区人大、区政府和区直

有关部门、有关方面、各街道工委、办事处关心支持

的结果，是全区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

协委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历届政协老领导、老委

员、老同志开拓奋进、夯实基础的结果。在此，我代

表第十三届区政协常委会，向各级党政领导，向历届

政协老领导、老委员、老同志，向全区政协委员、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向

所有关心支持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同志们、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工作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调查研究和建言献策的质

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民主监督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政协委员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政协机关服务

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增强等。对此，我们将在今后工

作中切实加以改进。

今后五年工作的建议

未来的五年，是口极其关键、大有可为、构建

格局的重要时期，也是人民政协大有可为的关键时

期。新一届区政协要在中共口区委领导下，全面

贯彻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为实

现中共口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宏伟目标，

围绕转型发展中心任务，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职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建设现代

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做出新的贡献。为此，我们

向十四届区政协提出如下建议：

一、突出围绕口转型发展，认真履行三项职能

口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描绘了打造“五城”的

宏伟蓝图，提出了坚定不移、持之以恒推进“三件大

事”、加快建设三大功能区、重点发展三大产业的目

标任务。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的重要机构，区政协要积极引导和带领全区广大

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各族

各界人士，认真学习贯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把

思想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把行动统一到中共

口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把力量和智慧凝聚到建设

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的宏伟目标上来，围绕

口转型发展的重大问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职能，重点对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涉及全区改革发展和

稳定的重大决策开展协商，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

之策。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人才汇萃、智力密集、联系

广泛、位置超脱的特点和优势，围绕“三件大事”的

推进、三大功能区的打造、三大产业的发展，围绕全

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

问题，围绕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重要渠

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认真组织开展专题协商、对

口协商、界别协商和提案办理协商，为区委区政府民

主决策、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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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实现转型发展再立新功。

二、牢牢把握团结民主两大主题，为转型发展凝

心聚力

新一届区政协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６５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

充分发挥政协组织凝聚人心、团结各界的作用，巩

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增进团结中

维护和谐，在维护和谐中促进团结，充分发挥政协

组织不可替代的政治优势。要把关注民生、维护

民利、反映民意作为政协的政治责任，围绕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深入调研，

积极建言，促进政府部门不断改进工作，千方百计

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坚持和发扬人民政协平等协

商、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合作共事的优良传统，积

极做好联系人、团结人、凝聚人的工作，发扬民主，

增进团结，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主动协助区委、区

政府做好活血化淤、理顺情绪的工作，最大限度激

发社会活力，最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不同界别、不同民族、不同阶

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到实现区第十二次党代

会提出的宏伟目标上来，汇聚起共同建设现代商

贸强区、美丽生态口的强大力量。

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升履职能力

要进一步加强区政协常委会、主席会议建设，加

强专委会建设和政协机关建设，尤其要突出抓好政

协委员队伍建设。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政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全区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各族各界人士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

造性，凝聚到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上

来，在区委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政协章程，认真履职

尽责。常委会、主席会议组成人员要以身作则，以上

率下，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充分发挥带头作用，认

真履行三项职能。要发挥好区政协各专门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好参加政协各界

别的代表作用，发挥好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为委员

搭建参政议政履职平台，拓宽协商议政渠道，努力为

委员提供更多建言献策的机会和条件。要不断加强

政协队伍建设，研究制定我区加强政协委员履职能

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委员履职评价、激励和

约束机制，不断提升政协委员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

要发挥好政协机关服务保障作用，不断加强思想、组

织、作风、制度建设，提高服务意识和水平，促进政协

机关工作更加务实、有序、高效。

各位委员，同志们，口转型发展的蓝图已经绘

就，目标已经提出，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在中共口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不

辱使命，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不断谱写人民政协事

业发展的新篇章，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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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

【概述】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继续围绕综合整治与拆迁

征收两条主线，坚持以消防安全为底线，以产业升级

为导向，以环境整治为保障，狠抓工作末端落实，区

域内实现消防有效管控、交通常态化畅通、市容环境

明显改善、业态布局有效提升、征收拆迁稳步推进，

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

【征收改造】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区域项目拆迁征收实

现重大突破，复星·汉正街整个项目顺利推进，工程

桩、地下桩全部完工，外运地下工程土石方２０万立

方米，占比约总量的三分之一。对保寿、汉口义勇

消防联合会进行保护性开发；汉正街东片完成拆迁，

实现土地挂牌；长江食品厂片 Ａ１地块进入建设手

续办理程序；推进Ａ２、Ｂ地块纳入区级土地储备；国

华商城（汉正广场）一期完成项目验收，着手办理二

期建设手续。

【消防安全】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继续强化消防整治力

度，对排查出的问题自行整改一批、重点清剿一批、

挂牌督办一批，全面推进消防隐患整改工作。按照

“消防达标、符合城管要求、业态升级”三个标准，７

家挂牌单位（华茂一号楼、华茂二号楼、华茂三号

楼、顺天泰一号楼、顺天泰二号楼、房四所仓库、市

教育局成人教育考试院）顺利整改摘牌；定期开展

碾压式专项消防整治，清缴变相仓库，整顿十小场

所，整治集体宿舍和“胶囊房”，严防“三合一”“多合

一”场所反弹，２１００处建档隐患全部整改销号；巩固

４６家已摘牌单位（市场）消防整治成果，完善四种防

控机制（网格化管理、隐患“报出来”、三方联动、邻

里守望），与１９个社区、４３个市场签订消防安全责

任书；设立５３个消防应急点，投入１１万余元购置义

务消防点消防器材，形成以片为主的应急联动机制；

开展大型安全宣传活动 １场，印发各类宣传资料

５０００余份，举办咨询及互动活动３８场（次）；１１月

２３日，在汉正广场举办街辖３００余人参加的消防技

能比武大赛，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全年无较大以

上安全事故，火灾数及造成的灾害大幅下降。

【环境整治】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环境整治严格执行武

汉市政府禁货令，采取岗亭值守、夜间巡查、限高架

阻隔等禁货措施２４小时全区域守控，共查处大货车

６７台、“客改货”车辆１７４台，处罚违停等交通违法

行为１９万余起，确保汉正街区域大货车基本禁绝。

严格依法监管，及时查处物流无证照经营、欺行霸

市、非法营运、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进一步遏制物

流乱象。全面推行“商城自治”“门前三包”和“红线

管理”，推进长堤街、石码正巷等路段的道路改造，

创建红燕等示范社区。深入开展打击“黄赌毒”“两

抢一盗”及反恐防暴专项行动，年度刑事警情下降

５％，实现创建平安商圈、平安校园、平安社区、平安

街巷的目标。

【转型升级】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继续按照升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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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引路的要求，加速推进传统市场转方式、调结

构，全面对接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成功

创建国家纺织服装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示范基地，推

动服装电商、服装设计、金融服务、智能物流等企业

集聚发展。设立汉正街电商创客中心和服装设计集

聚区，集聚企业人才资源，营造电商创业氛围，汉正

网批、翠园礼业、壹钮扣辅料平台等一批电商企业和

网店集群成长壮大。坚持以“品牌经营、现场展示、

电子交易、功能配套”为导向，引导品牌广场创建华

中地区最大的服装品牌代理集聚商城，扶植龙腾第

一大道靓仔男装由全国占有率从３０％跃升到６０％，

升级改造汇江广场、蓝宝石座等商城内外环境，建成

多福路公益无线ＷｉＦｉ，示范商城建设取得突破。

（王　琳）

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

【概述】　２０１６年，口区按照城市副中心定位，发

展新经济，建设新环境，开创新生活，推进生产、生

态、生活“三生”融合，加快建设汉江湾古田生态新

城，完成化工企业场地拆除、腾退工作，１１３５片项目

内土壤修复、道路建设、园林绿化同步推进。

【土壤修复】　２０１６年，口区化工企业搬迁场地

生态修复工程按计划有序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共

包括４块场地，分别为“原武汉远大制药集团有限

公司搬迁遗留污染场地”“原武汉力诺化学集团有

限公司场地”“原武汉无机盐化工厂场地”和“原武

汉环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场地”，以下分简称“远

大场地”“力诺场地”“无机盐场地”和“环宇化工

场地”。

远大场地于２０１４年完成搬迁后，由武汉市环境

科学研究院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联合体于当年３

月１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５日完成场地环境调查工

作。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根据场地调查结果，分别

于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７日和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完成场

地污染风险评估工作和修复技术方案的编制工作。

力诺场地、无机盐场地和环宇化工场地统称为“三

厂场地”，该场地由中国地质大学于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８

日完成场地调查工作，后于５月１６日完成场地补充

调查工作和修复技术方案的编制工作。

【市政道路工程】　２０１６年，口区完成项目建设古

雅路（古田路—解放大道）道路排水工程，建设范围

南起于现古田路，北至现解放大道，全长约６７６８８

米，红线宽３０米；完成古调路（古田路—解放大道）

道路排水工程，建设范围南起古田路，北至解放大

道，全长６８８９９米，红线宽２０米；完成田正街（古田

一路—古田二路—古田三路）道路排水工程，建设

范围西起古田一路，东至古田三路，全长约２３００５４

米，红线宽２０米。以上工程中新建园林绿化景观及

绿化带面积 ６４万平方米。新建田正街（古田一

路—古田二路—古田三路）绿道，绿道全长 ２３００

米，路幅宽５米。２０１７年底前古雅路、古调路具备

通车条件，２０１８年完成田正街建设。

【园林绿化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进一步优化生态

格局，完成汉江全线环境整治和张毕湖综合整治，持

续改善空气质量和湖泊水质，连通汉江湾绿带与张

毕湖绿带，建成环汉口西部２５公里绿色生态圈。

（江岑）

“城中村”改造

【概况】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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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按照区

委、区政府“三件大事”总体要求，加强领导，统筹协

调，密集调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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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０１万平方米，

还建房开竣工６３１９万平方米，红星村、汉西村完成

整村拆迁，易家墩村、舵落口村按照统征储备方式实

施“城中村”改造。

【土地挂牌】　２０１６年，口城改办充分发挥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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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力，重点推进易家墩村、舵落口村、东风村“城

中村”改造工作。１月１２日，区政府常务会原则同

意易家墩、舵落口２村按照区级统征储备方式实施

“城中村”改造。２月１９日，区委常委会同意区政府

对易家墩、舵落口２村按区级统征储备方式推进改

造。易家墩、舵落口两村于３月启动拆迁，截至１２

月底，完成拆迁４３２８万平方米，占村民房屋总拆迁

量７８２％。针对东风村用地不足问题，积极加强与

市重点办、市规划局、市土地储备中心等部门沟通协

调，争取政策支持，编制完成改造规划方案。

【拆迁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改办注重破解拆

迁难题，紧盯市绩效目标任务不放松，针对每个村

的具体情况，专人负责、加强宣传，分门别类、各个

击破。全年累计完成拆迁１０３０１万平方米，其中

红星村３万平方米，汉西村 ７１４万平方米，常码

村４０２７万平方米，罗家墩下干校村湾０１４万平

方米，长丰村 ９１８万平方米，易家墩村 ２５４３万

平方米，舵落口村１７８５万平方米。同时，完成红

星村、汉西村 ２村市级整村拆迁验收，启动易家

墩、舵落口２村拆迁。

【还建房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改办按照开发房

要求，高起点、高标准实施还建建设，已挂牌村还建

房项目全部开工。科学规划优化布局，综合考虑居

住、出行、教育、日照、休闲等多方面因素，同步坚固

基础设施配套，着力提高还建房区域的宜居度。坚

持质效并重明确责任，通过以交房时间为节点倒排

进度，细分阶段责任到人，强化组织协调加紧施工的

同时严把质量关。全程督促加强监管，要求各村聘

请审计公司对还建房项目建设及安置分配情况进行

跟踪审计。全年累计还建房开竣工 ６３１９万平方

米，其中开工 ２２１９万平方米，竣工 ４１万平方米。

开工详情为：长青村３１４万平方米、罗家墩下干校

村湾３９５万平方米、农利村３２万平方米、建荣村

４６１万平方米、红星村２万平方米、永利村５２９万

平方米；竣工详情为：永利村６万平方米，长丰村３５

万平方米。

【产业发展】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改办注重对“城中

村”产业用地统筹谋划和科学定位，１３个村全部挂

牌后实现开发规模 ９００余万平方米，产业用地近

６６６７公顷。针对“城中村”开发用地、产业用地陆

续实施建设的实际情况，严格按照汉江湾古田生态

新城整体规划的要求，结合１３个村实际，高起点谋

划、高水平布局、高标准实施“城中村”改造开发、产

业用地建设，为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提供强有

力支撑。

【三资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改办针对１３个“城

中村”全部完成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的实际情况，

按照市农委要求进一步完善健全集体经济组织产权

制度改革工作。配合区财政局推进“武汉农村集体

“三资”监管平台”信息化建设，启动财务数据初始

化及相关资料的录入。督促１３个村收集整理完善

城中村改制台账资料，做好归档工作。组织街道、村

对三资管理工作涉及的政策文件进行学习和宣传。

完成组织开展１３个村“城中村”改造成本、拆迁、还

建房建设审计工作。

（汪　钰）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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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大事记

１　 　月

１６日至１７日
口社保处组织９个检查小组深入辖区对定点

药店进行检查，以确保医疗基金得到更好的使用，保

障广大群众切身利益。

１８日
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冯群翔到黄陂区罗汉寺

街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１９日
口区妇女联合会召开十届四次执委（扩大）会

议，选举区妇联执委、副主席，并部署２０１６年工作。

２０日至２６日
按照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认

真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防范与应对工作的通

知》要求，口区应急委召开会议，紧急部署雨雪天

气应急防范工作。

２１日
口区接受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复核

国家级评审。复核评审组对口区创建“全国基层

中医药先进单位”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２２日
口区地税局举办口区财政预算单位专场个

人所得税政策培训。

２４日
中共口区委常委班子召开“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民主生活会，议题为深入查摆问题，深化整改落

实，巩固扩大专题教育成果。武汉市政协主席胡曙

光、市纪委、市委组织部有关领导全程参加指导，区

人大常委会、区政协主要领导列席会议。

２５日
在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上，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万勇来到口代表团，听取

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发表讲话。

２６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参加指导汉正街党
工委班子“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民主生活会。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走访慰问市劳动
模范和辖区困难党员群众。

２７日

△中共口区委召开党委（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
建工作述职评议会，针对区委常委，街道、经济开发区、

区直机关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进行述职评议。

△瑞典博朗厄市代表团一行到六角亭街学堂社
区考察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２９日

△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述永到
·７３·



口区走访慰问全国道德模范董明、杨小玲。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
暨全区经济工作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弘扬区化工企业搬迁专班

精神，全面部署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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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次全

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区政府党

组、区政协党组、区法院党组、区检察院党组向区委

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３１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万勇视察宗关街防寒取暖

工作。

２　 　月

３日
武汉市政协主席胡曙光到韩家墩街简易社区简

易新村慰问困难党员余才毓。

４日

△武汉市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胡曙光视察六
角亭街阳光驿站。

△口区人民政府召开全体（扩大）会议，研究
部署２０１６年经济工作和落实人大、政协议提案办理
工作。区长景新华主持。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先后到汉正街永庆

社区、红燕社区看望慰问百岁老人和困难党员，为他

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及新春的祝福。

５日

△口区“四大家”领导先后走访慰问武汉地
铁集团、武汉天然气、省石油、远大制药、建信人寿、

周大福珠宝等辖区重点企业，并了解企业发展情况

和倾听企业诉求。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正式下发《关于命名首批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度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的决定》，
口区被命名为全国科普示范区，湖北省共有１９个

县（市、区）获得该项荣誉。

６日

△武汉市质监局局长郑先平带领市局相关领

导、业务处室到口区建设大道的武汉江钻天然气

双墩加气站开展节前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

△口区“四大家”领导看望慰问区建设局、城

管委、水务局、园林局、动检站等部门一线职工，重点

工作专班和重点工程、项目指挥部工作人员，以及公

安民警和消防官兵。

１５日至１９日
口区“四大家”领导先后走访慰问湖北中烟

工业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湖北分行、市水务集

团、武汉工贸有限公司、湖北省烟草公司口营销

部、同济医院、葛洲坝集团、工商银行口支行、航天

电工技术有限公司、中百集团、宜家家居和荟聚购物

中心等１２家辖区重点企业，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状况，并倾听企业诉求。

１６日

武汉市综治办副主任王湫萍到口区通报讲评

２０１５年度“一感两度两率”测评及综治考核情况，并

参观区公安分局指挥调度中心。

１６日至１７日
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蓝天宾馆会议中

心举办２０１６年全员培训，包括局机关、１１个街道监

督所、动监督、执法大队所有干部职工接受为期２天
的培训。培训内容涵盖相关法规学习、生产企业及

小作坊日常监管知识、监管中的自由裁量的适用、预

防职务犯罪等理论及业务知识。

１８日
口区召开第一纪律审查协作区成立会议，传

达省、市纪委相关文件精神，分析当前案件审理工

作，讲解信访件处理注意事项。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余力军主持会议。按照“就近整合、优势互补、有

利工作”原则，开发区和１１个街道划分为３个纪律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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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协作区，即长丰街、古田街、易家街、开发区为第

一纪律审查协作区，宝丰街、汉水桥街、宗关街、韩家

墩街为第二纪律审查协作区，汉正街、六角亭街、汉

中街、荣华街为第三纪律审查协作区，实行案件线索

统一管理，纪律审查人员统一调配。

２２日

△武汉市政协常务副主席李传德到口区调
研，视察武汉四中、汉江湾体育公园、招商江湾国际、

长丰村还建房、宜家家居和荟聚购物中心，并听取区

政协工作汇报。

△口区在武汉四中举办新春舞龙大赛，来自
全区１１个街道的２５支龙狮队参赛，比赛中融合中

国传统文化元素，特色各异，尽展风采。由１７个国

家的留学生组成的海军工程大学舞龙队也参加当天

的活动。口区与海军工程大学龙狮运动基地军民

共建新春舞龙大赛，已连续举办２６届，成为全市群
众文体活动一大品牌，多次受到国家体育总局和解

放军总政治部表彰。

２４日

口区召开城市建设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城

市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和部署全区城建工作。会上，

区城管委、区水务局、区房管局、汉正街作交流发言。

２５日

△口区召开领导干部大会，通报区级领导班子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民主生活会情况，明确整改措施。

△口区召开纪委全体（扩大）会议，议题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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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总结部署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

△口区方言建档工作会议在区档案局召开，

区委宣传部、区档案局、区教育局、区文体局、区地志

办、区媒体中心及各街办事处分管领导参加会议。

２６日

中共口区委召开政协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６５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建设的意见》精神，研究部署口区政协工作。区

委书记王太晖参加会议并讲话。

２９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光清到宝丰街调研
餐饮服务监管工作，实地查看崇信路小餐饮便民服

务区、裕康生鲜市场和部分餐饮单位“明厨亮灶”建

设情况，并详细了解口区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到区水务局调度

汉江江滩综合整治工作，区水务局、区规划局、区交

通局、区财政局、国资公司、武汉市防洪规划设计院

等单位参加会议。

３　 　月

１日
口区食药监局对区内流通环节（超市、批发

市场、集贸市场、占道市场）的摊主，开展《食用农产

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宣传教育活

动，并公示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电话。

２日
口区妇联与宝丰街妇联开展“建设法治

口·巾帼在行动———维权服务进社区、进家庭、到身

边”三八维权周暨反家暴宣传社区行活动。来自公

检法司和妇调委的多位专家现场坐诊咨询，送法到

万家。

３日

△口区２０１６年春运工作圆满结束。

△口区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１０６
周年暨“最美家庭”成果展示会。来自全区各界的

４００余名妇女和家庭代表参加会议。

△口区纳税人学堂分别走进武汉轻工业大学
和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开展个人所得税申报

辅导活动。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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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至９日
口区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在区委党校举行，

１２７个社区的２５４位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参加培训。

９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副区长程宏

刚到古田街古南社区调研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试

点工作。

△口区人力资源局组织招商地产、越秀物业、

建信人寿、人保财险、长江大酒店以及初创企业九州

天驱科技、云知道商贸等４０家辖区企业参加湖北工

业大学２０１６年春季大型供需见面会，提供工业设
计、金融与贸易、人力资源管理等岗位 ７００余个，

９０００余名高校毕业生参加招聘会。湖北工业大学

为口区２０１６年“企业高校行”活动首站。

１０日
口区召开农贸市场管理工作暨优秀农贸市场

协管员表彰会，区工商（质监）局、区发改委、区食药

监局、区卫计委等部门的负责人和各街道办事处的

分管领导及工商所所长、食药监所所长、农贸市场业

主、农贸市场协管员、个私协农贸市场行业分会会长

和理事等参加会议。

１１日

口区绿委办组织部分区属委办局干部职工、辖

区文明单位及志愿者约７００人到张毕湖公园开展义

务植树活动，共种植海棠、大叶女贞等树木７００余株。

区“四大家”领导与干部群众一同参加义务植树。

１２日
口区工商（质监）局、消费者协会组织开展

“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大型宣传咨询活动，在

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主会场和１０个分会场，接
受消费者投诉１０５起、咨询１０００余人次，发放宣传

资料１２００余份。

１５日
口区绩效管理和干部考评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总结２０１５年绩效管理工作，表彰 ５２家 ２０１５
年度绩效管理立功单位和２４位履职尽责、干事创

业先进个人，全面部署２０１６年绩效管理和干部考
评工作。区委书记王太晖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区

长景新华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

部部长彭前旭宣读表彰通报。吉广心、张智、张

彬、吴章发、宋小涛、张波等 ６位先进个人代表交

流了工作体会。汉正街、区经信局代表责任单位

与区领导签订 ２０１６年度绩效管理目标责任书和

党建工作责任书。

１６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龙正才视察汉江湾体

育公园。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孙光骏
到口区人民检察院调研指导工作，参观区检察院

检察文化墙和荣誉室、正在建设中的侦查信息情报

中心、检委会会议室和人民监督员会议室，以及与区

纪委联合建立的反腐败廉政教育基地等，并与该院

全体党组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各部门业务负责人

举行座谈。

△口区政府与百度公司、同济医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共同启动网上环同济健康城建设，这是

口区在医疗健康领域推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度融

合的重要探索。

△国内知名创客平台创客邦正式落户口区新
材料孵化器。

１７日

△中共口区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报

告会，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卜江戎作题

为“把握历史机遇，建设智慧湖北”的专题辅导报告。

△由口区妇联举办的“智慧女人·幸福成

长”家教大课堂在区政府会议中心开讲，２００余名家
长踊跃参加。

１８日

口区召开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会议，总结２０１５
年工作，部署２０１６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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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
口区水务局在江汉湾体育公园设立水法律法

规宣传咨询点，现场发放宣传资料５０余份，并在电
子显示屏滚动播放“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宣传

口号，向市民宣传水法律、法规，引导市民自觉遵守

水法规政策，保护水资源和水环境。

２５日

△在第二十九届“中国水周”来临之际，由口
区妇联承办的“第二十九届中国水周暨２０１６年武
汉市创建节水型小区启动仪式”在宗关街发展社区

举行。市、区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上届

节水型小区代表为２０１５年度１４个节水型小区和部
分示范家庭代表颁奖。

△２０１６年全国校园阳光体育足球城市赛武汉

站在崇仁路小学正式拉开战幕。

△武汉市中心城区不动产权证书首发仪式在
口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

△中共口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红鸣到
区公安分局调研综治和禁毒工作。

２９日

口区召开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贯

彻落实全国和省、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２０１５年工作，部署２０１６年工作。区委书记王太晖
主持会议并讲话。

３１日
口社保处组织辖区街道社区和参保企业相

关人员进行为期两天的 ２０１６年社保业务培训。
其内容为重点讲解 ２０１６年参保登记、待遇核定、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其他社保业务方面的新政

策、新要求。

４　 　月

１日
在第２５个税收宣传月启动首日，口区国税局

局长冯贤祥、总会计师韩海梅等共同参加“营改增”

业务咨询辅导台启动揭幕仪式，正式接待“营改增”

纳税人。

６日
口区召开卫生计生暨综合治理性别比工作会

议，区长景新华参加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上，区长景

新华与责任单位代表签订人口计生目标管理责任书。

８日
口区召开专题会议，并出台“１＋８”系列文

件，全面动员部署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

作。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会议，区长景新华对创新

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１２日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光骏率领市检察院

中心组成员到口区调研，现场察看武汉四中、汉江

湾体育公园、宜家家居和荟聚购物中心、张毕湖公园、

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园博园等，充分肯定区人民检

察院的工作，对口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予高度评价。

１３日

△口区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国
务院和省、市政府廉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及上级纪

委文件精神，部署２０１６年区政府廉政工作。区长景
新华参加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口区政协主席周付民到区教育局就区政协

常委会重点课题“加快推进汉江湾国际教育园建

设”开展专题调研。

１５日

△口区召开党建工作会议，全面部署组织、宣

传、统战工作。

△共青团口区委召开十二届四次全体（扩

大）会议，区委委员、各直属团组织主要负责人，街

道、社区、非公团组织负责人参加会议。团区委书记

孙嘉向大会作题为《与青年同心，与口同行，奋力

谱写口共青团改革发展新篇章》的工作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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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议通过《共青团口区委十二届四次全体会议

关于团区委委员卸职确认案》，通报表扬２０１５年度

全区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

１６日
口区妇联在汉江湾举办“美丽汉江湾·生态

乐活季”第二届家庭亲子健步行活动。本次活动得

到１０条街道、３个区直单位的配合与支持，参赛的
２５个家庭中三代同堂家庭有６个，５人家庭２个，最

大的参赛者８８岁。来自古田街的陈红家庭现场朗
诵了自创的赞美汉江湾的诗歌。

１９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张德江在湖北省检查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走访

汉口里文化商业街的餐饮企业，了解餐饮企业食品

卫生管控情况。

△“侦查信息大数据平台”在口区人民检察

院建成并投入使用，这也是湖北省首个基层院职务

犯罪侦查信息平台。“侦查信息大数据平台”主要

由侦查信息查询系统、电子证据取证分析系统、网络

系统和音视频中控系统四部分组成。

２０日

△湖北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到口区调研，实

地查看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体验电子签

约过程，并与区卫计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健

康服务公司、全科医生和居民群众代表座谈。

△口区“行政双公示”平台在口区人民政
府网正式上线试运行。

△口区政府召开“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
工作调度会，对２０１６年公开承诺整改工作进行再调

度、再部署。

△口区食药监局联合民宗委，召开少数民族
经营户食品安全法规培训会，辖区６０余户少数民族

食品、餐饮经营户参加培训。

２２日
口区委召开政法工作会议，总结２０１５年全区

政法维稳信访工作，研究部署２０１６年工作。

２３日
中共口区委中心组专题学习《知之深爱之

切》一书。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专题学习。区领导

刘红鸣、邹蔚原、刘传、田超英分别作主题发言。

２５日
口社保处在区会议中心召开“口区医疗保

险基金专项检查工作会议”，辖区３００余家定点医
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

宣布启动医疗保险基金专项检查工作，要求全面自

查、边查边改，并上报自查结果。

２６日
为纪念第十六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口区工商

（质监）局举办“４·２６世界知识产权宣传日”大型
宣传活动。活动共发放《商标四书五进手册》５００余

份，现场接受有关法律知识的咨询５０余人次。

２７日

△口区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区
领导许以华、刘国利、刘传、张启发，区劳动模范、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参加会议。

△口区安全生产部署会议召开。会上，通报

２０１６年１至４月份工商贸执法及处罚情况和２０１５
年度企业安标化达标情况。

２８日

△口区领导干部大讲堂正式开讲，武汉市统

计局局长潘建桥作题为“武汉与其他副省级城市综

合竞争力比较”的专题辅导报告，并结合实际，对

口区发展提出建议。

△口区妇联在宗关街发展社区召开“平安家
庭”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区综治委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暨“平安家庭”创建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分管

领导、各街妇联主席、社区妇联主席代表８０余人参

加会议。会上，调整区综治委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暨

“平安家庭”创建领导小组成员；区司法局妇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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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街妇联及宗关街发展社区交流“平安家庭”创

建工作经验。与会人员还实地观摩发展社区“平安

家庭”创建工作成果。

２９日
口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

研讨班在区委党校举行。区委书记王太晖作专题辅

导报告，区长景新华主持并传达中共中央办公厅关

于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在谈话函询中不如实向组织说

明情况典型案件及其教训的通报。区“四大家”领

导班子成员、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参加研讨班。

５　 　月

１日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自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将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和生活服

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营改增”试点，中国

营业税自此退出历史舞台，口区对“营改增”相关

政策及时进行解读。

５日

△汉口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顺利搬到７０米处
的新址。该项目于４月２５日正式启动，历时１１天
完成，是武汉首例文物整体平移项目。汉口义勇消

防联合会旧址位于安徽街５号，是一幢３层红色小

楼，高１４５米，总建筑面积５４０平方米，始建于１９２０
年，已有９６年的历史，曾经长期作为民间救火队总
部，无数次扑灭汉正街大火。２００７年，该楼被列为

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２０１１年，升格为武汉市文物
保护单位。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到汉正街永宁社区
了解街道社区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党建重点项

目推进以及后进社区党组织整改工作情况。

６日
口区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座谈

会，部署口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区“四

大家”领导参加会议，区委书记王太晖作重要讲

话，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彭前旭主

持会议。

７日

２０１６年全国校园阳光体育足球城市赛武汉站

校际赛在汉江湾体育公园开赛，全市８８所学校的代
表队参赛。

１０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到区委党校为区管

干部进修班学员作专题辅导报告。

１１日
口区食药监局召开药品流通领域违法经营行

为专项整治工作动员大会。会议要求各企业对照国

家总局指出的“十项突出问题”进行认真的自查整

改，区食药监局将成立检查组对重点对象、重点品

种、重点内容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必要时，将聘请

会计事务所进行财务票据专项清查。

１２日

△口区庆祝第２６个“全国助残日”大型文艺
汇演在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举办。

△口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在区人民检察院揭牌
开馆。市、区领导共同为教育基地揭幕。

△口区召开防汛排渍工作会，传达省、市防汛

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口区防汛排渍工作。

１３日
武汉“大城工匠”先进事迹报告团口专场报

告会举行。

１５日

２０１６全国校园阳光体育足球班级联赛城市赛
（武汉站）在口区汉江湾体育公园落幕。共计８８

支参赛队进行１７３场比赛，口区武汉市第四中学
获高中组冠军，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新合村小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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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初中组、小学组亚军。

１８日

△口区政协主席周付民实地查看区福利院养

老中心、汉兴阳光护养中心和新华社区养老院，就重

点提案“关于推进口区社区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建

议”进行现场督办。

△口电子商务协会成立大会召开，并通过协
会章程，选举千里马（武汉）电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杨义华为协会会长，武汉企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胡宸浩等１２人为副会长。

１９日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冯晓林视察武

汉市人防重点项目口区金三角人防工程。

２５日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三次会

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冯群翔，副主任邹蔚原、施德

华、刘国利、肖永红、鲍春峰及常委会委员参加会议，

副区长程宏刚、区人民法院院长胡诗云、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万诗雄，以及部分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

议听取和审议《关于化工企业搬迁及１１３５片改造工

作的情况报告》和《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商务局、中小

企业发展局）工作报告》，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评议

小组《关于对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商务局、中小企业发

展局）工作评议情况的报告》，通过对区经信局的评议

意见。会议决定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２５日至２７日

口区中小学运动会在武汉市第四中学举行。

２８日

△口区换届工作暨加强换届风气监督会议召
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换届工作有关要

求，安排部署全区换届工作。区委书记、区级领导班

子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太晖参加会议并讲话。

△口区庆“六一”七色花少儿专场演出举行。

２９日
口区妇联与融智教育合作，在汉口里举办庆

“六一”“牵手绘未来有爱伴成长”亲子对“画”活

动，共２０个家庭参加活动。

３１日

△口区召开区委常委班子严肃换届纪律专题
民主生活会，从严从实加强换届风气监督，保证换届

风清气正。市换届风气第二巡察组组长麻杰，巡察

组成员曹必俊、吴琳全程参加指导。区人大常委会、

区政协主要领导同志列席会议。

△口区妇联副主席张晓虹一行带着党和政府
及全社会的关爱，来到武汉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看

望并慰问７２名口籍在教学员。区妇联以“重拾
信心 拥抱明天”禁毒戒毒为主题，邀请武汉大方学

校第一任校长、融智家庭教育研究院心理防预带头

人余明礼女士，对５００名在教学员进行《谈谈心里
话》专题辅导讲座。

△口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暨表彰大会
在崇仁路小学举行。

６　 　月

３日
口区政府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互联网 ＋医

疗”产业发展工作。区长景新华、副区长刘传，区

“互联网＋”专班、医疗健康专班以及卫计委等单位

负责人参加会议。

６日

武汉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关太兵到口区

调研，实地走访宗关街司法所，参观区公共法律服务

大厅和社区矫正科技宣告室，详细了解口区司法

行政工作开展情况。

７日至８日
２０１６年高考举行，全区有 ３７５３名考生参加

高考。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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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日
口区档案局利用“６·９”国际档案日这一

契机，集中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档案法治

宣传活动。通过举办法治咨询、档案展览，邀请

中小学生走进档案馆参观陈列室等活动，拉近档

案与普通百姓的距离，扩大档案法治工作的社会

影响面。

１２日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调研组到汉中街万兴社
区，专题调研２０１４年新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

作细则》颁布以后社区党支部在发展党员工作方面

的好的做法和建议。

△武汉市换届风气第二巡察组组长麻杰一行实

地查看武汉恒隆广场、复星·汉正街、汉江湾体育公

园、武汉四中、宜家家居和荟聚购物中心等重点项

目，走访汉水桥街、宝丰街和汉中街，并与街道领导

班子成员、社区书记座谈，了解换届工作推进情况和

换届风气总体情况。

１４日

△湖北省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座谈
会在口区人民法院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覃文萍参加会议，并到区法院家事法庭

调研指导工作。

△湖北省健康促进工作督导组对口区创建省

级健康促进区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到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调研，实地走访永乐生活、九州通、一路乐

旅游等５家电商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商业模式和发
展现状，并与部分企业负责人座谈。

１７日

△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李传德到口区检查“十

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道路建设情况。

△口区发改委、区教育局、区妇联在山鹰小学

举行２０１６年节能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暨生态校园
建设宣传册首发仪式。

２０日

△口区法学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召开。武汉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任、市法学会会长胡绪
"

，市委政法委常务

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市法学会副会长周滨，市

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周玉，区“四大家”有关领导参

加会议。会上，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红鸣当

选首届会长。

△“公安文化基层行”文艺小分队来到口区

公安分局，举行专场慰问演出，为基层民警送来公

安部党委的关怀和温暖。演出前，公安部文艺小

分队和省公安厅、市公安局领导专程前往吴用智

烈士家中，看望慰问烈士家属，转达公安部党委的

关心和问候。

２１日

口区妇联在韩家墩街会议室举办一场“反家

庭暴力—创平安家庭”维权讲座，各街妇联主席、部

分社区妇干和妇女群众近８０人参加讲座。

２２日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到崇仁路小学、井
冈山小学、东方红小学观摩教育云网络空间应用展

示，详细了解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现场会筹备情况。

△首批武汉“城市合伙人”———第五届武汉大

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拉开帷幕。市、
区领导出席开幕式，并为中国武汉大学生“互联

网＋”创新创业（汉口）基地揭牌。

２３日

口区召开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加强政府部门履职
尽责社会集中问卷测评大会，对 ２７家市直部门和

３１家区直部门履职尽责情况进行集中测评。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行评代表、服务对象代表和机关

干部代表４００人参加测评，市行评代表对测评工作

全程监督。

２４日
口区政府召开２０１６年“十个突出问题”承诺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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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工作中期调度会。

２６日至２８日
口区新上岗档案工作人员岗位培训班在区委

党校举办。全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六角亭街１０
家社区及区属部分高新企业近６９名新上岗档案工

作人员参加培训。

２８日

口区２０１６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会议在口
区司法局召开，区内５６家机关、街道、企事业单位普

法办主任参加会议。

２９日

△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程凯率领１６个省、市的残
联领导到韩家墩街阳光家园、六角亭街阳光驿站，对

口区阳光家园的基础设施、人员配备、托养工作、

康复训练、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并详细了解

阳光家园运行情况。

△建党９５周年到来之际，武汉市政协主席胡曙

光深入宗关街、古田街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和生活

困难党员。

△口区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报告

会，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戴德铮教授作题

为“学党章党规，做合格党员”的专题辅导报告。

△由中共口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主办，区妇
联、区教育局共同承办的“弘扬家庭美德畅享幸福

时光”———口区家风建设在行动现场会在口区

山鹰小学举行。市、区领导以及区直单位分管领导，

各街道分管领导、文明办主任，街道妇联主席、社区

妇联主席等２００余人参加活动。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人民政府区长

景新华分别到汉正街五彩社区、长丰街紫润北社区

生活困难党员家中走访慰问，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

情况，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３０日

△国家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检查组到崇仁
路小学、东方红小学、井冈山小学、陈家墩小学、韩家

墩小学、市第十一中学、市十一滨江中学７所学校实
地考察，对口区教育信息化工作推进情况开展督

导检查。

△口区纪委与区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带头

践行《准则》《条例》，做遵规守矩党员”主题演讲比

赛，１６位选手经激烈角逐，最终区审计局周繁、区水
务局李亚丽获得一等奖。

７　 　月

２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区防汛排渍指挥部政委王

太晖召集区防指全体成员单位及分指挥部主要负责

人，召开防汛排渍工作紧急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排渍

工作。

３日
武汉遭受暴雨袭击，口区多个路段和部分老

旧社区出现渍水，为防止疫病感染，区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办公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启动卫生防

疫应急工作，开展消毒消杀及疫病监测。

４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

长万勇实地检查口区汉江干堤舵落口险段，督促

防汛工作责任落实。

５日
长江武汉关水位 ２７５５米，超警戒水位 ０２５

米，汉江舵落口水位２７８８米。区内各街道分指挥

部负责人全部上堤，到一线指挥，截至１６时，共封堵
闸口１４个，搭建防汛岗亭２６座，按每千米２０至４０
人标准上足巡堤人员。区领导实地查看“２４５险
段”、宗关闸口、口轮渡码头等点位防汛备汛情

况。区领导要求，各街道分指挥部要做好防大汛的

准备，坚决打消麻痹心理，严格按照防汛排渍二级响

应要求，落实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备足防汛物料，确保
人员到位、责任到位，做到水不退、雨不停，就不离开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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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不撤出指挥部。

６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区防汛排渍指挥部政委

王太晖，区人民政府区长、区防汛排渍指挥部指挥长

景新华实地查看建一路、航空路等主次干道渍水情

况，并到区交通大队指挥中心现场调度，排堵保畅。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人民政府区长
景新华深入韩家墩街新华社区、古田街万人社区、汉

水桥街铁路小区等老旧社区查看灾情，检查指导防

汛排渍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政协主席、区委

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区

公安分局局长等领导分别深入街道、社区指导防汛

排渍工作。区委、区人民政府要求，各街道、各社区

要把防汛排渍作为首要任务，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作为第一责任。

７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区防汛排渍指挥部政委
王太晖，区人民政府区长、区防汛排渍指挥部指挥长

景新华召集区防指全体成员单位及分指挥部主要负

责人，召开防汛排渍工作会议，传达省、市会议精神，

研究雨情、汛情和灾情，部署防汛排渍工作。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区政协主席、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参加会议。

△１１时武汉关水位２８３６米，超警戒水位１０６
米，汉江舵落口水位２８６７米。全区２４个闸口除古

田三路闸口外，其余２３个闸口均已封堵。各街道分

指挥部共搭建防汛岗亭 ２６座，派驻巡堤值守人员
６００余人，２４小时不间断巡查。抢险大队集结待命，

一旦出现险情半小时内到达现场。会议强调，全区

动员，全员上阵，确保汉江口段安全度汛，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口区城管委、民防办、建管站等单位全力
投入防汛排渍工作。区城管委利用暴雨间歇期，

迅速组织环卫人员开展清污作业。截至７月７日
下午，共出动环卫人员１３００人，对辖区２７条主次

干道、人字沟、涵洞进行冲洗，清理垃圾 １５４吨。
１０座渍水公厕全部恢复使用。区民防办组建应急

小分队，重点对沿河大道５００米内的２７个人防工
程进行排查，其中９个人防工程渍水较为严重，经

过全力抽排，长印集团等 ６个人防工程渍水情况
得到缓解。区建管站出动执法人员９０余人次，对

辖区建筑工地的深基坑、起重机械、工地围墙进行

全面巡查，及时处置“金太阳 Ｋ３”“?悦府”“华润

Ｋ１０”３个项目基坑护坡局部滑坡险情，３个项目基

坑渍水均已排干。

△为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视察武汉重要指示精

神及省、市部署要求，中共口区委召开常委会，进

一步明确责任分工，做好防汛排渍抗灾工作。区

“四大家”领导按照责任分工，深入对口联系的街

道，召集责任单位和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研判雨情、汛

情和灾情，指导防汛排渍抗灾工作，看望慰问巡堤值

守人员。

８日

△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口国家电子商务示范

基地分中心成立，口“电子商务板块”“科技成长

板块”首批３４家科技型企业集体登陆湖北区域性

股权市场。该分中心成立后，将依托本部的托管交

易系统和综合服务功能，为创业创新企业就近提供

规范培育、确权登记、股权转让、投资融资、企业并购

和转板上市等全方位专业、便捷的服务。

△口区房管局、房集团积极开展房屋安全

检查和隐患排查连续暴雨使辖区部分老旧房屋出现

险情。区房管局出动１００余人次，深入街道、社区，

巡查房屋６２０栋，排查危房３１０栋，组织街道、社区

转移和妥善安置居民１０４０人。房集团检查房屋
１１２栋，及时抽排博学仕府小区梯井积水，恢复电梯

运行；抽排书香苑、丽水康城小区地下车库渍水；安

排更换营北社区堵塞和破裂的排水管；对存在倒塌

危险的汉正街１７０号、大泉隆巷２２号房屋实施抢

修；在醒目位置张贴通知，提醒居民发现险情立即报

告房管所。

１１日

武汉市妇联副主席李红敬来到易家街派出所，

授予该所女干警“武汉巾帼抗洪突击队”旗帜。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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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日
湖北省第一巡查督导组组长马世永一行到口

区检查督导运用大数据开展惠民政策落实情况监督

检查工作。

１４日至２２日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文化建设实务交流研修班在

总局党校开班，包括武汉地税系统的８名代表以及
来自全国各地税系统的近１５０名学员参加此次研修

班。口区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建华带着口

地税“阳光文化”，代表武汉地税进行授课，并作典

型经验交流，得到学院老师和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１５日

△口区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２０１６年
“汉江湾·云谷”建设工作计划，部署加快“汉江

湾·云谷”建设工作。

△口区政协召开界别小组召集人会议，传达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涉法涉罪典型案例通报和

市换届风气巡察组反馈意见，认真学习换届纪律要

求，部署本届委员履职情况统计工作。

△长丰街常码村地块成功出让，由武汉市常悦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摘牌。该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１６２９公顷，建筑面积６４８万平方米，拟规划建设
大型城市综合体和宜居生活街区。

１９日

龙互联网医疗产业基金在口区设立。

２０日

中共口区委中心组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区委书

记王太晖主持专题学习并讲话。

２２日

△口区召开会议，全面动员部署“全国质量

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口区政协召开第十三届三十三次常委会暨

区长与政协委员恳谈会，就“大力发展口区工业

服务业”课题进行专题协商。区领导景新华、周付

民、苏海峰、尹天兵、田超英、丁新超、郭建敏、李光参

加会议。

△武汉高温达到３５℃，各社区先后启动纳凉工
作，为城乡低保对象、城市“三无”对象、重点优抚对

象、残疾人、空巢老人、农民工及其他家庭生活困难

的群众提供纳凉服务。

２４日

△口区双拥办、区民政局、区文体局在古田消

防中队营区联合举办庆“八一”双拥文艺晚会。此

次晚会是口区公益文化演出进社区、进军营、进工

地系列活动之一。

△口区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第一场拍卖会在爱
之家长丰二手车市场举行，这是湖北省首次采取网

络竞价方式进行的公车拍卖。当天，８３辆公务用车
全部成交，拍卖底价１８８万元，拍卖成交总价２３９万

元，溢价率２７％，全部收入上缴财政。

２５日

武汉市妇联主席徐丽到四新社区、营北社区检

查指导“妇女之家”建设工作。区领导王太晖、许以

华，市妇联副主席邹春燕、魏静，以及兄弟城区妇联

主席参加。

２６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到新华社区看望

慰问抗日老战士朱宝玉，并送去慰问物资和慰问金。

△中共口区委常委、区武装部政委姚中阳到

韩家墩街古四社区高龄老人邹淑纯家中进行慰问，

并送上慰问品。

２６日至２９日
口区领导王太晖、景新华、姚中阳、潘利国走

访慰问烈士家属、伤残军人、复员老战士等重点优抚

对象。“八一”建军节前，区民政局积极落实各项优

抚政策，向３０８９户（人）烈士家属、现役军人家属、
伤残军人等优抚对象发放慰问金１００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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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到古五社区看望老

复员军人马克温，带去党和政府对老人节日的问候

和关爱。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
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冯群翔，副主任邹蔚原、施

德华、刘国利、肖永红、余雅明和常委会委员参加会

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海峰、区人民法院院长

胡诗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万诗雄，以及部分区人

大代表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口区２０１６年
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区政府关于环保

工作情况的报告、区人大常委会工作评议小组关于

对区环保局开展工作评议情况的报告，以及区人民

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公安分局三家单位关于

２０１５年办案质量检查情况的自查报告。会议表决
通过上述报告。会议决定，设立区选举委员会，主持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会议审议区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草案）。

会议决定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口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报区

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设

立区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审议通过区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草案）、关于区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选举日的决定（草案）。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区选举委员会主任冯群翔参加会议并讲话。

△口区召开区政协建议案、提案中期办理工
作通报会，区领导景新华、周付民、刘传、田超英、

丁新超、郭建敏、李光参加会议。会上，区政府办公

室主任徐岗通报区政协第十三届第五次会议建议

案、提案办理工作进展情况，区卫计委党委书记李斌

通报“推动健康产业升级，加快环同济健康城建设”

建议案办理情况，政协委员就“加快环同济健康城

建设”开展对口协商。

△中共口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余力军与
１１个街道和经济开发区纪工委书记进行集体廉政

谈话。

△中共口区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报告会，省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海军工程大学教授

朱建冲作题为“中国海洋战略与海上安全”的专题

辅导报告。

３０日
民建口区委员会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

的区委会领导班子，至此口区各民主党派换届

（改派）工作顺利完成。

８　 　月

１日
古田三路（解放大道至南泥湾大道段）完成路

面沥青铺设，全线主体工程完工。该道路为城市次

干道，全长７２２米，宽３０米，双向四车道，于２０１５年
８月动工，建成后将缓解古田地区交通压力。

２日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率执法检查
组检查武汉市贯彻实施《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

例》情况，实地查看口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

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座谈交流。

△口区召开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动员会，部署
代表换届选举工作。

３日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晋到

口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基层检察院立足职能服务大

局、推进基层院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情况。

４日
口辖区医疗保险基金专项检查审计会议在区

政府会议中心召开，辖区７９家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和
１７５家定点零售药店负责人参加本次会议。会上，
通报各“两定机构”医保基金专项检查自查情况以

及社保处前期针对“两定机构”开展的稽查情况，指

出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８日
口区人民政府召开专项会议，研究部署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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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１０日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

议召开。全会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换届

工作有关要求，动员部署换届考察工作和第二轮换

届风气巡察工作，听取本届区级领导班子述职述廉

报告，开展民主测评和换届风气测评。会议集中观

看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片《镜鉴》，学习省换届办关于

换届典型案例的通报，传达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区

级领导班子换届精神和重要政策，通报换届考察主

要任务、方法步骤和时间安排，强调换届纪律和工作

要求。区委书记王太晖代表区委领导班子作述职述

廉报告，区长景新华代表区人民政府领导班子作述

职述廉报告，现场完成民主测评和换届风气测评。

△武汉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丹芳

到口区实地查看四新社区职工服务站、仁爱医院

“爱心驿站”，详细了解站点运行和各项制度落实情

况，现场听取环卫工人的意见建议。

△武汉市劳动就业局、口区人力资源局在红

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４０个家居

品牌提供岗位５００个，４００余名居民现场登记求职。

１１日

△口区“四大家”主要领导走访慰问酷暑中

坚守岗位的区建设局、城管委、水务局、园林局、公

安分局、交通大队、消防大队、总值班室、各街道环

卫所一线干部职工，为他们送去防暑用品。

△口区地方志办公室召开《长丰乡志》专家
评审会，省地方志办主任文坤斗、市地方志办副主任

程鹏及省、市地方志专家，出版社学者以及原任、现

任长丰街负责人组成评审组，对《长丰乡志》进行评

审。口区２０１３年启动《长丰乡志》编纂工作，历

时３年，形成《长丰乡志》评审稿。全书共２０余万
字，全面反映长丰地区自然状况以及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历程。

１２日
武汉市进一步完善区、街道（乡镇）行政执法体

制机制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汉水桥街召开。市、区领

导以及市创治工作领导小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专班

牵头单位分管领导，全市１６个区创治办主任、区政
府法制办主任参加会议。

１４日

口区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第二场拍卖会在“爱

之家”长丰二手车市场举行，当天１６０辆公务用车
全部成交。

１７日

口社保处与区人力资源局在区财政局大会议

室举办辖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启动暨

动员大会，７２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组织人事工作人员

参加本次会议。会议重点讲解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操

作流程与政策法规。

２２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到区审计局调研，

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汇报。

２３日
武汉市“立足岗位、争创一流”先进典型事迹巡

回报告团在口区举行专场报告会。

２４日
口区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在区委党校开班，１００余名党组织书记参加培训。

２５日

△武汉市科技局局长吴志振到口区调研，听
取“汉江湾·云谷”建设情况汇报，实地查看武汉股

权交易分中心、铜材厂改造项目和即将赴美国上市

的湖北声荣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

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口区人民政府召开区人大议案、代表建议
办理工作中期通报会。

△口区城管委组织执法人员对市按摩医院
楼顶总面积达３８００平方米的２块巨型广告牌实施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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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

２６日
中共口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苏

海峰到区人民检察院走访调研，参观职务犯罪侦查

信息平台、检委会无纸化议事系统、反腐倡廉教育基

地，与该院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

２９日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克强到口区调
研换届选举工作。

△２０１６年年轻干部成长工程培训班在区委党
校开班。

３０日

△武汉市政协常务副主席李传德到口区长丰
街天顺南社区、韩家墩街综合社区，慰问辖区不良行

为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

△武汉市“与经典有约”家庭经典诵读大赛
口区复赛在宗关街办事处举行，经过海选推荐上来

的１８个家庭参加比赛。本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全区家庭良好精神风貌，促进

全区家风工程健康蓬勃发展，同时丰富市级示范

“妇女之家”创建及未成年人暑期集中行动内容。

３１日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十四次全体（扩大）会议

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上，通报上半年全区

全面从严治党抓早抓小工作情况及从严管理监督干

部工作情况，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工作。

９　 　月

１日

中共口区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报

告会，原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胡照洲作题

为“习近平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创新和发展”的专

题辅导报告。

２日
口区举办第一期区管领导干部法治培训班，

特邀省司法厅党委委员、省依法治省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侯江波作题为“自觉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不断提升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工作能

力和水平”的专题辅导报告。

６日
口区领导刘红鸣、潘利国、刘传率队对文

明创建工作进行巡查督导。巡查组严格对照口

区文明城市建设重点公共场所实地考察点位测评

标准，重点对宝丰路、航空路、武胜路、沿河大道等

主干道沿线的建筑工地、临街环境、电子显示屏公

益广告宣传等进行检查。对人行道路面破损、建

筑工地围挡公益广告宣传不到位、临街环境脏乱

等问题，巡查组要求责任单位采取有效措施，限期

整改到位，进一步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常态化

长效化。

７日

武汉市和口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

开展“梦圆童心·金秋助学行”活动，深入武汉

市第一聋校和汉水桥街、六角亭街走访慰问，为困

难学生和社区困难青少年送去价值３万余元的衣
服和学习用品。同时，区关工委持续开展金秋助

学活动，筹集发放各类物资价值８万余元，帮助贫
困学子成长成才。

８日
口区在武汉市第四中学隆重举行教师节庆祝

活动，区“四大家”主要领导、海军工程大学领导参

加活动。

９日
为营造全区“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人

人关注质量”的浓厚社会氛围，口区工商（质监）

局联合口区教育局在武汉市第十一初中开展别开

生面的“质量月”活动—产品质量及特种设备安全

知识进校园、进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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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日

△标致雪铁龙中国及东南亚运营总部落户

口签约仪式在越秀财富中心２２楼隆重举行，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标致雪铁龙集团分别与口区人民政

府、越秀财富中心现场签约，正式落户口区。标

致雪铁龙亚洲区新任总裁马德宁、原总裁奥利维、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常务副区长苏海峰

出席签约仪式。

△“我们的节日·中秋口茶韵”文艺晚会在

汉口茶市举行。

△口区工商（质监）局在区宗关街发展社区

举办一场以“追求卓越质量，建设质量强区”为主题

的宣传服务活动。除此之外，该局１１个基层所也在

各自辖区开设宣传点，同步开展质量安全进社区活

动。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活页手册３０００余份，
接受群众咨询２００余人次。

１９日至２２日

口区人力资源局联合区统筹办对２０１６年政
府机关新录用公务员开展为期４天的岗前培训。

２０日
国家食药监总局相关负责人带领人民网、新

华网、央广网等多家中央主流媒体记者组成的采

访团到口区开展“走基层”活动，深入一线采访

报道食品安全工作，并实地走访宝丰街崇信路小

餐饮便民服务区和中百仓储古田购物广场，详细

了解二维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现场观看“食药健

康行”宣传活动。

２１日
口区政协主席周付民及部分政协委员一行

１４人到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

２２日

口区召开环保工作会议，部署加强环境保护

和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

晖参加会议并讲话，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对全区

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进行部署。

２３日
口区政协召开第十三届三十四次常委会暨区

委领导与政协委员座谈会，就“推进汉江湾国际教

育园建设”课题进行专题协商。

２８日

△口区领导王太晖、周付民、许以华，带领区
公安分局、消防大队、工商（质监）局、安监局、城管

委等部门，实地检查汉正街万安大厦 Ｂ栋市场关停
和龙腾第一大道消防整改情况。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五次

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冯群翔，副主任邹蔚原、施

德华、刘国利、肖永红、鲍春峰、余雅明和常委会委员

参加会议。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苏海

峰，区人民法院院长胡诗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万

诗雄，以及部分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

审议区财政局《关于口区 ２０１５年财政决算（草
案）的报告》、区审计局《关于口区２０１５年度区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批准

口区２０１５年财政决算。会议听取关于设立区人
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

会后拟报区编委会批准，再提请区第十五届人大一

次会议表决通过。会议通报代表换届选举的有关情

况。会议还决定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２９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刘红鸣带领区消防大队、安

监局等部门到华友源针织厂、长丰社区、市一职教等

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１０　 　月

２日至５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副区长尹天兵先

后两次召集相关单位研究调度恒隆项目周边房屋沉

降应急处置工作。同时，２日下午６时对顺道街１４６
号８４户居民进行紧急疏散，同时对该栋楼断水断电
断气，对顺道街（民意四路至游艺路段）实施临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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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管制。

９日

△口区领导潘利国、程宏刚到区福利院看望

慰问老人，调研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工作，详细了解

信息化数据中心、服务商联盟中心、社工培训中心、

老年产品体验中心等功能室工作情况，并与部分社

会组织负责人座谈。

△口区庆祝老年节戏剧慰问演出在口区社

会福利院举行。

１５日至１６日
２０１６年武汉市青少年田径比赛在武汉市第四

中学举行。全市１３个城区的６１２名运动员参赛，经

过激烈角逐，口区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

１７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政协主席周付民

分别前往黄陂区罗汉寺街皇庙村、沈黄村开展帮扶

慰问活动。

１８日

△口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文艺演出

“永远的丰碑”在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

晚会通过舞蹈、合唱、杂技等艺术形式缅怀革命先

烈，弘扬长征精神。

△口社保处召集辖区中小学负责人，在武汉

市职工疗养院举办中小学居民医保培训会，对居保

的最新政策和复杂业务进行讲解，进一步规范业务

操作。

１９日

△口区举行优秀共产党员（集体）先进事迹

报告会。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优秀党员代表用质朴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和真挚的

情感，讲述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顽强拼搏、无私奉献

的感人事迹，集聚和传递加快发展的正能量。全区

２００余名干部职工聆听报告会。

△口区政协主席周付民，副主席田超英、丁新

超、郭建敏、李光到区财政局调研，了解１至９月
口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第四季度工作安排。

２０日

△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曙到口
区调研运用“四种形态”，强化监督执纪工作。

△台湾苗栗县头份市乡里参访团到口区长丰

街实地考察民族团结建设和“城中村”改造工作，参

观百泽社区民族团结进步文化长廊、腰鼓和太极拳

表演以及建荣村还建房，并与社区居民开展书画交

流活动。

２１日

△口区召开迎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督查、全

省文明指数测评工作动员大会暨全市第三方测评讲

评会。

△口区人民政府组织召开食品安全城市创建
推进会，讲评１至９月各街道创建食品安全城市工

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２３日

口区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武术邀请赛暨跆

拳道比赛在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举行，来自兄

弟城区以及襄阳、鄂州、黄冈等地的６２支代表队、近
千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武会友。比赛中，武

术、太极拳以及极具湖北特色的地方拳竞相登台亮

相，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分别决出个人项目、对练

项目和集体项目前三名。

２５日

口区人武部检查固定式警报器、流动式警报

器设备运转良好。当天，区教育局和各街道武装部

组织开展防空防灾疏散演练，辖区所有中小学生和

部分社区居民参加演练。

２８日

△全国校园阳光体育足球班级联赛在武汉市第

四中学启动。

△湖北保监局局长王斌、副局长马全平到口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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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调研健康保险创新示范区创建工作，并实地考察

恒隆广场、环同济健康城、越秀·财富中心、宜家家

居和荟聚购物中心等重点项目，召开座谈会，详细了

解口区金融发展、健康金融规划以及健康保险创

新示范区创建工作情况。会上，湖北保监局与口

区人民政府签订《关于发挥保险功能促进口经济

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

△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述永到同

济附小、附中和市第六十四中学调研经典诵读、优秀

传统文化进校园工作开展情况。

３１日
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走进口，在口群众文

化中心为１８０多名武汉市第一聋校的聋哑师生献上
一台精彩的慰问演出。

１１　 　月

２日
中共口区委中心组专题学习《干部教育培训工

作条例》。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专题学习并讲话。区

委中心组全体成员，区委党校、区人力资源局负责同

志，以及各街道党工委书记参加学习，并邀请武汉市

委组织部干教处处长陈孝海作专题辅导报告。

４日至５日
在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重生广场启动

“２０１６口星海艺术节”合唱艺术“进社区”惠民
展演。

７日
口区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措施。区“四大家”领导，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其他在职市管干部参加会议。

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

区长景新华宣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刘红鸣宣读《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学习贯彻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１０日

中共口区委宣传部和区委政法委联合举办区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报告会，特邀请武汉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江国华教授作题为“法治政府建设若

干问题”的专题辅导报告。报告围绕法治政府与民

主政府、人大制度建设、法治政党等方面的关系，深

入解读了法治政府的性质、主体、内容、路径选择和

目标走向，对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推进法治口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１１日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十六次全体会议召开。会

议决定于１１月１８日至２１日召开区第十二次党代

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口区第十一届委员会

报告（送审稿）》和《中国共产党口区纪律检查委

员会工作报告（送审稿）》，酝酿通过第十二届区委

委员、候补委员和新一届区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

选建议名单，表决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口

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区委书记王

太晖代表区委常委会通报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起

草情况。

１４日
口区人民检察院与武汉鸣鸿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联合设立的“心港湾”未成年人观护基地揭牌成

立。该基地是武汉市首家以企业为载体的未成年人

帮扶基地。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孙

光骏，中共口区委、区人民政府、区政协等主要领

导，武汉蓝焰物流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云飞，

以及武汉鸣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三元等出

席揭牌仪式。

１８日至２１日
中国共产党口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自１１月

１８日开幕以来，在全体代表、列席代表的共同努力
下，圆满完成大会预定的各项任务，于１１月２１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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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胜利闭幕。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口区第十二届委

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新一届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和出席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通过《关于中共

口区第十一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共口

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王太晖代表

十一届区委作《砥砺奋进，乘势而上，为建设现代商

贸强区美丽生态口而努力奋斗》的报告。邹春燕

代表中共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作《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为口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坚强纪律保证》的工作报告。

２１日
中国共产党口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在区会议中心举行。全会选举王太晖同志为新

一届中共口区委书记，景新华、刘红鸣同志为中共

口区委副书记。选举王太晖、景新华、刘红鸣、邹

春燕、苏海峰、彭前旭、潘利国、张晓红、刘传、徐盛

敏为区委常委。全会批准区纪委选举结果，邹春燕

为中共口区纪委书记，陈洪波、舒浩为中共口区

纪委副书记。邹春燕、陈洪波、舒浩、金拥军、肖岚、

汪涛、梁卫华为区纪委常委。

２２日

口区政协召开十三届三十五次常委会议，就

区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有关工作进行专题协商。区

政协主席周付民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有关换届纪律要求；听取区政府

关于办理区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以来建议案、提案

情况的通报，关于区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筹备情况

的汇报；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区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的决定，以及区政协十三届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告

（送审稿）、提案工作报告（送审稿）；审议通过关于

严新华等２３５名为区政协十四届委员会委员的决

定，关于界别调整的决定，以及关于任免有关专门

（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

２４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市委宣讲团

宣讲报告会在口区会议中心举行。省委、市委宣

讲团成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

康教授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的伟

大里程碑”的专题辅导报告。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

会议并讲话。

２５日

口区人民政府召开安全生产工作紧急会议，

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江西丰城

发电厂“１１·２４”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

故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

超良、省人民政府代省长王晓东的批示精神，部署近

期安全生产工作。

２５日至２６日

第四次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现场会在武汉

四中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教

育行政部门分管负责同志，负责信息化应用的部门

负责同志等１２０人出席会议。教育部副部长李晓红

出席会议并讲话。

２７日

２０１６年武汉市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塔子湖
体育中心收官。武汉市第四中学获得高中男子组冠

军，新合村小学、同济附小分获小学男子组冠亚军。

２９日
口区配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动员大会召开。

区领导王太晖、景新华、苏海峰、潘利国、刘传、徐

盛敏、刘斌参加会议。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作

动员讲话。区长景新华传达《焦焕成、蒋超良、翟青

同志在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湖北省工作动

员会上的讲话》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苏海峰部署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工作。

３０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带领区安监局、
建设局、公安分局、消防大队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对

红星佳苑项目、建乐社区养老院、汉正街全新一街市

场等进行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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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口区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推进“环
同济健康城”建设，区委统战部在武汉市同心·生

态园组织党外知识分子就“环同济健康城”建设发

展举办研讨会。会议特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教授唐非、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学院教授吴

云霞、武汉市口区同心健康产业管委会主任毛玲、

武汉市第一医院 ＩＣＵ主任范学朋等业界知名人士
参加。与会人员畅所欲言，结合自身专业与理论实

践积极为建设“环同济健康城”建言献策，共同推动

“环同济健康城”的建设发展。

１２　 　月

２日
中共口区委法治办、口区司法局和口区

普法办在南国西汇城市广场联合举办以“大力弘扬

宪法精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为主题大型法治宣

传活动。

６日

△口区举行第三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
告会。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区经信局干部陈长

海、市第十七初级中学教师谢亚平、区直机关工委组

宣科科长徐红、韩家墩街食药监所所长田明、区水务

局市政排水设施维修队副队长陈宗福５人用质朴的
语言、生动的事例和真挚的情感，为大家作一场生动

感人的报告。全区２００余名干部职工聆听报告会。

△由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口
社保处协办的全国法治宣传日暨建筑业工伤保险宣

传咨询会在口区蓝光·林肯公园工地成功举办。

９日

△第五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项
目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汉江湾体育馆隆重举行。

市区领导以及５００余名来自市内外的风投机构、创
业团队、电商企业等各界代表参加。

△中百全球商品直销会员店古田二路店开业。
全球商品直销会员店是中百集团加速零售业态升级

开设的进口商品超市，依托中百现有门店开设卖场，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将好市多的会员制仓储模式与

阿尔迪的廉价折扣模式相结合，优选１０００余种进口
商品，品类涵盖酒水、零食、婴幼儿用品等，价格低于

一般超市进口商品。

１４日

口区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共武汉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杨汉军参加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上，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朱库成宣读省委、市委关于

口区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景新华任中共

口区委书记，提名为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人选，不

再担任口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刘丹平任中共

口区委副书记，提名为口区人民政府区长人选；王

太晖不再担任中共武汉市委委员，中共口区委书

记、常委职务，不再提名为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人

选，省委另有任用。区“四大家”领导班子成员，区

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

１５日

△口区委召开民主协商会，就提请区十五届

人大一次会议和区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选举的人事

安排事项，听取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

派代表人士意见。民主协商会由区委书记景新华主

持。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彭前旭通报

全区换届重大人事安排情况。

△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刘丹平在区第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上作供职报告。

１６日

△中共口区委召开出席区十五届人大一次会
议和政协口区十四届一次会议的中共党员代表、

委员会议，区委书记景新华发表重要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刘丹平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彭前旭宣布大会临时党组织名单。

△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开幕，来自全区２５个界别的２３５名政协委员围绕

口未来发展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市政协常务副

主席李传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学龙，区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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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区政府领导，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其他区级领导及离退休区级老领导出席

开幕式。各街道、区委各部委办、区级国家机关各委

办局、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列席开幕式。李传德代表

市政协向大会致辞，对区政协第十三届常委会的各

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新一届政协工作提出殷切

期望。

１７日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

开。来自社会各界的 ２３６名区人大代表齐聚一
堂，共商口发展大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

志敏、原区级老领导出席开幕式。政协武汉市

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区直有关部门负

责人列席开幕式。区人民政府代区长刘丹平向大

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１９日
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２０日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会议听取和审议

区人民政府代区长刘丹平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高度评价区人民政府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

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主要任务及 ２０１７年工作安
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会议审查并同意《关于武

汉市口区 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
２０１７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决定批准区人民政府提
出的２０１７年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会议
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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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和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决定
批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７年区本级财政预算。
会议听取和审议《武汉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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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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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选举景新华为区第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学彬、许以华、刘国利、

鲍春峰、余雅明、万艳红为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王康等２６人为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选举刘丹平为区人民政府区长，苏海峰、尹天

兵、刘斌、徐岗、张智、赵宏亮为区人民政府副区

长。选举胡诗云为区人民法院院长。选举万诗雄

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需履行审批程序）。选举

丁建华等４８人为口地区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武汉市和口区联合检查组开展第四季度建
筑工地安全生产大检查，抽查海尔国际广场、建荣村

“城中村”改造等辖区项目，对安全防护、起重机械、

施工用电、消防安全等进行重点检查，详细了解项目

安全生产情况。

２１日
口区人民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通报区

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工作分工情况，研究年度人大

议案、政协建议案办理工作，对年内工作收官、明年

工作开局进行部署。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刘

丹平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２８日
口区召开“四大家”学习恳谈会，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更好地贯彻落实区

党代会和区“两会”精神，推动口在新的发展时期

实现新发展，展现新面貌。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景新华主持会议，区领导刘丹平、周付民、严学

彬、邹春燕、彭前旭作交流发言。

（余国成　罗　兵　曾凡奇　范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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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综 述

概 述

【基本情况】　口区位于武汉中心城区西部，东、
西北分别与江汉区、东西湖区接壤，南临汉水与汉阳

区相望。２０１６年，全区土地面积 ４１４６平方千米。
全区户籍总人口５２４６２０人，其中，农业人口５９３人，
非农业人口５２４０２７人，有汉、回、满、土家等２７个民
族。区辖１１个街道，有 １２７个社区居民委员会，１
个村民委员会。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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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３７７ ４ １
古田街 ５２２ ６５０２９ １３
长丰街 １０１７ ２８９２５ １５
韩家墩街 ４５９ ６５４２３ １１
宗关街 ３７１ ４８７８８ １１
汉水桥街 ２６４ ６０７９４ １３
宝丰街 １８８ ５２５４５ １０
荣华街 ０８１ ４２８００ １０
汉中街 １３３ ４９０７７ １１
六角亭街 ０７４ ２９８９７ １０
汉正街 １５７ ６８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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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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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号线通过
辖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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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５年３月，口区人民政府改称口区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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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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完成生产总值５９９３６亿
元，按可比口径（下同），比上年增长７３％，其中，第
二产业增加值 １４０６６亿元，增长 ８７％；第三产业
增加值４５８７０亿元，增长６８％。第二、三产业结

构由上年的２３７２：７６２８调整为２３４７：７６５３。全
区登记失业率 ３３％，比上年降低 ０５个百分点。
全年新增就业人数４６８万人次。

【工业】　２０１６年，口区完成工业增加值６４３７亿
元，比上年增长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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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８２亿元，增长
３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工
业增加值２６８５亿元，下降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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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７亿元，下降 ５１１％。全年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１４６９亿元，增长４６％。
截至年底，全区共有个体私营工业企业１８３９个，从
业人员８８２７人。

【建筑业】　２０１６年，口区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
建筑企业２８１个，从业人员１５５００人。全年有资质
的建筑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５４４１８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８４％。完成建筑业增加值 ７６３亿元，增长
１３９％。建筑工程结构验收合格率 １００％，竣工验
收合格率 １００％，建筑业劳动生产率 １５４２万元／
人，增长０１９％。全年建筑企业施工项目２３个，竣
工项目 ９６个；施工面积 ２３７９万平方米，下降
１６７３％，竣工备案面积 １９８６９万平方米，增长
１６０２７％。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１６年，口区完成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２２９５７亿元，比上年下降 ４１５％。按产
业构成分，第二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００２亿元，

下降９９４％，第三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２２９５５

亿元，下降４０９％。第二、三产业投资之比为００１：

９９９９。

【国内贸易】　２０１６年，口区完成批发和零售业增
加值１４８７９亿元，比上年增长（或下降）４２％。全
年商业企业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８７８１７亿元，
增长７５％。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３７５３
亿元，下降７７％；限额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额
完成３４０６４亿元，增长４４７％，其中，限额以上批
发零售贸易业完成零售额 ５２９７６亿元，下降
７６％；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完成零售额７７７亿元，
下降８６％。截至年底，全区共有注册商品交易市
场７９个，商业从业人员１０万人。

【对外贸易】　２０１６年，口区完成外贸出口创汇
总额３４６５８万美元，比上年下降２４５６％。全年直
接利用外资 ７１３０４万美元，增长 １７４６％。全区
累计批准三资企业３０７个，其中２０１６年新增三资
企业２个。

【财政收入与支出】　２０１６年，口区实现全口径财
政收入１０１７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０９％，占全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１６１％提高至１６９８％。全
年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６２９７亿元，同口径增长
２１３％。全年财政支出５１６９亿元，增长２４１％。

社 会 发 展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２０１６年，口区完成丰盛
路、丰茂路、丰逸路等８条道路绿化提档升级，完成
拆墙透绿１０００米及市区垂直绿化１０００米。全区新
增公共绿地面积３１５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１３３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４１％。全年治理污
染源４４６８个。全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
级为５５０分贝，比上年上升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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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７分贝，比上年下降
０２分贝，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二级。全区道
路清扫面积 １０８７７８万平方米，垃圾清运量 １２００
吨／日，门前三包覆盖率 １００％，环卫管理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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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区幼儿园６２所，在园幼儿
１５１１９人；小学４０所，在校学生 ３２５５２人；普通中
学２１所，在校学生２１２１２人；中等职业学校２所，
在校学生 ３９７４人。６至 １１周岁人口入学率
１００％，１２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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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１％。初
中毕业生合格率 ９９６％，高中毕业生升学率
９８８％，其中一批本科上线 １０６８人，一本上线率
比上年增加１３２个百分点，本科上线２１６８人，本
科上线率增加１７９个百分点。

【科学技术】　２０１６年，口区共有科研机构１３个，
全年实施科技计划项目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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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家，
全年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８１５６亿元，下降
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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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万平方米；截至
年底，孵化器总面积达３５万平方米。全年技术市场
签订各类技术合同１７３项，合同成交额３１５８３３６万
元，增长３４％。

【文化】　２０１６年，口区共有区属文化事业机构
２个，其中，文化馆 １个，图书馆 １个，藏书 ２７万
册，从业人员２４人。全年开展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１０７项（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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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化馆在
全国“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上荣获“金牌京剧

票房”称号，组织团队在全市广场舞蹈大赛中，荣

获三等奖。在“２０１６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
活动中，区图书馆分别荣获市级、省级及国家级优

秀组织奖。在湖北省第十三届“童之趣”杯“读国

学经典，树优良家风”征文大赛中，区图书馆荣获

优秀组织奖。在武汉市“知识工程”少儿读书系列

活动中获“先进单位”称号。

【卫生】　２０１６年，口区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３２７个，其中，医院４６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１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２３个，其他医疗卫生机构２４７个；
有卫生技术人员医护人员２１４５５人，其中执业医师
８９７１人；有医院病床１３６１４张。平均每千人拥有医
生１０人、医院病床１５７张。全年法定报告传染病
发病率为 ４６１２３人／１０万人，儿童免疫接种率
９８１７％，食品卫生监督覆盖率１００％。

【体育】　２０１６年，口区共开展大型群众性体育
活动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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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队参加市
级以上体育竞赛 ８００人次，获得金牌 ９０余枚、银
牌１２０余枚、铜牌 ５０余枚。羽毛球、乒乓球获得
武汉市青少年团体总分第一。乒乓球获得湖北省

团体第一。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３６６５２元，比上年增长８９１％。全区参加社会
养老保险单位 ４８７１户，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职工
２４６４万人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单位４８８７户，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人员５０１６万人次；参加失业保险
单位４６１９户，参加失业保险职工１５４８万人次；参
加工伤保险单位４７９６户，参加工伤保险职工１７０７
万人次；参加生育保险单位４８３１户，参加生育保险
职工１７５３万人次。全年共９９９８５户次城区居民享
受最低生活保障补贴，下降 １１９９％，计 １６２０７９人
次，下降 １６４２％，生活保障费实际发放金额
７４５５４２３２万元，比上年减少 １１７４４４万元。发放
物价补贴、水费、电费和春节慰问等各项补助

８９０１７万元。全区人口出生率８３４‰，人口死亡率
７６４‰，人口自然增长率 ０７‰，符合政策生育率
９７６２％。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有文明单位、文
明街道、文明社区及文明诚信市场４４８个，其中，国
家级文明单位２个，省级文明单位２４个，省级文明
社区５个，市级文明单位 ９５个，市级文明街道 １０
个，市级文明社区６２个，省级文明诚信市场５个，市
级文明诚信市场９个。

（曹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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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口区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共口
区委员会（简称中共口区委）全面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活动，顺利召开区第十二次党代会，圆满完成

区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全面完成全年主要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振奋的新成就，

口发展开启光明通道。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２０１６年，中共口区委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

神，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巩固拓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

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大举措，并在

全区１１０２个基层党支部、３７５８９名党员中全面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精心谋划部署，创新实践载

体，其“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扎实有序推进。坚持常

委挂点联系制度，落实“一线工作法”，每周到基层

一线现场办公，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解决实际问题；深

入软弱涣散社区党组织联系点调研２１次，帮助制定
整改方案，推进整改落实；采取区、街领导挂点，街道

干部驻点，相关部门帮扶等措施，对１１个软弱涣散
社区党组织开展集中整顿。在查找到的２１３６名失
联党员中，均完成规范管理和组织处置。坚持个人

自学与集体学习相结合、理论学习与专题讨论相结

合、学习教育与党性锤炼相结合。制发“两学一

做”学习安排，明确学习内容和要求，为全区党员

发放必学书目１５篇５２万余册，配备学习笔记本３
万余本，做到“发放对象不漏一人，学习内容应学

尽学”。利用“支部主题受日”活动，引导党员领导

干部在所在党支部讲党课，到联系的社区（村）、企

业、学校等基层单位党支部讲党课。抓实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着力发挥党

员领导干部带学促学作用，上级带下级，班长带队

伍，层层示范，层层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成立

中共口区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小组及５
个分类指导小组、７个督导组，推动全区６７个单位
开展学习教育。结合精准扶贫等活动，４４家区直
机关１５１３名党员主动深入 ７３个对口社区，认领
服务岗位３１００个、微心愿１５５９条。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

经济工作会】　２０１６年１月 ２９日，中共口区委
十一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会召

开。全会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总结弘扬区化工企业搬迁专班精神，全面

部署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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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次全会的

工作报告》以及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区政府党组、

区政协党组、区法院党组、区检察院党组向区委常

委会的工作报告。全会充分肯定 ２０１５年以来区
委常委会的工作。全会指出，要大力学习和弘扬

以区化工企业搬迁专班为代表的口时代精神，

提出２０１６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更加注重细节、更
加注重品质、更加注重提升，进一步精细化，干一

件事就成一件事、就改变一个区域的面貌，经得起

·１６·



时间的检验，全力打造经济、城市、民生“三个升级

版”，努力为“十三五”发展开好局。

【中共口区委政协工作会议】　２０１６年 ２月 ２６
日，中共口区委组织召开政协工作会议。会议重

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以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

协成立６５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精神，贯彻

落实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区政

协工作。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０日，中共口区委召开十一届十一
次全体（扩大〉会议。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

关于换届工作有关要求，动员部署换届考察工作和

第二轮换届风气巡察工作，听取本届区级领导班子

述职述廉报告，开展民主测评和换届风气测评。会

议集中观看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片《镜鉴》，学习省换

届办关于换届典型案例的通报，传达中央和省委、市

委关于区级领导班子换届精神和重要政策，通报换

届考察主要任务、方法步骤和时间安排，强调换届纪

律和工作要求。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十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

区经济工作会】　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１日，中共口区委
召开十一届十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

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市有关会议精神，通报上半年

全区全面从严治党抓早抓小工作情况及从严管理监

督干部工作情况，并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工

作。全会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要保持定力，坚定

信心，努力实现全年工作目标，完成好转型发展任

务。全会要求，要牢牢抓好几项重点工作，为转型发

展提供坚强保障：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二是要圆满完成换届目标任

务，三是要进一步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四是

要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五是要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全会强调，下半年全区经济工作的重

点，即项目建设、产业培育、财源建设、城建城管、社

会民生和自身建设。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十六次全体会议】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１１日，中共口区委召开十一届十六次全体
会议，决定于１１月１８日至２１日召开区第十二次党
代会。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口区第十一届

委员会报告（送审稿〉》和《中国共产党口区纪律

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送审稿）》酝酿通过第十二届

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和新一届区纪委委员候选人预

备人选建议名单，表决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

口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会上，

中共区委书记王太晖代表区委常委会通报区第十二

次党代会报告起草情况。

【中共口区委十二届一次全会】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２１日，中共口区委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在区会议中心举行。全会选举王太晖为新一

届中共口区委书记，景新华、刘红鸣为中共口

区委副书记。选举王太晖、景新华、刘红鸣、邹春

燕、苏海峰、彭前旭、潘利国、张晓红、刘传鸽、徐盛

敏等１０人为中共口区委常委。全会批准区纪
委选举结果，即邹春燕为中共口区纪委书记，陈

洪波、舒浩为中共口区纪委副书记。邹春燕、陈

洪波、舒浩、金拥军、肖岚、汪涛、梁卫华等 ７人为
中共口区纪委常委。

【领导干部会议】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４日，中共口区
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共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杨汉军参加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上，中共武汉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朱库成宣读省委、中共武汉

市委关于口区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景新华

任中共口区委书记，提名为口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人选，不再担任口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刘丹平

任口区委副书记，提名为口区人民政府区长人

选；王太晖不再担任中共武汉市委委员，中共口区

委书记、常委职务，不再提名为口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人选，另有任用。区“四大家”领导班子成员，区

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

【“四大家”学习恳谈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共
口区委召开“四大家”学习恳谈会。会议认真学习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更好地贯彻落实区

党代会和区“两会”精神，推动口在新的发展时期，

实现新面貌。会上，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景新华围绕区党代会、区“两会”精神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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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大家交流３个方面的意见：要学习宣传，巩固扩
大区党代会、区“两会”的重要成果；要真抓实干，全面

落实区党代会、区“两会”的目标任务；要示范带头，在

推进各项工作中始终走在前列。区领导刘丹平、周付

民、严学彬、邹春燕、彭前旭作交流发言。

【信息调研】　２０１５年，中共口区委、区人民政府
研究室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起草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共口区委班子

五年述职述廉报告，中共口区委十一届历次全会、

中共口区委十二届一次全会以及全区“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中共口区纪委全体（扩大）会、区党

建工作会议、区委人大工作会议、区委政协工作会

议、全区换届工作会、民主生活会等重要会议、重要

工作文稿，撰写《口区关于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

改落实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回头看”的工作报告》

《关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汇报》等

专项文稿，综合文稿质量稳步提高。组织撰写《腾

笼换鸟、植绿引凤，口变身生态商贸新区》《百年

脉重新定义，汉江湾“三生融合”》《建荣村“变形

记”，口区城中村改造民生样本》等宣传文稿，全

面展示区内工作成果。全年共撰写各类文稿１１０余
篇。注重调查研究，深入街道社区、企业、项目一线，

紧紧围绕转型、创新、升级主题和产业发展、功能区

建设、项目推进等重点工作，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征

求意见建议，为明确未来五年发展思路，开好区党代

会、区“两会”，加快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

口提供参考。

２０１６年，全区信息工作密切关注中心工作，发
挥党委信息主渠道作用，全年编发《口信息》９０
期，上报反映口发展成绩、社情民意、工作经验及

问题建议类等信息１８０篇，其中６５篇信息被市委办
公厅采用，３篇获市委主要领导批示，４篇被单篇采
用，６篇信息被省委办公厅单篇采用。全年准确报
送紧急信息４６起，未发生迟报、漏报、瞒报、误报紧
急信息的情况。认真落实区党代会期间的简报工

作，刊发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简报１２期。

【督促检查】　２０１６年，中共口区委、区人民政府
督查室不断改进督查方式方法，围绕中心狠抓落实。

强化中共口区委重大决策和部署的检查督办，细

化分解２０１６年中共口区委常委会工作要点，确定

目标任务９７项，确保区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各项工作
任务全面落实。下发督办通知，保证区重大项目跟

踪督查督办、党风廉政主体责任清单和重要会议精

神落实。强化各时间节点重要工作贯彻落实的督办

检查。汛期通过暗访明查，推进防汛排渍工作全面

开展；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通过现场督查，确保信

访稳定工作顺利开展，促进信访积案４６件、征地拆
迁专项信访积案１９件的化解。强化上级交转办件
及中共口区委领导批办件的督促落实。对省、市

转交办件及时转办、及时回告。全年共承办中共武

汉市委督查室转办的人民网留言４４件；中共口区
委领导群众来信批办２３件，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
音；区委领导批办的机要文件督办 ５７件，办结率
１００％，回告率１００％，确保重要工作部署的贯彻落
实。参与政协提案责任分解工作，政协提案涉及区

委部门办理１２件，督促相关单位认真办理，及时回
告，符合政策的提案按时推进，确保落实到位。

（李雄风）

·组织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共口区委组织部（简称口
区委组织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全市组织工作

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重

点完成“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区级领导班子换届

工作，认真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各项工作都取得

新进展新成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组织
部按照中央、省市统一部署，制发全区“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并成立区委“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协调小组及５个分类指导小组、７个督导组，切实
加强分类指导和具体督导。落实学习教育实施方

案，抓好专项整顿和排查。采取区、街领导挂点，街

道干部驻点，相关部门帮扶等措施，集中整顿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１１个社区党组织全部转化升级。查
找失联党员２１４０名，复联率达９９８１％。抓好专题
学习讨论和专题党课。区委常委主动参加支部集中

学习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带头讲党课；全区党

员积极开展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完成４个专题讨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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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６次，党员干部和基
层党组织书记累计讲授党课１６００余场次。结合区
情创新学习教育载体。广泛开展个人自学、集体研

学、上门送学、重点选学、全程督学；组建并派出区委

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宣讲团，开展巡回宣讲报告、理

论宣讲、优秀党员先进事迹专题片展播１００余场，推
荐、评选２８名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接受省、
市委表彰，培育一批基层党员身边的先进典型。全

力推进基层党建重点任务。开展党员信教问题集中

清查、党费收缴专项检查、党代表违纪未处理情况清

查；部署落实领导机关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灯下黑”

专项整改，查摆主要问题２２００余个，制定整改措施
２５００余条；大力实施“百日攻坚行动”，全区非公经
济组织、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分别达９４％、９５％。

【领导班子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组织部坚持
好干部标准和忠诚干净担当总要求，树立重基层、

重品行、重实绩用人导向，圆满完成区级领导班子

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区级领导班

子换届工作圆满完成。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始

终，积极配合完成区委换届考察推荐工作。严格

把好“两代表一委员”推荐选举和资格审查关，因

审查和考察调整不合格“两代表一委员”候选人

６０名。严格依法依规按章办事，科学制定选举工
作方案，精心组织换届选举，区第十二次党代会、

第十五届人代会、第十四届政协会顺利召开，区级

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圆满完成。严格落实“九严禁”

（严禁拉帮结派，严禁拉票贿选，严禁买官卖官，严

禁跑官要官，严禁造假骗官，严禁说情打招呼，严

禁违规用人，严禁跑风漏气，严禁干扰换届）“九必

须”（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必须牢固树立大局

意识，必须牢固树立核心意识，必须牢固树立看齐

意识，必须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必须严格

执行换届选举工作程序，必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

报告程序，必须严格执行请示汇报程序，必须严格

执行民主集中制）换届纪律要求，严肃换届纪律，

研究制定“五类责任主体”（党委加强领导和统筹

之责，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纪检机关

履行监督责任，组织部门履行直接责任，人大、政

府、政协党组和统战部门履行重要责任）责任清

单，发放提醒卡、告诫函５０００余份，成立４个换届
风气督导组、５个换届风气巡查组和８个选举工作
指导组，全面督导、全程巡查换届风气和选举工

作，确保了换届风清气正。突出理论武装抓教育

培训。

【干部队伍建设】　坚持将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
育和履职能力提升作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

点，深入开展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培训。创新培训理

念和方式方法，切实增强培训的统筹性，采取全面

轮训与重点培训相结合、分层培训与分类培训相

结合、线上培训与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各

类培训班１９期，培训各级各类干部近２５００人次，
着力提高干部能力素质。全面推进区委党校和业

余党校建设，建立业余党校 ５７家，社区分校 １２７
家，实现阵地网络化，党员干部教育全覆盖。全区

干部教育工作经验２次在全市大会进行交流。干
部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坚持“重基层、重实绩、干

事与用人并轨”，９名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拔到正处
级领导岗位，１１名科级干部提拔为区管干部，有力
促进“老中青”相结合、梯次配备的班子结构形成。

做好公务员招录、从社区干部中招录街道公务员、

军转干部安置工作，专项选聘 ２名“９８５工程”院
校紧缺专业优秀研究生，充实基层工作力量。抓

好年轻干部培养锻炼，选派 ５名年轻干部参加省
市选调生培训，抽调 ８０余名干部到全区重点项
目、信访维稳、精准扶贫一线挂职锻炼，接收１９名
市直机关、党外干部到有关街道和区直部门挂职。

切实加强干部管理监督。深化干部履职尽责管

理，推行区管干部年度工作项目清单、突出业绩清

单、负面清单“三个清单”管理模式，以干事创业为

重点，强化考核结果运用，综合评选表彰 ２１名
２０１６年度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先进个人，着力激发
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坚持干部选拔任用切实

把严的要求贯穿干部工作全过程，实现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填报覆盖率 １００％，抽查率
１０％；加大提醒函询诫勉力度，实施诫勉１２人次；
认真开展超职数配备干部、干部“带病提拔”、领导

干部在社团、企业兼职（任职）等专项整治工作，有

效从严抓早抓小，将关心爱护干部与严格管理监

督结合起来，促进干部健康成长。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组织部按
照抓基层、打基础的要求，不断推进基层党组织全

面建设，并取得较好的成绩。深入推进区域化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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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全面推行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区域

化党建工作机制，动员区域内各类自治组织、群众

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及驻区单位签订服务居

民事项清单和共驻共建协议，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服务，推动职能部门服务资源进社区。全区１１个
街道全部建立“大工委”，１２７个社区全部组建社
区“大党委”。职能部门与街道签订服务居民事项

清单１４４个，结对帮扶困难群众３４９户，协调解决
具体问题４４个，开展服务活动１９６次。共建单位
与社区签订共驻共建协议 ３１１份，认领服务项目
５１２个，结对帮扶困难群众１４２４户，开展共驻共建
活动５００多次。不断深化“三方联动”服务机制。
加强业委会党组织建设及作用发挥，落实主体责

任，明确工作要求，全面实施“交叉任职”，建立健

全联席会议、服务承诺、民主决策、评议监督等“四

项制度”，进一步完善“三方联动”服务机制。在具

备条件的小区业委会中组建党组织８７个，组建物
业服务企业党组织１９个，对其他２８个业委会和物
业服务企业全部选派党建指导员，实现党的组织

和工作全覆盖。加强居（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

严格社区（村）干部队伍管理。指导社区（村）选举

成立居（村）务监督委员会，严格落实重大事项公

示制度，落实居务监督委员会人员回避、任期制度

及工作机制，对基层重大事务、惠民资金使用、重

点项目实施进行有效监督。组织和指导社区（村）

干部紧扣岗位职责和重点项目进行年度目标任务

公开承诺，并接受群众监督。严格落实社区（村）

经费保障。全面落实社区惠民项目资金，并按时

足额拨付至社区专用账户。严格落实《武汉市社

区惠民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完善“社区账、街

道管”制度，严格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坚持运用“四

民工作法”（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

民评）确定社区惠民项目并组织实施。全年实施

惠民项目 ２８４个，累计使用资金 ４３９５万元。推
进基层党建特色品牌创新工程，总结提炼宗关街

发展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工作法，探索实施“电商党

建创新工程”，形成一批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

论成果。

【人才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组织部以深入实施
“城市合伙人”计划为统领，以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创新为重点，全面提升人才工作水平。深入推进

落实武汉“城市合伙人”计划。围绕推进和落实武

汉“城市合伙人”计划，研究制定行动方案、认定办

法、政策清单等政策文件，围绕产业人才、优秀青年

创新创业人才及创业投资人，提出２２条政策清单。
联合区人力资源局举办“首批武汉‘城市合伙

人’·口英才命名仪式暨第五届武汉大学生互联

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开幕式”，命名口区“城市
合伙人”９名。加大宣传力度，先后在《长江日报》等
主流媒体刊发专栏文章１０余篇，人才工作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全面推动重点人才工作项目落地。统筹

推进人才政策、平台、要素、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

人才工作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积极开

展各类人才工作申报评审，组织“口英才计划”和

第十届“口拔尖人才”评审工作，做好武汉“城市

合伙人”、“黄鹤英才计划”的推荐申报工作，全年新

增“百人计划”１名、武汉市“城市合伙人”１名、“黄
鹤英才计划”５名。圆满完成第五届武汉市大学生
“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引进一批大赛项目
落户口。创新创业平台逐步完善。“汉江湾·云

谷”纳入全市创谷工作，园区载体改造和建设工作

加快推进。以“互联网 ＋”为主导，引进声荣环保、
勤智数码等一批企业，新增亮点双创示范基地、创客

帮等新型孵化器５万平方米。
（张　峰）

·宣传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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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树立和贯

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凝聚共识，着力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着力营造决胜全面小康的舆论氛围，着力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着力推进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发展，着力加强口形象塑造传播，为建

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提供有力的思想保

证、精神力量、道德滋养和文化条件。

【理论武装】　２０１６年，中共口区委宣传部（简称
口区委宣传部）深入宣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全年共组织专题辅导报告８场，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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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５场，集中学习９次。开展“理论、百姓”双宣
讲活动５２０余场，实现社区宣讲两轮全覆盖。加强
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理论武装工作更具实

效性。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

党委（党组）中心组和领导干部为重点，推动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及时学、专题学、系统学、深入

学，把学习讲话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

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

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增强广大干部群众

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研究

制定中心组学习规划、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落实

全区党员干部推荐阅读书目工作。

扎实推进理论宣传工作。组织党中央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全区“学习五中全会精神

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理论、百姓双宣讲活动。办好

口社区“名家讲坛”。加强宣讲队伍建设，广泛开

展面向街道社区、企业、中小学等基层单位的对象

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理论宣讲在社区实现两轮

全覆盖。加强对理论宣讲活动的评估与反馈，提高

理论宣讲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加强理论调查研究。围绕建设口转型发

展、跨越发展中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全区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问题，

群众和舆论普遍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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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宣传部统筹落
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制定下发《党委（党组）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召开落实党委（党

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进会、宗教工作专题联

席会。下发《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评分表》，进

行日常督查评分，并纳入各单位党委（党组）年度考

核，总体情况稳中向好。

落实党委意识形态责任制。制定《中共口区

委关于强化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实

施细则》，落实各级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引导和管理，牢牢

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加大督

查工作力度，对全区各级党委（党组）将意识形态工

作纳入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情况进行专题督

查。加强各类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严格审批

把关，抓好动态监管，对思想文化类讲座、研讨会、报

告会等进行统筹管理，分层分类建立报批、审查和追

责制度。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综合分析研判。健全相

关工作机制，定期研究重大舆情、重点情况、重要社

情民意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定期通报意识形态

领域情况。聚焦维护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针对不同受众，主动设置议题，善于用微观视

角、用生动故事诠释深刻主题，放大正面声音，澄清

负面声音，维护良好形象。

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加快网络、新媒体等

平台建设，强化互联网思维，遵循网络传播规律，推

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各种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上

网。发挥政务微博、微信的主渠道作用，丰富内容和

形式，加大发布力度，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推进全区

微博、微信和客户端规范化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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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区、街、部门互联网舆情直通平台，加

强网络意识形态的经常性监测、报告、研判和处置，

提升对各种有害信息和网络谣言的管控水平。组织

全区网评员和网络文明志愿者，主动发声，有针对

性、精准化地开展舆论引导，弘扬主旋律，形成强大

的网上主流舆论。

【宣传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宣传部继续完善各
类先进典型的推评机制，扎实选树宣传先进典型，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全区崇德

向善的氛围更加浓厚。截至年底，区内共涌现全国

道德模范３人，提名奖１人；省、市道德模范６人；
“中国好人”“湖北好人”和“模范市民”２１人。

积极培育和推评先进典型。同济医院护士曾静

文、道能幸福食堂创办人曾少峰当选“时代楷

模———武汉精神践行者”，曾静文还获评省“荆楚楷

模”和“湖北好人”。口交通大队一中队利济路警

务区获评“第三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市第一

医院张勤手语导医义工队、古田四路警务综合服务

站分别获评省、市“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幸福食堂

志愿服务项目入选１００个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并获评第十一届“武汉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优秀创

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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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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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有关单

位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完成配合统战、环保、消

防、安全生产、计生、民族宗教、科普等系列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

【新闻宣传】　２０１６年，口区宣传部与媒体集团合
作开展立体宣传，“汉江湾”区域品牌形象更加生

动。在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发稿１２００余篇（条）。
《长江日报》关于汉江湾的头版报道１５篇，《湖北日
报》对古田国家老工业基地改造示范区组织１０期
系列报道，头版头条报道３篇。成立“口 ＩＣＡ影
像数据中心”，记录并适时发布口发展进程与成

果。“口发布”政务微博被人民日报评为２０１６年
上半年湖北省“十大党政新闻发布微博”，是全省唯

一入选的区级政务微博。

精心组织重大主题宣传。全年围绕全区“三件

大事”、三大产业、三大功能区、汉江湾体育公园开

园、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现场会以及环同济健

康城建设等主题开展新闻宣传活动。加强与各级媒

体合作，围绕区域品牌战略策划、品牌广告创意与制

作、事件推广传播、主题活动企划、招商引资配套服

务等方面开展系列推介活动。通过广泛提供新闻线

索、集中召开重大报道选题策划会、组织集中采访等

方式，全方位服务中央、省市媒体，引导各媒体共同

讲好口故事。实施口区 ＩＣＡ影像数据采集分
析项目，有计划地跟踪采集重点项目、重大活动的影

像资料，客观真实记录口转型发展历程。持续深

化推广“汉江湾”品牌，展示口现代、时尚、文明的

城市气质。

注重热点敏感问题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完善

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应急预案，进一步健

全工作机制，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做到突发事件和敏

感信息及时报告、及时研判、及时处置。密切跟踪舆

情动态，深入分析舆情走势，对经济形势、改革攻坚、

民主法治、文化发展、民生保障、生态环境等方面可

能出现的热点问题，加强预判，主动引导，积极作为。

推进全区新闻发布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加强新闻发

布主题策划，创新发布内容和方式。完善新闻发言

人制度，加强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提升新闻发言人

政策把握能力、舆情研判能力、释疑解惑能力和舆论

引导能力。

【文明创建】　２０１６年，口区大力实施“文明城市
提升工程”，文明创建工作更加常态化。落实中央

文明办专项督查迎检准备工作，接受全省１０３个县
域文明指数测评及全市城区文明创建双月测评、街

道文明指数月测评。成立督查专班，长期不间断开

展巡视督查督办，２９１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承担
的２０１６年度市级绩效目标“文明城市提升工程”，
口区成绩位列全市城区第二名。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结合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阐释，引

导人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内涵和

优势，坚定价值观自信。分层分类开展“我们的中

国梦、我们的价值观”百姓宣讲活动。发挥好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作用，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抓好

“中小学生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题实践活动。

精心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胜利８０周年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继续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建设，推进教育活动常

态化、制度化。

深入开展公民道德实践活动。围绕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广泛开展礼仪知识

培训、俭以养德教育、诚信文化展示、好家风好家训

交流、经典诵读等系列实践活动。持续开展“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及“时代楷模———武汉精

神践行者”推评工作，着力宣传民族英雄、道德模

范、时代楷模、最美人物等先进典型。

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实施文明

城市建设十大工程２０１６行动计划，落实《关于进一
步加强街道、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方案》和文

明城市建设负面清单，按照“对标创建、以测促创”

要求，做好每双月全区文明程度指数和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每月街道文明程度测评工作。抓好公

益广告、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旅游、诚信建设制

度化、志愿服务制度化、网络文明传播、“我们的节

日”等重点工作。深入开展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

明校园创建活动，加强文明单位动态管理。加强未

成年人工作阵地和机制建设。大力开展“我的中国

梦”和“经典诵读·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等主题实

践活动。

【文化发展】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宣传部继续促进文
化惠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工作更上台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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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为促进口区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推进“环同济健康城”建
设，口区委统战部在武汉市同心·生态园组织党外知识分子就“环同济健康城”

建设发展进行研讨

“幸福口 乐在汉江”文化惠民

活动１０７场。传承保护重点历史
文化，汉正街历史街区与建筑保护

获国家级金奖。武汉精密铸造有

限公司和武汉同程文化有限公司

被命名为第五批湖北省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推进建设新华 １９３７、
古田嬉空间等２个市级重点文化
产业示范项目。

补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短板。

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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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文化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

数字化。建成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并投入使用。提

高口非遗中心等场馆免费开放水平。

大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入开展“幸福

口 乐在汉江”主题文化活动，组织大型群众广场文

艺演出５０场，红色经典影片展播５０场。举办“好时
光·悦读空间———以诚经营读书交流活动”。办好

新春舞龙、广场舞大赛、武术大赛、全民健身运动会

等群众性品牌文化活动。扶持星海合唱团等民间艺

术团体健康发展。围绕中国梦主题，创作一批文艺

作品。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启动实施全区文化产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开展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创建活

动，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重点推动新华创意魔方、

古田嬉空间和新华金融交易所昊博艺术品交易平台

等项目建设，支持海客会智慧家庭与智慧社区服务

平台、尚层家居设计创意平台、仙人掌教育云平台等

现代服务项目发展，着力培育文化产品贸易、绿色印

刷、创意设计、信息服务、旅游休闲等５类产业集聚。
（汪　丹）

·统一战线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共口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简称口区委统战部）把握统战工作大团结、大联

合的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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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服务全

面深化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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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党合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统战部继续加强学
习宣传，努力营造全区关心、重视统战工作的深厚氛

围。组织关于统战工作的区委中心组学习扩大报告

会、为区管干部进修班设置统战课程、积极选派领导

干部参加省、市组织的相关学习活动，多位区委常委

和领导干部参加省、市组织的统战培训。区委统战

部还专门采购《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

行）》单行本以及条例解答、翻印《湖北省贯彻〈中国

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实施办法》等

５００余套，向全区各级党组织免费发放，供各单位学
习、宣传。提高双月座谈会的协商成效，根据区内各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特长和优势，把每个双月座

谈会议题分别交由１至２个党派提前开展深入的调
查研究，并让他们在双月座谈会上做主题发言。民

革区工委领衔第一次双月座谈会，即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工作（街道行政体制改革）的主题发

言。４月，区委统战部协调组织民革区工委主、副委
及工委委员一行，用４天时间到荣华街、六角亭街共
６个社区做调研，与社区书记、主任面对面沟通交
流，了解现状。５月，区委统战部协调组织九三学社
区工委成员，为其承接的第二次双月座谈会主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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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议题“口区‘汉江湾·云谷’建设”，到汉江湾区

域走访调研。区委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承担的双月

座谈会议题和调研课题，分别提供平台，做好沟通协

调，支持他们参政议政。１５名区级领导每人与２名
党外人士联系交友，全年与交友对象联系或面谈４
次以上。２０１６年，口区各民主党派共有４６个支
部，１３０２人。

【建言献策】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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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主动帮助区委、区人民

政府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民

建区委的《关于加快建设“汉江湾生态新城”的建

议》、民革区工委的《关于加快口区工业服务业

示范区发展的建议》、九三学社区工委的《关于汉

江口全线生态人文环境建设的建议》、民进区工

委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区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建

议》、民盟区工委的《关于推进我区校园足球建设

的建议》、致公党口区工委的《关于统筹整合规

划“城中村”改造产业用地，促进产业规模发展的

建议》、农工党口区工委的《关于在口率先实

施互联网 ＋慢性病管理模式的建议》以及区知识
分子联谊会《关于“环同济健康城”建设的建议》等

调研基于各自专长、以其独特视角和独到见解，得

到区委、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

【换届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统战部将区各民
主党派换届（改派）工作放在与区人大、区政协换

届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统筹考虑。截至 ７月 ３０
日，８个民主党派区级组织都顺利完成了换届改派
工作。换届（改派）后，８个民主党派主委、副主委
均有所调整，共有 １９名新提名主委、副主委。顺
利实现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换届后，区第十五

届人大代表共２４２人，党外人士６１人，占２５２％；
人大常委中党外人士 １１人，常委总共 ３３人，占
３３３％。区人大常委组成比例符合规定的比例要
求。区第十四届政协委员共２３５名，中共党员 ９４
人，占比４０％；非中共党员人士１４１人，占比６０％。
区政协常委４７人中，中共党员１５人，占３１９１％，
党外人士３２人，占 ６８０９％。区政协委员及常委
比例符合规定的比例要求。全年区内承接４名全
市遴选的优秀党外干部到本区一线挂职锻炼。至

年底全区共有处级党外领导 ９人，其中正处级党

外领导５人、副处级党外领导４人。区政府有５个
部门中配备 ５名党外干部，其中党外干部担任政
府部门行政正职２人。年内有２０名党外科级干部
（或相当于科级干部）和２０名党外年轻干部，纳入
全区后备干部人才库。２０１６年４月，对全区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进行摸底调查，共掌握 １３５名人士
的基本情况，并建立信息库。

【招商引资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统战部积极整
合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各方面的资源力

量，广泛凝聚共识、智慧和力量，将统一战线服务着

力点聚集到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上来，让各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人士直接参与其中。通过开展“三个

一”活动，即号召全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为区内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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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

人士踊跃响应，积极为区内发展健康产业牵线搭桥、

招商引资。无党派人士毛玲着力打造同心健康产业

园，建立全市首家健康服务业专业园区，创立健康科

技企业孵化器，积极培育大学生创业及本土健康服

务企业发展。区农工民主党主委王岚参与“环同济

健康城”发展委员会，积极协调普爱医院资源，探索

医院资源与健康产业企业合作新模式，共同推进

“环同济健康城”建设。区农工民主党副主委董俊

武教授研发慢性肾脏病患者管理互联网平台，提高

对慢性肾病患者管理水平和效率，并计划将其转化

为健康管理产品推向市场。区农工民主党党员彭少

荣积极协助推荐、引进优质健康服务业企业落户

口。全区统一战线掀起为健康产业发展服务的热

潮，健康服务业现已升级成为区内重点打造的三大

产业之一，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非公有制经济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联以
“三个五好”（五好县级工商联、五有五好基层商会、

五好商会会员）建设为重点，以创客空间、守法诚信

教育、同心律师服务、会员企业服务平台等为抓手，

充分考虑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巧借上级部门和基层

商会的外力，积极增强自身定位及工作水平。区工

商联与汉正街市场管委会共同打造“汉正街·创客

空间”项目。汉正街市场管委会在市场中心腾出

４００平方米立体空间为创客开展活动场所，区工商
联结合市工商联创客空间形式，依托会员企业资源，

在创客空间内开展创意分享、资源对接、创业辅导等

·９６·

·政　治·



系列活动。区工商联与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联

手，推动国内知名的创客平台创客邦华中区总部落

户口经济开发区，开业当天有５家创业团队入驻，
并签订入驻协议。同时，金柚网、七牛网、Ｕｃｌｏｕｄ、
ｔｅｓｔｉｎ、上市邦、微链、易法宝等知名企业服务机构前
来为创业者提供服务。不断完善“同心·律师服务

团”平台，以“同心律师进商会、进市场、进街道、进

企业、进园区”五进活动为主题，“同心·律师服务

团”走访企业 ３００余次（个），开展电话咨询 ３２０
次，合同审理１８６份，为民营企业提供诉讼与非诉
讼业务１１０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达３０００多万
元，实现全区综合型商会全对接。深入开展区工

商联机关干部对口联系会员企业活动，区工商联

机关干部每人对口联系１６家企业，累计为会员企
业办实事 １６０余件，为会员单位申请银行无抵押
贷款６００万元。

【统战成员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台办通过开展基
层党务交流和基层民众交流、经贸交流等活动方式，

与台湾苗栗县头份市各届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络，共

开展４项交流活动，参加台胞人数达１１６人次，通过
亲切互动，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两地基层民众间

的交流提供了一个示范和平台。同时，注重提高服

务工作质量和效率，在台企和台胞中树立起党和政

府重视涉台事务的良好印象。积极指导、协助区民

族宗教侨务局认真履行职责，在涉及少数民族矛盾

纠纷处理过程中，坚持大局、法制、公平、包容原则，

调处各类涉及少数民族纠纷２０余件，调处率和调成
率均为 １００％。建立区、街、社区三级宗教工作网
络。全面开展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人员任职备案

工作，进一步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的财务制度，建立文

明宗教场所长效管理机制。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

策，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在积极参

加武汉市侨办侨联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的同时，发

挥侨联组织凝聚侨心、汇集侨智的作用。

（卞　玮）

·侨务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６日，根据武汉市委相关文
件精神，原口区民宗侨务局进行调整，区人民政府

侨务办公室、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从区政府系列中调

整到区委统战部系列，隶属区委统战部管理。口

区侨务工作继续坚持“以侨为本，为侨服务”的宗

旨，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积极参与口区经济社会建设，发挥其独特优势。８
月，《武汉指南》“侨之窗”栏目，以“凝侨心，聚侨力，

共建幸福口”为题，专刊载文，首家全面报道口

区侨联工作，进一步扩大了口区侨务工作社会影

响力。

【服务侨企】　２０１６年６月，由国务院侨办和湖北
省、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十六届华侨华

人创业发展洽谈会在汉召开，口区侨办侨联积

极组织侨界人士和新侨代表参加“推动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区建设发展论坛”等专场研讨会。加大

涉侨企业服务力度，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武

汉分公司、闽商联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均

得到快速健康发展。

【依法维侨】　２０１６年，口区侨办侨联继续落实普
法教育工作。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

侨眷权益保护法》等涉侨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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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和政策水平。严格依法审核确认归侨侨眷身份，

为符合条件的侨生办理中、高考优录手续。

【爱心帮扶】　２０１６年，口区侨办侨联全面落实市
侨界“爱心帮扶工程”的各项工作。由市侨联提供

专项扶贫资金，对区内１５位困难归侨每人发放６００
元慰问金，共计９０００元；对６２位归侨每人发放５００
元慰问金，共计３１０００元；对生病住院的归侨和患重
病的侨眷以及因病去世归侨家属等情况，都给予相

应的政策照顾。

【海外联络】　２０１６年，口区侨办侨联积极加强
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社团

侨领的联系，当好他们与国内联络的桥梁和纽带。

同时，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为旅居海外的华侨办

理社保年检，帮助协调处理好其国内眷属的有关

事宜，引导组织侨胞回国创业或引进外资参与祖

国建设。

【侨务信访】　２０１６年，口区侨办侨联认真落实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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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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谊活动】　２０１６年，口区侨办侨联根据中国侨
联关于“组织起来、活跃起来”的总要求，组织全区

归侨侨眷和侨界人士代表参观园博园和武汉科技

馆，组团参加全市侨联系统乒乓球联谊赛。

（岳玉红）

·党校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共口区委党校（简称口区
委党校）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积极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党校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

渠道作用，突出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注重干

训实效，强化科研质量和水平，带领全体教职工圆满

完成各项工作。

　　２０１６年 ４月２８日，口区委党校举行了第一期领导干部大讲堂，武汉市统计
局党组书记、局长潘建桥应邀就“武汉与其他副省级市综合竞争力比较分析”进行

专题讲解

【教学培训】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党校注重创新工
作思路，积极发挥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共举办２０
期主体和专题班、１０期领导干部大讲堂和科级干
部菜单选修，共培训 ４０５７人次。拓展培训班源。
在服务对口组织部门和人资部门、区属部门干部

培训需求的同时，积极拓展培训班源，主动对接市

委党校，积极开展外联培训，成功举办广东开平市

团干培训班。创新教学形式。举办的“年轻干部

成长工程”培训班中，率先引入“行动学习法”，坚

持以问题为导向的行动学习培训

方式，采用理论导入、理念灌输、

工具训练、实地调研、小组讨论、

论文撰写、反思修改、成果交流八

个步骤再造培训流程，对口区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问题进行研

究，取得较好的效果。量化学员

管理。为加强学员管理，将学员

遵守学习纪律、参加学习活动、取

得学习成果等三个方面细化为１５
个小项并量化成百分制标准，每

天由班主任记录，每周公示，结业

前对每个学员学习管理汇总评

分，作为优秀学员评选依据。

【科研咨政】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党校紧紧围绕“三
件大事”中心工作，立足“围绕中心立项、实施全员

攻关、深入基层调研、组织建言献策”４个环节，全年
编印《口论坛》４期，发表区内调研文章５６篇；《前
沿视点》４期，收集摘录国内外知名理论文章６０篇
供区委、区人民政府领导参考；撰写的调研文章在省

市以上刊物公开发表９篇，获奖５篇，二等奖２篇，
三等奖３篇。口区委党校结合区内实际在学员中
开展为区委区政府提一条建议活动，并整理成册，分

别报区委、政府和各部门参考，得到区委书记景新华

签批。

【业余党校】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党校积极拓展党校
阵地作用，率先在全市基层建立５７个单位１２７个社
区业余党校，形成全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阵地全覆

盖。积极开展业余党校工作检查督导活动和业余党

校骨干学习贯彻《干部教育培训条例》培训活动，制

发《２０１６年口区业余党校工作意见》《关于进一步
深化业余党校工作的意见》，指导教育培训６万余
人次。及时跟进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送课下基层，做

到重大节点有声音、重点问题亮观点、重大时段搭平

台，全年撰写下发活动方案和开展送课到基层４５场
次，为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中央精神提供正确引领和

理论支撑。此项工作不仅受到基层单位欢迎与好

评，而且也得到市委组织部充分肯定，在全市有关会

上介绍其做法与经验。

【设施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党校搬入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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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照区委提出的十年不落伍的要求，对照办学水

平达标标准，定位四个高标准。高标准建设教学用

房。建有１间可容纳２１６人的报告厅，５间教室和８
间学习讨论室，１间具备标准化题库的多媒体教室
测评室，改善学员的学习环境。高标准配备教学设

施。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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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教室均配备智能电
教多功能讲台，其中一间教室还实现局域网络同声

传播。高标准建设学员宿舍。按三星酒店标准建有

容纳１０４人标准间，基本设施齐全。高标准建设食
堂。２０１６年经过与消防、水电、食药监等相关部门

协调沟通，食堂全面达标，８月正式投入使用，１２月
在检查验收中被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推荐为全国

省市必检亮点单位。

【办学达标验收】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武汉市验收
组负责人、市委党校副校长丁士松带领市委组织部、

市委党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对口区委党校办学水平达标工作进

行现场验收，市委党校副校长丁士松代表市委组织

部联合检查组对本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王　金）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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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３１日 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 １ ２５４

２ ３月３１日 全国地名普查培训班 １ １９８

３ ４月１２日 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培训班 １ １８０

４ ４月１３日—４月１５日 第八期非公企业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３ ６５

５ ４月２８日 第一期领导干部大讲堂 ０５ １１２

６ ４月２５日—５月２７日 区委十一届第七期区管干部进修班 ３３ ５１

７ ４月２９日 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１ １５４

８ ５月５日 学习贯彻《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专题研讨班 １ １３０

９ ５月２０日 第一期公务员菜单选修课 ０５ ５０７

１０ ５月２１日—５月２３日 助理社工师培训班 ３ １５０

１１ ５月２５日 第二期领导干部大讲堂 ０５ １２８

１２ ５月２６日 年轻公务员跟踪班 １ ４８

１３ ６月１２日—６月２１日 党外年轻干部培训班 １０ ２４

１４ ６月２１日—６月２３日 第五十七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３ ２００

１５ ６月２４日 第二期公务员菜单选修课 ０５ ２１２

１６ ６月２４日 第三期领导干部大讲堂 ０５ ９６

１７ ８月２４日—８月２６日 两新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 ３ １５０

１８ ８月２９日—９月３０日 ２０１６年轻干部成长工程培训班 ３３ ３０

１９ ９月２１日 第四期领导干部大讲堂 ０５ １２２

２０ ９月２６日—９月２８日 档案员培训班 ３ ８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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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培训时间 班次名称 天数（天） 参加人数（人）

２１ ９月２９日 第三期公务员菜单选修课 ０５ ２０８

２２ １０月１８日 第五期领导干部大讲堂 ０５ １３５

２３ １１月２日—１２月２日 十九期科级干部任职班 ３１ ３４

２４ １１月１３日—１１月１８日 广东开平团干培训班 ６ ５３

２５ １１月２５日 妇联干部培训班 １ １６０

２６ １１月２５日 第四期公务员菜单选修课 ０５ ２８６

２７ 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２日 事业干部能力素质提升班 ５ ５０

２８ １２月２日 全区纪检监察干部学习《准则》《条例》培训班 ０５ ６０

２９ １２月７日 第六期领导干部大讲堂 ０５ １４０

３０ 全年 年轻公务员跟踪班 ４０

·对台事务·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１日，宝丰街公路社区与台湾苗栗县头份市部分村里长就社区
建设、管理、服务、文化等方面进行座谈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台湾事务办公室（简称
口区台办）围绕全区工作中心和重点，积极服务台

商台胞台属，为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

应有作用。全年共开展联谊活动３次，为台商台胞
台属办实事４件，开展４项对台交流活动。９月，经
区机构编制委员会研究同意，在口区委统战部

（口区台办）增加内设机构对台

工作联络科，并增设正科级领导职

数１名。

【对台交流】　２０１６年，口区台
办重点搭建对台基层交流平台。

通过开展基层党务交流和基层民

众交流、经贸交流等活动方式，与

台湾苗栗县头份市各届人士建立

广泛的联络，参加台胞人数１１６人
次。１月，接待台湾苗栗县国民党
头份市党部基层党员干部３２人到
本区参访，就基层党组织建设、党

员作风建设、党员纪律约束和社区

服务等工作与到访嘉宾们进行专

题交流。８月，举办口和头份市首届两岸中小学
生扬帆夏令营，邀请台湾苗栗县头份市部分中小学

师生及家长共２６人来汉，与口区中小学师生和教
育界人士围绕教学、体育、传统文化培育等专题进行

亲切互动，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１０月，邀请苗栗
县头份市部分村里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等共５０
人到访，并开展基层社区对口交流活动。头份市四

个里与口区４个社区签订友好合作协议。１１月，
借第十三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召开之际，邀请台湾杏

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８人到访，与口区政府健
康产业专班签订项目合作意向书，并就血液透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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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４日，口区编办主任刘建青（左一）和口区综治办主任李为
（左二）到汉中街开展街道行政体制改革调研工作

等方面与辖区医疗单位探讨合作

事宜。

【台胞台属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
区台办高效开展台商台胞台属服

务，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涉台投诉纠

纷。６月，作为中南地区的总部型
台企樱花卫厨企业，在产品抽样检

测中，因产品说明书不规范等问

题，被湖北省工商局判定产品不合

格，并转由口区工商局立案查

处，处罚款８万元。根据此情况，
口区台办积极与口区工商局

方面联系和协调，因该产品未造成

不良影响，且台企积极进行整改，

最终对其从轻处罚，顺利解决其诉

求。同月，台属吴均生因社保问题

求助。口区台办积极作为，与六角亭街分管领导

一道，多次进行协调，最终解决其社保补缴款问题。

１２月，台属周东红因房屋搬迁征收事宜求助。口
区台办通过易家街工委办事处调查核实，对于周东

红提出的房屋拆迁相关补偿政策进行宣传，得到台

属周东红的理解。

（唐　军）

·机构编制·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口区编办）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

改革、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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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机构编

制资源，科学配置人员编制、合理制定人员编制补充

计划。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党支部组织

建设，转变工作作风，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

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编制实名制管理】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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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机构编制政务公开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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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０家机
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信息和 ７９９８名干部职工的
人员信息全部实现网上公开，公开率达１００％，充
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２０１６年，口区在湖北省机构编制政务公开中期
和年终考核均获得优秀等次。

【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２０１６年４月，口区印
发《关于深化全区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方

案》（办文〔２０１６〕３号），明确街道主要履行８大
职能，按“４＋２”模式设置街道内设机构，建立街道
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和政务服务中心，赋予街道辖

区行政管理权。８月，为厘清街道职责边界，口区
编办制定出台《街道机关职责清单（试行）》共１４３
项；１２月，经区委、区人民政府研究，制定《口区街
道职责准入制度》，并明确职责准入街道的审批范

围和审批程序。

【行政审批３０改革】　２０１６年，口区按照武汉
市委、市政府行政审批３０改革（将过去多个部门
之间串联审批、并联审批，转变为一个部门的内部

审批，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行使，老百姓能在一个

窗口办理多个审批事项实现“单点单部门”审批）

的整体部署，制定本区综合行政审批改革实施方

案。方案将区房管局和区民防办进行整合，空出

的机构限额，组建区行政审批局；将 ７５项行政许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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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类审批事项全部第一批划转到区行政审批局，

明确区行政审批局与各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分

工；根据行政审批职责、事项、环节“三个全集中”

的要求，现场踏勘由区行政审批局负责。方案要

求，２０１７年４月开始全区所有行政许可类审批事
项将由区行政审批局一家审批，最终实现“一枚印

章管审批”的“一站式”服务模式。

【政府职能转变】　２０１６年，口区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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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逐年逐项督促２０１５
年至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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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实。１１月底，口区
编办对区内７家部门的９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
考核验收。

【简政放权】　２０１６年，随着中央和省、市加大简
政放权力度，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市级先后向区

级下放权力 １５７２项，经调整后，口区 ２９家行
政权力部门，共计 １０大类行政权力事项 ２３８１
项，对应编制 ２３８１项行政职权办事指南表和外
部流程图，于 ５月 ３１日已通过口信息网对外
公开。完成制定《口区行政权力动态调整管理

办法（试行）》，从调整依据、调整范围、调整程序

以及监督机制 ４个方面对行政权力的后期动态
管理工作进行严格规定。

【机构编制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严格编制总量控
制。落实控编减编要求，严格用编计划管理，注重动

态调整编制，做到行政编制总量不突破。全年事业

编制总量以２０１２年底为基数只减不增，财政供养编
制只减不增，财政供养人员在财政供养编制控制目

标内只减不增。２０１６年，口区总编制数７８８４名，
其中党政群机关使用编制１７００名，事业编制６１８４
名。按照财供比例核算，武汉市核定财供系数为

８３２４名，实有财政供养编制数７４４０名，实际供养人
数为７６９５人。

【事业单位改革】　２０１６年，口区编办按照业务属
性，完成指导划分为公益一类和公益二类区属事业

单位“九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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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至１２月，
口区４８家街道所属事业单位与区住房保障中心、群
众信访接待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等１２家
新设立或调整的事业单位已完成“九定”工作，其他

事业单位已经完成事业单位“九定”草案报送，待分

批报区编委会研究印发。

【信用代码换证】　２０１６年，口区根据国务院《法
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

案》要求，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完成对事业单位法

人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一

证一码。至１２月底，全区２３１家事业单位完成新
版证书的换领工作，５８家行政单位完成机关单位
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的换领工作。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及公示】　２０１６年，口区
符合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和公示单位２４４家，完
成年度报告２４４家，网上公示２３１家，事业单位法人
年度报告网上公示率９４６７％。全年办理新设立事
业单位法人登记 １家，变更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８４
家，遗失补领事业单位法人证２家。

【中文域名注册】　２０１６年，口区共注册中文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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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市编办要求的注册比例
９８５％。完成网上名称申请２２５家，已经领取《标识
证书》单位４０家。

（张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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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武汉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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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口区委工作部门

１ 中共武汉市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２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办公室（中共武汉市口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武汉市口区委政策研究室）

３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组织部

４ 武汉市口区绩效管理和干部考评工作办公室

５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宣传部

６ 武汉市口区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７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台湾工作办公室、武汉市口区人民政府台湾事

务办公室、武汉市口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８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政法委员会（武汉市口区委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９ 武汉市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１０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１１ 武汉市口区信访局

１２ 武汉市口区老干部工作局

１３ 武汉市口区人武部

１４ 二、武汉市口区人大机关

三、武汉市口区政府工作部门

１５
武汉市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武汉市口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武汉市口区政府研

究室）

１６ 武汉市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武汉市口区物价局、武汉市口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领导小组办公室）

１７ 武汉市口区物价局价格监督检查分局

１８ 武汉市口区物价局成本监审价格认定分局

１９ 武汉市口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武汉市口区商务局、武汉市口区中小企业发展局）

２０ 武汉市口区教育局

２１ 武汉市口区科学技术局（武汉市口区知识产权局）

２２ 武汉市口区民政局（武汉市口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２３ 武汉市口区财政局（武汉市口区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武汉市口区金融工作办公室）

２４ 武汉市口区人力资源局（武汉市口区公务员局）

２５ 武汉市口区环境保护局

２６ 武汉市口区建设局

２７
武汉市口区城市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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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武汉市口区水务局（武汉市口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２９ 武汉市口区招商局

３０
武汉市口区文化体育局（武汉市口区旅游局、武汉市口区新闻出版局、武汉市口区版权局、武汉市

口区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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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编号 单 位 名 称

３１ 武汉市口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３２ 武汉市口区审计局

３３
武汉市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武汉市口区民防办公室、武汉市口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区地震工作

办公室）

３４ 武汉市口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３５ 武汉市口区统计局

３６ 武汉市口区园林局

３７ 武汉市口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

３８ 武汉市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３９ 武汉市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汉市口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４０ 武汉市口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４１ 武汉市口区行政审批局（武汉市口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４２ 四、武汉市口区政协机关

五、武汉市口区群团机关

４３ 武汉市口区总工会

４４ 共青团武汉市口区委

４５ 武汉市口区妇女联合会

４６ 武汉市口区工商联合会

４７ 武汉市口区残疾人联合会

４８ 武汉市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４９ 武汉市口区红十字会

六、武汉市口区民主党派

５０ 中国民主建国会武汉市武汉市口区委员会

七、武汉市口区街道

５１ 武汉市口区易家街

５２ 武汉市口区韩家墩街

５３ 武汉市口区宗关街

５４ 武汉市口区汉水桥街

５５ 武汉市口区宝丰街

５６ 武汉市口区荣华街

５７ 武汉市口区汉中街

５８ 武汉市口区古田街

５９ 武汉市口区六角亭街

６０ 武汉市口区汉正街

６１ 武汉市口区长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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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编号 单 位 名 称

八、武汉市口区政法机关

６２ 武汉市口区人民检察院

６３ 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

６４ 武汉市口区司法局

九、武汉市口区委直属事业单位

６５ 武汉市口区委党校、武汉市口区行政学校

６６ 武汉市口区委党史办公室、武汉市口区地方志办公室

６７ 武汉市口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

十、武汉市口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６８ 武汉市口区档案局（武汉市口区档案馆）

６９ 武汉市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

７０ 武汉市口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

７１ 武汉市口区汉正街中央服务区发展中心

·信访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信访局以深入推进信访工
作制度改革为主线，紧盯阳光、责任、法治“三个信

访”，在畅通信访渠道、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大

力推进开展信访积案攻坚、遏制非正常上访，维护信

访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多次得到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

【信访工作责任制】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区人民政
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其主要领导积极参加部署、督

导、化解、稳控工作，实现领导包案常态化。出台包

含领导接访、阅批信件材料、督办、协调化解等内容

在内的文件２份。在全市率先制定“征地拆迁类积
案”结案目录清单，中央、省、市交办件化解率

１００％，重点积案化解率持续位居全市前３行列。武
汉市专班专刊专题推介口区领导包案化解积案的

做法。形成信访工作合力。发挥集中调度、压实责

任、齐抓共管工作优势，成立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涉

法、涉残、动迁房核价、非法集资等１３个专班，逐案
搭建平台，开展对话１１０余场，为全区总体稳定打下
牢固基础。法治信访成效凸显。坚持综合施策、多

措并举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有针对性对 ５２
名重点缠访、闹人持续开展明理说法，教育疏导，心

理辅导工作，信访秩序明显好转。

【信访积案】　２０１６年，口区信访工作注重加大
矛盾纠纷排查和信访积累工作力度，并协调各方

力量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取得明显成效。年

内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信访稳定

工作９次，区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接待来访５０
人次，阅批来信 ２１０件。开展规模性“领导大接
访、矛盾纠纷大排查、积案大化解”活动８场次，成
功化解中央、省、市交办积案 １１６件，累计投入资
金１４５６万元，解困帮扶 ７４人次。区委常委会、
区政府常委会专题研究信访工作、关键节点集中

调度４２次，区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包案 １１６
件，化解率达１００％，一批突出难题在区包案领导
的直接协调下化解。

【阳光信访】　２０１６年，口区信访局继续推进阳光
信访，注重运用信访信息系统平台。年内建成网上

受理平台７３个，基本实现网、信、电、访４个平台互
联互通互动互享。开展专题培训３次，轮训基层信
访骨干１５０余人次。全年累计受理网、信、电、访诉
求３６７９人（件）次，及时受理率、群众满意率９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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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上录入率、及时受理率、群众参评等各项指标

都按要求完成市级下达目标。

【稳控息访】　２０１６年，口区信访局加强对越级上
访群众的思想教育疏导，加大督导化解力度，推动问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日，口区老干部局举办老干部支部书记培训班，并组织大家
参观革命教育基地中山舰博物馆

题及时解决，区内进京非访取得新突破。坚持以吸

附促化解、以化解促稳定。区“四大家”领导围绕全

国、省、市“两会”，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等关键节点，深入街道、社区一线接访

１３０次，召开专题协调会３０余场次。同时，坚持综
合施策、多措并举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诉求合理

的问题解决到位，诉求人不合理的思想疏导到位，生

活困难的帮扶求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要

求，有针对性对重点缠访户、人持续开展明理说法，

教育疏导，心里辅导工作。全年敏感节点未发生一

起登记进京非访，进京非正常上访总量位居全市第

九位。

（张　敏）

·老干部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老干部工作局（简称口
区老干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为契机，发挥老干部在推动落实新发展理

念、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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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分发挥老干部重要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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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武汉市老

干部工作绩效考评第一的好成绩，并被评为２０１６年
度全区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区老干局
针对部分离退休干部反映组织生活无人管，党费无

处交，学习活动无人组织等问题，以“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为契机，注重离退休干部党员的思想教育。

制定全区《离退休干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

案》，征求离退休干部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意

见和建议，问计、问需于老干部，增强老干部理论教

育和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老干部提供

理论指导，解决老干部普遍关注的深层次思想问题，

增强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说服力、感染力、持久

力。通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老干部都踊跃

到各自的党组织参加“支部主题党日”，补交党费，

政治热情高，从而达到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的基

本要求“三严”，即严密的组织体系保证离退休党员

“流动不流失”；严肃的党内生活，做到“离岗不离

党”；严明的组织纪律确保离退休干部党员“退休不

褪色”。全区离退休老干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得

到区委督导组的充分肯定，湖北省老干部以《结合

工作实际真学、真改、真做》为题介绍口区老干部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情况。

【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６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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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探索创新老干部党

建新模式，推进离退休干部党组织

建在社区、兴趣团队、医院、教学班

和网络上等“五个前沿”工作，努

力实现对老干部教育管理服务的

全覆盖。在医院、社区、老干部兴

趣团队等“三个前沿”建立１２个老
干部临时党支部。积极组织老干

部参加全市离退休干部支部书记

培训班和全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书记培训班。

【老干部活动】　２０１６年，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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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口区委主要领导就召开区党代会征求区老领导意
见和建议

老干局紧紧围绕“展示阳光心态、

体验美好生活、畅谈发展变化”的

主题，设计务实管用的平台载体，

使广大老同志想参加、爱参加、积

极主动地参加。全年组织全区女

老干部、企业离休干部、市管老领

导参观区重大项目建设、环境建

设，让广大老干部亲身感受到口

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口区党代

会期间，６０余名市管离退休老领
导，参观汉江湾江滩、武汉市第四

中学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会场、

园博园、宜家等重大项目和环境道

路建设，并召开座谈会，老干部积

极建言献策，关心关注口建设，

自觉从关心自己的福利转变到关心口的发展，发

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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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协会、老年体协、区老年

大学、延安精神研究会等１６个各类协会，在全区的
精神文明建设、社区建设、和谐口建设中都发挥积

极作用。

以纪念建党９５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周年为契机，举办书画、摄影展、知识问答等形
式，以开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辅导

和党史知识竞赛、“全区老干部正能量百家讲坛”，

观看红色电影、送党课、送书进社区活动为突破口，

让老干部体会美好生活，弘扬武汉精神、传播中国好

声音，畅想“两个１００年”的辉煌明天。在全区老干
部中开展“习家训、谈家风”征文活动，将老干部的

“优良家风”红色资源以党课的形式，送到社区千家

万户。年内组织老干部参观中山舰、抗战第一村、武

汉科技馆１０场次，计２０００人次。
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老干部的学

习、生活和发挥作用中，提升老干部的幸福指数。紧

紧围绕老干部新期待和新需求，引导老干部在现代

社会网络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利用互联网优势

开展老干部活动。充分利用“乐活佬”公众号微信

群、“纪念建党９５周年暨长征胜利８０周年”老干部
微信群红色诗词朗诵赛等方式，使区内众多的老干

部紧跟时代，成为老年网民，让老干部在共享互联网

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调研成果《对充分利用

互联网优势开展老干部正能量活动的初步思考》荣

获省老干部工作调研论文一等奖和市老干部工作论

文二等奖。

【老干部典型】　２０１６年，口区老干局坚持以典型
为导向，树立标杆，引领主流思想。出资１４万元，
为退休干部曹恒文编写《中国简史五言句》印制

２０００本。８月初，《老年文汇报》记者对曹恒文同志
进行专题采访，并在《老年文汇报》头版发表题为

《曹恒文—耕耘五年为孩子们写史书》的大篇报道。

经过发掘，向市老干局和武汉电视台推荐参加抗战

胜利大阅兵的离休干部彭易林、蔡国栋同志，以及长

期甘当长江救援志愿队的义务宣传员的马业定等同

志的事迹相继在武汉电视台“乐龄春秋”栏目组推

出的《忠诚———夕阳红似火》中播出。另外，有 ２７
余篇反映区内老干部活动、老干部工作和老干部典

型的情况在《老年文汇报》《当代老年》、市老干部局

新闻展播等媒体中刊出或播出。

【老干部政治待遇】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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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离岗不离党，

退休不褪色”，始终保持政治坚定、思想常新、理想

永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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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广大老党员

爱党、忧党、兴党、护党的热情和责任。增强教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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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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组织老干部形

势报告会普及社会经济、军事等热点知识，坚持重大

节日走访慰问老干部，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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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次。

【老干部生活待遇】　２０１６年，口区老干局注重把
落实老干部待遇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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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高发病期）期、离退休干部骤

减骤增的状况，始终坚持以务实创新为着力点，全面

落实离退休干部生活待遇。普及“四就近”服务工

作。在全区１２３个社区中，有９１个社区开展老干部
“四就近”服务工作，为离退休干部提供就近学习、

就近活动、就近得到照顾、就近发挥作用的平台，使

社区服务老干部与老干部服务社区相互促进、共同

受益。全年向社区划拨“四就近”专项经费 ３１万
元，服务社区的老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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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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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正式

挂牌服务，全区老干部入住人数４０人，使老干部在
家门口就有地点活动，有资源共享，有平台发挥作

用，突显了老干部进社区的积极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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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离退休干部离退休费和医药费
落实率达１００％。坚持春节、端午、中秋、老人节走
访慰问老干部１０００多人次。全年为老干部订阅报
刊杂志１６００余份，确保每人人手一份。

【文体活动】　２０１６年，口区老干局注重加强老干
部活动中心建设，并开展一系列文化娱乐活动，满足

老干部关心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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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保

持老干部开展文体活动的传统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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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比赛获奖项１０余个，在１３个城区中稳居第一，
继续保持引领示范作用。注重创新活动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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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丰富老干部的精神文化生活。全年举行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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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益宏）

·区直机关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简称口区直机关工委）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为契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以“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为引领，抓好党建创建、制度创新，抓好反腐倡

廉建设、机关作风建设，不断提升机关基层党建规范

化水平。以落实绩效管理目标任务为抓手，紧紧围

绕全区重大战略部署，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总体要求

谋划全年工作，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直机关工委以落实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为突破口，突出重要举措，狠

抓机关基层党组织全面建设。抓好“支部主题党

日”落实，做到规定动作不走样，主题内容准确充

实，对工委所属４４家区直机关单位的１３０个基层党
支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落实情况进行集中督导，

要求活动开展及时，记录详细，资料整理规范。同

时，对“三会一课”落实、党组织按期换届及党员干

部带头讲党课等情况进行认真督促检查，起到较好

的督导效果。抓党建创新，施行联片联组，把区直机

关４４家单位分为５组进行分片交流，形成《区直机
关“两学一做”督导工作材料汇编》，其中《施行联片

督导，“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抓出实效》一文在全市

机关党建交流会上进行经验交流。抓党费清缴，规

范标准，提前完成４４个机关单位１１３个基层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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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口区直机关工委与区委党史办公室联合举办区直机关纪
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党史宣讲活动

党费自查自纠、收缴进账工作，

１５６２名党员按组织要求补缴２００８
年４月以来党费２１９９８９６元，所有
补缴党费全部入区委组织部指定

账户。

【学习型机关】　２０１６年，口区
直机关工委结合“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继续推动学习型机关创建，

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讲话，不断增强党性

意识。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讲话活动中，领导干部带头学，开

展专题讨论，撰写心得体会，要求

学习笔记３万字以上。对新修订
的《党章》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

要求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并组

织举办区直机关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党务干部培

训班。在建党 ９５周年之际，联合区委党史办，举
办纪念建党 ９５周年党史宣讲活动，增强党性修
养。举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报告会，特别

邀请区理论宣讲团成员、区委党校副校长戴定凯

作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报告，区直机关

各单位共２００余名机关干部党员参加报告会。积
极选树先进典型，为弘扬正能量，在区直机关选树

１６名先进典型，并举办先进典型事迹交流会。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直机关工委高度重视
机关纪律作风建设，持续加大作风巡查力度，坚持每

月至少２次对区直各机关单位进行作风巡查，节假
日增加巡查次数。全年共计巡查２６次，发现问题５
起，通报批评３人，发现问题已全部督促整改到位。
从正反两方面强化治庸问责和反腐倡廉工作。开展

警示教育，组织区直机关干部参观区人民检察院反

腐倡廉教育示范基地，组织观看《永远在路上》等警

示教育专题片。加大惩处违纪违法案件力度，全年

共审批案件１２起，１２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处分。

【党风廉政】　２０１６年，口区直机关工委把反“四
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强化治庸问责和机关纪

律作风建设纳入党风廉政建设重要内容，认真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制定年度主体责任清单，抓好

落实，并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日常议事、民主生活会

重要内容，真正做到时刻提醒、相互促进。强化《条

例》《准则》的学习，丰富学习形式，落实学习效果，在

自学的基础上，聘请党校老师进行专题辅导，开展学

习心得体会交流，积极参加网上《条例》《准则》知识

测试，均取得良好的成绩。６月２９日，联合区纪委成
功举办口区“带头践行《准则》《条例》，做遵规守矩

党员”主题演讲比赛，８名优秀选手上台演讲，区直各
机关单位１６０余名党员干部参与此次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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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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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扶贫】　２０１６年，口区直机关工委高度重视
精准扶贫工作，扶贫攻坚持续深入开展。全年完成

对２１户贫困户的脱贫任务。注重多措并举，丰富扶
贫活动方式，与对口村党支部一起举办主题党日活

动，联合韩家街、汉中街卫生服务中心、区科协等单

位到扶贫村开展“扶贫日”宣传活动。积极推动项

目扶贫，帮扶皇庙村发展“四大产业”（发展立体生

态农业种植养殖，发挥能人引领导作用，发展种植科

技太空莲、精养中华鲟各贵水产为龙头的立体生态

农业种养项目；发展经济林，开发花卉苗圃基地

１３３３公顷；送苗促脱贫，为贫困户提供太空莲藕
苗、树苗、鸡苗等各类养植种苗，发展家庭养殖经济；

·２８·

·口年鉴·



光伏发电，利用荒坡闲地开发建设光伏能源，建８０
千瓦光伏能源发电基地），走脱贫致富阳光大道，协

调各方资源，成立村集体合作社，积极发挥对口村能

人引导带动作用，项目建设推进迅速，效果突出。４
月１５日，长江日报对该村扶贫工作推进和项目开展
情况进行专题报到。２０１６年，区直机关工委荣获
“武汉市‘三万’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群团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直机关工委注重丰富
机关群团活动，抓好“一建带三建”。组织工会主席培

训，规范工会会费使用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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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妇委会作用，与区妇联一起举办家长学校座谈活

动。活跃机关文化，区直机关工委大力开展群团文体

活动。全年共成功组织４次大型群团活动，主要有元
宵猜灯谜活动、幸福口摄影比赛、跳绳比赛、健步行

活动等，受到机关干部职工的广泛欢迎。

（黄学斌）

·保密工作·

【概述】　２０１６年，口区国家保密局（简称口区
保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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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开展保密宣传教育、保密管理、保密技

术防护和保密监督检查工作，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全年未发生失泄密事件。

【保密宣传】　２０１６年，口区保密局坚持以全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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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保密宣传教育工作。广泛开展“六五”保密法制宣

传教育。结合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及其《实施条例》，通过赠阅保密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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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习

贯彻活动引向深入。组织全区各单位保密组织成员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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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机关内张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宣传画、在收藏品市场张贴《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

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向区机关干部、社会公众和市

场业主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及其《实施条例》教育宣传。组织区委保密委员

会主任、区直单位保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参加专题

党课，区内７６个单位保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参加
专题党课，共计２１００余人（次）参加学习活动。注
重发挥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开展保密教育培训主

阵地、主渠道作用。编写《定密工作讲稿》《保密工

作培训教材》《专题保密党课教材》，先后在区委党

校领导干部培训班、公务员培训班和新任公务员培

训班上学习，区内１０００人接受教育。组织全区新上
岗涉密人员参加全市新任涉密人员、定密责任人和

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人员培训。

【保密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保密局注重加强保
密工作依法行政，强化保密管理。加强区内保密

要害部门部位管理。按照全市保密要害部门部位

新标准，组织全区各单位对标找差距，对建设不达

标的保密要害部门部位要求按期达标。经审查，

区内共６０家单位保密要害部门部位达到新标准，
总计投入经费 １６６万元。加强定密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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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涉密网络及涉密计算

机使用保密管理。按照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保密管理的通知》要求，先

后组织３次保密专项检查，对区委办公室、区政府
办公室、区委政法委、区维稳办、区信访局、区人民

法院、区人民检察院、汉正街 ２７家单位开展保密
专项检查，共检查各类计算机终端 ５５０台。为区
内政务网络终端印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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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涉密人员管理。按

照国家、省、市保密局关于涉密人员的管理要求，

结合区内实际，会同区委组织部、区人力资源局等

单位，对涉密人员进行分类和登记备案管理，以及

涉密人员岗保密审查、在岗、离岗和脱离期管理。

【保密技术】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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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市保密局建立涉密信息管理监管系统，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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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５日，口区绩效管理和干部考评工作会议召开

区重要涉密岗位的２７０余台办公
计算机进行全天候监控，形成分

级管理的市、区两级监控平台，有

效防止重要敏感信息泄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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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履行视频监控系统，做到失泄

密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置。涉密

计算机违规外联监控平台提档升

级。将全区 ２６台涉密计算机单
机纳入系统，实现国家、省、市三

级联网报警。

【保密监督】　２０１６年，口区保密
局坚持对全区计算机信息系统、互联网门户网站、信

息公开保密审查和国家统一考试试卷存放保密等工

作开展保密检查，并纳入全区保密管理重要工作目

标，确保国家秘密安全。开展自查自评。印发《关于

开展保密自查自评督查工作的通知》《机关单位保密

自查自评工作指导手册》，组织全区各单位开展自查

整改，并在全市达标专项检查中取得优良成绩。坚持

开展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职责、规范审批流程和具体责

任人，严格落实信息发布前“三审制”，日常工作做到

有领导分管，有部门负责，有专人落实。坚持开展国

家统一考试试卷存放保密室进行检查，确保考试顺利

进行。加强全区涉密载体管理。牢牢抓住载体制作、

管理各人环节，完善管理制度，确保公文流转程序清

楚、知悉范围明了，涉密文件制作、传递流程透明，有

效堵塞涉密载体在日常管理工作中的漏洞。

（刘　剑）

·绩效考评·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区政府坚持以绩效目
标为引领，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区级领导班子

换届为动力，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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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功能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各项

目标进展平稳，呈现持续健康发展势头。

【转型发展】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区人民政府注重

以目标引领破解发展之困，不断完善跟踪落实机制。

“三件大事”持续发力。坚持把“三件大事”作为转

型发展中心任务，举全区之力克难攻坚。汉正街中

央服务区建设成效初显，汉正街东片基本完成征收、

发布挂牌公告，长江食品厂东片土地收回稳步进行，

投资１５１亿元的武汉恒隆广场、投资９３亿元的复地
汉正街加快建设。化工区改造步入汉江湾发展新时

代，获批２０１６年第二批国家老工业基地专项建设基
金７９亿元，凯德西城、招商江湾国际、海尔国际广
场加快建设，土壤修复、园林绿化、基础设施建设同

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步伐加快，常码头村土地挂

牌，易家墩、舵落口２村签约率超过９０％，东风村统
征储备加速推进。

新兴产业加速培育。产业机制逐步完善，出台

支持产业创新２２条政策及《深化全区大招商工作
格局实施意见》，基本形成以产业为导向的大招商

格局。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标致雪铁龙亚太运营总部成
功落户，中国５００强葛洲坝集团全国总部及其水务、
高速等公司整体入驻。中铁武汉桥梁科学研究院、

武汉材料科学研究所２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创建成
功，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１０家。成立武汉龙互联网
医疗产业基金。环同济健康城加快建设，新引进健

康服务业骨干企业２１家。首批武汉“城市合伙人”
口英才命名仪式暨第五届武汉大学生“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成功举办，９名行业领军人物被
命名首批武汉“城市合伙人”口英才，１０个创业团
队从６０３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累计获得创业基
金３３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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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成效明显。推进城建重点工程及道路

建设，地铁六、七号线完成征地征收，中山大道综合

改造收尾，汉江大道征地征收加速推进，１３条微循
环路年内全部完工。实施停车场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建成一职教东片１４个停车点位，新增停车泊位
２７３４个、规划储备１８００个。提升生态建设水平，全
面完成晴川桥—月湖桥泵船清理，基本完成古田

桥—长丰桥防洪清障。建成钛白粉厂街头公园、古

乐路口游园等“一园四景”，新建绿道 ７６千米。
ＰＭ１０、ＰＭ２５同比分别下降１９％、１３３％，改善空气
质量中心城区综合排名第三位。竹叶海、张毕湖水

质由劣Ⅴ类好转为Ⅳ类，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
入选２０１６全球峰会Ｃ４０可持续发展典型案例。

改革创新稳步推进。“汉江湾·云谷”方案获

市级审批，累计获得市级政策扶持资金５０００万元，
中心园区１３号厂房改造完毕，新工厂一期年内投入
使用。成立全市区级层面第一家股权交易分中心，

３６家企业科技版挂牌。“互联网 ＋”产业创新工程
加速推进，累计完成光纤网改造２３７万户、实现光
纤网络全覆盖，４２家停车场接入全市智慧停车管理
系统，工商注册登记全程网上办理，获批武汉市智慧

园区建设首批试点，圆满承办全国基础信息化现场

会，口智慧政务系统入选第二届中国互联网 ＋政
务优秀实践案例５０强。创新社会治理迈出实质性
步伐，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完成，１１个街道
政务服务中心全部挂牌，街道政务服务综合窗口智

能化信息平台“一窗多能、全科服务、全区通办”模

式形成。

民生事业持续向好。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完善，

中民配建小学竣工并投入使用，紫润初中、太平洋小

学基本完成桩基工程。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江汉

湾体育公园室外篮球场、足球场正式对外开放。社

会总体安定和谐，妥善化解中央、省、市交办信访积

案１１５件，进京重复非正常上访、赴省非正常上访控
制在市级目标范围。２７处挂牌督办安全生产重大
隐患全部完成整改，全区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

【绩效考评举措】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区人民政府
注重精细管理，优化指标体系，提升绩效管理整体质

量和科学水平。

坚持精准定位。充分发挥绩效目标引领作

用，优化指标体系，提高指标设置的科学性、有效

性。聚焦中心设目标。落实“四个全覆盖”，即市

级目标全覆盖、“十三五”规划年度重点任务全覆

盖、区委党建责任清单全覆盖、政府工作报告重点

任务分解全覆盖，切实完成保重点、保发展。补齐

短板设目标。将老旧社区改造等涉及群众切身利

益的民生工程、“十大突出问题整改”“三严三实”

突出问题整改列入绩效目标，筑牢发展根基。打

造品牌设目标。将汉江湾·云谷、环同济健康城、

国际生态乐活中心打造等纳入绩效考核，凝神聚

力塑造发展特色。

坚持高频调度。完善绩效管理过程监控，狠抓

重难点指标落实，克难攻艰，破解制约瓶颈。重大项

目周调度。区委、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每周调度重

大项目进展，研究项目功能定位、征收预案、规划方

案、融资及房源配置方案，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拆

迁、安置、维稳等重大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重

点指标月调度。区政府常务会每月听取市、区重点

绩效目标进展，分析指标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研究

提出下月度工作举措，强化担当、传导压力、夯实责

任。重大工程不定期调度。对中山大道、汉江大道

等市级城建攻坚重大工程以及区群众文化活动中

心、江汉湾体育公园等重点民生工程，区委、区人民

政府主要领导不定期深入项目现场，查看工程进展，

实时跟踪、排查风险、化解矛盾。

坚持精细管理。弘扬工匠精神，完善绩效管理

基础工作，提升绩效管理整体质量和水平。更新升

级“口综合考评网”，完善绩效指标模型库，拓展

指标设置环节，实现指标设置与指标填报同步关联，

综合考评网智能化功能逐步强化。强化指标监测预

警，按月分析汇总市、区重点绩效目标执行情况，加

强与中心城区横向对比，找准指标运行中的薄弱环

节，提出可操作性意见建议。全年累计向区委常委

会、区人民政府常务会汇报８次，制发《绩效目标专
报》６期，下发掉进度指标预警函３次。加强绩效管
理课题研究，分析口绩效管理工作现状，找准当前

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参考国内外先进经验，提

出基于口现状的绩效管理工作建议，形成前瞻性

研究和实务探讨性论文３篇。
坚持科学评价。坚持考人与考事相融合，完善

建立实干、实事、实绩、实效的考评实施办法，既考显

性绩效更考隐性绩效。探索实施专家评审，组建由

区人大、政协分管领导带队、人大（政协）专委会主

任、一把手岗位退休的老干部、街道代表参与的专家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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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组，对６０家职能部门承担的特色指标、核心职
能指标逐项进行评审，避免“自弹自唱”，防止次年

指标低设。

（罗艳玲）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日，口区召开史志工作培训会

·媒体传播发展·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积极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党性党

风党纪方面突出问题。正确把握的舆论导向，坚持

以正面宣传为主，全力做好新闻工作，圆满完成全年

工作目标。

【新闻宣传】　２０１６年，口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围
绕区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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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７
篇（条）。其中，围绕区委、区人民政府中心工作开展

主题新闻宣传报道活动８场：“春风行动”招聘会、精
准扶贫、“汉江湾”主题ＬＯＧＯ和宣传口号征集活动、
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口电商宣传、汉江湾三生融

合、以建荣村“城中村”改造交房为契机集中组织报道

口城改工作、《湖北日报》“古田现象”、第五届武汉

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

【政务微博管理】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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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０条，及时传
递政府声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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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社区行”活动】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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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乐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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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墩街古四社区、长丰街紫润北社区、古

田街古画社区等社区开展 １０场“欢乐社区行”活
动。活动大力宣传和谐社区建设，民风民俗以及

社区居民热爱生活、热心助邻、乐善好施的良好风

尚。同时也展现社区群众中的能工巧匠、生活奇

人，体现广大群众文明和谐、积极向上的生活风

貌。活动中还在现场设立志愿者服务站，联合相

关医院和法律事务所，现场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

和法律咨询，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安全防范】　２０１６年，口区媒体传播中心积极
配合湖北省有线网络，做好重大节日及敏感时期

的安全防范工作，加强区内电视网络安全播出的

协调管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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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志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共口区委党史（地方志）办
公室始终紧扣“存史、资政、育人”的核心职能，坚

持以忠实记录区改革开放发展史为龙头，以史料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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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１日，口区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召开《长丰乡志》专家评审会

征集全面、真实科学存史、准确修史撰志为主线，

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工作，详实记录区依法治区

及改革开放发展的进程，圆满地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口年鉴》（２０１６年卷）、《长丰乡志》按时出
版，《中共口历史》（三卷本）的完成初稿，起草、

编印、下发《关于编纂〈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口区

组织史资料〉（第六卷）的通知》（组〔２０１６〕８３
号）、《组织史编纂技术规范》及《组织史编写方

案》，完成２０１５年度区委党史大事记资料征集和
编纂工作，按时完成《湖北年鉴》《武汉年鉴》２０１５
年度区情资料的上报工作。支持、指导区域内史

志编纂工作。

【史志书籍撰写】　２０１６年，口区全面完成化工
搬迁，告别化工时代，开启汉江湾发展新时代。

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以此为主线，积极组织撰写

的《口古田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专题，被《武汉

改革开放实录》（第二辑）收集，此专题详细介绍

口区举区之力，全面关、停、搬迁化工企业，改

善修复环境，打造汉江湾古田新城建设，推动老

工业区搬迁改造等工作中的进展、成效创新的全

过程，充分体现新时代的口精神。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党史办公室完成《中共口
区委党史大事记》（２００１—２０１５）的初稿。期间，编
写人员广泛深入地开展搜集资料，并反复核实、校

对，以 确 保 《中 共  口 区 委 党 史 大 事 记》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初稿年底完成。

【党史宣讲】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
党史办公室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９５周年”和“纪念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等重要纪念活动为契机，完

成党史宣传教育“六进”活动 ３
场。６月 ３０日，与区直机关工委
联合举办区直机关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５周年党史宣讲活动，邀
请省委党校张秋实教授作题为“学

习湖北党的光辉历史，自觉增强党

性教育”的党课。７月２８日，邀请
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健到古

田街办事处作了题为“不忘初

心———中共早期的纪律建设”的党

史宣讲。１１月１６日，邀请市委党
史研究室巡视员张民仰到区委党

校为区第１９期科级干部培训班作题为“中国工农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史宣讲。

【《口年鉴》（２０１６年卷）编纂出版】　２０１６年，
口区地方志办公室按照全年工作目标，精心打造《

口年鉴》品质，并从照片表格、设置类目、编纂水平等

方面开展创新，《口年鉴》于年底完成出版发行。

口区地方志办公室完成撰写《突出口区情，打造精

品年鉴》一文，分别在《湖北方志》《武汉春秋》上发

表，并被第七次全国地方专业（行业）年鉴研讨会作为

大会经验材料进行书面交流。口区地方志办公室

针对年鉴编纂工作中长期存在突出问题和技术难点，

组织专业人员精心编纂《口年鉴编纂规范》，并为区

辖各供稿单位的年鉴资料编纂提供指导帮助。

【《长丰乡志》专家评审】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１日，口
区地方志办公室在区行政中心召开《长丰乡志》专

家评审会，来自湖北省以及武汉市的地方志专家、出

版社学者、区委、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原任、现任长

丰街领导和有关专家２０余人参会。与会人员畅所
欲言，一致表示《长丰乡志》体例规范、观点正确、资

料翔实、体裁得当，具备出版要求。省、市方志办领

导、区委、区人民政府领导出席评审会，并对《长丰

乡志》的编纂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并希望区地志

办以此次评审会为契机，认真做好后期修改补充完

善工作，力争打造精品名志。

（曹海霞　余国成）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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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简称口区人大常委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主动适

应口全面转型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不断完善和

创新人大工作机制。在对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

院和区人民检察院（简称“一府两院”）的依法监督

中，更加注重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相统一，坚决推

进区委决策落实；更加注重监督与支持相结合，积

极推动“一府两院”工作；更加注重程序与效果相

协调，着力促进法治口建设。全年召开 ９次常
委会会议和２９次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一府两
院”１４个专项工作报告；组织开展１８次监督活动，
检查５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依法任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８７人次；对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商务局、
中小企业发展局）和区环保局开展工作评议；督办

大会议案 ３件，代表建议 ８０件，为加强区内民主
法治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地方国家权

力机关的重要作用。

【区人大常委会会议】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大常委会
共召开９次常委会会议（第３１次至第３９次）。
２０１６年１月５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３１次会议举行。会议决定接受朱宏斌、江巧云、
黄罗俊等３人辞去武汉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
会议补选孙光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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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３２次会议举行。会议讨论通过《口区人大
常委会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和《口区人大常委会讨
论决定重大事项暂行办法》；审议并通过区政府《关

于区第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议案、代表建议办理工

作方案》；听取《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６年重点建设项目
情况的报告》。根据区人民法院院长胡诗云提名，

会议决定任命徐敏、张艺、沈信旺、曹昌健、李旭光、

李晓丹为区人民法院陪审员；免去杨忠清、马志标区

法院审判员职务。根据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万诗雄

提名，会议决定任命朱仕武、潘寿青、吴昊、汪志红、

崔盼盼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孙海文、李永

汉、张?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３３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审议区化工企业
搬迁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化工企业搬迁及

１１３５片改造工作的情况报告》，书面审议《区经济
和信息化局（商务局、中小企业发展局）工作报

告》，表决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工作评议小组对区经

济和信息化局（商务局、中小企业发展局）工作评

议情况报告。会议决定接受张勇强辞去口区政

府副区长职务。根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

名，会议决定任命吴晓国为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

卫工作委员会主任，吴志国为区人大常委会财经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谢建斌为区人大常委会韩家

墩街工作委员会主任，吴茂杰为区人大常委会荣

华街工作委员会主任；免去薛铁章区人大常委会

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邹慧来区人大常

委会韩家墩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刘自玮区人

大常委会荣华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根据区长

景新华提名，会议决定任命蒋昌洪为区城乡统筹

发展工作办公室主任，姚碧波为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武汉市口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武汉市口区

交通运输局）主任（局长），夏新为区民防办公室

（武汉市口区人民防空办公室、武汉市口区地

震工作办公室）主任，高雷为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局长；免去蒋昌洪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职务，谢建斌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主任职

务，吴茂杰区园林局局长职务，吴晓国区民防办公

室（武汉市口区人民防空办公室、武汉市口区

地震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张启发区城市管理委

员会（武汉市口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武汉市口

区交通运输局）主任（局长）职务。根据区人民法

院院长胡诗云提名，会议决定任命梅飚为区人民

法院审判员、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李莉荣为区

人民法院审判员、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张慧为区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邱敏为区人民法

院立案庭副庭长；免去宋红燕区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张慧区人民法院

立案庭副庭长职务，邱敏区人民法院汉正街小商

品市场法庭副庭长职务，钟会敏区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会后，新任命的国家工

作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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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７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 ３４次会议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口区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
审议区政府《关于环保工作情况的报告》，区人大常

委会工作评议小组对区环保局工作评议的情况进行

了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评议意见。会议分别审议

并通过区公安分局、区人民检察院和区人民法院的

《关于２０１５年度办案质量检查情况的报告》，会议
对３个报告形成专门的审议意见。会议通过口区
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口区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审

议口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

案。根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名，会议决定任

命李毅红为区人大常委会易家街工作委员会专职副

主任，袁文均为区人大常委会长丰街工作委员会专

职副主任，秦自春为区人大常委会古田街工作委员

会专职副主任，王会显为区人大常委会韩家墩街工

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刘侠为区人大常委会宗关街

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乐智敏为区人大常委会汉

水桥街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张良先为区人大常

委会宝丰街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廖飞为区人大

常委会荣华街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匡明为区人

大常委会汉中街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秦文华为

区人大常委会六角亭街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李

洪新为区人大常委会汉正街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

任；免去李毅红区人大常委会易家街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职务，王朝晖区人大常委会长丰街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职务，肖宇翔区人大常委会古田街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职务，王德义区人大常委会韩家墩街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袁兆东区人大常委会宗关街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张虎区人大常委会汉水桥街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陈华勇区人大常委会宝丰

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马任区人大常委会荣华

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袁宏玲区人大常委会汉

中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胡正举区人大常委会

六角亭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王纯区人大常委

会汉正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根据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万诗雄提名，会议决定任命陶立为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８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３５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
《关于口区２０１５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
于口区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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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财政决

算。会议听取关于设立口区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

员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会后报区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再提请区第十五届人大一次会

议表决通过。会议通报代表换届选举的有关事项。

根据区人民法院院长胡诗云提名，会议决定免去唐

明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职务，

王扣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周正

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朱继承区

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职务，向尤华区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庭长职务。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１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３６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许可对口区第十
四届人大代表陈云标采取强制措施。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８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３７次会议举行。会议听取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６
年口区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审议

并批准区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６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
会议审议并通过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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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关于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历次会议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口区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历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的报告》，同意提交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根据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提名，会议决

定任命刘斌为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免去王明星

区监察局局长职务。根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

名，会议决定任命王明星为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

委员会主任，李为为区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与环境

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鲁志扬为区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主任；免去李昌华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工

作委员会主任职务，李鹏杰区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

与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纪跃辉区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根据区人民法院院

长胡诗云提名，会议决定任命龚文莉为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庭长，谈毅为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

综合审判庭庭长，邱敏为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

庭庭长，杨莉为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柳

青为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熊向清为区人民

法院执行二庭庭长，游向东为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

副庭长；免去邱敏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熊

向清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职务。根据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万诗雄提名，会议决定免去王英杰区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职务。会议审查决定，接受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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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翔、邹蔚原、杨小莉、鲁志扬等四人辞去口区选

举委员会相关职务。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５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３８次会议举行。会议审查通过关于召开口
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听取

和审议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

告，确认２４１名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
格符合法律规定，代表资格有效；讨论区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送审稿），讨论提交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有关文件及各项名单（草案），审

查通过列席人员名单。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１５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３９次会议举行。会议审查《区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代表资格的审查报

告》和《口区人大常委会公告（草案）》，补选刘

丹平为口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根据口区人

民政府区长景新华提名，会议决定任命刘丹平为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根据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提名，会议决定免去何松涛区人大常委会城

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陈洪

波区人大常委会宗关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徐

盛敏区人大常委会汉正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会议决定接受景新华请求辞去口区人民政府区

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任命刘丹平为口区

人民政府代理区长的决定。

【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１７日至２０日，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在口会议中心举行。会议听取和

审查口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口

区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２０１７年计
划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口区２０１６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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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会议议

案和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口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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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

主任、委员，选举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选

举口区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口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选举口辖区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决定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法

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

人选。

在大会提出议案截止时间内，共收到代表１０人
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原案）１３件。经大会主席团
会议审议，同意作为本次会议议案的有以下３件：议
案（原案）４号《关于着力打造汉江湾工业服务产业
集聚区的议案”》，拟为《关于加快工业服务业发展

的议案》，作为本次会议１号议案；议案（原案）８号
《关于完善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的议案》、议案（原

案）７号《关于进一步办好社区老年爱心食堂，构建
和谐口社区的议案》，拟并为《关于完善居家养老

社会化服务的议案》作为本次会议２号议案；议案
（原案）３号《关于打通长安路西段的议案》，拟为
《关于打通长安路西段断头路的议案》，作为本次会

议３号议案。对未列入本次会议议案的 ９件议案
（原案），拟作代表建议办理。会议期间，共收到代

表提出的建议９２件。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新一届区

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口区出席武汉市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景新华为口区第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学彬、许以华、刘国利、

鲍春峰、余雅明、万艳红为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王康等２６人为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选举刘丹平为口区人民政府区长，苏海峰、

尹天兵、刘斌、徐岗、张智、赵宏亮为口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选举胡诗云为口区人民法院院长，

选举万诗雄为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报武

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会议选举丁建华等 ４８人为
口区出席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表

决通过武汉市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

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职权行使·

【工作监督】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大常委会坚持服务
大局，推动区域经济加速发展。把重点建设项目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交大会审议批准，完

善决策程序，扩大决策民主。结合贯彻新预算法，全

程监督预算执行，促进预算绩效管理。对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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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方案开展调研，严格审查预算变更原因，提出调

整意见，拓宽监督视野。为促进年度经济工作目标

顺利完成，主任会议成员带领相关工委定期到区财

政局、国地税等经济部门调研检查，督促加强收入征

管，规范财政管理。听取和审议年度区本级财政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对审计查

出问题的整改，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维护财经纪律的

严肃性。倾力支持做好口转型发展“三件大事”，

积极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关注民生】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大常委会注重突
出民生问题监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常委会把

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和整

改情况报告列为重要议题，连续 ３年围绕食品安
全问题多发、易发的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督促相

关职能部门开展综合治理。组织人大代表对小餐

饮、小作坊整治情况开展现场督查，对学校周边小

餐饮不定期突击检查。督促相关部门加大对伪劣

食品生产、销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处罚力度，强

化长效管理。对《武汉市中小学校安全条例》开展

执法检查，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优化学校环境的

关切。结合督办市人大《关于做大做强武汉市职

业教育的议案》，协调市有关部门对本区职业教育

发展给予支持。聚焦养老保障、环境保护等热点、

难点问题，听取和审议相关专项工作报告，邀请区

人民政府及部门负责人到会答复问题。市、区人

大联动，对本区贯彻实施《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

例》和《武汉市物业管理条例》开展执法检查，并通

过明察暗访、专项整治，督促对物业公司加强管

理。结合“环保世纪行”活动，组织代表对餐饮业

油烟治理、污水处理等现场检查，督促相关部门积

极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不断完善人大信访工作

制度，主任会议成员主动参加接待和督办，着力化

解矛盾，密切了人大机关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法治监督】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大常委会积极推
进法治口建设，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按照

市人大统一部署，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

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等多部法律法规

在区内执行情况。组织常委会人员和代表深入调

研，提出整改意见，跟踪督促落实，相关部门执法

行为进一步规范。结合区内产业转型升级，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开展执法检查，就

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信息平台

建设等提出建议。围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听取区人民政府实施《武汉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

工作报告，检查区内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听取和审议“六五”普法专项工作报告，督促政府

部门落实法定职责，深化普法工作，推进法治口

建设。深化办案质量检查。常委会把群众反映和

社会关注的司法问题，确定为年度检查重点，并在

自查的基础上，对办案程序、法律适用、文书质量

等随机抽查评审。认真审议三机关专项工作报告

和办案质量检查报告，书面提出整改意见，督促强

化整改。通过检查促进三机关自查自纠制度进一

步健全，侦查、检察、审判等司法监督机制进一步

完善。在年度口地区市、区人大代表和人民群

众的民意测评中，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分局办案质量满意率较之上年继续上升，司法公

信力不断提高。

【代表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大常委会充分尊
重代表主体地位，不断创新代表工作内涵，充分发

挥代表作用。扩大代表参与程度。先后邀请区人

大代表６７人次列席常委会会议，组织市区人大代
表２００多人次参加执法检查、视察调研、工作评议
及专项督查活动，推荐市区代表担任执法监督员

和行风评议员，积极探索开展省、市、区三级代表

联组活动。全区人大代表主动作为，依法履职，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在口改

革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代表联系选民，研

究制定《代表联系选民暂行办法》。各街人大工委

组织代表走进选区，倾听选民心声，积极为群众排

忧解难。在年底人大会上，人大代表围绕口发

展大局和解决民生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形成大会

议案３件，代表建议８０件。常委会把督办议案建
议作为发挥代表作用的重要途径，议案由主任会

议专题督办，建议由主任会议成员领衔督办，办结

后由各街工委组织人大代表和相关群众集中进行

评议验收。区人大和区人民政府在议案建议办理

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协调、承办、监督的工作机制，

解决了一批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

【地方政权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大常委会严
格依法依规办事，积极推动地方政权建设。认真

做好人事任免工作。修订《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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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办法》，坚持任前资格审查、法律知识考试和供

职报告、民主投票表决等工作制度。２０１６年，共任
命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４７人，免职４０人，接受
辞职２人，保障了区内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行。从
２０１６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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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

步增强地方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职的使命感。完

成代表换届选举。在区委和区人大常委会领导

下，从７月初开始，启动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各
街道选举工作组依法做好选民登记、推荐提名等

各环节工作，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按时公布相关信

息，扎实开展宣传发动，为换届选举营造出良好的

舆论氛围，有效激发广大选民参选的政治热情。

全区近４０万选民在１２４个选区踊跃参加投票，通
过差额选举，产生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２４２人。
此次新当选的代表，与历届相比，结构进一步优

化，素质进一步提高，较好实现人大代表的广泛

性、先进性和代表性的统一。广大人民群众通过

参加投票选举，经历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实践，增强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凝聚关心

口、热爱口、建设口的主人翁情结，基层民主

政治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

（冯　畅）

口区人民政府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政府在区人大、区政
协监督支持下，紧紧依靠全区人民，牢牢扭住转型发

展跨越发展主题，坚定不移推进“三件大事”，顶住

经济下行压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区域发

展转中求进、变中求新，较好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任

务。全区地区生产总值５９９３６亿元，增长 ７３％，
服务业增加值４５８７亿元，增长６８％；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６２９７亿元，增幅 ２１３％；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２２９５７亿元，下降４１５％，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８７８１７亿元，增幅 ７５％；招商引资 ３６０亿
元，增幅２０３％，实际利用外资７１３亿美元，增幅
１７５％。

·政　　务·

【区政府常务会议】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政府召开
常务会议４３次，会议议题１６６项。１月４日，召开
第１４２次常务会议。议题为：会议传达学习中央、
省、市纪委关于严明元旦春节期间有关纪律要求和

省、市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

并听取区考评办、区政府督查室、发改委、财政局、经

信局、招商局、统筹办、城改办、建设局、房管局、水务

局、环保局、园林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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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单位关于

２０１６年１月工作计划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城管委（交通局）关于汉正街物流整治及长效

管理机制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

议听取人力资源局关于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年休假及

奖励性补贴规范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和区城改办关于

易家墩、舵落口两村“城中村”改造工作情况汇报，

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和区

人大常委会审议。

１月１８日，召开第１４３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意见的通知》《省纪委关于２０１４年度省本
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责追责情况的通报》《侯长

安同志在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市政府关于武汉市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暂行办

法的通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规范全市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通知》和中央、省、市

纪委关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系列典型案例通报等文

件精神；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编办关于区级行政

权力清单承接调整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

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发改委关于 ２０１５年全区重大项目建设、２０１６
年全区重大项目计划安排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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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听取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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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区公安

分局指挥大楼建设项目有关问题情况汇报，要求将

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会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法制办关于区人民政府和区人民

政府办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汇报。

１月２５日，召开第１４４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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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２０１６年土地储
备供应计划编制及“三旧”改造计划批复情况汇报，

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统筹办、古田街办事处关于制瓶厂片模拟征收情

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汉正街办事处关于对

汉正街办事处办公楼进行维修情况汇报。

１月２７日，召开第１４５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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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报。

２月１日，召开第１４６次常务会议。议题为：会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督查室关于２０１６年市、区
《政府工作报告》、区经济工作会确定目标任务责任

分解和区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及区政协建议案、提案

办理有关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建设局关于２０１６年城建计划
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区

防范办关于恳请拨付口区新法制教育基地工程尾

款及相关费用情况汇报。

２月２３日，召开第１４７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２０１６
年工作要点》《习近平、王岐山在中纪委十八届六次

全会上的讲话和报告》《省纪委关于２０１５年省纪委
机关查处案件中部分党员干部收送礼金情况的通

报》《省纪委关于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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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纪委关于省畜

牧兽医局和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力问题责任追究情况的通报》等

文件精神；会议传达市专班盛世财富处置工作调度

会精神，研究部署全国“两会”期间信访稳定工作；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济开发区关于解决汇丰企

业天地项目建设相关问题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

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关于《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会务组织提高会议

质量效率的通知》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

善后报区政府审签发文。

２月２９日，召开第１４８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听取区发改委、财政局、经信局、招商局、统筹

办、城改办、建设局、房管局、园林局、城管委、民政

局、教育局、文体局、卫计委、安监局、经济开发区

等重点单位关于２月工作推进和３月工作计划情
况汇报。

３月７日，召开第１４９次常务会议。议题为：会

议传达学习全国、省、市审计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审计局关于审计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考评办关于２０１６年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区政府

督查室关于２０１６年“十个突出问题”公开承诺整改
工作及区建设局、重大办、园林局、文体局分别关于

区政府承诺整改的“路网、停车场建设推进不力”

“城市绿化水平不高”“旅游景区监管不力”３个问
题整改工作方案汇报，要求将方案进一步细化修改

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督查室关于区人

大议案、区政协建议案办理工作方案汇报，要求将材

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招商局

关于汉江湾无人机创新体验基地项目方案汇报，要

求将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人力资源局关于全区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

本工资标准工作汇报。

３月１４日，召开第１５０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委办、区委组织部、编办、法

制办、综治办等单位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

设情况汇报，要求将相关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管委关于２０１６年全区城市综
合管理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汉正街办事处关于汉正街·武汉中

央服务区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
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健康产业专班关

于口区健康服务业三方签约仪式活动方案汇报，

要求将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教育局关于永利村“城中村”改造控规小学建设

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３月２１日，召开第１５１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安监局、消防大队关于２０１６
年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

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政府督查室关于全区政府风险排查情

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区发

改委等单位关于一季度重点经济指标运行情况汇

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卫计委关于２０１６年全区
卫生计生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招商局关于绿色金融签约仪式

方案汇报。

３月２８日，召开第１５２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管委关于全区沿江港口岸

线资源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汇报，要求将方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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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细化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国资公

司关于２０１６年投融资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
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文体局、水务局关于汉

江湾体育公园体育设施运营管理工作汇报，要求将

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国资

办、人资局关于２０１６年区国资公司绩效考核和国资
公司负责人薪酬分配办法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

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古田街关于罗家墩村下干校村

湾调剂用地相关情况汇报。

４月５日，召开第１５３次常务会议。议题为：会
议听取区考评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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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委、民政局、文体局、经济开发区、汉

正街等重点单位关于３月工作推进和４月工作计划
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江汉

四桥拓宽工程、宝丰路口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征收

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综治办关于全区综治工作考评情况通报

和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法制办关于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情况汇报。

４月１２日，召开第１５４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综治办、信访局关于全区综

治和信访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

关于全区公车改革和两型社会建设工作汇报，要求

将公车改革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

审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房管局关于区内 Ｄ级
危房排危治理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

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国土规划分局关于省委

巡视组发现土地出让等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

４月１８日，召开第１５５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环保局关于《口区 ２０１６
年拥抱蓝天行动方案》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民政局关于加快推进居家养老工作方案和困难老

旧社区综合环境提升改造实施方案汇报，要求将两

项工作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发改委关于支持产业创新的若干政策汇报，要求

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

改委关于口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参股设立

龙互联网医疗产业基金（简称龙基金）情况汇

报；会议听取区化工专班关于古田生态新城１１３５片
基础设施建设及生态修复项目 ＥＰＣ工程总承包合
同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区建设局关于长丰大道项目

中涉及东风村、舵落口村资金情况通报。

４月２５日，召开第１５６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专题学习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区法制办从立法背景、立法理念、法律制度和政府责

任等四个方面对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进行分析解读；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食药监

局关于２０１６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汇报，要求将
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科技

局关于“汉江湾·云谷”建设方案汇报，要求将材料

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编办关于部分机构设置、调整情况汇

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资局关于２０１５年全区
七类机关和参照管理事业单位科及科以下公务员和

参公人员年度考核情况汇报。

５月１０日，召开第１５７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听取区政府督查室、发改委、统筹办、建设局、城

管委、安监局、长丰街等重点单位关于４月工作推进
和５月工作计划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扶贫办关于精准扶贫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统计局关于百兆光纤入户全覆盖工作汇

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档案局关于档案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国资公司关于口区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

造及基础设施类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汇报，要求

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５月１９日，召开第１５８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专题学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安监局关于《口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规

定》《关于进一步落实街道安全生产责任的指导意

见》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江汉

四桥拓宽工程、宝丰路口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征收

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

地质大学汉口校区及扩大片（校外）旧城改造项目

征收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改办关于《“城中村”改造奖

励还建（调剂）用地管理办法》汇报，要求将管理办

法进一步修改完善。

５月２３日，召开第１５９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保密工作

的意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三年来湖

北省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情况

的报告》《省纪委关于７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典型案件的通报》和市委、市纪委关于在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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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大数据开展惠民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等相关

文件精神；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化工专班关于化

工企业搬迁及１１３５片改造工作情况报告，要求将材
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教育类政府投资项目

代建主体情况汇报。

５月３０日，召开第１６０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批示

精神；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管委关于《口区

加强工地源头管理和建筑垃圾整治的工作方案》汇

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工商（质监）局关于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

市实施方案汇报，要求将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

６月７日，召开第１６１次常务会议。议题为：会
议听取区政府督查室、发改委、财政局、经信局、统筹

办、建设局、水务局、城管委、安监局、古田街、宝丰街

等重点单位关于５月工作推进和６月工作计划情况
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水务局关于《口区

排渍应急预案》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环保

局关于《口区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方案》汇报。

６月１２日，召开第１６２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办公厅关于李鸿忠同志与部分

省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座谈时的讲话》《中纪委关

于１３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
案例的通报》《省纪委关于６起公车私用问题典型
案件的通报》《省纪委关于近期查处不向组织请示

报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和个人去向典型案件的通

报》等相关文件精神；会议专题学习营改增税制改

革，区国税局、地税局、财政局对营改增税制改革政

策内容、影响分析及应对建议等方面进行分析解读；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育局关于推进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试点区工作方案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

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十

三五”规划纲要主要指标修订情况汇报。

６月２１日，召开第１６３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长江经

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湖北省行政问责办

法》《市政府常务会研究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推进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等会议

精神的意见》和《中纪委关于徐福顺、王宜林、杨华

同志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等相关文

件精神；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管委（交通局）关

于区内港口岸线资源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汇报，要求

将相关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监察局关于２０１６年区监察局当前重点工作汇报。
７月４日，召开第１６４次常务会议。议题为：会

议传达《中办关于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涉法涉

罪问题处理情况的通报》《省委办公厅关于认真学

习贯彻〈中办关于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涉法涉

罪问题处理情况的通报〉的通知》《省委关于市县党

委开展巡察工作的意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进一

步做好近期地质灾害防范与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

等相关文件精神；会议听取区考评办、政府督查室、

发改委、经信局、统计局、招商局、财政局、建设局、统

筹办等重点单位关于上半年重点绩效指标和重点工

作完成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计局

关于《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委人才办关于《落实武汉“城市合伙人”计

划有关工作》汇报。

７月１１日，召开第１６５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省纪委关于十二起侵害群众利益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的通报》《省纪委关

于７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典型案件的通报》
《省纪委关于６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的通报》《市纪委办公厅关于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省委六条意见和市委十一项禁令典型问题

的通报》《市防汛办市应急办关于转发〈省纪委关于

５起违反防汛救灾工作纪律问题查处情况的通报〉
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专题传达市换届纪律和

换届风气巡视组对本区换届风气监督巡查反馈的问

题和整改意见，要求全区各单位提高认识、统一思

想、明确责任，严格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严肃换届纪

律的部署要求，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和政

治生态；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国资公司、政务中心

关于武汉化工厂老厂区改造项目情况汇报，要求将

项目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环保局关于《区人民政府关于环保工作情况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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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育局关于

《口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和补助暂行办法》

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育局关于永红幼儿

园留驻口办学情况汇报。

７月１３日，召开第１６６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国土规划分局、信访局关于

进一步推动本区征地拆迁信访积案化解工作方案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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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

审议。

７月１８日，召开第１６７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近

期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防范与应对工作的紧急通

知》《省纪委关于运用大数据开展惠民政策落实情

况监督检查工作典型案例的通报》《省纪委关于杨

泽柱、鲁志宏等人违纪问题的通报》《市纪委办公厅

关于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的通报》《区纪委关于对违规发放津补贴典型问题

的通报》等相关文件精神；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经信局关于《口区精准服务企业工程实施方案》

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人资局关于《补充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和网格

化管理中心管理人员的实施方案》汇报，要求将材

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民政局

关于《建立社区工作者结构报酬体系的通知》汇报，

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发改委关于全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汇报；会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口区２０１６年
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汇报，要求将报

告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７月２５日，召开第１６８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做好防汛抗灾

和恢复生产等工作的通知》《市纪委关于在防汛排

涝工作中进一步严明纪律的通知》《市委办公厅关

于确保换届期间工作稳定持续的通知》和《省委关

于加强和改进保密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精

神；会议听取区安监局关于全区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安全
生产工作及汛期安全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城管委关于《口区２０１６年餐厨废弃物收运
工作实施方案》汇报，要求将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法制办关于公布街道行政执

法权力清单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行业协会商会与

行政机关脱钩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

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汉

正街办事处关于成立金正茂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工作

专班情况汇报。

８月２日，召开第１６９次常务会议。议题为：会
议听取区政府督查室、发改委、财政局、经信局、统筹

办、建设局、城管委、民政局、易家街、韩家墩街等重

点单位关于７月工作推进和８月工作计划情况汇
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信局关于国企改制工作情况汇

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卫计委关于创建国家级

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工程有关工作汇报。

８月９日，召开第 １７０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运用大数据开展惠民政策落实情

况监督检查典型案例》《省纪委关于党员领导干部

在谈话函询中不如实向组织说明情况典型案例的

通报》、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的有关精

神；会议听取区环保局关于《加快推进突出环境问

题整改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卫计委关于《开展省级健康促进区创建工作》

的汇报。

８月１５日，召开第１７１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办公厅关于上半年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湖

北省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办

法〉的通知》《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刻吸取当阳市

“８·１１”重大事故教训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大检查的
紧急通知》、《省纪委关于对仙桃市“６·２５”重大群
体性事件处置不力问题进行责任追究的通报》、《市

安委会关于认真吸取当阳市“８·１１”事故教训立即
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等相关文件

精神；会议听取区信访局关于《近期全区信访稳定

工作》的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国资公司关

于《２０１６年企业债券发行相关工作》的汇报；会议通
报《关于将内燃机宿舍片作为万人宿舍片棚改还建

房项目》的情况。

８月２２日，召开第１７２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省纪委关于１０起扶贫领域侵害群
众利益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件的通报》《武纪办关于

运用大数据开展惠民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典型案

例的通报》《全市党办系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市

人大常委会关于印发〈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促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的决定〉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会议听取区财政

局关于新预算法及２０１７年预算编制工作的汇报。
９月６日，召开第１７３次常务会议。议题为：会

议听取关于区政府督查室、发改委、财政局、经信局、

统筹办、建设局、科技局、安监局、民政局、卫计委、宗

关街办事处、汉水桥街办事处、经济开发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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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８月工作推进和９月工作计划情况的汇报；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审计局关于２０１５年度区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汇报，要求吸

收相关单位意见修改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９月１４日，召开第１７４次常务会议。议题为：会
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辽宁拉票贿选案查处情况

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五起执纪

审查中发现的中管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的通报》《省委省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实施《党政领

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细则〉的

通知》《省委办省政府办印发〈关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六条意见情况的报

告〉的通知》《省纪委关于九起基层违反群众纪律典

型案例的通报》《省纪委关于九起农村集体“三资”监

管领域典型案例的通报》《武政办通报：万勇同志在

“互联网思维和应用”现场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等

相关文件精神；会议听取编制口区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工作方案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区编办关于

《开展综合行政审批改革方案》的汇报，要求修改完善

后报区委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区统筹办关于《建一

路西片旧城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汇报；会

议听取区统筹办关于《武汉市第十七初级中学新建项

目推进情况》的汇报，原则同意市十七初中新建项目

的教育用地规划调整意见，并支持园林绿化控规用地

与学校建设复合利用；听取汉正街办事处关于《汉正

街东片、银丰片项目审计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口区２０１５年财政决算
（草案）的报告》的汇报，要求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

常委会议审议。

９月２６日，召开第１７５次常务会议。议题为：会
议传达学习省政府第五次全会、市政府第十一次全会

精神；会议传达学习《省、市纪委关于中秋、国庆节期

间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通知》《省纪委关于

罗平?等人在私人会所性质场所接受吃请问题调查

处理情况的通报》《武纪办关于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省委六条意见和市委十一项禁令典型问题的

通报》和《武纪办关于运用大数据开展惠民政策落实

情况监督检查典型案例的通报》等相关文件精神；会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资局关于口区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古田街关于万人宿舍片征收工作

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汉江大道项目征收工作汇报，

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１０月８日，召开第１７６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听取区考评办、发改委、财政局、经信局、统筹

办、园林局、水务局、科技局、安监局、信访局、荣华

街、汉中街、文体局、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单位关于９
月工作推进和１０月工作计划情况汇报。
１０月１７日，召开第１７７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关于批转住建部化解房地产

库存工作方案的通知》《李鸿忠、于绍良同志在市、

州、直管市、神龙架林区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王晓东同志在全省灾后重建暨扶贫攻坚

工作现场会上的讲话》《省纪委关于６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省纪委转发〈四川严

查乡镇纪委履职不力问题〉》《市委办关于２０１６年
上半年全市党政机关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

况的通报》等相关文件精神；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城管委关于中山大道连通道路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汇报，要求将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房管局关于回购长华玉带家园所配公租房情

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１０月２４日，召开第１７８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市纪委关于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省委六条意见和市委十一项禁令典型问题的

通报》《市纪委关于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和“扶贫领

域”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的

通报》等相关文件精神；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

育局关于２０１６年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现场会筹备
工作方案汇报，要求将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城改办关于办理“城中村”改造奖

励还建调剂用地相关手续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

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

古田二路海尔电器厂片 Ｂ地块供地起始价格情况
汇报，要求根据项目实际和市场情况，科学测算，规

范操作，完善手续，依法依规推进项目尽快完成土地

挂牌；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关于《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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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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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３１日，召开第１７９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省纪委关于全省运用大数据开展惠

民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典型案例的通报》

《市纪委关于违规收费典型案例的通报》等相关文

件精神；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督查室关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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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政协议提案和十件实事办理工作报告，要求将

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报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和区政

协协商；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韩家墩街关

于建一路西片旧城改建项目申请下达征收决定工作

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６年口区财政预算调
整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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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政府研究室关于《区政府工作报告》汇报，要求报告

要与中央精神、省市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与党代

会报告、“十三五”规划及其他规划、分项报告有机

衔接，按照突出方向性目标指向、阶段性重点工作、

节点性工作目标和保障性重大举措等原则进一步提

炼深化，修改完善后提交区政府全会、区人大常委会

和区委常委会审议。

１１月７日，召开第１８０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黎晓宏、叶青纯同志在中央第三巡

视组对湖北省巡视“回头看”情况反馈会上的讲话

及王晓东同志的表态发言》《省纪委关于４起省直
单位干部“四风”问题查处情况的通报》《市纪委关

于青山落步嘴地区污水收集处理项目建设推进不力

问题查处情况的通报》《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的意见》《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

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反恐怖主义

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会

议听取区政府督查室、发改委、统计局、统筹办、六角

亭街等重点单位关于１０月工作推进和１１月工作计
划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民政局关于我

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

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改办关于《

口区城中村改造剩余还建房源管理办法》汇报，要

求将管理办法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六角亭街关于跃进村７号房屋收购工作汇报，要
求将收购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

１１月１４日，召开第１８１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综治办关于《口区健全落

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细则》汇报，

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统筹办关于２０１７年度“三旧”（棚户区）改造及房
屋征收计划编制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

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口区

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７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汇报，要求将报告的内容、数据

与《区政府工作报告》对接核准，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１１月２１日，召开第１８２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了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区政

府景新华区长对党代会精神进行全面、深入宣讲解

读，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总体部署；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财政局关于《口区２０１６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汇报，要求
将报告内容、数据与《区政府工作报告》对接核准，

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１１月２８日，召开第１８３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领导和省、市主

要领导关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讲话精神，听取

区环保局关于配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有关情况汇

报，研究部署近期迎检工作；会议听取区安监局关于

近期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统筹办关于湖北华生公司动迁安置房相关问题汇

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区国资公

司关于易家墩、舵落口项目融资工作汇报，要求规范

程序、完善手续，依法依规加快推进项目融资和项目

实施等各项工作。

１２月５日，召开第１８４次常务会议。议题为：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

刻吸取鄂州“１２·２”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教训切实加
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对近期全区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会议传达学习《省纪委

关于９起突出环境问题问责案例的通报》《市环保
委关于印发〈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南省反

馈督察情况〉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对全区配合

环保督察迎检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会议传达学

习《省纪委关于审计发现机关事业单位违规收费问

题查处情况的通报》《市纪委关于２０１６年前三季度
全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的通报》

《市纪委关于市政协办公厅机关纪委书记赵英俊违

反工作纪律情况的通报》和《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的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会议

听取区政府督查室、考评办、发改委、财政局、统筹

办、建设局、经济开发区、汉正街等重点单位关于

２０１６年未完成重点工作和重点绩效目标情况汇报，
督导调度全区各单位全年重点工作和绩效目标；会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葛洲坝城市花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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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使用我区动迁安置房补偿问题情况汇报，要求将

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招商

局关于汉江湾无人机创新基地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政府十件实事办理情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政府坚持“普惠、量力、当年”的
原则为群众办理实事，辖区群众享受到更多改革发

展成果。

一、关于“安置困难人员就业３０００人的实事”。
区人民政府发挥本地经济吸纳就业潜力，紧扣

区内产业转型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市场配

置作用，通过培植基地安置一批，依托民营、三资企

业上岗一批，落实优惠政策扶植一批，发展社区服务

吸纳一批，依托劳动力市场推荐一批，开发公益性岗

位解决一批的办法，加强困难人员安置工作。积极

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实现公共就业服务架

构扁平化、公共就业扶持效应最大化。截至１２月底
已帮扶困难群体再就业３４３０人次，完成年度目标。

二、关于“开展创业培训１０００人以上，扶持大
学生创业企业和团队１００个”。

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以创业带动就业，积极引

导失业待业人员参加创业培训，开展创业孵化器、众

创空间、特色园区大学生创业专区建设，举办第五届

武汉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深入高
校、街道、社区开展宣传，先后在区内外组织创业宣

传、路演等活动２０余场，参与大学生群体破万人次；
完成创业培训１０３８人；扶持大学生创业企业团队
１００家，完成任务目标。

三、关于“困难群体住房保障，落实公租房３０００套”。
区人民政府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严格

执行公租房选配标准，加快保障房建设步伐，努力使更

多困难家庭享受住房保障带来的实惠。位于华生城市

广场四期的３０００套公租房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
进行室内装修及小区配套施工，预计将于２０１７年８月
交付使用。下一步，区人民政府将积极配合市房管局

做好城市广场四期公租房验收和交付工作。

四、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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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人民政府组织力量通过入户调查、电话询问、

社区登记等方式对全区１１万余名辖区内持证的视
力、听力、言语、肢体残疾人进行辅助具及家庭无障碍

设施需求调查。全年，共核实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

改造需求５００户，辅助器具需求３０５６件，其中视障辅
具１１３７件、听障辅具６９１件、肢障辅具１２２８件。在此
基础上，区人民政府组织力量全部发放、安装到位。

五、关于“完成２０个最困难老旧社区综合环境
提升改造”。

区人民政府深入街道、社区开展调研，按照“强

基础、补短板”的思路确定２１个全区最困难老旧社
区列入改造范围，涉及电线老化更换清理类、立面粉

刷类、违章建筑拆除类、路面整修改造类、地下管网

疏通类、花坛改造绿化类、楼房排除隐患类等共七大

类５３２个建设项目。同时，对所确定改造的项目，年
内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六、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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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人民政府通过科学规划、严格配建、分类实

施，确定２０１６年新建古田三路绿化带、金三角、汉西
精品市场等点位１４个，共计建成停车位２５４０个，规
范设置停车位４５００个。

七、关于“推广使用家庭油烟净化装置１０００户”。
区人民政府制定《２０１６年口区餐饮油烟污染

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确定古田四路以西老旧社区

作为重点整治区域，并将其他区域困难家庭一并纳

入推广补贴范围，投入４２０万元大力推进居民油烟
治理工作，同时加大对餐饮企业、露天烧烤检查和督

促整改力度。全年全区推广使用家庭油烟净化装置

２５００户，完成年度任务的２５０％。
八、关于“组织大型群众广场文艺演出 ５０场，

新增户外健身器材２００件”。
区人民政府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创新工作方法，

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着力保障文化民生、实现文

化权利、促进文化公平。围绕“我们的节日”“长征

胜利８０周年”等主题组织大型文化演出２１场，开展
大型群众文化演出１０７场。同时，加大体育惠民力
度，丰富全区健身路径，实施公共体育器材更新，

２０１６年在全区新增户外健身设施２１５件，全区户外
健身路径达到３１１处，健身路径器材达到１９０７件。

九、关于“建成老年人配餐中心１５个”。
区人民政府实施政府投资、社会化运营、标准化

管理的模式，按照每个配餐中心覆盖周边２至３个
社区的原则，合理确定全区１５个老年人配餐中心建
设点位，通过公开招标引进社会组织运营餐饮服务，

严格实施服务标准，建立考核退出机制。２０１６年，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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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建成古田街古南社区、宗关街发展社区、汉水桥

街营北社区等老年人配餐中心１５处。
十、关于“加强法律援助，免费受理法律援助案

件５００件以上”。
区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援助五项承诺内

容，强化民生工作力度，向内要求辖区律所加强法律

援助工作宣传，鼓励律师主动介入、积极参与法律援

助工作，努力扩大案源；向外逐步建立与公、检、法沟

通协调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衔接机制，增强沟通协

作。２０１６年，全区共受理承办法律援助案件 ５４７
件，其中民事案件４３６件，刑事案件１０４件，行政案
件７件。

【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政府
注重关注人大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政

策性，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区人民政府自觉接受人

大监督，带领区相关单位攻坚克难，认真办理议案，

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发展更加聚焦，三大产业迸发活

力；市政建设更加有力，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民生服

务更加完善，惠民实事深入人心。２０１６年，区人民
政府共承办区人大代表建议７４件（另有６件作为市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其中经济发展类８件、城市建
设与管理类４２件、社会事业类２４件，分别占办理总
数的１０８％、５６８％和３２４％。走访率、回复率达
１００％，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９８％以上。承办区
政协提案１１２件，其中，经济发展类２０件、城市建设
管理类３８件、社会事业类５４件，全部办理完毕。

（陈　凯）

·法制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
认真贯彻《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中发〔２０１５〕３６号）精神，紧紧围绕区委、区人
民政府的中心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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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依法行

政，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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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政府法制办认真
履行依法行政工作职能，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注重加强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开展依法行政工作绩

效考核，实现远期有目标，近期有指标，责任有人究，

落实有保障。注重清理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资

格。组织全区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考试，为全区

１００９名行政执法人员换发新证，并清理明确全区法
定行政执法机关３９个，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４个，
完成统一对外公示。注重明确街道行政执法职责。

根据市、区创治工作要求，制发《进一步完善区、街

道行政执法体制机制的实施方案》，建立街道依法

行政工作例会制度，梳理明确３５０项行政执法事项
下放到街道，推动行政执法力量下沉。

【行政规范】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政府法制办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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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政府决策行为规范合法。继续坚持

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进一步明确年度重大

行政决策目录。注重加强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全

年全区制发的４件规范性文件事前审查率、备案率、
合法率均达到１００％；坚持强化行政执法案卷审查，
２７家执法机关的１００宗执法案卷全部合格，案卷优
秀率９６５％。注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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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依法审核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２８份，减
少和避免涉法涉诉风险，全年无重大违法行为发生。

【法律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政府法制办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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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决策论证中，就

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式、长江食品厂 Ａ２、Ｂ地块土
地收回及开发补偿事宜、长华玉带家园公租房回购

及管理配租事宜等１０余项重大事项提出法律意见。
在审查重大合同中，起草和审查汉江湾体育公园体

育设施运营管理服务合同、无人机创新基地项目合

作协议、口健康保险创新示范区合作备忘录、华中

师范大学与区教育局合作办学协议等４０余份。在
参与重点项目中，参与宗关铁桥片二期旧改项目、建

一路西片旧改项目、汉江大道项目、江汉四桥拓宽工

程及宝丰口路快速改造工程等７个征收项目的补
偿方案制定、土地收购谈判、征收补偿纠纷处理。全

年代理行政诉讼案件１０５件，代理武汉轻工大学诉
区土地储备中心收储补偿纠纷、东升公司诉区劳动

·００１·

·口年鉴·



局建设工程纠纷等民事诉讼案件１１件，为政府挽回
经济损失近３亿元，切实有效维护政府权益。

【行政监督】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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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依法办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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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依法审理行政复议案件５５起，其中不予受理
１２起，告知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１起，逾期未补正
复议申请３起，审结３２起。注重切实做好行政诉讼
应诉工作，认真落实行政判决、裁定和行政负责人出

庭应诉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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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起草口

区行政案件应诉工作暂行办法，规范全区各行政机关

行政应诉工作。全年完成７５件行政诉讼案件应诉工
作，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２２件，出庭率１００％。

（石玉娟）

·城乡统筹发展·

【概况】　口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简称
口区统筹办）主要承担区人民政府赋予的全区范围内

土地整理储备工作以及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房

屋征收与补偿工作。２０１６年，口区统筹办继续围绕
全区“三件大事”，从土地储备、项目征收等重点环节

抓起，全方位、多渠道推进旧城更新改造和项目建设

等各项工作，为促进全区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征收拆迁】　２０１６年，口区统筹办抢抓国家“三
旧”（旧城、旧村、旧厂）改造政策为契机，积极筹集

资金和房源，建立重大项目调度和考评机制，完善重

大项目管理制度，规范工作程序，依法实施征收拆迁

项目１５个，完成征收６５５４万平方米，其中汉正街
东片项目完成供地，宗关二期、制瓶厂片项目接近收

尾，６５中北片、建一路西片等项目正抓紧推进。

【土地储备】　２０１６年，口区统筹办认真贯彻土地
供应有关政策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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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土地储

备中心土地储备主力军的作用，针对市区土地储备

不足的状况，大力拓展储备源头，积极寻找具有储备

潜力、开发价值较大的地块，按照保障供应、保证收

益和控制成本相结合的原则，加大土地储备力度。

２０１６年共启动储备土地项目 １５个，总用地面积
９７４２公顷，有效为区级经济发展积蓄后劲。

【项目管理与监督】　２０１６年，口区统筹办注重创
新项目征收模式，借鉴成都市“模拟拆迁”的先进经

验，在古田街内燃片实施模拟征收，按照民意自主的

原则变“要我征收”为“我要征收”，把征收主动权和

选择权交给被征收人，实行人性化征收，征收效率稳

步提高，征收成本、项目风险实现双下降。同时，建

立重大项目三级调度和考评机制，实行一周双调度、

挂点领导跟踪调度、指挥长现场调度，并将项目具体

工作任务细化、量化，纳入年度绩效考核，通过政务

督查通报和目标绩效考核加大工作落实力度，保障

项目顺利推进。结合《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和补偿条例》的出台和《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的修改，进一步修订完善房屋

征收和补偿流程、第三方机构管理、动迁安置房管

理、项目资金审批等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加强评估

调查、房源分配、资金使用、过渡期安置等方面管理，

规范房屋征收与补偿，维护公共利益。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统筹办坚持从严要
求，狠抓廉政建设、作风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着力

树立文明机关形象。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干部管理。

坚持从严抓干部管理，在项目上积极推行岗位责任

制和绩效考核制度，将所有征收项目一一分解，实行

“定人、定责、定片”的管理机制，对项目推进情况实

行月通报、季考核，按月督导考核、按周督促进度。

加强作风建设，提升工作效能。认真抓好中央八项

规定的贯彻执行，大力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及时

上交封存公务用车。重新修订内部公务接待制度，

严格规范公务接待管理，公务经费支出大幅下降。

严格纪律督查制度，定期开展作风纪律巡查，切实加

强机关作风建设。加强廉政建设，端正党风政风。

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严格实行“一

岗双责”，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活动，先

后组织集中学习１１次，召开廉政教育专题学习会２
次，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参观区警示教育基地，做

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张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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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口区经营性用地出让地块情况一览表

序号 地块名称 土地位置
土地使用权

竞得人

土地面积

（公顷）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出让年限

成交价格

（万元）

１
常码村“城中

村”改造
常码村

武汉市常悦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１６２９３８ 住宅、商服 ２７９～５０８
住宅７０年
商服４０年

２５９５３０

２
海尔电器厂

扩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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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９
住宅、公园

与绿地
３９ 住宅７０年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口区旧城改造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基本情况 项目进度

所在街道

征收面积 征收户数 ２０１６年完成情况 累计完成情况

总征收

面积

（万平方米）

剩余

征收面积

（万平方米）

总征收

户数

（户）

剩余户数

（户）

全年

完成面积

（万平方米）

全年

完成户数

（户）

累计

完成面积

（万平方米）

累计

完成户数

（户）

１ 汉正街东片

２
长江食品厂

Ａ１地块

汉正街

４６４１ ０３２ ４７９２ ２０ ７７２ １１８ ４６０９ ４７７２

５１２ ０２６ ６８２ １７ ０４９ ４１ ４８６ ６６５

３
宗关铁桥片

二期
宗关街 １１６０ ０８０ １１３７ ３６ ６５ ７５１ １０８ １１０１

４ ６５中北片 荣华街 １９９０ １１５０ １６３１ ６７６ ６９ ７５５ ８４ ９５５

５ 制瓶厂片 古田街 １９７ ０００ ３８１ ０ ０３ ６１ １９７ ３８１

６ 月湖桥片
荣华街

汉中街
５００ ２９５ ４６０ ２４３ ２０５ ２１７ ２０５ ２１７

７ 口路片
宝丰街

汉水桥街
１３５ ０３２ １６０ ６７ １０３ ９３ １０３ ９３

８ 宝丰一路片

９
地大汉口

分校片

宝丰街

１２０ １２０ 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１３９０ ２６０ ８３０ ８２９ ４７ ０ １１３ １

１０ 建一路西片 韩家墩街 ２７７０ １８８０ ２４３３ １０８６ ８９ １３４７ ８９ １３４７

１１ 化工仓库片 长丰街 ５６９ ２６７ １０ ５ ２０２ ４ ３０２ ５

１２ 万人宿舍片 古田街 ２９１６ ２５８１ ５０９７ ５０９２ ３３５ ５ ３３５ ５

１３ 破布街

１４
永利村长丰村

城中村整合

国有地

长丰街

０９９ ０ ６８ ０ ０９９ ６８ ０９９ ６８

１０４ ０ ８９ ０ １０４ ８９ １０４ ８９

１５
易家墩舵落口

统征储备
易家街 １０１９ ０ ６５３ ０ １０１９ ６５３ １０１９ ６５３

合　计 １９０５８ ６７２３ １８４２６ ８０７４ ６５５４ ４２０２ １２３３５ １０３５２

·２０１·

·口年鉴·



·人力资源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力资源局围绕全区经济
发展战略，坚持保民生、聚人才、创品牌、优服务、促

和谐，紧扣民生为本、人才优先工作主线，继续深化

改革，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区经济社会转型

跨越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口区召开２０１６年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

【就业创业】　２０１６年，口区新增就业 ２９８９０人
次，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３％以内。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稳步增加。全年组织各类招

聘会２０场，提供岗位数２万个。首次尝试组织２场
“互联网＋”专场招聘会，发布岗位８３００余个。全年
新增就业 ２９８９０人次，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３３％。办理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２万余人次，发
放社保补贴资金３７００余万元。

创新创业环境显著优化。大力落实创业配套政

策，以充分就业社区、创业就业社区创建为抓手，促

进创业就业工作强力推进，共向湖北省、武汉市推荐

２５个充分就业社区和 ２２个信用社区。扶持创业
３４９２人，创业带动就业４６５０人。提高小额担保贷
款、一次性创业补贴办理速度，审核发放一次性创业

补贴１３笔，发放小额担保贷款４７９０万元。
重点群体就业成效突出。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放在首位，全年举办“高校行”活动５场，提供
就业岗位２１６０个，１３０名毕业生上岗就业。动态清
零“零就业家庭”，全年完成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

业４１６７人次，帮扶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３４３０人次。开展“春风行动”
和社区招聘活动１５场，线上线下
１３０５家企业参会，组织各类岗位
１３４０８个，发放春风卡１６００份。组
织公益性岗位考试３场，招聘社区
工作人员６７名。

职业技能培训有序开展。全

年组织“四类人员”培训 ５１６２人
次，其中创业和创业意识培训

１０６３人次，再就业培训 ２４５２人
次，农民工培训８９８人次，大学生
技能培训 ７４９人次。积极做好特
殊群体培训，主动服务女子监狱即

将刑满释放人员，培训 １９７人次。

采用菜单式培训退役士兵９６人次。组织举办美容
美发、美甲、形象设计技能大赛２场。完成技能鉴定
申报２５７８人次。积极做好就业培训定点机构年检
及认定工作，新增定点培训机构３个。

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完成就业信息系统一体

化建设，全区３５个试点社区除个别社区因装修原因
外，硬件设置工作基本完成。依托公共就业信息服

务平台打造“１５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实现区、街
道、社区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网络三级联通。主动与

高校、大中型企业、职业培训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实现就业服务信息化、标准

化、精细化。充分利用湖北省公共招聘网和武汉市

“网上就业办事大厅”，不断推进职业介绍工作网络

化进程。

【公务员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力资源局坚持统
筹协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序推进。

公务员管理不断规范。坚持规范创新并重，加

强部门协调，全年公开招录政府序列公务员２６人，
参公人员８人。推进公务员岗位责任全覆盖，全年
签订《岗位责任书》１８８０份，签订率１００％。指导全
区政府序列２９家机关（单位）开展科级干部民主推
荐和竞争上岗工作，提拔使用科级干部８０人次。完
成职务与职级并行审批兑现 ２２人，实现“应升尽
升”，晋升完成率１００％。联合相关部门做好“公车
改革”“吃空饷”等专项治理工作。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逐步深化。推进中小

学（幼儿园）人事制度改革，解决１０所试点学校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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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级待聘教师２６人，中级待聘教师３２人，并新
增设专技高级岗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校待聘率

高的矛盾。首次采用购买服务方式，招聘全区街道

“两个中心”工作人员 ４９名。公开招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５１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员额制医务人
员３７名。专项招聘教师３名，事业单位专项招聘
社区主职２人。

干部培训广度持续拓展。坚持“聚焦重点、实用

管用、分级分类”的原则和“重点培训、实务培训、基

础培训”三位一体的培训架构，开展４期“菜单式”
选学，培训公务员１１６０人次。举办年轻公务员跟踪
培训班、科级干部任职培训班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能力提升培训班。组织全区１１５２名公务员及参照
管理工作人员参加网上考试，一次性通过率达

９９６５％。
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稳步实施。继续推进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工作，会同专班召开工作

部署会，组织专题培训，明确参保登记口径及办理流

程，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参保登记工作完成９０％。年
内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调整基本工资标准以

及减少规范津贴补贴（绩效工资）标准的审批工作

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代调工作。会

同相关部门完成２０１６年规范津贴补贴或福利问题
“回头看”专项整治。结合口区实际，制定和实施

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力资源局坚持
服务经济，深化人才工作机制改革，人才队伍建设成

效明显。

拓宽人才引进渠道。紧密围绕三大产业，主动

对接上规模企业及高新科技企业，利用汉才网平台，

发布各类各层次人才招聘会信息，提供岗位２１０个。
组织４场主题“中高级人才招聘会”，全年引进医疗、
教育、制造、互联网和社会管理等领域专业人才８７３
名，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２００名。同时，积极为区内
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提供人才派遣服务，服务单

位６４家，派遣人才４１６人。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着力加强人才选拔及培

养，审核申报创新人才开发资金３人，湖北省省级专
家津贴及国务院津贴 ２人，“黄鹤英才计划”２人，
“口拔尖人才”１人。组织 ９家单位申报武汉市
“千企万人”计划。组织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成

功申报第二批武汉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加大为

技术人员、企业家、优秀创业者服务力度，组织审核

１１０名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中高级职称。组织古田建
筑、丰泰建筑等 ４家公司专场评审会。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年口区教育系统中级职称评审会。组织
口区卫生系统和教育系统继续教育培训２４个班次，
培训７０４１人。进一步做好民间工艺人才发掘传承
工作，组织古琴制作、剪纸、木雕等６类民间工艺传
承人参加市级决赛评审，其中船雕、风筝、油纸伞制

作等３人被评为“民间工艺传承大师”。同时，引进
玉雕、剪纸、木雕、刺绣等民间工艺入驻新口区人

力资源市场。

人才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加强与高校及孵化

器合作，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增强口区产业在吸纳

就业、集聚人才、促进发展上的基础性作用。积极主

动与区内５个产业孵化基地和省内１４所高校建立
合作关系，组织２０家入孵企业参与“高校行”招聘活
动。组织指导区内三新、微果、同心和蓝焰等４家孵
化器企业成功申报武汉市大学生创业基地。年内新

引进人力资源服务企业７家，集聚知名人力资源机
构２家。

【军转干部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力资源局完成
军转干部计划安置任务。落实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服

务工作，接收安置自主择业军转干部５３名，完成登
记报到、档案管理、退役金审核、医疗参保、信息采集

工作。切实落实企业军转干部解困稳定工作，审核

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工资补助，审核企业军

转干部生活困难救助、医疗救助，审核企业退休军转

干部节日慰问金。

【维护劳动者权益】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力资源局进
一步深化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改革，维护劳动者权益，

和谐劳动关系运行平稳。

完成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收取。贯彻落

实《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２６３号）《武汉市建筑领
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全面推进建

筑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收取工作，收取１８家新开
工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１６７９５６万元。同时，开
展农民工工资清欠、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使

用童工以及建筑工地以代金券、饭菜票抵扣工资等

问题专项检查，共巡查用人单位４４１７户，涉及劳动
者５５万人，被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评为
“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６年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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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突出单位”。

劳动保障监察维权力度不断加大。全年受理举

报投诉案件７５８件，涉及１６４３人，追回劳动者报酬
及待遇２９２２７４万元。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涉嫌犯罪案件１４件，拖欠金额４４４５６万元，
涉及劳动者５０１人，已抓捕２人，为６８名农民工追
回工资１７万元，其中１人判刑１３个月、罚款２０００
元。全年妥善处理突发事件２５起，涉及农民工１８６０
名，涉及金额 ５５２６万元。办案率和结案率均达到
１００％。

调解仲裁水平稳步提升。大力推行“阳光仲

裁”，着力提高劳动争议仲裁的公信力。充分发挥

“劳动仲裁建议书”的引导作用，根据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用工过程中不合法、不规范等问题，依法下发

《劳动仲裁建议书》１３７份，并开展回访，督促用人单
位积极整改。同时积极组织专、兼职调解员参加武

汉市、口区举办的培训活动，通过业务培训、现场

观摩、经验交流、案例讲评等方式，提高调解员素质。

全年共受理案件９５３件，立案处理８９３件。完成结
案８７３件，结案率９７７６％，维权金额达１９００万元。
法定期限内结案８２７件，结案率９４７３％，一裁终局
率５８０１％。

巩固劳动关系基础。主动服务企业，上门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宣传培训２０次。新
增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２６６户，劳动合同签订率
９７％。组织辖区单位签订工资集体协议４５份，覆盖
企业５００家、职工４６００人。审查集体合同６８份，覆
盖企业５９０户、职工２５６００人，集体合同审查登记及
时率、合法率 １００％。完成建筑行业及民营医院护
士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和２０１６年企业薪酬调查工作。

【第五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项目大赛
举行】　２０１６年，口区成功举办第五届武汉市大
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项目大赛。此项目大赛
继续以武汉市人民政府各义举办，由口区人民政

府和武汉市人力资源局和社会保障局具体承办。首

届源于２０１２年。经过５年的发展，第五届大赛无论
是品牌的影响力，还是项目的“含金量”，都获得学

界、业界人士的好评。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９０所高
校参赛项目６０３个，举办１１场路演活动，通过项目
筛选、评审会、实训恳谈、分站赛及半决赛等多个环

节选出１０强团队，于１２月９日在汉江湾羽毛球馆
举行决赛暨颁奖仪式，现场决出大赛一、二、三等奖，

来自武汉体育学院的虚拟体验家装“云云居”项目

团队最终获得冠军大奖，揽走１０万元创业启动金。
大赛官方网站、微信发布推广信息５３９篇、采编原创
创业故事 ６１篇，微博推送 ６７４条，阅读总量达
１２６０５１人次，并在《长江日报》、新浪网、大楚网和
“最武汉”“志青春”等媒体平台刊发报道３５篇。同
时，完善赛后跟踪服务工作，至年底“梯子云”“云云

居”２个获奖项目已正式落户口。
（林　立）

·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政务服务中心以完善街道
政务中心建设，推进政府服务窗口向街道前移为重

点，努力把街道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成为群众家门口

的方便快捷的“市民之家”，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

事不出街道”；提高基层窗口的服务质量，畅通联系

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全力推进全区政务

服务中心建设。２０１６年，共办理审批服务事项
１２２０１９件，按时办结率１００％。

【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４日下午，
口区召开区委常委会，研究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建设。

４月，全区召开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动员部
署会，下发《中共口区委 口区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发

〔２０１６〕２号）、《中共口区委办公室口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全区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发〔２０１６〕３号）。会议
明确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作为正科级事业单位，主要

承担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

项办理的有关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完善街道政务

服务功能，通过派员、委托、代办等方式，将各类公共

服务项目和服务资源向街道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建

立服务通用目录和项目清单。

期间，口区委、区人民政府领导组织区委督查

室、区政务服务中心多次召开全区街道政务中心建设

工作布置会和工作推进会。此后，口区政务服务中

心参照市政务服务中心制定的《关于加强全市街道

（乡镇）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的工作方案》，起草《关于

加强全区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方案（征求意见

稿）》、口区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管理制度、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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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评分细则、工作人员绩效管理评分细则、一次性

告知书样表等系列文件，从软硬件设施、收件运行方

式、大厅和工作人员管理、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街道

政务中心建设提出标准化要求。工作方案从总体布

局、窗口设置、窗口数量、标识样式、公开内容等方面，

对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加以规范和统一。同时，街道政

务中心的机构标识、玻璃门色带、吊牌、桌牌、工作证

胸牌、工作人员信息台卡等全部从尺寸、内容、颜色、

材质工艺、标准格式等方面进行规范。

注重加强窗口管理标准化建设，统一规范便民

服务。清理入驻街道政务中心项目，合理划分街道

和社区职责，并结合本区实际，确定“三个清单”（行

政权力清单、程序清单、责任清单）。年内初步审定

入驻街道政务中心事项９８项，其中即办件４４项（含
社区即办２３项），流转件５４项，制定统一样式的一
次性告知书和办事指南。

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作为街道事业单位，接受公

共服务办公室指导，负责管理街道政务服务平台，主

要承担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

事项办理的有关工作。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设主任１人、后台３人、前台６人，其中，前台可通办
所有事项，设６个综合窗口。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街
道政务中心工作人员招聘工作，以及考核录用、岗前

培训工作，１１月正式上岗。
２０１６年６月，六角亭街率先参照《关于加强全

市街道（乡镇）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的工作方案》和

口区街道政务中心标准挂牌。区委、区政府组织区

政务中心、区统计局、区人资局等８部门及１１条街
道分管领导及科室负责人，参观街道政务中心挂牌，

并召开街道政务中心建设现场工作会。会议对街道

政务中心人员配备、窗口设置、三个清单、人员培训，

街道中心建设改造、区域划分、功能布局、经费出处

以及对互联网＋政务服务及街道政务中心相关网络
建设（硬件、软件等方面）提出了要求。至年底１１条
街道全部挂牌。

【《不动产权证书》颁发】　２０１６年，根据武汉市不动
产统一登记工作要求，各区不动产登记发证于当年

６月底前全面实施，口区、青山区作为中心城区先
行先试单位，在３月底前率先完成不动产首发登记
工作。口区政府要求区编办、区财政局、区政务中

心、区房产局等相关部门在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区规

划局开展各项工作。同时，口区针对不同登记类

型分别制定《一次性告知书》，市民可通过区政务服

务中心和“智慧武汉—武汉市不动产登记网”了解、

查询各类不动产登记的办事指南、收件目录、办理地

点、咨询电话等信息。

实行不动产登记后，市民新购商品房办证，将由

原来分别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

改为只需要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原来房产、国土、

林业等部门依法发放的证书继续有效，不增加企业

和市民负担。统一登记的实行，能够实现不动产审

批、交易和登记信息的互通共享，避免分散登记模式

下的信息查询障碍以及由此产生的产权交叉、重登

漏登、重复抵押等问题带来的交易风险，减少物权的

纠纷和矛盾，切实保护不动产权利人合法财产权及

不动产交易安全。同时，一个窗口对外将减少办证

环节，让当事人少跑路，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便民

利民。

【“互联网＋政务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开展实施
“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为推动部门间政务相互衔
接，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孤岛，变“群众跑腿”为“信息

跑路”，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办”，变“被动服

务”为“主动服务”。以“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

网”通办，“一袋”归档，“一库”管理，“一云”支撑为目

标。通过逐步实现“建立区、街道（乡镇）、村三级联通

的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完善三级联通的行政审

批事项信息处理制度，提高便民服务能力和行政审批

效能”。在此工作中，区政务中心积极与区信息办协

调配合，并对相关部门、部分街道、社区进行调研，对

事项流程、业务系统网络情况等进行梳理，征求各部

门意见，形成实施方案和招标文件。

区、街政务信息化平台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份开始
调试，并完成部门和试点街道培训工作，至年底完成

上线试运行。

【人员培训】　２０１６年，口区政务服务中心注重整
合人力，加大对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的培训

力度，着力培养综合型人才，做到一专多能，一岗多

能。培训以分批、分层次进行，首先培训人员包括街

道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社区便民服务室窗口工

作人员、网格员，其次确定各部门与街道培训人员。

６月，区社保处对试点挂牌的六角亭街８５名工作人
员进行首次街道政务中心培训，７月各部门陆续接
受业务培训，９月份各部门培训工作全部结束，全区

·６０１·

·口年鉴·



１１条街道政务中心工作人员、各社区便民服务室综
合窗口工作人员、１２７个社区的网格员１０８９人完成
业务培训，累计培训５２３６人次。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日，口市民董芳到口区政务服务中心
领取入户准迁证明时，特意给公安窗口陈艳萍警官送来一面

锦旗，上面写着“办事认真效率高　服务热情素质好”，表达
感激之情

【区行政审批局挂牌】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上午１０
时，口区行政审批局正式挂牌。组建口区行政

审批局是口区委、区人民政府贯彻落实综合行政

审批改革精神，打造经济、城市、民生“三个升级版”

的重要举措，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增强发展活力、释

放改革红利的现实需要，标志着口区由多枚印章

管审批进入到一枚印章管审批的新时代，也有利于

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的成本，提高行政审批效

率，加强对行政审批权力的监管，进一步提升口的

影响力和竞争力。

（王方圆）

·公共事务服务与应急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政府总值班室注重强
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积极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

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得到全面提升。通过不断改

进工作作风，完善工作制度，规范群众投诉办理流

程，政府公务服务工作质量及效率进一步提高。全

年成功协调处置群众维权堵路、融雪防冻、暴雨渍

水、地铁六号线崇仁路施工段渗水、顺道街恒隆工地

周边房屋炸裂事故等１５起应急事件。全年共处理
各类突发公共事件２２１件，其中区行政大楼门前上
访事件２０６件，涉及企业改制、拆迁、农民工欠薪等
群体性非正常上访。全年未发生死亡３人以上较大
事故。年内口区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综合平

台共受理各类办件４９２１５件，按时办结率９６５％，群
众满意率８２％。

【应急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政府总值班室修
订完成专项预案１个，新增预案２个，并制定出台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专项应急预

案２０个。全年修订完成专项预案１１个，新增预案３
个，后续编修预案工作持续推进。政务值守、应急预

警、信息报告等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在重大节

日及特殊时间段，坚持２４小时“四人四岗”领导带班
值班制度，及时处理各类突发应急事故。进一步强

化应急预警机制，全年未发生信息报送的瞒报、漏

报、误报、迟报等现象。全年向上级有关部门报送突

发事件处置情况、应急演练、应急培训等各类应急信

息２００余条，向基层单位发布预警、应急值守提示等
信息１００余条。
２０１６年，制定《应急管理年度宣教活动方案》，

并组织全区开展应急宣教工作，以及完成各街、相关

部门、企业结合实际开展危化品、消防等突发事故应

急救援演练共１００余场次。同时，进一步加强应急
准备、应急响应和应急指挥的综合能力，提高应急指

挥人员、救援队伍的反应能力和各部门之间协调作

战能力，积累应急处置的工作经验。

【公共服务平台】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政府总值
班室将群众投诉办理工作与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相结合，将群众的需求作为政府工作的方向，认

真落实群众投诉办理处置工作。区领导高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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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办理工作落实情况，亲自登陆系统或拨打服务

热线的体验式检查，了解服务质量及承办单位办

理情况。全年区政府领导先后 １０余次对华南医
院医疗纠纷、长丰大道渣土车噪音扰民以及丽水

康城小区物业管理等问题等市长专线转办件作

出书面批示。

全年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日常管理。坚持日检

查、月讲评、年考核工作，抽查８３７７７７７７来电办件千
余件，占受理来电办件总数８０２％。跟踪掌握群众
反映的诉求，对重点问题进行现场核实、协调处置。

坚持月通报制度，实时通报各承办单位平台工作办

理情况，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办法。全年制发

值通报１２期，举办专题业务培训２场。针对群众来
电中投诉中涉及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纠纷、保障性住

房维修等热点问题因职责不清，多头管理的原因，在

办理工作中出现的互相推诿，办理不力等情况，组织

召开现场协调会，着眼问题焦点，明确牵头责任单

位，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

强化管理创新。通过合理调整设置坐席人员班

次，结合市区工作目标，创建网格监督员、视频监控

人员等各环节岗位绩效考核制度，落实奖惩制度，有

效确保办件受理、派发、处置工作环节管理全覆盖。

全区制定必须与投诉取得联系、必须对需要现场查

看的问题到现场查看、必须征求投诉人办理意见、必

须制定解决方案和具体工作措施必须做好解释说明

工作等“五个必须”办理要求，不断提高整体工作质

量和水平。以训代会，分批组织全区平台工作分管

领导及经办人员培训会议，讲评存在问题，明确工作

标准。重点解决群众投诉办理工作中存在的部分承

办单位办理人员调整、标准流程不熟悉、办理实效不

理想，群众满意率不高等问题。通过不断强调市长

专线等办理工作要求和工作纪律，有效减少办件误

办、漏办、迟办。

（叶　芳）

·机关综合保障·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围绕服
务机关中心任务，从完善管理制度、提升服务质量、

提高保障能力上下工夫。组建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平

台、改造升级口区行政中心基础设施、优化区行政

中心停车管理，在后勤服务、安全保障、秩序管理工

作中强化精致服务、精细管理。全年保障口区第

十二次党代会（简称区党代会）、口区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简称区“两会”）顺利召开及口区行政中心的

正常运转。

【综合保障】　２０１６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完
成区行政中心安全设施升级改造。区行政中心１、
２、３号楼视频监控系统更新改造为４００万像素高清
摄像头，新增监控摄像头点位１７２个，使区行政中心
大院内监控摄像头点位达到２０５个。更换区行政中
心大院围墙红外对射装置１９对共３８个，并与监控
摄像头联动报警，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提高办公区

域的安全防范等级。实施强电井封堵改造工程，针

对消防检查中发现的区行政中心大楼１号楼强电井
安全隐患问题，对强电井隔断面实施封堵改造，形成

１号楼 １－１２楼层间的消防隔断，消除安全隐患。
实施大楼６台办公电梯自动平层改造工程，确保在
出现突然停电或其他突发事件时，电梯能实现自动

平层，乘梯人员能迅速、安全撤离电梯，防止安全事

故的发生。加强重点部位的日常巡查，发现安全隐

患及时整改，投资１２５万元对大楼消防设施设备进
行更换。及时发现配电机房电容柜线路融化、烧结

隐患问题，并及时进行整体更换、改造，消除安全隐

患。以预防为主，更换锅炉房和机关食堂煤气泄漏

声光报警探头１０个，提高用气安全系数。开展消防
灭火器材及重点消防部位定期检查，建立微型消防

站，配齐消防服、消防帽、消防救生绳等用品，更换灭

火器１３９个，对２００余处消防栓张贴宣传画，宣传消
防栓和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对机关１０００余个烟雾报
警器进行了检测，确保正常使用。强化安全生产、安

全防范工作，建立部门安全员网络，组织实施“安全

月”活动，组织区行政中心内各部门开展安全生产、

防盗、防暴等知识培训和演练，使机关干部的安全意

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得到明显提高。２０１６年，口区
机关综合保障中心被武汉市公安局评为区属内保单

位先进集体。

注重加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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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电力、锅
炉、制冷、消防、空调、电梯、监控等系统设备运行管

理，完成大楼中央空调分层阀更换工作，确保大院内

冷、暖气供应正常。对部分楼层中央空调管道、滤网

进行杀菌清洗，保证机关干部身体健康。全年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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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大小会议１７４９次，圆满完成机关各类会议的接待
服务工作。完成区行政中心大楼内小型维修 １０３０
次（处）。聘请园林公司定期为机关大院园林花卉

的维护和保养，绿化、保洁工作得到区机关广大干部

职工的认可和肯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６日，中共口区委常委、口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苏海峰（左
一）调研口区公务用车管理平台车辆调度与监控情况

完成区行政中心２１家单位的经费预决算、帐
务处理以及“三公”经费统计上报等工作，并按时完

成各单位工资、福利的发放以及医保、公积金、个税

等代扣代缴工作。完成财务报销问题专项治理的自

查自纠工作，开展领导干部借公款存放谋取私利专

项检查。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扶贫资金、津补贴发放

“回头看”“小金库”问题专项治理等各类检查。开

展对二级单位的审计工作，指导二级单位及时整改，

规范财务制度。２０１６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
“三公”经费中，公务接待费、出国（境）费为“零”，车

辆运行费也在区财政部门核定数额内。对区行政中

心２１家单位实行“三公”经费预警制，均未出现“三
公”经费超标情况。

想方设法解决区行政中心车辆秩序混乱等突出

问题。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行“三管齐

下”的办法：实施停车智能化系统建设，安装车辆牌

号自动识别系统；开展院内地面交通标识重新标线

工作，合理布局院内停车位，院内行车更加通畅；调

配车辆秩序管理人员，每天引导机关干部按车位有

序停放车辆。实施新办法后，口区行政中心停车

秩序得到明显改观。

加强机关食堂管理，要求加大新菜品的开发力

度。全年开发水煮巴沙鱼、百合蒸南瓜等菜品、窝窝

头等主食４０多个品种。加强机关食堂食品安全管
理，把好采购源头质量关，落实食品采购验收环节。

坚持食品４８小时留样制度，坚持每月 ２次消毒制
度，保证食品安全，未出现食品安全事故。配合城管

部门开展餐厨垃圾集中回收，集中回收率达１００％。
强化细节服务，添置ＬＥＤ电子显示屏和视频显示器
等设施设备，滚动播出健康饮食知识、每日菜品介

绍，受到机关干部欢迎。开展倡导节约、反对浪费宣

传，更新宣传标牌 ５０余份，浪费现象大幅度减少。
全年机关食堂满意率９２６％。

切实加强安全、保密管理，及时、安全、准确传送

公文２７５万件，未发生公文错投、丢失等失密、泄密
事件。注重文印服务工作，开展全天候文印服务，保

证区党代会、区“两会”重要会议以及日常文印需

求，未发生泄密事件。完成１０６批次群体性上访人
员的稳控，维护了区行政中心正常的办公秩序。全

年机关综合服务满意率９６５％。

【公务用车】　２０１６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积
极配合武汉市公务用车改革，经区编办批准增设公

务车辆管理科，建立公务用车管理平台，负责全区公

务用车使用调度。全年接收５９台公务车辆并办理
过户手续，安装公车管理专用软件；组织各单位公车

管理员网上申请用车知识培训。各用车单位通过网

上或手机即可提出用车申请，公务

用车管理平台在网上审核申请，实

现网上申请、派车服务。公务用车

管理平台注重加强司勤人员管理、

培训，落实２４小时值班制度，保证
处置突发事件应急、紧急公务用车

需求。

２０１６年，口区公务用车保
障平台共调度公务用车 ４０５２台
次。其中，调度平台公务车用车

２３３２台次，调度口区城管委托
管的 １２辆执法公务车用车 １６０６
台次，调度口区公安分局托管的

２辆应急公务车用车１１４台次。

【会议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党
代会、区“两会”期间，口区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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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保障中心超前计划、安排，并制定详尽的会议服

务工作方案，成立６个工作小组，规划会议停车、进
餐、医疗、应急工作方案。在保障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参观重点项目工作中，合理调配人员，安排

服务车辆２４台次，保证参观工作顺利进行。提前勘
察，合理安排，临时租用社会停车场，组织工作人员

开展车辆停放引导服务，缓解会议期间停车难的问

题。完成代表、委员、工作人员进餐保障工作。完成

大会、分团会议服务工作。协调２名医务人员，抽调
专人专车，保障会议期间的医疗服务。

【国有资产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
心注重区行政中心大楼内各单位的资产配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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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严格把握好资产管理的“出

入”关，做好日常清查，年度盘点上报工作，切实做到

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账卡相符。全年资产登记率达

到１００％，规范处置率达到１００％。配合全区公务车
制度改革，完成１３辆公务车报废处置工作。高标准
完成全国资产清查工作。

【公共节能】　２０１６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完
成公共机构节能统计上报工作，并协调组织区属有

关单位开展节能宣传。全年区实验小学创建为省公

共机构节水型示范单位，长丰街丰竹园社区、宗关街

发展社区等２个社区创建为市级节水型示范小区，
刘桂珍、杨开跃、夏燕莉等３０户家庭评为武汉市节
水示范家庭。

【制度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
结合上级规定，制定《政府采购项目管理办法》《自

行采购项目操作程序》《财务报销管理办法》等各

项内部管理制度，规范政府采购、财务报销等行为。

完成行政中心物业管理、室外绿化养护、７楼和 ９
楼会议室、视频监控、电梯断电自动平层等项目的

招投标工作。成立项目专班，经项目专班洽谈、中

心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确定成交供应商，完成室内

绿色植物租摆、锅炉维保、消防设备维保、停车智能

管理系统、大门更换等项目自行采购工作，采购行

为更加规范。

２０１６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加快健全机
关食堂管理制度，修订完善《机关食堂员工考评制

度》等规章制度，严格制度管理，机关食堂员工服务

意识、服务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熊师敏）

政协口区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政协武汉市口区委员会（简称
口区政协）牢牢把握团结民主两大主题，紧紧围

绕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三件大事、加快转型发展，认

真履行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

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作出应

有贡献。

·重要会议·

【常委会议】　２０１６年，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
共召开５次常委会（第３１次至第３５次）。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３日下午，口区政协召开十三届

３１次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区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提案审查立案情况、年度重点提案情况通报。会议

审议通过《区政协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会议还书面
传达湖北省市政协会议精神学习提纲。

２０１６年３月 ３０日，口区政协召开十三届
３２次常委会议。会议学习传达全国政协十二届
四次会议精神，听取区纪委监察局关于全区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情况的通报，区发改

委关于全区重大项目建设情况的通报，关于区政

协十三届第五次会议建议案办理工作方案的报

告，区政府关于深化全区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报；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专门委员会

主任、副主任职务任免事项；会议印发《２０１６年
口区协商工作计划》《２０１６年口区政协民主监
督工作计划》、区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建议案、重

点提案督办安排以及三十一次常委会议出勤情

况通报。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２日，口区政协召开第十三届
３３次常委会议暨区长与政协委员恳谈会，就“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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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２日，口区政协第十三届三十三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就“大力
发展本区工业服务业”课题进行专题协商

发展本区工业服务业”课题进行专题协商。

会议听取区发改委关于本区２０１６年上半年经
济运行情况的通报，听取区工业服务业发展工作组

专班关于本区工业服务业发展情况的通报，区政协

课题组就“大力发展工业服务业，促进口经济转型

发展”课题调研情况作了汇报。与会的常委、委员代

表分别就发展总部经济，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平

台，营造良好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制度环境，招商引

商、爱商护商等方面提出建议。景新华区长同政协

常委、委员探讨工业服务业的内涵。

会议还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关于严

肃换届纪律的相关要求，观看电教片《镜鉴———衡

阳、南充违反换届纪律案件警示录》。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３日，口区政协召开第十三届
３４次常委会议暨区委领导与政协委员座谈会，就
“推进汉江湾国际教育园建设”课题进行专题协商。

会议听取汉江湾国际教育园建设工作进展情况

的介绍，以及区政协课题组关于“推进汉江湾国际教

育园建设”课题调研情况汇报。区政协委员积极建

言献策，提出合理规划校园空间布局，打造国际化教

育园区；引进全球领先教育企业和国际化教育人才，

集聚优势教育资源；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中体西用，

培育家乡情怀；突出口特色，多建体育场馆注重体

质健康；建立全方位数字化学校，实践创新资源等意

见建议。

会上，区委、区政府领导强调汉江湾国际教育园

要按照标准定位高、规划设计水平高、合作要求高的

“三高”标准建设，充分吸纳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在

建筑形态、环境、教育质量、方式等

方面按时间表一步步扎实推进，不

断增强口文化软实力。会议还

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２日，区政协召
开十三届３５次常委会议，就区政
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有关工作进行

专题协商。

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和有关换届纪律要求，听

取区政府关于区政协第十三届委员

会建议案、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和

区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筹备情况；

协商通过大会议程（草案）、日程

（草案）和讨论常委会工作报告（送

审稿）以及提案工作报告（送审稿），听取第十四届政

协委员产生及组成情况，协商通过区政协十四届委员

会委员决定、十四届政协界别调整的决定及有关人事

事项；审议各专门委员会的五年工作报告。

【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日，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口会议中心举行。全区２５个
界别的２３５名政协委员围绕口转型发展协商议
政、建言献策。

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李传德代表市政协向大会致

辞，口区委书记景新华在开幕式上作重要讲话。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第十三届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和第十三届区政协常务委员会所作的提案工

作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大会决议和《关于加大力度

推进汉江湾·云谷创建工作的建议案》《关于合理

规划建设街头园林小景的建议案》。与会委员列席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讨

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大会其他报告。１２位委员分
别代表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各界别委员组作大

会发言。

会议选举产生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四届委员

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政协口区第

十四届委员会主席周付民、副主席程宏刚、郭建敏

（女）、邹仕芳、宫志中、肖军生，秘书长袁玲。大会

期间，共收到提案原案２２８件，其中集体提案１６件，
提案审查委员会将根据提案工作细则审查立案后交

有关部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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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履行·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６年，口区政协以懂政协、会协
商、善议政为主要内容，始终把提高政治素质和履

职能力摆在突出位置，着力加强委员队伍建设。加

强理论学习。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和推动全区政协

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

　　２０１６年５月５日，政协口区委员会主席周付民（前排左二）带队督办“加快
建设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重点提案

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重点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６５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建设的意见》，及时传达中央、省委、市委重要会

议精神，认真落实区委的各项决策部署；针对换届

实际，组织委员学习换届纪律和换届风气的有关规

定，发放《严肃换届纪律学习手册》，观看《镜鉴》警

示教育片、签订严守组织原则和换届纪律承诺书，

坚持以上率下，严守纪律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换

届氛围。举办政协相关知识培训。围绕发挥人民

政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推进政协履职能力建

设开展专题培训。举办提案知识、社情民意信息知

识培训班；举办台海局势学习报告会，对各界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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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安排委员和机关干部参加全

国、省市政协系统培训。开展交流研学。以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６５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

围绕基层政协履职实践中的问

题，总结交流和探讨理论学习、业

务培训及履职经验，认真组织开

展研学活动，积极组织和推荐委

员参加市政协举办的理论研讨活

动。撰写的《创新履职形式 提高

履职实效》在市区主席会上交流

并被市政协《和谐》杂志采用。

【政治协商】　２０１６年，口区政
协充分发挥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

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就全区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执

行过程中开展政治协商，推进政

治协商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

化迈进。紧扣全区中心工作，精心选择协商课题，

以区委《２０１６年口区协商工作计划》（办文
〔２０１６〕２号）为重点，组织政协委员开展一系列调
研视察和协商活动。常委会和主席会围绕加快推

进口区工业服务发展、加快推进汉江湾国际教育

园建设、加快推进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和

推进口社区养老服务社会化４个课题，开展广泛
深入的调查研究、座谈讨论和征求意见。区委书记

和区长先后参加专题协商，并充分肯定协商效果。

各专委会围绕本区宗教场所的保护与修缮、环同济

健康城建设、加快推进公共停车场建设等 ５个专
题，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联系单位开展对口协

商，提出富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建议。各界别围绕

企业转型与创新、电子商务发展、深化幸福社区创

建等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重

点难点问题开展界别协商。

【民主监督】　２０１６年，口区政协把促进问题整
改作为履行民主监督的切入点，制定《区政协民主

监督工作计划》，扎实有效地组织开展民主监督活

动。组织委员对精准扶贫工作、智慧城市建设、路

网停车场建设推进不力等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

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对全区重大项目建设情况、重

大资金使用情况、司法体制改革情况等开展民主评

议、视察监督，对加快环同济健康城建设的建议案

和加快建设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推进口区

社区养老服务社会化等重点提案开展提案督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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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测评，对问题的整改落实、提案的有效办理起

到促进作用。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６年，口区政协围绕党政工作重
点、改革发展稳定难点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

问题，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积极

主动作为，组织开展参政议政活动。充分发挥各项

会议功能，认真组织参加区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各界别和区政协委员参加各种会议，紧紧围绕政

府工作报告和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协商议

政，提出大会发言１２篇，区委、区人民政府领导全程
参会、听取大会发言，还分别深入委员小组，与委员

坦诚交换意见，有效提高全体会议质量，丰富参政议

政内容。全委会闭幕后及时将委员所提意见建议归

纳整理，并转为政协重点或重要提案，大会发言所提

意见和建议均得到采纳。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焦

点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建言献

策活动。充分发挥政协信息员和特约信息委员的作

用，及时报送社情民意信息。全年编报社情民意１５
期，协办市政协政协论坛１期，一批意见建议被区
委、区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采纳。

【提案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政协认真贯彻区委、
区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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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交办的１２４件提案全部办结。
《关于推动健康产业升级，加快“环同济健康城”建

设的建议案》取得突破性进展，建议效果正在转变为

建设成果。

【参与重点建设项目】　２０１６年，口区政协认真落
实区委关于“四大家”领导挂点工作的要求，区政协

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直接参与并挂点负责重点

工作及项目，其中汉正街综合整治、产业升级、东片

拆迁取得重大突破，荣华街拆迁征收项目也取得明

显进展。同时，发挥专委会和街道联络委的作用，组

织委员投身项目建设、防汛抗灾主战场，积极参与全

国“两会”维稳、民意调查、信访疏导等工作，为推进

区内重点工作作出积极贡献。领导班子成员还认真

抓精准扶贫工作，沈黄村等３个村成为区内精准扶
贫首批出列的村，并通过省、市验收。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政协坚持把提高履职

能力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着力在推进队

伍建设、机关建设、履职能力现代化上下工夫，形成

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加强政协常委会和主席会议

建设。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创新工作理念和方法，着力加强自身

建设，不断提高履职水平。以提高政治把握能力、调

查研究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合作共事能力为着力

点，认真做好政协委员管理和服务工作，教育引导政

协委员强化委员意识，加强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

念，增进政治认同，提高政治素质。常委会组成人员

和主席会议成员严格要求自已，在政协工作中履职

尽责、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在界别群众中示范引

领，发挥带头表率作用。坚持和完善政协常委履职

通报制度，进一步增强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纪律

意识和履责意识。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协提出的“四个能

力”建设的要求，充分发挥政协党组在政协工作中的

政治引领作用，发挥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和常委会议

成员的带头表率作用，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

突出抓好委员履职的动态管理，落实委员参加会议、

活动及履职考勤通报制度，引导委员立足岗位，认真

履职，做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讲规矩、守纪律、重

品行的政协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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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抗洪救灾等活动。广泛开展走访委员

特别是党外委员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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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

专委会和界别作用。建立健全专委会对口协商和经

常性联系制度，调整充实专委会力量。更好地服务

联系委员，提升履职实效，提高政治把握能力、改革

创新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和合作共事

能力。发挥政协机关服务保障作用。以建设学习

型、服务型、创新型、和谐型机关为目标，进一步修改

完善办公室、专委会岗位职责和机关管理等相关制

度，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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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服务保障能力逐年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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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社区和“三万”活动联

系点问民需、访民困、解民忧，圆满完成全区第六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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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活动的牵头任务，按区委要求督导落实精准

扶贫工作。

（蒋　琳）

纪 检　监 察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共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简
称口区纪委）、监察局注重学习中央和省、市纪

委全会精神，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坚决惩治腐败。聚焦监督

执纪问责，压紧压实“两个责任”（党委主体责任、

纪委监督责任），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东主义和奢靡主义之风），强化责任

追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

效。

【落实“两个责任”】　２０１６年，中共口区委大力
支持纪检监察工作，区纪委积极履行监督职能，形

成区内“两个责任”落实环环相扣、齐抓共管、相得

益彰的工作体系。党委主体责任坚强有力。区委

充分履行主体责任，召开３０余次区委常委会专题
研究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工作。制定区委主体责任

清单、区纪委监督责任清单，区委书记切实履行第

一责任人责任，并与街道、部门党政负责人以及村

（村改制企业）负责人逐一谈话。持续推进压力传

导，初步形成党委（党组）主职领导带头领责、班子

成员依岗担责、基层组织对标履责的工作格局。纪

委监督责任担当有为。区纪委把反腐倡廉工作融

入全区发展大局中定位、思考和谋划，围绕全区

“三件大事”，以监督促规范、以规范促廉洁、以廉

洁促发展。确保换届纪律落到实处。加强换届纪

律和作风情况的监督检查，参与换届纪律专项巡察

４７次，提出廉洁意见１４０８人次，其中“两代表一委
员”１３２２人次、领导干部提拔任用４５人次、其他４１
人次，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重点领域加

强防范。紧盯土地征收和城中村“三资”（资金、资

产、资源）等重点领域、资金管理和项目实施等关

键环节、惠民政策集中和社会关注度高的重要部

门，指导督促完善约束机制、防范廉政风险；紧盯政

府投资项目，坚持财务总监制度，对重点项目实施

全程跟踪审计，化工企业搬迁涉及资金４０多亿元，
历经多次审计、检查，资金未出现违规情况、干部未

出现违纪问题。责任追究决不手软。坚持“一案

双查”，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点题报告制度，３个
考核成绩靠后的党组织负责人被约谈，９名落实责
任不力的“一把手”被问责。督促政府职能部门履

职尽责，大力开展监督检查，共立案查处失职渎职

案件５１件，强化“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
必追究”的意识。

【纪律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纪委、监察局坚持教
育在先、警示在先、制度在先，全面规范日常教育管

理，从思想上筑牢反腐防线，从源头上抓好党风廉

政建设。教育在先。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

机，把学习贯彻党章和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

例作为重要任务，对５５０余名处级及以上干部和纪
检监察干部进行集中培训。扎实开展第１７个党风
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组织７０００余名党员干部参
加党内法规网络知识测试。警示在先。编印《典

型案例警示录》，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建成廉政

教育基地，组织３０００余名党员参观学习，在全区党
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举办廉政文艺演出，让广

大党员干部在文化熏陶中接受廉洁教育。在节假

日前夕向全区重点岗位干部发送廉政短信４０００余
条，引导党员干部廉洁过节。落实廉政提醒教育制

度，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共性问题集体提

醒、个性问题个别提醒、典型问题专题提醒的方式，

做到“无病”早防、“小病”早控、“初病”早治。制

度在先。坚持把学习上级纪委案件通报作为全区

制度性安排。建立健全定期谈话制度，区委常委带

头落实，并督促联系单位层层严格落实，确保谈话

取得教育警示的实效。各单位严格党的组织生活

制度，确保“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

会、谈心谈话等制度落到实处。

【执纪审查】　２０１６年，口区纪委、监察局注重从
整体上把握“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

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

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

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既做好咬耳扯袖、红脸

出汗的工作，又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

变，巩固和深化正在形成的反腐败压倒性态势。突

出“第一种形态”。从转变监督执纪观念入手，广

泛运用诫勉谈话、约谈函询等日常监督手段。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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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区共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理８１７４人，第二种形
态党纪政纪轻处分６１人，第三种形态和第四种形
态处分８人，“四种形态”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中
入脑入心，切实用纪律管住大多数。强化规范运

行。推行问题线索归口管理制度，在全市率先将执

纪审查、专项治理、审计监督、明查暗访等工作中发

现的问题线索集中移送信访室，实行统一登记、归

口管理、分类处置，确保问题线索不流失，年内共受

理信访举报３２０件次，按照五类标准处置受理范围
内的信访问题线索３０５件次，其中了结１１７件、函
询１２件、约谈 ４８件、初核 １２８件，实现问题线索
“零暂存”。实行参加发案单位民主生活会制度，

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深入剖析、举一反三，认

真查找体制、机制、制度方面的问题，督促建章立

制、堵塞漏洞。建立回访教育管理制度，通过单独

恳谈、一对一帮教等形式，帮助４０余名受处分党员
干部调整心态，卸下思想包袱，变压力为动力。坚

决惩治腐败。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对严重违

纪涉嫌违法问题“零容忍”，形成全区惩治腐败的

高压态势。全年查处违纪违法案件１０３件，比上年
增长２７２％；审结 ８４件，处理党员干部 ８４人，比
上年增长 ３５４％。强化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
对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线索进行初核调查，强化审

计综合效应。发挥区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作用，将公

安部通缉人员杨汉斌追捕到案，在全市率先完成追

逃追赃任务。坚持“聘审制”“街案区审制”，全年

区内审理期限内结案率１００％，优良率９５％以上，
处分执行到位率１００％。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纪委、监察局坚持小
处着眼、细处着手，在广大党员干部中释放越往后执

纪越严的强烈信号，让广大群众真切感受到抓党风、

肃政风的坚强决心和实际成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抓住重点时段、重点场所，节前严明纪律

要求，节中强化明查暗访，发现问题坚决严查快处，

全年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２９件、处理
２９人，点名道姓通报曝光７批次，起到强烈的警醒、
震慑作用。加大治庸问责力度。深入推进全市“十

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坚持治庸问责跟着重点项

目、重点工作走，组织开展明查暗访１０２次，问责２
家单位、１２１人，有力推动突出问题的整改到位和长
效机制的建立完善，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围绕群

众关注的环保问题，促进１２个具体事项整改到位。

结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督促相关部门严格落实环

境保护主体责任、坚决抓好中央督导组交办信访事

项的办理、集中精力推进突出环境问题的整改落实。

深入开展专项治理。集中人力、整合资源、全面发

动，形成开展“大数据”工作的强大声势，共收集各

类数据７万余条，核查问题线索４７２８条，查实１３０４
条，立案４０件，一批群众身边的“微腐败”问题得到
严肃查处，正风反腐给老百姓带来更加直观的感受。

督促开展 ２０１５年三个专项治理“回头看”，明确
２０１６年“七个专项治理”的牵头部门，其中发现集体
资金管理问题７９起、资产管理问题１起、“三资”监
管问题４起，对３起违反群众纪律的典型案件进行
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纪委、监察局注重
加强基层监督执纪力量，将责任压力传导到基层尤其

是街道、社区，确保责任落实不走样、不减力。充实基

层执纪力量。为保障街道社区监督执纪有人抓、专门

抓、深入抓，全区实现“四个明确”，即：街道纪工委书

记人选以区纪委意见为主、街道纪工委书记专司其

职、在各街道设置监察科并配强科长、社区（村）党支

部副书记为纪检委员。针对基层办案能力不足的现

状，指定第二纪检监察室专职指导基层执纪审查工

作，强化街道执纪审查协作区功能，街道和开发区查

办案件数量大幅增加，全年达到６５件，占全区办案总
数的６３７％；派出（驻）机构查办案件１６件，占区纪委
自办案件的５９３％。积极推进巡视巡察。强化巡视
整改，省委巡视办２０１４年巡视移交的２３个问题、６８
个问题线索全部整改落实到位，并按全市统一要求开

展巡视整改“回头看”自查。成立区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组建区委巡察办，建立巡察组长库、副组长库、

专业人才库，制定一系列工作制度，当年底完成对３
个区属单位启动首轮专项巡察。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纪委、监察局聚焦监
督执纪问责，狠抓自身教育监督，努力提升纪检监察

干部队伍整体能力素质。强化学习教育。认真开展

“三个一”活动，即区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分别负责一

个重点课题调研、跟踪一个疑难信访问题、联系一个

基层单位。通过专题培训、集中研学等方式，培训纪

检监察干部２００余人次。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
契机，结合主题党日等支部活动，狠抓纪检监察干部

日常学习，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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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内部监督。清理机关内部工作职能、机制、流

程，理顺派出（驻）机构与所负责（驻在）单位的关

系，有效提升工作效率。接受全市对委局机关作风

建设的交叉检查，对其中发现的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认真对待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信访举报，坚决防止

“灯下黑”。

（唐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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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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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为主线，以“十三五”

规划为引领，以“换届创先争优”为抓手，在推动参

政议政、自身建设、祖国统一工作和社会服务等方面

联动发展，努力开创民革口区工委工作新局面。

【思想建设】　２０１６年，民革口区工委组织广大民
革党员深入学习中共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全国“两会”及民革十二届四中

全会精神，持续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

习实践活动。开展“两学一助”学习教育工作。按照

民革市委制定的《“两学一助”学习教育工作实施方

案》的要求，紧扣“学”的重点内容、“助”的关键之处，

把规定动作抓实、自选动作抓新、薄弱环节抓强。民

革区工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积极把“四种意识”贯穿到

工作的全过程：强化政治意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切实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强化大局意识，始

终将党和国家大局记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

实在行动上；强化核心意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更加坚定地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强化看齐意识，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全方位向中国共产党看齐，

做到表里如一、知行合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

到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６年，民革口区工委积极将学习
实践活动与各项常规工作和特色工作相结合，扩大

学习实践活动成效。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后备干部

的培养，加强领导班子的学习培训，强化对口联系、

谈心日、民主生活等制度建设，加大后备干部培养举

荐力度，结合民革口区工委换届工作，加强后备干

部的培养。加强党员发展和基层组织建设，在坚持

原则和特色基础上，大力培养和发展一批高素质、有

代表性、有影响力的民革党员。结合支部调整，完善

党员和组织架构的调整工作。加强机关作风效能建

设，按照《关于区级民主党派工委会效能建设考核实

施办法》，结合换届工作的要求，加强制度建设、作风

建设和效能建设，进一步提升民革党员工作主动性

和积极性。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６年，民革口工委不断完善参政
议政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一人一案”“一支部一调

研”活动，开展“优秀参政议政成果”“优秀宣传信息

员”评比，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和申报立项制度。民革

区工委围绕“汉正街搬迁”“化工区改造”“美丽生态

口建设”等组织党员积极开展调研，完成《彰显国

家中心城市地域优势，力促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大发

展》《发挥文化中心重要作用，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

式》等６篇调研报告。民革党员干部依托市、区政
协、统战平台，多渠道、多层次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在

区“两会”期间，撰写出《关于加大口区公共停车

场建管力度的建议》《关于维护居民利益，依法依规

有序进行“城中村”改造的意见》等提案和建议共１０
余篇。积极围绕“十三五”发展和区委、区政府确定

的战略目标，结合民革法律、医卫、对台工作特色，在

凝聚共识上尽职尽责，在推动发展上积极建言献策。

全年向市、区两级政府提出社情民意、发展设想及招

商引资信息２０余次，深受市、区领导好评。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６年，民革口工委在开展牵手抗
战老兵、辛亥后裔、黄浦老人活动的基础上，成立关

爱“三老”志愿者服务团，深化关爱“三老”服务活

动。鼓励民革党员和工委委员自愿报名参加关爱

“三老”事业，加入关爱“三老”志愿者服务团，加大

与社会组织的联系与合作，共同做好关爱“三老”工

作。以“争先创优”为抓手，开展创建“社会服务基

地”、“法律服务工作站”和评比表彰“优秀党员”活

动，鼓励志愿者服务团、民革支部，依托社会服务基

地，深入开展博爱志愿服务活动。通过特色化、基地

化、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夯实社会服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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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７月７日，民革口区工委会召开２０１６年工委会改派大会，总结过去
五年工作，选举产生新一届工委会领导班子

础，筑牢“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

增强志愿服务活动对周边群众的

辐射力，进一步扩大民革口区工

委社会服务品牌的影响力。

【会务活动】　２０１６年，民革口
工委积极配合上级完成民革口

区工委会的换届。在思想上高度

重视，组织上精心安排，确保换届

工作顺利进行，及时与民革武汉市

委会和中共口区委统战部的沟

通、汇报。按照民革武汉市委会的

要求，完成换届中区工委会主、副

主委及工委委员，支部主委，区政

协委员，区人大代表后选人的推荐

考察等组织工作，以及换届工作报

告的整理、经验的总结。

推动法律服务工作取得新发

展。根据“创先争优”要求，积极鼓励民革党员中的

法律工作者在社区、学校、医院及各类服务中心，开

展法律知识讲座和咨询等，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

扎实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活动，推

进法律服务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以民革党

员中法律服务志愿者为主体，为市内台胞、台属、台

商、台企提供法律服务，并参与涉台的服务中心或产

业园区法律服务工作，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涉台法律

服务成果。

开展纪念孙中山诞辰１５０周年系列活动。组织
民革党员开展孙中山先生理论的学习、研讨，提升党

员对中山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依托武昌辛亥首义纪

念馆的历史资料，开展对有关事件或有关人员的研

究回顾，挖掘出一批辛亥革命珍贵史料。向省、市民

革机关宣传部报送纪念征文５篇。以书画为载体弘
扬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正能量，向省、市

民革报送书画摄影作品２０余件。组织和鼓励各支
部民革党员开展瞻仰辛亥革命纪念馆、宋庆玲故居

等活动，实地接受中山思想的再教育和再熏陶。

【对台工作】　２０１６年，民革口区工委认真贯彻
中央对台工作精神，主动为台商台企的服务，鼓励

党员和民革支部“走出去”，积极与台商、台企和侨

联等民间组织深入开展交流。加强与中共区委统

战部台办的联系，以志愿者法律服务团为主体，以

“一报两网三讲座”为平台，坚持“月月有资讯、季

季有活动、年年有产品，全程跟踪参与”的常态服

务，为在汉台胞、台属、台商、台企提供法律服务。

２０１６年是台湾大选之年，面对新局势，积极思考涉
台工作新方法、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加强涉台的调

研、提案和信息工作，提高民革党员涉台参政议政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高正浩）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中国民主同盟武汉市口区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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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个基层支部，盟员３２９
人，其中在职盟员１９９人，退休盟员 １３０人，男 ２０８
人、女１２１人、平均年龄５５２３岁，现有区人大代表２
人（其中常委１人），区政协委员１４人（其中常委２
人）。民盟口区工委注重把学习实践活动贯穿于

加强自身建设和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全过程，将学习

实践活动与政治交接相结合、与制度建设相结合、与

提案工作相结合、与盟务活动相结合、与社会服务相

结合，推动全年各项工作开展，并取得较好的成绩。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６年，民盟口区工委要求各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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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７日至２０日，民盟口区工委组织工委委员及骨干盟员前往
贵阳遵义会议旧址、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等地开展专题学习实践活动

支部组织学习，并针对盟员的自身情况，采取多种

形式。认真学习领会中共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等重要活动，组织盟员参加省、市、区各类专题

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等系列主题活动，加强对盟

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夯实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

基础，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１１月 １８—２０
日，民盟口区工委组织１９名盟员到遵义重走长
征路，亲身体验长征的艰难险阻，使盟员增强对长

征精神和实事求是精神的更深理解。围绕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等
政治主题，多数骨干盟员参加省、市民盟，以及市

委、区委统战部的各类培训。

【换届工作】　２０１６年是民盟口区工委改派和
基层支部换届年。在改派前期工作中，民盟口

区工委广泛摸底调查，征求各级领导部门意见，

推荐有较高素质，有一定代表性，有较强的事业

心和政治责任感，并有较强的组织能力的新人进

入班子。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圆满完成基层支部换届
工作。７月，民盟口区工委在口区崇仁路小
学召开换届改派工作大会，顺利完成换届工作。

换届后的工委班子，在年龄上呈现出老中青三级

梯次结构，实现新老交接。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６年，民盟口区工委充分发挥民
盟组织联系教育界、经济界的特点和优势，依托政协

组织的良好平台，紧密围绕口区

中心工作大局，以及区内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

口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应

有的贡献。建立和健全调研工作

机制。整合盟内优势资源，加强调

研力量，充分调动基层组织和广大

盟员的积极性，把参政议政工作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全年武

汉市第十一中学支部、武汉市第四

中学支部、区教育联合支部、区科

技支部、区文化支部等广泛开展在

教育、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调

研，形成一批有社会影响的参政议

政成果。全年在区政协会议上，盟员中政协委员提交

提案２０余份，其中民盟口区工委委员、区政协委员
张祖涛代表民盟作《关于推进口区“校园足球”试点

区的建议》的大会发言，得到中共口区委、区人民政

府的高度重视。同时，完成“关于发展武汉文创产业

的建议”调研课题并上交民盟武汉市委。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６年，民盟口区工委加强组织建
设，注重结构、优势、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年

内，民盟口区工委发展新盟员１３人，其中教育界９
名，经济界５名。

【组织活动】　２０１６年，民盟口区工委要求各支
部组织开展各项活动，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让每

一个盟员都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在春节期间，区工

委派专人对８０岁以上老盟员进行节前走访慰问，
到区社会福利院开展慰问“三无”老人活动。“三

八”妇女节，组织区内在职女盟员前往江夏区环山

休闲健身绿道开展“健步行”活动，使女盟员享受

快乐、享受健康、享受幸福生活。重阳节，民盟口

区工委积极组织老盟员参观武汉园博园，重点参观

汉口里和湖北荆楚园等，使老盟员充分感受到改革

开放以来武汉市发生的巨大变化。２０１６年 ７月，
民盟武汉市委特向全市盟员发出抗洪救灾献爱心

募捐倡议书，希望广大盟员发扬博爱精神，用行动

彰显民盟责任感，奉献爱心。民盟口区工委积极

响应民盟武汉市委倡议，广大盟员也纷纷捐出善

款，共捐款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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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职】　２０１６年，民盟口工委委员和盟员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取得较好

的成绩。盟员施兰婷撰写的《电针枕大神经阻滞点

治疗枕大神经痛临床疗效观察》《腰部带状疱疹误

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１例病例分析》被《医药卫生》
杂志录用。盟员喻华、龚光华获得“十二五”职教与

成教研究工作优秀个人称号。盟员毕雨平《素描人

像》入选２０１６“湖北省第一届美术高考基础教学优
秀作品展”、公开课《光色心情》荣获“一师一优”部

级优质课。盟员田爽获得全国高中青年教师优秀课

三等奖、湖北省高中青年教师优质课二等奖、武汉市

高效课堂建设先进个人。盟员周军华辅导的合唱

《缆车》《海港之夜》获武汉市第三届校园合唱比赛

高中组一等奖、口区教育局组织的合唱比赛高中

组第一名。盟员吕俊指导的学校女子足球队获湖北

省校园足球比赛高中女子队第六名。盟员周泽政、

潘启革、陈红英获得区优秀班主任、区优秀班集体。

盟员邹华华撰写的“论文学经典在公共图书的创新

推广”获２０１６年“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论坛”征文
一等奖。盟员刘义桥的叶画作品“香溢金池”荣获

第八届中国（大连）轻工商品博览会“中轻万花杯创

新产品”金奖。盟员朱学胜被武昌区司法局评选为

“优秀社区律师”，并被武汉市民盟评选为“优秀盟

员”。盟员万洁琼撰写的《构建高中历史高校课堂

之我见》获武汉市教科院优秀论文一等；盟员王昕、

徐薇《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评为部级优质课。

盟员叶新平获２０１６年度湖北省农行先进个人。盟
员刘思指导安徽街小学、体育馆小学、崇仁路小学、

十一初级中学学生参加“共筑家园”全国青少年建

筑模型竞赛活动分获一、二、三等奖。

（黄泽平）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简称民建口区委）紧密联系经济界人士，履行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职能，完成民建口

区委换届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

活动等各项工作。年内，企业家支部、综合一支部分

别被湖北省、武汉市民建评为“社会服先进集体”

“优秀支部”，杨莉华、田盨、周雪３名会员被湖北省
民建评为“社会服务优秀会员”，黄旭、陈国祥、苏

瑜、汪东华等１２名会员荣获民建武汉市“优秀会员”
荣誉称号。

【换届工作】　２０１６年７月３０日，民建口区委召
开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民建口

区委会领导班子，顺利实现本会组织上的新老交替

和政治交接。新一届民建口区委委员２９人，其中
主委１人，副主委４人，常委１５人。领导集体平均
年龄４３４岁，硕士及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３人，中、
高级职称１３人，界别涉及大型国营企业中的经济管
理、工程技术人才、政府机关公务员、新兴的民营企

业家、普通教育界中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及医疗卫生

工作者等。新一届区委具有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有较强

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本职工作成绩显

著，有群众基础；社会影响较好，突出代表性；热爱民

主党派工作，团结同志，作风过硬等显著特征。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６年，民建口区委坚持“政治可
靠、代表性强”的标准，全年共发展新会员９名。在
２０１５年各支部换届选举的基础上，撤销原工商支
部，形成企业支部、综合支部、行业支部、区域支部较

完备的组织格局。调整分工制度，改变过去主、副委

只负责单项工作的“条”状模式，将领导班子力量下

沉到各支部，即主、副委全面分管所在支部的各项工

作的“块”状模式，上下联动、条块结合，支部工作面

貌大为改观。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６年，民建口区委积极参政议
政。张智主委当选区政府副区长，１名会员当选为
区人大副主任；３名会员当选为区人大代表，其中区
人大常委１人；２７名会员当选为区政协委员，其中
区政协常委４人。在区政协十四届一次全会上，黄
旭副主委代表区委会所作的《关于加快建设“汉江

湾生态新城”的建议》大会发言受到广泛关注。全

年共提交团体、个人提案、议案８件，报送《关于设立
未成年人监护权举报制度的建议》《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与劳动力人口就业能力提升研究》等社情

民意１４篇。会员周雪的《关于科学发展我市创业服
务，构建创业生态的研究》在武汉市民建课题中标。

为湖北省、武汉市《民讯》、武汉市民建网站投稿８９
篇，其中科技支部稿件被中央民建网站采用 １２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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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活动】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７日，民建口区委召
开２０１５年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武汉市民建、区委
统战部等领导与９０余名会员欢聚一堂，共庆新春佳
节。科技支部组织会员与到访的友好支部———民建

地大支部联合召开专题学习会，交流会务工作经验。

企业家支部组织会员参观“红色礼赞———长征”专

题图片展，共同缅怀先烈。组织会员到武汉优位科

技有限公司、武汉晶兰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等会员

企业调研考察。１２月，组织全体委员赴重庆探访民
建成立旧址、各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红岩魂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开展“寻根之旅”。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６年夏，民建口区委会员王怀
佳、胡向东会员等向辖区抗洪防汛一线人员捐赠价

值８０００元的矿泉水、方便面。企业家支部郭红艳主
委向在抗洪救灾中奋勇抢险、坚守岗位的武警部队

驻武汉市委警卫连官兵送去１万元慰问金。９月，
为资助受到洪水侵袭的江夏区乌龙泉街道新建小学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区委会携手爱心企业赴该校开

展“金秋爱心助学”活动，为孩子们筹集１５万元助
学金；副主委杨莉华所在企业为全校１３００名学生免
费提供近视筛查服务。

（向　仁）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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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和带领全体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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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良好成绩。

【思想建设】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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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开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并作为贯穿政

治交接工作的一条主线。

班子成员成立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带头学

习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内涵。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结合理论，积极思考，撰写心得体

会，主动交流，充分发挥领导集体的示范和引领作

用。同时，组织支部主任和广大会员认真学习，推动

全体会员开展不同层面的学习交流活动。组织召开

主题会议、发送活动简报、上报学习情况、建立区工

委主委群、工委委员及各支部主任群、全体会员群等

不同层面的宣传平台，畅通联络渠道，提倡信息交

流，有力地加强工委和各支部，以及各支部之间的联

系，进一步统一会员思想。

２０１６年，民进口区工委注重组织区内领导班
子和各支部委员培训。先后２人（次）参加武汉市政
协组织的学习活动。４人（次）参加市委会组织的基
层组织负责人培训班的学习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的

培训进一步提升了素质。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６年，民进口区工委继续强化组
织建设，不断提升其能力，为口区的发展助力，为

民进组织争光。

顺利完成各支部换届工作。严格规范工作程

序，成立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完成区工委班子及支部

换届。民进口区工委主委夏新，副主委张莉、张

文、罗光伟，工委委员柴轶男、何浩、陈慧、刘学文、罗

萱。换届后基层支部班子成员共３１人，７０后、８０后
共２０人，占比６５％；研究生学历１０人，占比３３％；
女性占比５５％。年龄结构更加优化，高学历层次比
例加大。坚持组织发展原则，吸纳优秀人才入会，完

善组织结构。全年民进口区工委发展 ２名新会
员。４月，民进口区工委成立经济支部，经过选
举，产生支部主任。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４月，区
工委选派青年会员赴湖南参加由市委统战部组织的

“武汉市民主党派青年干部培训班”。６月，选派青
年会员参加“口区党外年轻干部培训班”，让青年

会员学习统战理论，提高素质与能力。９月，选派青
年会员参加民进省委纪念“四有”好教师讲话两周

年座谈会。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６年，在口区第十五届人大第一
次会议和口区第十四届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区工

委原主委郭建敏当选为区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副主

席。区工委副主委张莉当选为区人大第十五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区工委主委夏新、副主委张文当选为区

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员赵勤、黄思思、杨轶敏选

为口区十五届人大代表另有９位会员成为新一届
区政协委员。

积极开展调研活动。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区工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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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张文、罗光伟，及会员贺立群到口区卫计委调

研制约口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的突出问题。

区工委课题组成员赴沪、杭两地对“关于统筹推进区

内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建议”和“关于提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服务能力的建议”两个课题开展调研，学习

对方的经验。

积极履职建言。民进区工委 ４名人大代表、９
名政协委员积极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

政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以高度责任感讨论政府

工作报告等会议文件，认真履行职能，为助推口转

型跨越发展建言献策，提交提案、建议达 ２０余件。
同时，在区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张文副主委代表

民进口区工委作《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教育信息

化工作的建议》大会发言，得到与会领导的高度评价

和委员们的充分肯定。

在武汉市政协十二届五次全会上，委员罗光伟

参加“市委书记与政协委员座谈会”“市长与政协委

员座谈会”，就“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等问题建

言献策。同时，在武汉市政协“公立医院改革中的重

点和难点问题”对口协商会上做主题发言，发言稿刊

登于１０月２７日长江日报“议政与建言”专版，并被
１２月１１日武汉电视台一台“政协论坛”采用，产生
较大的社会反响。

【岗位建功】　２０１６年，民进口区工委带领全体会
员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各展所长，各

尽其能，均取得优异的成绩。张莉参与湖北教育出

版社《新闻阅读与实践读本》的编撰工作，获中国中

小学生作文大赛优秀指导教师一等奖。张文当选为

中国性学会性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委理事、湖北省性

学会性心理与性教育专委会副主任等职，并在湖北

省性教育专委会２０１６年学术交流大会等场合作专
业报告。同时，指导崇仁路中学、市第二十七中学等

４所学校获评“武汉市首届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校”，
指导市第二十九中学获“武汉市首届中学心理剧评

比”优秀奖。

罗光伟当选为武汉市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副

主委、市中医药学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华

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

应医师分会委员。同时带领呼吸内科以全市总分第

一名的成绩再次获评武汉市临床重点专科，并首次

获评湖北省临床重点专科，在湖北省卫计委与楚天

都市报联合举办的首届江城口碑医生评选中，获评

“江城金口碑医生”。陈慧参与撰写的专著《学校教

育与家庭教育—合力使教育更有效》由吉林大学出

版社出版，辅导学生合唱获口区校园合唱比赛一

等奖，辅导学生多人获市区艺术小人才比赛一，二等

奖。张东友主委在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影像专业委

员会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评为２０１６年度优秀专
业委员会，当选为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影

像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并参加国家卫计委“十三

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

材《影像学》的审定稿会。哈汉芳被评为湖北省教

育学会先进工作者，被省教育厅特聘为“农村教师素

质提高工程”培训授课教师，并被教育部和省教育厅

聘为“一师一优课”评审专家。贺立群创建武汉市

第一医院胸痛中心，任医疗总监，并当选为湖北省医

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分会委员，以及湖北省医学会

数字医学分会常委。邓小艳在武汉“妊娠合并症诊

疗进展”专题报告会上作专题报告，论文发表于核心

期刊《现代妇科进展》。罗萱获全国中学生作文大

赛组委会优秀命题奖，论文《浅谈诗歌教学中的语感

培养》已在开明出版社上登载。叶芳获３２届楚才作
文辅导奖，辅导２名学生获二等奖，１名学生获三等
奖，并被湖北省性学会性心理与性教育专业委员会

聘为委员。杨轶敏被评为口区优秀班主任，并获

楚才作文竞赛优秀辅导教师。余俊撰写的论文《水

平二、三足球教学中合作学习的可行性研究》获省一

等奖。卢静针对部分初三学生家长和学生开展考前

心理辅导所作的专题讲座，作为长江日报栏目特约

嘉宾，文章登载于长江日报家长周报。孟癑当选为

武汉市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作为组织者和

评委，圆满组织了武汉市第五届特殊教育教师综合

能力大赛。杭少华获口区教育工会书法比赛二等

奖。鲜皓谱写的歌曲《一起奔跑，一起欢笑》被选为

２０１６年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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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曲，并在第四

届琴台音乐节原创校园歌曲比赛决赛中，获得武汉市

原创十佳歌曲第三名。王媛媛参与武汉市第一个全

球跨国总部标志雪铁龙亚太总部的引进工作，并积极

服务企业。雷志强参与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现场

展示课，并完成中央电教馆交办的全国中小学校长网

络学习空间培训工作，被评为省电教馆特聘专家，参

与省信息化创新课堂录像课评审工作。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６年，民进口区工委坚持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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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和广大会员中开展“微公益、微行动、微阅读”

活动，践行“服务就在身边，人人可以参与”的微公

益理念，鼓励和支持广大会员根据自身实际积极参

与社会服务活动，坚定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２０１６年 １０
月，区工委到黄陂区李家集街驻程岗村开展精准扶

贫活动，慰问帮扶贫困户。１１月，区工委前往江
夏，用专项爱心捐款资助任佳怡等１０名团结村的
贫困家庭留守学生，以实际行动扶助弱者，践行微

公益理念。市一医院支部罗光伟副主委除自己到

黄陂中医院义诊外，还多次组织科室医师到口区

六角亭街进行 ＣＯＰＤ防治健康教育讲座、开展“鼾
症”义诊等，免费为患者测量肺功能。会员贺立群

多次到社区、机关做健康教育讲座，普及心血管疾

病知识。退休支部老会员在社区积极参加爱心活

动，捐书捐款，为老年朋友讲授健康课，主动帮助外

来打工族的子女补习功课，不收报酬。星火支部践

行“服务就在身边，人人可以参与”的微公益理念，

组织会员参与由武汉慈善总会等组织的爱心捐赠

“暖冬行动”，捐赠衣物千余件。同时，会员们不定

期看望、陪伴、慰问白血病患者，受到热烈欢迎。参

与为患儿捐款的腾讯公益募捐活动、“六一”慰问、

校庆等活动，受到院方及家长们的高度赞扬。

（夏　新）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
会（简称农工党口区工委）注重立足本职，按要求

完成改派工作，全体党员凝心聚力，坚定信念、爱岗

敬业，服务社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参政议政，

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中积极作为，不断进取，努力开

创新局面。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６年，农工党口区工委下辖６个
支部中发展新党员 １１名，６个支部共有正式党员
２７９名，平均年龄 ５４岁。在发展核心党员、优化组
织结构的同时，区工委注重抓党员思想建设。重点

培养一批发展潜力巨大的年轻党员干部，让其在实

践锻炼中全面成长，笱玉兰、吴彪、陶冬青、谢欢欢、

吴春芳５名骨干党员先后在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
南昌市社会主义学院参加中青年骨干党员培训班学

习，提升能力，提高素养。２０１６年７月，根据农工武
汉市委会要求，区工委进行改派。新一届区工委领

导班子于７月７日完成，新产生主委１名，副主委２
名，区工委委员６名。新一届班子成员平均年龄４５
岁，是一支充满活力，具有创新能力的队伍。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政协口区委员会换届，区农工党员中有
省人大代表 １人，市人大代表 １人，市政协委员 １
人，区人大代表２人，区政协委员１１人，基本形成界
别特色鲜明，参政渠道通畅的局面。工委会每季度

召开一次工作会议，组织党员学习中共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和农工党中央、湖北省委及市委重要会议

和指示精神，制定工作方案，部署相关工作。鼓励各

支部创新形式，开展主题活动，调研活动及社会活

动，加强组织凝聚力及生机活力。

【服务社会】　２０１６年，农工党口区工委发挥医
技护专家的特长，组织党员积极投身健康义诊，送

医送药，健康促进及疾病预防各类讲座及活动。年

内举办健康讲座累计 １２次，受众人数 １０００余人
次，发放科普健康宣传资料１２００余份。全年工委
党员及各支部参加各类大型义诊活动累计６次，即
黄陂区罗汉寺乡伏羲村的医疗扶贫义诊、新洲区凤

凰镇四屋村义诊、口公园义诊、营房村干休所义

诊、市卫生计生委组织的百名好医生义诊等都彰显

着农工党党员积极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梁明华

在黄陂区扶贫工作期间，经常入户走访贫困户，为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为身患肉疮长期瘫痪在床的北

新村村民冯从忠，出资５００元请名医上门诊治，此
事被《长江日报》报道。２０１６年７月，武汉暴雨防
汛一线，普爱医院支部坚守在蔡甸灾民安置点一个

多月，为灾民提供义务服务和温情的人文关怀。

２０１６年，区工委获农工市委会颁发的“社会服务先
进集体”称号。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６年，农工党区工委参政议政活
动亮点纷呈，农工党员关注口发展，聚焦时事热

点，发掘民生热点，排解就医难点，主动调研，深入讨

论。彭晓红撰写《关于在中学、小学高年级课堂及驾

校开始心肺复苏急救知识培训课的建议》被农工市

委会采用，党员们还撰写《关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缓解儿科医生“慌”》《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

《抗洪救灾中的急救知识》等多篇社情民意。在董

骏武副主委主导下，调研小组完成了《关于在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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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推行“互联网 ＋慢性病”管理模式》的建议，得到
区政协高度重视。区委书记景新华给予“要重点办

理，要迅速办理”的批示。在政协口区第十四次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１１名区政协委员累计提交提
案１０余件，在健康中国建设、医疗体制改革、社区养
老、交通等多个领域积极建言献策。

【捐资助学】　２０１６年，农工党口区工委继续积极
投身社会公益活动，关爱弱势群体。９月中旬，响应
农工省委号召，区工委组织党员自愿为房县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工作进行募捐，共计募捐人民币１１７０２
元。自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开始，中山医院支部启动捐资
助学活动一直延续至今，传递正能量。市一医院支

部党员联系贫困山区学校，设立奖学金，资助贫困家

庭儿童学业。

（曾繁瑛）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简称致公
党口工委）于２０１６年６月完成改派工作，新的委
员会由１名主委、２名副主委、６名委员组成，下辖四
个支部，共有正式党员８８名，平均年龄４７岁，并有
武汉市政协委员１名、口区人大代表２名及政协
委员８名。２０１６年，致工党口区工委组织全体党
员认真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共

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开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凝心聚

力，开拓创新，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６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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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以及中共中央

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团结和带领全体党员，围绕“两

学一做”、党风廉政建设及学习实践活动等内容，积

极推进自身建设。在《中国致公党章程》学习中，重

点领会中国致公党政治纲领、１６字基本方针（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履行参政党

职能等。通过学习、讨论，全体党员进一步统一思

想，统一认识，并形成一些学习成果，撰写《不忘初

心，双岗建功》《坚决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坚决反对

非法无效裁决》等文章。在孙中山诞辰１５０周年纪

念活动中，撰写以“维护两岸和平统一”为主题的宣

传稿。

【岗位建功】　２０１６年，致公党口区工委全体党员
立足本职工作，踊跃岗位建功。老党员罗丽兰是国

内生殖医学创始人之一，曾任同济医院院长、全国人

大代表，如今仍活跃在妇产科学术、临床领域；陈素

华担任副主编的本科生教材《优生学（第一版）》出

版发行；归国学者万谦领导的课题组在树脂糖苷领

域发表多篇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研究文章；韩义民

获武汉市生物教师技能比赛一等奖；高琳参加武汉

市地方历史资源整合资源包征集大赛；周德超被授

予教学质量优秀教师。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６年，致公党口区工委注重调
研，积极参政议政。在区政协第十四届一次大会上，

陈辉副主委带领工委参政议政工作组反复调研，完

成工委集体提案《关于统筹整合规划“城中村”改造

产业用地促进产业规模发展的建议》，被列为口区

政协重点提案。王学仁、肖军等政协委员分别围绕

宗关商务区、环同济健康城、化工搬迁区域土壤修

复、社区养老、停车场、新能源汽车产业、汉江湾体育

公园等主题提交提案１３件，其中７件获多名委员联
名。老党员郭河棠笔耕不辍，撰写７篇社情民意，其
中《关注新归侨现状及做好服务工作》被致公党中

央采用。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６年，致公党口区工委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结合区委、区人民政府中心工作和人民群

众关心的问题，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如致公党

党员郝?２次赴抗洪灾区义诊、肖军为市六十二中
师生义务讲授健康知识，郝?和肖军在“健康大讲

堂”发放健康教育处方百余份并成功举办慢性病健

康俱乐部，陈素华等赴南漳、蕲春、大悟等地区义诊，

并为武汉市女子监狱服刑人员讲授妇女保健知识。

普爱医院党员赴咸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加强支部

凝聚力。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６年６月，致公党口区工委顺
利完成改派工作，形成第５届区工委。工委为更进
一步贴近群众，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区工委党员微

信群、各支部党员微信群、区工委班子微信群等。

在第一次工委会议上，对班子成员合理分工，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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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５日，九三学社口区工委召开改派换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
的九三学社口区工委领导班子

组织与财务工作组、参政议政工

作组、宣传信息工作组 ３个工作
小组，极大地提高大家的工作热

情。在年内的换届工作中，宋晓

东、潘兴当选口区人大代表，陈

素华、陈辉、王学仁、周德超、肖

军、赵明、韩义明当选口区政协

委员。工委着力促进中青年党员

成长，推动后备干部培养，王春旭

挂职荆门二医院副院长，刘新明

挂职黄冈卫生局副局长，王学仁

挂职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副院

长。全年发展新党员４人。２０１６
年，致公党口区工委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重点

推动党员基本信息采集、工委及支部工作制度制定

工作。在本党武汉市第６次代表大会上，陈素华、
陈辉当选市委委员。１２月，董庆建、龚涛、唐洁和
余虹参加武汉市致公党组织的“两学一做”教育暨

新党员及骨干培训班。

【党员风采】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７日，致公党口区工
委副主委、口区政协委员陈辉作为武汉电视台《政

协论坛》特邀嘉宾，就武汉“限塑”工作提出意见和

建议。２０１６年９月，市十七中高级教师林轶纯面向
全体高一学生义务作“一个好故事有哪些元素”的

专题讲座。在夏季抗洪防汛期间，宋汉华自发向武

汉市周边灾区捐款捐物共计 ６万余元。赵明参加
“乐善助学”公益活动，资助家境贫寒濒于辍学的农

村寒门学子完成学业。

（陈素华）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九三学社武汉市口区工作委员会（简称
九三学社口区工委）是九三学社武汉市委员会的

派出机构，下设四个支社，共有社员９８人，其中在职
７５人，退休２３人，男社员５７人，女社员４１人。有武
汉市政协委员２人，口区人大代表２人（其中常委
１人），口区政协委员８人（其中常委２人）。２０１６
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继承和发扬九三学社优良

传统，大力弘扬爱国、民主、科学精神，不断加强组织

建设，组织社员深入开展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主题的学习实践活动，增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认真履行

参政党职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６年是换届之年，九三学社口
区工委组织动员学习，强调换届纪律要求，完成

组织换届。换届后产生新的领导班子。九三学

社口区工委新的工委委员形成，主委胡晓华，

副主委蔡伟、涂茜、张靖，委员汪正兴、朱芳、倪晓

雪、金晶、丁炜、黄振、韩红、梅佑轩。同时，九三

学社口区工委按照组织原则，积极推荐优秀代

表进入口区人大和政协组织。经过认真审核

考察，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社员入选区人大代表

２人：涂茜（人大常委）、倪晓雪。政协委员八人：
胡晓华（政协常委）、蔡伟（政协常委）、张靖（政

协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周学杰、韩红、黄振、金

晶、丁玮。胡晓华和梅佑轩 ２位当选为武汉市政
协委员。

２０１６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注重组织学习，
深刻领会新时期党中央的重大方针精神。积极组织

参加九三学社武汉市委会、区委统战部、政协组织的

各类学习活动和专题培训等活动。通过系列学习，

使社员充分了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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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治素质和参政党履职能力。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６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积极参
加口区委召开的双月座谈会，并围绕口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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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社会发展大局，提
#

切实可行的建议，得到区

委、区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在口区政协

第十四届一次会议上，工委组织社员参加政治协商，

并认真撰写提案。年内提交１１份提案，其中集体提
案１件，个人提案１０件。提案目录如下：《关于汉江
口全线生态人文环境建设的建议》（集体提案、执

笔人：张靖）、《关于把“海绵城市”理念全面植入美

丽生态口建设中的建议》（胡晓华）、《关于在我区

发展特色产业小镇的几点建议》（蔡伟）、《关于改善

汉江口沿线交通资源的建议》（张靖）、《关于建设

口江滩的几点建议》（丁玮）、《关于规划健康产业

园的建议》（周学杰）、《关于加大对国家重点实验室

政策支持力度的建议》（周学杰）、《关于加强中医药

服务市场管理的建议》（黄振）、《普及健康知识从委

员做起》（黄振）、《口区基层中医药类人才队伍建

设与策略》（韩红）、《关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

提案》（金晶）。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台盟口支部召开第五次盟员大会，完成换届工作

【社情民意】　２０１６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组织社
员多层面反映社情民意，不断提高和展示民主党派

的参政议政水平。其建议与提案内容包括环境污染

治理、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城市交通、城市综合治理、

医疗等建设中的问题。

社员张三平提
#

的《关于完善中央在湖北省武

汉市转制院所转制前退休人员的工资补贴规范的建

议》，报送全国政协；委员汪正兴提
#

的《创建武汉

桥梁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议》，被《每日汇报》采用，武

汉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贾耀斌作出重要批示。社

员万炜根据国家全面开放生育二胎政策，建议修改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原条款“每一成人旅客可

免费携带一名身高不足 １２米的
儿童”修改为“每一成人旅客可免

费携带两名身高不足 １２米的儿
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岗位建功】　２０１６年，九三学社
口区工委积极组织社员参加社

会服务活动，并在其中建功立业。

与科协和科技局密切合作，建立科

学技术知识普及站，在社区、学校、

企业等场所进行大量科学知识的

普及工作，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和

赞誉。

２０１６年，委员汪正兴研究项目“大跨度桥梁抗
震黏滞阻尼器参数研究及开发应用”获得中国铁

道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另一个项目“结构动态位

移图像识别测试技术研发及应用”获第八届中国

技术市场金桥奖，并获 ４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２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中铁武汉桥梁科学研究院

在超高性能混凝土研发与应用、桥梁检测机器人研

究与应用以及桥梁结构超低频阻尼器研究等方面

均取得重大突破。年内“桥梁结构健康与安全国

家重点实验室”正式挂牌。以社员张三平为主研

究项目“典型高分子材料与涂层腐蚀老化寿命评

估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课题成果获省科技进步

二等奖，“材料自然环境腐蚀野外科学观测平台建

设与试验技术工程应用”课题成果获中国机械联

合会科学技术一等奖。政协常委胡晓华当选为武

汉市第四届“我心目中的好医生”。社员叶爱萍编

著出版《神经内科疾病治疗与重症监护》。

（万　炜）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支部·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支部（以
下简称台盟口支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共十八

大，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继续发挥台盟优势开展社会服务，使社会

服务更见实效。不断更新理念，创新思路，与参政议

政紧密结合，使参政议政成果通过社会服务的具体

实践得到体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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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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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２日，由台盟口支部骨干盟员组成的调研小组在上海市规划
和国土资源管理局进行调研

挥积极作用，取得较好的成绩。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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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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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全面建设口支部组织，深入学习党和国家的大

政方针及党派相关理论，积极开展参政议政课题的调

研，努力建言献策提出高质量的提案。

【换届工作】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台盟口区支部第
五次盟员大会在市民主党派大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大会完成２项重要事项：一是吴明华主委受台盟口
支部第四届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作口支部第四届

委员会５年工作报告；二是大会按有关程序民主选举
产生新一届委员会委员、主委及副主委，台盟口区

支部第五届委员会由雷敏捷、邓爱丽、金成３人组成，
雷敏捷当选为主委，邓爱丽当选为副主委，金成当选

为委员。台盟口支部圆满完成换届工作。

【公益活动】　２０１６年，台盟口支部积极参加区政
协组织的结对帮扶、送温暖等各类公益活动。台盟

台联组委员“心系贫困户”走访对口帮扶点荣华街

贫困户，给他们送去慰问物资和慰

问金，带去区政协和委员们的亲切

关怀和祝福。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１１
日—１６日，台盟口支部在前期
市内和区内调研基础上，组成骨干

盟员调研小组，赴上海市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局，开展《关于合理规划建设

街头园林小景》集体提案的调研工

作，现场探勘和拍照，调研工作十

分顺利，取得翔实的调研资料。经

过多次讨论和修改，在 ２０１６年政
协口区十四届一次会议上，该提

案成为大会建议案。

【组织活动】　２０１６年９月上旬，台盟口区支部新
班子成员在雷敏捷主委带领下，代表台盟口支部

第五届委员会看望支部全体老领导和老盟员，通过

给他们带去组织的关心并听取他们对开展好支部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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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节组织女盟员参加游园活动，“九九”重

阳节组织老盟员参加省、市重阳节活动。

（邓爱丽）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区工
商联）认真履行工作职能，强化商会建设，不断拓展

服务领域，努力当好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

为促进区内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贡献力量。２０１６
年，口区工商联被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评为“五好”

县级工商联。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联党组按照“两
学一做”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切实增强基层商会、会

员企业党委和机关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树立真抓实干、忠诚干净、勇于担当

的新形象。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做到先学先知、先悟先行，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

·６２１·

·口年鉴·



干部对照《党章》及时列出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时

限，采取“拉单排查”“挂账销号”的方式，认真对照、

深入自查、彻底整改。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口区总工会开展送法到企业“法律小讲堂”活动

【服务企业】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联与区人民检察
院成立联席会议领导小组，将落实“鄂检十条”与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

一公里”有机结合，并协助成立区人民检察院驻汉正

街商会检察室，满足非公企业民事维权、刑事维权、

犯罪预防的需求。同时，与区健康产业专班通力合

作，引进９家医疗企业，推动政校院企携手建立“同
济健康云”虚拟平台，壮大“环同济健康城”。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联新成立２个基
层商会，发展会员 １４７名。３月，区工商联在开展
“三个五好”（“五好县级工商联”、“五好基层商会”、

“五好商会会员”）建设活动中取得明显效果，并在

全市工商联系统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联协助完成在民政注册的
２３个基层商会中组建功能型党组织２２个，联合党
支部１个，完成率达１００％，使基层商会党组织组建
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理想信念教育】　２０１６年３月，口区工商联组织
会长和部分民营企业家，以“学习总书记讲话、坚定

理想信念”为主题教育活动。２０１６年４月，组织区
政协民营经济组委员传达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精神，学习俞正声主席所作的工作报告。２０１６年９
月，与区人民检察院开展联合座谈，组织基层商会负

责人和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学习

“鄂检十条”摘录。

【光彩事业】　２０１６年 ７月，口
区工商联组织武汉汉派靓仔服装

商会、武汉温州商会汽摩配分会、

武汉兴旺消防、武汉市装饰建材家

居发展商会、武汉台州商会等商会

和会员企业以不同方式开展抗洪

救灾慰问活动，慰问资金和物资达

１０万元。９月，又组织会员企业湖
北荣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赴黄陂

上古寺村精准扶贫，捐赠 ５０００元
用于支持该村生态养殖项目。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联积极组织民营
组政协委员提交议案和提案１８件。其中集体提案
《关于加快建设武汉汉正街中央服务区的几点建

议》等被区政协列为一号提案，《关于整治、征收、建

设并举，加快打造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的建议》

在区政协全会上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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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规划布局和建设》的提

案受到市科技局高度重视，并在全市湖泊“三线一

路”保护规划编制会上发言。

（向　仁）

群 众 团 体

·口区总工会·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总工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中央

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工

作方针，在组织职工、引导职工、服务职工和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方面取得新进展，更好地发挥党联系职

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区工会十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　２０１６年２
月２４日上午，口区总工会召开十二届三次全委
（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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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４日，口区总工会十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召开

局、围绕“五大发展理念”凝心聚

力，引领广大职工为实现口区

“十三五”良好开局展现新作为》

工作报告和 ２０１５年经审工作报
告。会议按规定和程序增（替）补

区总工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和

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会议选举

许以华为区总工会第十二届委员

会主席。

【政治学习】　２０１６年，口区总
工会组织区内工会干部和职工坚

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党

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工会工

作的基本遵循。宣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注重与口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使广大职

工在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实践中感悟“中

国梦”的深刻内涵，积极投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自觉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在换届工作中，严格执

行换届纪律，切实履行职责，对拟推荐为“两代表一

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工商联会

员”的两新组织负责人，都进行公正的评价。组织职

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开展纪念红

军长征８０周年活动，使广大职工群众紧密团结在党
的周围，成为党执政最可信赖的阶级基础和最为坚

实的社会基础。

【弘扬劳模精神】　２０１６年，口区总工会进一步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组织开展“五一”

纪念活动和先模推评工作，区审计局、麦德龙、口

商场等４个单位被授予武汉五一劳动奖状；区城管
委城管二所环卫工熊秀兰、区地税局纪检组长张文

侠、区残联劳动服务部主任俞风、韩家墩街四新社区

书记杨慧玲等４人被授予武汉五一劳动奖章；武汉
金东方智能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部、区食品监督

管理局韩家墩食品药品监督所、远大制药集团销售

有限公司第五事业部等７个集体被授予武汉市工人
先锋号称号。区城管委徐继群被授予湖北五一劳动

奖章称号。开展“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创建活

动，在示范引领、人才集聚、创新攻关、培育传承等方

面取得成效，区内３家单位分别被市总工会命名为
“武汉市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推荐省大师级

工艺美术传承人、非遗传承人刘义桥，市级传统美术

（木雕船模）代表性传承人龙勇参加“荆楚工匠”和

“大城工匠”评选。年内为低收入劳模发放生活补

助２５１万元，慰问８０岁以上劳模１６４万元，发放
劳模荣誉津贴１８万元。

【发挥主力军作用】　２０１６年，口总工会开展“建
功十三五，当好主力军”的主题竞赛活动。区建筑行

业、区卫计系统、房集团和六角街工会等开展具有

行业特点劳动竞赛活动。在武汉市第九届职工技术

创新成果评选活动中，武汉金羧科技有限公司创新

成果获得二等奖，远大集团武汉科诺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武汉凯奇特种焊接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创

新成果分别获得三等奖；口区总工会被评为“武汉

市第九届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优秀组织单位”。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总工会注重筑牢工会
组织建设基础。坚持实时动态建会，在重点推动２５
人以上非公企业建会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区域性、行

业性工会联合会建设。年内新增工会组织５１家，新
增工会会员８６４９人（其中，农民工会员 ７３５０人）。
武汉天利包装有限公司等７家非公企业参加“武汉
市百家非公企业工会建设集中行动”，有力推进非公

企业工会组织建设。开展“模范职工之家”创建活

动，南垸坊小学工会、武汉新海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工会等５家分别被评为市级“模范职工之家”和“模
范职工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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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劳动关系】　２０１６年，口区总工会积极开展
和推进非公企业集体协商要约行动。加强企业、行

业性和区域性集体协商典型提质增效工作，在民营

医院探索护士岗位集体协商，继续在建筑行业开展

工资集体协商。《工人日报》《湖北日报》等媒体分

别介绍本区集体协商的经验和做法。区总工会在当

年４月７日全省工会行业集体协商现场推进会上作
交流发言。推进厂务公开为主要形式的职代会制度

建设，武汉建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沃尔玛（湖北）

百货有限公司和水厂路幼儿园等８家单位，被市总
工会评为民主管理三星级以上单位。指导武汉新华

锅炉厂、武汉标准件二厂和武汉制冷自控仪表厂等

３家企业落实职代会制度，规范企业改制工作，引导
职工理性表达诉求，确保企业和社会的稳定。推进

区内劳动关系“三方四家”工作会商机制，对群访做

到第一时间接谈、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上报，进

一步发挥好劳动争议调解中心作用。年内成功调解

劳动纠纷１０例，涉案金额３４８万元，接受法律咨询
５６０人次。推进工会法治化建设。制订并实施全区
工会“七五”普法规划，开展法律小讲堂活动，组织

职工在省总工会微信平台参加法律知识答题活动，

在人社部微信平台参与工伤保险知识有奖竞猜活

动，引导职工树立法治观念，形成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靠法的思维模式和良好习惯。

【精准帮扶】　２０１６年，口区总工会注重适应结构
性改革对职工素质的要求，为职工提供普惠化、订单

式技能培训。组织下岗职工、进城务工人员和困难

职工子女８０人，进行烘培技能培训。参与就业援助
月活动和春风行动，职业介绍４００人，培育创业基地
５个，扶持创业带头人１人。进一步完善职工服务
中心功能。按照“服务构设、服务内容、服务范围、服

务标准”“四统一”的标准，建成户外职工爱心驿站

１２个。开展工会服务进企业、进园区、进工地活动，
发送工会会员服务卡１２万张。接待职工医疗互助
报销１６万多人次，为职工申领发放互助金９５０多
万元，组织新一轮职工医疗互助参保３万人。开展
“两节送温暖”，慰问困难职工 ６２５人，慰问资金
６２９万元。金秋助学９０人，发放助学资金１２９８万
元。组织武汉市一聋校４０名困难家庭学生参加“六
一”游园博园活动。

【职工文体】　２０１６年，口区总工会开展“中国

梦·劳动美”主题教育、“百万职工读书成才”活动，

在国税系统开展“书香口，喜阅人生”读书交流暨

“道德讲堂”活动。组织职工８批次４６００人次，参观
武汉职工创新成果展活动。进一步发挥职工书屋作

用，开展周周送、职工大讲堂、文体活动等方面的服

务，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组织“舞动中国梦健康

秀起来”广场舞比赛，选送六角亭街慈善社区舞蹈队

和宝丰街蓝宝石舞蹈队代表口区参加全市职工广

场舞比赛。

【工会女职工】　２０１６年，口区总工会坚持以工会
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女职工组织建设，努力推进女职

工组织的全覆盖。截至年底，全区基层工会女职工

组织组建率达到９５％以上。在纪念“三八”妇女节
活动中，组织“舞动中国梦 健康秀起来”广场舞比

赛，选送区内２支舞蹈队参加全市职工广场舞比赛。
培育“普瑞爱心母婴室”为市级３星爱心母婴室。培
育朱芳环保装饰艺术设计工作室推评为市级女职工

创新工作室。

【工会经审】　２０１６年，口区总工会认真贯彻
《中国工会审计条例》和《武汉市工会审计条例》

有关经审组织、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等方面的规

定，积极协助做好经审委员增（替）补工作，进一

步建立健全经审组织体系。全面落实工会经审

工作规范化建设目标，开展对 １５家直管工会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经费收支情况和专项经费使用情
况的审计，共提出审计意见 ４５余条。年内为全
区各级工会举办经审干部培训 ２００余人次，并加
强对下级工会的审计监督力度及指导力度，进一

步提高工会经审干部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促

进工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王全良　吴友兰）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共青团口区委员会（简称口
团区委）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

神，立足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克服机

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倾向，突出“青春同向、

青春同行、青春同力、青春同心”四大主题，团结带领

广大青年投身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建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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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口团区委连续５年
荣获“武汉市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２０１６年８月５日，共青团口区委员会举办口区青年大讲堂专题国防教育
宣讲会

【思想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团区委注重实效性，突
出思想引领。结合建党９５周年、新中国成立６７周
年、长征胜利８０周年等重要节点，深入开展“老少共
筑中国梦”“学两史、担使命、圆梦想”等主题教育活

动百余场，参与青少年达６０００余人次，努力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少年群体中生根发芽。注重延

续性，巩固传统品牌。延续“革命传统教育周”“红

领巾相约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等工

作品牌，组织开展“矢志祭英烈共铸中华魂”网上祭

英烈等活动，推出《英勇红军长征故事》《南海仲裁

成笑柄维权固土功千秋》等一批优质宣讲课，不断增

强青少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

信。注重创新性，丰富形式内容，打造“互联网 ＋”
活动品牌。策划开展“不忘初心，青年先行———青年

防汛在行动”等微活动１０余场次，通过“网络推广＋
线下活动”方式吸引凝聚青少年，研发青少年网络文

化产品。宣传推广“”卡通代言形象，先后制作

《说“团”》《说“五四”》《说“中秋”》等

系列微漫画。围绕中心工作，创作“春华秋实五年

辉”“口青年故事”等主题微文，全年共推送微信

６２４篇，用清新、时尚的方式拉近共青团与青年的距
离。“红领巾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时

刻准备着”项目获得湖北省青少年思想文化活动和

新媒体项目竞赛奖。

【青少年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团区委、区青教办全
力打造“公益合伙人”工作品牌。探索与优秀青年

社会组织开展公益合作的新模式，把工作对象转化

为工作力量。道能义工、波江天文社区、中华传统

文化研究会等多家优秀青年社会组织先后开展

“星空梦想家”天文科普实践行、“道德成长营”户

外探索体验行等五大主题公益活动４０余场，深受
辖区青少年欢迎。深化“小时候·童心”工作品

牌。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支持青少年空间建设，

策划开展“小时候·童心———插上艺术的翅膀”

儿童剧演出季，开办３０余个青少年空间艺术课堂。
全力做好市政府十件实事之一———寒暑期日间托

管，全年开办 １２家市级寒暑假托管点。全区 １２３
家青少年空间开展各类公益活动３５００余场，青少
年空间活动向特色化、项目化发展。

【关心下一代】　２０１６年，口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简称口区关工委）扎实推进金晖关爱行动。

开展“梦圆童心·金秋助学行”等主题活动，认领

困难青少年微心愿１００余个，为武汉市第一聋哑学
校困难学生和社区困难青少年家庭送去价值３万余
元的物资和学习用具。持续深化“金晖网吧监督”

行动。组织“金晖”网吧监督员对全区１３０余家网吧
进行监督、记录，开展现场监督１０００余次，开展各类
活动２００余项。大力加强关工委自身建设。对全区
金晖志愿者进行重新登记和注册工作，及时更新数

据库信息，为关心下一代工作提供人力保障。开展

口区“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项目

专题调研，实地走访调研青少年

１００余名，完成撰写《口区流动
儿童心理健康调研报告》。

【青年创业就业】　２０１６年，口
团区委深化“青春展翅”创业就业

服务品牌，组织开展“‘电’燃梦

想———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面对面”“青年创业大讲堂”等

活动 １０余场次，服务创业青年
２０００余人次。新建青年创业就业
见习基地５家，帮助２００余名青年
见习就业。联系龙腾第一大道服

装原创设计中心、汉正街服装设计

中心等创业实体，推荐５个项目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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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湖北省大学生创业扶持基金２６万元。积极参与
第五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

【青少年维权】　２０１６年，口团区委深化重点青少
年预防帮教工作品牌。建立全市首家以企业为载体

的未成年人帮扶基地———“心港湾”未成年人关护

基地。引入青少年事务专业社工，持续推进“口区

监护缺失未成年人帮扶”“口区不良行为青少年

社会工作服务”和“点心灯·燃希望———武汉市第

一聋哑学校未成年人成长支持”等项目，跟踪帮扶个

案１００余例。深化“梦圆童心”困境青少年救助帮
扶品牌。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孤残儿童、贫困

家庭儿童等特殊困境儿童群体中开展集中关爱、慰

问和救助１２００余人次。

【青年志愿者】　２０１６年，口团区委网络文明注册
志愿者达到４３００余人，组织参与各类网络舆论引导
培训３００余人次，围绕“南海仲裁案”等集中发声１６
次，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传播青春正能量。围绕文

明创建、阳光助残、扶贫帮困等主题，全区青年志愿

者广泛开展“文明创建我先行”“爱心助残阳光行

动”“关爱聋哑儿童”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５２０余场
次，服务时长近８４万小时。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团区委新建非公团
组织４２家，新社会组织团组织５家，共青团工作触
角得到有效延伸。成功召开区第四次少代会，将一

批关心少年儿童成长的优秀人才吸纳入区少工委大

家庭，区少工委工作力量进一步加强。提档升级青

少年活动阵地。建成长丰街紫润北青少年空间等

１０家市级示范点；在区经济开发区共建口区青年
之家，打造实体化活动阵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区

青少年宫）改造工程稳步推进，继续推进“第二课堂

＋周末兴趣小组＋寒暑假活动”的全公益青少年服
务运作模式，受益青少年达２８万人次。

【青年人才】　２０１６年，口团区委推选区水务局团
委等４家单位为“武汉市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
称号，贾冰芳等８名青年为湖北省、武汉市“优秀共
青团员（团干部）”等称号。９家市级“青年文明号”
以优质的服务，引导青年立足岗位创先争优；武汉第

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导体车间两段大班等市级“青

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区城管委志愿服务队等市级

“本禹志愿服务队”，以自身榜样力量带动青年积极

投身口发展。组织开展“好时光·知识工程”系

列读书活动，营造青少年读书爱书文化氛围，宝丰街

“知行读书会”被评为“省级青年书香号”，崇仁路小

学青年教师读书会被评为“武汉市十佳青年书香

号”。

【联系青年】　２０１６年，口团区委实施共青团“互
联网＋”战略。普及推广“三微一端”新媒体平台，
建立以“青春口”微博、微信平台为核心，２８个基
层团组织微博、微信、微邦互联互动的新媒体矩阵。

“口青年之声”、“青年之家云平台”上线升级，团

青在线互动，接受咨询、求助问题１３１６个，回复１２３８
条。持续深化“青春遍访”“１＋１００”“３＋Ｎ”等直接
联系青年工作制度。“１＋１００”系统中１７名团干部
直接联系青年２３０１人，线上线下活动４５２次，评论
１９９８次，点赞４６３３次。年内将全区各级团组织按照
所在地划分为汉正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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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全体

机关干部深入片区，与青年保持经常性联系，收集意

见建议６０余条，联系服务青年６００余人次。
（王　磊）

·口区妇女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妇女联合会（简称口区妇
联）以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为目标，大

力推进男女平等、儿童优先两大基本国策在本区的贯

彻实施。全区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后，区妇联进一步坚

定政治性、突出先进性、强化群众性，为口经济和社

会全面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口区妇联被评为“武

汉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基层单位”、推荐的王革

非家庭被评为“全国书香家庭”、推荐的武汉市婚姻家

庭研究会被评为“湖北省三八红旗集体”。

【巾帼建功立业】　２０１６年，口区妇联继续深化巾
帼建功，巾帼文明岗创建活动有序开展。发挥品牌

效应。在职业妇女中广泛开展巾帼文明岗创建活

动，推荐检察院控告申诉科、太平洋小学、口区环

境监测大队等９家单位参与武汉市巾帼文明岗的创
建活动。在区级巾帼文明岗的创建中启动动态考评

机制，通过２０％的淘汰和社会公众监督，命名区工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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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日，口区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１０６周年暨“最美家
庭”成果展示会

商局宝丰工商所、南苑坊小学等

１１家区级巾帼文明岗。联合区人
力资源局、区经信局，组织参与“春

风行动”“全民创业赶集会”等活

动，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女性就业本

领。点对点扶持有创业意愿的女

性。组织创业女性田银屏、常虹参

与湖北省第三届妇女儿童服务业

博览会，帮助其扩宽产品销售渠

道，打开产品知名度。关注优秀女

性，为妇女成长搭建平台。发挥区

妇联作为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的作用，建立以全国、省、

市、区４级妇女代表、女企业家、女
性“两代表一委员”等优秀女性为

主要对象的巾帼人才库，通过召开

座谈会、素质培训、走访调研等活

动，激发她们知口、爱口、建口的热情。推荐

１名干部到上海复旦大学参加全区推进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专题班。推荐提拔１名副处级领导干部，让
想干事的人有舞台，让干成事的人有地位。推荐的

张亚辉、鄢芳、杨莉等３人当选口区第十四届政协
委员，有力促进全区妇女参政议政的工作。

【妇女儿童维权】　２０１６年，口区妇联组织召开
口区“平安家庭”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总结部署全

区“平安家庭”创建工作。开展“建设法治口·巾

帼在行动”三八维权周暨反家暴宣传社区行活动，全

区妇联系统组织普法宣传活动１２９场，制作发放宣
传品４０００余份。在“６·２６”期间，开展“禁毒我先
行”大型宣传活动。举办“反家庭暴力 创平安家

庭”维权讲座，街妇联主席、部分社区妇干和妇女群

众近 ８０人参加讲座。“１１·２５”、“１１·２９”和
“１２·２”在重点点位开展大型普法宣传，共发放宣传
资料９０００份，２００００人受益。深化“婚姻家庭案件
委托和协助调解工作机制”，探索家事法庭“七步诊

疗调解法”，根据案情实际，结合法院建议的调解底

线，利用妇女干部熟知民情的优势，协助法院做好庭

前、庭外调解工作，完善专业化审判与多元化调处相

结合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逐步形成具有口特色

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专业调解”工作品牌。全国

妇联书记处书记谭琳、最高人民法院专委杜万华等

分别到口视察妇女维权和“家事法庭”工作时，对

此做法都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妇女报》《湖北妇女》

等媒体也对此进行专门报道。区妇联在全市妇联系

统维权工作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推进会上作

《家事无小事，调解解民忧》的经验交流。发挥妇儿

工委办的作用，收集汇总４０多家成员单位的监测统
计表，形成《口妇女、儿童发展两个规划实施统计

监测报告》，对口区妇女、儿童发展“十二五”规划

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总结评估，完成《口区妇女发展

“十二五”规划》《口区儿童发展“十二五”规划》

终期评估报告。区妇儿工委办拟定《“十三五”两

规划》的基本框架，依据基本框架，分别与各成员

单位进行沟通、磋商、征求意见，形成《“十三五”两

规划》送审稿。

【巾帼志愿服务】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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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特色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关爱空巢老人、法律

咨询、困难帮扶、免费讲座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５０
余场次，１０００余人次参加。母亲节前夕，巾帼志愿
者们走进敬老院，为老人讲当日新闻、健康小常识、

生活小窍门等，帮她们打开连接外面世界的通道。

截至年底，区内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关爱空巢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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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场次，３０００余人次参加，为万
余人次提供服务。采取活动帮助、结对帮扶、特殊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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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等多种形式，救助社会弱势群体，重点关注特困儿

童、单亲家庭、失独妇女、两劳人员等特殊群体。在

抗洪排涝中，区妇联党员干部深入到对口社区参加

排渍，并为汉水桥街抗洪指挥部、对口皮子社区、易

家街派出所巾帼女子抗洪突击队送去食品、消毒液、

伞等价值近万元的慰问物资，给予受灾群众和抗洪

人员力所能及的帮助。２０１６年，易家街派出所被授
予“武汉市巾帼抗洪突击队”称号。

【家庭文明创建】　２０１６年，口区妇联将家风工程
作为全年的工作重点，积极履行牵头职责，扎实推进

“家风工程”建设。在全区全方位开展寻找最美家

庭活动，深入挖掘和宣传身边“最美”的感人故事，

晒家庭辛福生活，议良好文明家风，讲家庭和谐故

事，展家庭文明风采，秀家庭未来梦想，形成寻找最

美家庭的浓厚氛围。在“三八”纪念大会上，对遴选

出“敬业奉献类、致富有方类、夫妻和睦类、孝老爱亲

类、科学教子类、邻里和谐类、节俭养德类、公益传德

类、书香润德类、廉洁清明类”十类３０户“五好文明
家庭”暨“最美家庭”进行表彰，并汇编成册广泛宣

传，其中７户家庭荣获市级最美家庭荣誉称号。王
革非家庭被评为全国书香家庭。开展丰富多彩家庭

活动。“六一”期间，在全区家庭中开展“我眼中的

好爸好妈”、“我家最美故事”征文、庆“六一”“牵手

绘园博”亲子对“画”等“亲子共读伴成长”主题实践

活动。推荐崇仁路小学《家风润园圃，幼苗立正根》

工作经验在全市家风工程经验交流暨文明家庭建设

工作部署会上发言，得到市委领导的充分肯定。为

配合最美汉江湾宣传，连续两年在汉江湾组织“爱我

口·最美汉江湾”家庭亲子健步行活动，倡导和谐

亲子关系，为孩子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弘扬廉洁家风。给全区每位领导干部家属发一封

“当好廉内助·守住幸福门”的廉政公开信，鼓励领

导家属们当好廉内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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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干部家庭中开展征集“好家风”“廉洁家风”活动。

开展“善美家风”的征集，鼓励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带头立家规、传家训、育家风，树立清风正气，传

承良好家风。在广大家庭中积极开展“千户家庭低

碳行动”，宣传低碳生活模式，为发展绿色经济、低碳

经济和循环经济贡献力量。以“３月 ２２日世界水
日”为契机，承办“第二十九届中国水周暨２０１６年武
汉市创建节水型小区启动仪式”，在宗关街发展社

区、长丰街丰竹园社区开展市级节水小区创建工作，

引导家庭从点滴做起，在实际生活中节约每一滴水，

成为节能环保的实践者。与区“两型”办联合，在宗

关街宗关社区、古田街古二社区、长丰街丰竹园社区

开展“低碳家庭我先行”试点工作。通过赠送《家庭

绿色消费档案》、举办节能手工作品展示、办理自行

车借车卡、“回收哥”定时定点上门开展垃圾分类回

收服务等方式，在家庭中倡导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增强家庭成员垃圾分类、变废为宝的意识。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妇联按照“五好”
（领导班子好、干部队伍好、阵地利用好、活动开展好

和妇女群众反映好）的要求，以“有形化的工作载

体，综合性的服务平台，实事化的项目运作”为标准，

在全区１２７个社区实现“妇女之家”统一标识挂牌，
做到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有负责管理的妇女干部、有

开展工作的必要设备、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丰富多

彩的活动。加大经费投入，年内区妇联向街道社区

妇联累计投入２１６万元，支持基层妇联开展活动，
使社区“妇女之家”建设逐步走上“建家标志化、管

理规范化、服务常态化、功能实效化”的轨道。全年，

２０个社区妇联开展对标创建市、区级示范“妇女之
家”。注重提升社区妇联主席服务大局、服务妇女的

能力和水平，举办全区基层妇女干部培训班，邀请武

汉市委党校老师为全区１１条街道和１２７个社区的
妇联主席、副主席近２００人解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针对结对村黄陂区横店街梅冲村的实际需求，

发挥区妇联的优势，开展留守儿童微心愿认领、广场

舞大赛等活动，对农村妇女、儿童给予精神上的人文

关怀。到对口社区开展帮扶社区困难群众，坚持节

假日慰问困难群众，慰问物资累计５０００余元。
（李　欣）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口
区科协）积极履行“四服务”（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

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

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职责定位，紧紧围绕区委、

区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努力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做好

服务，着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并取得新的进展和成绩。口区被中国科协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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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０年度全国科普示范区”。

【科普助推幸福社区】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协推荐、指
导社区争创各级科普示范社区，汉中街万兴社区被评

为全国科普示范社区，获得中国科协奖补资金２０万
元；汉水桥街海工社区、六角亭街学堂社区被评为湖

北省科普示范社区，分别获得湖北省科协奖补资金１０
万元；六角亭街南巷社区、汉正街共和社区、长丰街天

勤花园社区等８个社区被评为武汉市科普示范社区，
分别获得武汉市科协奖被资金５万元。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武汉白?豚保护基金
会副理事长张先锋博士到长征小学作《留住江豚的微笑》科普报告

【全民科学素质】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协认真履行区
内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深入贯

彻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突出抓好未

成年人、城镇劳动者、社区居民、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这４大重点人群的科学普及活动。加强与各成员单
位紧密联系，联合区科技辅导站承办武汉市青少年

车辆模型比赛，开展“我的中国梦”口区首届中小

学生科普征文等区级以上比赛；联合区委宣传部、区

委党校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报告会、区管干部培

训班中安排“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故土乡愁———把

自然留下、把生态留下、把乡愁留下”“科技创新，振

兴中华”等两场主题科普报告会，联合区文体局在社

区播放科普电影５０场次，联合各街道开展科教进社
区活动１１５场次，区科协被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
部、省发改委、教育厅等８部门共同命名为“湖北省

科学素质工作优秀组织单位”，并在全市全民科学素

质领导小组会上作经验交流。

【“科普日”主题活动】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４日，口区科
协在武汉园博园长江文明馆承办以“创新放飞梦想，

科技引领未来”为主题２０１６年武汉市暨口区全国
科普日活动启动式，现场演出科普原创剧《我们要当

科普宣传员》。在科普日活动期间，全区科协系统开

展各类科普宣传活动５０余场，发放各类科技、科普宣
传资料２万余份（册），参加群众达５万余人。区科协
被湖北省科协评为“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科技周”主题活动】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４日至２１日，
口区科协联合区科技局开展以“创新引领共享发

展”为主题的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活动期间，全区

科协系统共举办科普讲座、科技演展、科普参观、防

灾减灾、消防演练等科普活动４０场次，参与者１３
万人，发放各类科普宣传资料２５万余份（册）。

【院士专家进校园】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协积极开展
院士专家进校园（机关、社区）系列活动，分别邀请

中国地质大学博士生导师李长安、华中农业大学教

授张新军、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先

锋、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主

任江明喜等专家到区内作科普报告。全年共组织院

士专家进学校活动９场，进机关、社区活动３场，近
２６００人受益。

【科普宣传】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协
进一步强化社区科普阵地建设，推

荐韩家墩街云鹤社区、六角亭街学

堂社区等２个社区被命名为社区科
普大学市级教学示范点，在荣华街

中山社区等１１个社区设立区级教
学示范点，并争取省、市科协资金

２０万元用于社区教学工作。为方
便社区居民，选址汉水桥街营北社

区建设区内首家社区科普活动馆。

挖掘辖区科教资源，命名湖北省警

察史博物馆为口区科普教育基

地。重视网上科普阵地建设，对

“科普口”微信公众号进行改版，

全年在该微信平台和区科协独立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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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网站上发布科普信息１００余条、科普知识６００余篇，
吸引众多网友参与平台举办的科普竞赛答题活动。

【优秀科技人才】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协推荐武汉材
料保护研究所段海涛和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李东超、梅秀道等三位高级工程师参与武汉市第

五届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评选，推荐首届市级优秀

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得者、天鹅涂料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万涛申报“黄鹤英才”计划，推荐万谦和程翔两位

年轻学者申报武汉市城市合伙人口英才。严格各

项推荐考核程序，推荐７名符合条件的科技工作者
担任区十四届科协界别政协委员。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协联合省防腐协会
成功申报武汉市新学说、新观念学术沙龙活动，组织

“腐蚀科学中的新学术思想和新技术领域探索”学

术交流，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等

多家单位的４０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活动，联合同
济医学院开展“代谢性疾病与肿瘤青年科学家论

坛”青年科学家论坛项目，与区健康产业专班联合组

织口“环同济健康城”建设发展组织研讨会。

【科技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协被列为武汉市科
技工作者调查站点，并对辖区企业２００名科技工作者
状况开展调查，及时、准确地向上级科协反映科技工

作者的现状及诉求。动员企业组建科协或科协工作

联络站建设，在湖北金穗长丰粮机公司新建企业科协

组织１家。深入企业开展科技服务，邀请省创新研究
会及相关专家到区经济开发区“汉江湾

!

云谷”中心

园区、三新科技孵化园区内企业举办以“创新创业，需

求为王”为主题的普及创新技能的辅导报告，并开展

义务咨询服务指导企业产业升级。

【理论研讨】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协承担“武汉市青
少年科技教育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专项课题调研，

完成３万余字的《武汉市青少年科技教育现状调查
与对策研究》专项课题调研报告及５０００字的建议。
组织、发动辖区科技工作者，围绕区内创新发展重点

难点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积极开展建言献策活动，

向市科协提交科技工作者建议６篇，其中《关于发展
我市众创空间的建议》《关于构建学生近视智能监

测预警体系的建议》等２篇被评为武汉市优秀科技
工作者建议。

【学习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协按照区委统一部
署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及时传达学习中央和

省委、市委关于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指

示精神，按时间按要求召开支部主题党日活动７次。
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准则》《条例》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围绕“四讲四有”（讲政

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

献、有作为）合格党员标准进行交流讨论４次，领导
班子成员带头讲党课６次。

【服务群众】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协继续深入黄陂区
六指街同建村开展扶贫工作，确定兴办实事项目，拨

款４万元用于道路硬化和路灯安装。在全国“扶贫
日”到黄陂区罗汉寺街皇庙村开展送书下乡科普扶

贫活动，向村民免费赠送价值５０００余元的农技种养
殖、医疗保健、青少年科普等内容的图书。拨款

４０００元支持古四、古五、营前、幸乐等 ４个社区共
建，深入共建村、社区慰问困难居（村）民３９人，慰问
金额１１７００元。认真开展党员进社区活动，组织党
员干部到营前社区认领“微心愿”和服务岗位，与幸

乐社区困难群众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并积极参与幸

乐社区志愿服务。

（李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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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中共口区委员会

中共口区第十一届常务委员会（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２１日任期届满）
书　记：王太晖
副书记：景新华　刘红鸣
常　委：余力军（女）　邹春燕（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任职）

周付民　许以华　苏海峰　姚中阳
彭前旭　张勇强　潘利国
张晓红（２０１６年６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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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口区第十二届常务委员会（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２１日任职）
书　记：王太晖　景新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任职）

副书记：景新华　刘丹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任职）

刘红鸣

常　委：邹春燕（女）　苏海峰　彭前旭　潘利国

张晓红　刘传（女）　徐盛敏

区委办公室

主　任：许以华　徐盛敏（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任职）

副主任：夏　天　张　兵（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陈宗坤（２０１６年６月任职）

深改办

副主任：刘　剑（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区国家保密局

局　长：刘　剑

副局长：陈宗坤（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区委机要局

局　长：周方莉（女）

中共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届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１日任期届满）
书　记：余力军（女）

邹春燕（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任职）

副书记：王明星　鲁志扬

常　委：舒　浩　金拥军　肖　岚（女）

汪　涛（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中共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新一届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１日选举产生）
书　记：邹春燕（女）

副书记：陈洪波　舒　浩

常　委：金拥军　肖　岚（女）　汪　涛

梁卫华（女）

区监察局

局　长：王明星　陈洪波（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任职）

副局长：舒　浩　柴厚杰

区纪委办公室

主　任：金拥军　梁卫华（女，２０１６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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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

主　任：金拥军（２０１６年４月任职）

区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

主　任：李德志　陆智勇（２０１６年４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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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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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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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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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纪委（区监察局）派驻区教育局纪律检查组

组　长：雷志锋

区纪委（区监察局）派驻区城管委纪律检查组

组　长：阮小满

区纪委（区监察局）派驻区卫计委纪律检查组

组　长：孔庆娟（女）

区委组织部

部　长：彭前旭

副部长：吴铁娃　杨小莉（女）

陈汉忠（２０１６年６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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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传（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任职）

副部长：陈汉忠　杨　丽（女）

谈宇贤（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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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祝文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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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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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鸣（２０１６年１月任职）
专职副书记：谢晓凤（女）

副书记：余镇平　李　为　陈奕尘
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李　为
副主任：刘　倬
区委法治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谢晓凤（女，兼职）
专职副主任：高万兵

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郑志平
副书记：吴丽华（女）

区信访局

局　长：张春生
副局长：刘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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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方（女，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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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委党校第一校长：王太晖

景新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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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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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２０日任期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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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２０日选举产生）
主　任：景新华
副主任：严学彬　许以华　刘国利　鲍春峰

余雅明（女）　万艳红（女）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杨志华
副主任：雷雨晨

区人大代表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

主　任：何中波
副主任：吴　燕（女）
区人大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主　任：李昌华　王明星（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任职）
副主任：吴志国（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区人大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　任：李鹏杰　李　为（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任职）
副主任：何松涛

区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　任：纪跃辉　鲁志扬（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任职）
副主任：付敢华

区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主　任：薛铁章　吴晓国（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副主任：吴双墩

口区人民政府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政府（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５日任
期届满）

区　长：景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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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区长：苏海峰　张勇强　程宏刚　刘传（女）
尹天兵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政府（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５日选
举产生）

区　长：刘丹平
副区长：苏海峰　尹天兵　刘　斌　徐　岗

张　智（女）　赵宏亮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主　任：徐　岗

副主任：高　雷　范　宁　张　晋　李若飞
崔　翼　王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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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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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人民政府督查室

主　任：张　弛
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张君英（女）

副主任：陈绍晏　代　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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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燕（女）　童　伟
区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詹文萍（女）

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何　博（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区物价局

局　长：吴志国
副局长：林　琳（女）

李　坚（女，２０１６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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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邦雄　徐金祥

副局长：夏　新　宋小涛
郭永忠（２０１６年６月任职）

总工程师：黄景浩（女）

口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工委书记：雷汉平

主　任：聂俊航

纪工委书记：吴　勇

副主任：可　巍　韩俊峰　张卫东（挂职）
区教育局

党委书记：靳远涛

党委副书记、局长：郑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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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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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雪峰（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区民政局（区老龄办）

党组书记、局长（主任）：徐春林

副局长（副主任）：王道勤　么满生　张兰英（女）

宋　雄
区财政局（区国资办、区金融办）

党组书记：宫志中

局长（主任）：张　智（女）

副局长（副主任）：李之东（女）　胡祖刚　万惠龙
谢芳敏（女）　曾籦珉　郭家龙

总会计师：张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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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铁军（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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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支部副书记：李　济（２０１６年１月任职）

口国土规划分局

党组书记、局长：康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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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组长：钟卫东

副局长：朱明乔　邹　磊

区建设局

党委书记：陈　明

党委副书记、局长：张　彬
副局长：江　兴　雷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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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亮（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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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园林局

党委书记：徐　彬（女）

党委副书记、局长：吴茂杰

党委副书记：韩守君

副局长：杨少斌　舒丽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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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组书记：周呈斌（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主　任：夏　新（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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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昌洪（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副主任：曲红亮　程　骏　岳　峰
区建筑管理站

站　长：朱汉鹏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区交通运输

局）

党委书记：蔡先成

党委副书记、主任（局长）：张启发

姚碧波（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副主任（副局长）：戴淑珍（女）　舒保祥　王爱书

张　波　代　彦　翁宝贵
孙泰屹（２０１６年９月任职）

总工程师：张　宁（女）
执法大队大队长：丁建雄

区水务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党委书记：肖家华

党委副书记、局长（主任）：江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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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局长：张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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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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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局长：黄维松　刘运华
总审计师：高兵武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蒋昌洪

高　雷（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副局长：李　钢　田　波
总工程师：蔡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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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行政审批局（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党委副书记、局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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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勇（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任职）
副局长（副主任）：汪英玲（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任职）
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李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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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检组长：贺启绍

总会计师：陈幼文

总经济师：韩海梅（女）

区地方税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丁建华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周东泉（２０１６年８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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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局长：万跃胜　柳四元　付远华

韩志慧（女，挂职）

总经济师：党　玲（女，２０１６年６月任职）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玉红（女）

副书记：王汉滨

副局长：赖　辉　张德群
总工程师：汪　英

政协武汉市口区委员会

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２０１６年 １２
月１９日任期届满）
主　席：周付民
副主席：田超英　丁新超　郭建敏（女）　张启发

李　光（兼职）
秘书长：袁　玲（女）

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２０１６年 １２
月１９日选举产生）

主　席：周付民
副主席：程宏刚　郭建敏（女）　邹仕芳　宫志中

肖军生

秘书长：袁　玲（女）

区政协办公室

主　任：袁　玲（女）

副主任：钱锦贵

区政协提案委员会

主　任：谢冠昌　柴厚杰（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任职）

副主任：詹学明

区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

主　任：王克耀　刘自玮（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吴晓娟（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任职）
副主任：李之东（女，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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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主　任：王红坚　李　斌（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任职）

副主任：唐颂华

区政协民族宗教和台港澳侨暨海外联络委员会

主　任：张菊芳（女）　余镇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任职）
区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

主　任：李书荣　张菊芳（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任职）

副主任：邹慧来（２０１６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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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春蕾

口公安分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晓红

党委副书记、政委：陈建祥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高明德

纪委书记：石学宏　胡曙军（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任职）

副局长：姚　昕　罗　军　杨　斌　王洪涛
陈　光　吴万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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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宏洲（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任职）
王　晖（挂职）

政治处主任：张　涛
警务指挥室主任：熊　巍

孙　军（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任职）
警务保障室主任：李奎矩

区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万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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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张　伟
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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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蔚隽（女）　胡学勤　孙毅明（女）
刘亚斌（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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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杰　黄顺生（２０１６年１月任职）
许一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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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洁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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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峰
副主委：余水平　柯　春　朱再娥（女）　黄泽平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主　委：张　智（女）

副主委：杨莉华（女）　黄　旭　涂　斌　贾洪武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夏　新

副主委：张　莉（女）　张　文（女）　罗光伟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王　岚（女）

副主委：柴厚杰　贺　漪（女）　梁明华　董骏武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陈素华（女）
副主委：陈　辉　宋晓东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胡晓华

副主委：蔡　伟　
!

　茜（女）　张　靖（女）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区支部

主　委：雷敏捷

副主委：邓爱丽（女）

注：以上８个民主党派领导名录以２０１６年７月换

届（改派）后资料为准。

区工商业联合会

主　席：李　光

党组书记、副主席：曾宪涛

专职副主席：潘　坦　杨姝颖（女，２０１６年６月任职）

人民团体

区总工会

主　席：许以华　徐盛敏（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任职）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姜文舫

副主席：赵　多（女）　肖名实

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　兰（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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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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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倩（女，挂职）
区妇女联合会

党组书记、主席：潘　璇（女）
副主席：刘　纯（女）　张晓虹（女）

区科学技术协会

党组书记、主席：张　进（女）

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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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　洁（女）

副书记：何　定　李毅红　金志兵
纪工委书记：何　定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李毅红（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

李毅红（２０１６年９月任职）
副主任：韩洪革　付　怡（女）　聂　斌

冯　昭（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武装部长：杨建斌

古田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鲁翠玲（女）
副书记、主任：朱红兵

副书记：肖宇翔　秦自春

纪工委书记：方海霞（女）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秦自春（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

秦自春（２０１６年９月任职）

副主任：朱祖贵　王家国　李咸阳　陈　颖（女）
刘　昆（挂职）

武装部长：龙　鹏

长丰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记、主任：吉广心

副书记、主任：徐启平（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徐启平

副书记：王朝晖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袁文均（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

袁文均（２０１６年９月任职）

纪工委书记：张　伟（２０１６年６月任职）
副主任：张　慎（女）　边　彤（女）　向德民

刘　力

武装部长：袁文均

韩家墩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邹慧来　谢建斌（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副书记、主任：姚碧波　夏　天（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副书记：崔晓勇　王会显　王德义
叶晓飞（女，挂职）

纪工委书记：崔晓勇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王会显（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

王会显（２０１６年９月任职）
副主任：梁莉萍（女）　熊建明

朱建军（２０１６年６月任职）
秦　晗（女）　刘增建

武装部长：朱建军　刘劝红（２０１６年８月任职）

宗关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陈洪波

副书记、主任：胡　俊
副书记：刘　侠　袁兆东

纪工委书记：鲁连忠（２０１６年４月任职）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刘　侠（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

刘　侠（２０１６年９月任职）
副主任：彭传高　罗彩英（女）　王　珂

张　艳（女，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韩　红（女，挂职）　顾　伟（２０１６年４月挂职）

武装部长：鲁连忠　李　辉（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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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平　张　虎　乐智敏

纪工委书记：徐建平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乐智敏（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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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

乐智敏（２０１６年９月任职）

副主任：郭永忠　何禧彤（女）　姚光琴（女）
李荣胜　郑厚敏

姚　红（女，２０１６年４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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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若飞（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副书记：王亚楠（女）　陈华勇　张良先
纪工委书记：潘　坦（２０１６年６月任职）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张良先（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

张良先（２０１６年９月任职）

副主任：肖坤才　张　伟　曹　燕（女）　曾跃祥
刘　佳（挂职）

武装部长：张　伟
荣华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刘自玮　吴茂杰（２０１６年３月任职）
副书记、主任：操俊峰

副书记：闫本华　赵平祥　马　任　廖　飞

纪工委书记：闫本华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廖　飞（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

廖　飞（２０１６年９月任职）

副主任：李　林　李运明　张　燕（女）　李　斌
葛　蓉（女，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武装部长：江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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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　明

袁宏玲（女）

纪工委书记：徐　锋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匡　明（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

匡　明（２０１６年９月任职）

副主任：宋晓林　赵云峰　余文安　王　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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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卫华（女）　胡正举　吴志顺

雷清萍（女，挂职）

纪工委书记：梁卫华（女）

李运明（２０１６年４月任职）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秦文华（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

秦文华（２０１６年９月任职）

副主任：马　勇　秦文华　关晨曦　周尧清

陈　娟（女）

武装部长：吴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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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纯（女）　刘国伟　罗　俊

市场管委会副书记：罗　俊（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纪工委书记：李德志（２０１６年４月任职）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李洪新（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

李洪新（２０１６年９月任职）

副主任：佟玉方　李洪新　吴章发　鲁　速

周　玲（女）　吴红艳（女）

武装部长：潘　涛

市场管委会副主任：吴章发（２０１６年７月任职）

区属企事业单位

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董事长：（缺职）

总经理：宋小涛（２０１６年８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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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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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中共武汉市口区委政法委员
会（简称口区委政法委）坚决贯彻各级政法工作

会议精神，注重履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瑞峰（前排右三）视
察口区法治建设工作，区委书记王太晖（右二）陪同视察

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三大任务，全力推进

平安口、法治口和过硬政法队伍建设，各项工

作有突破、有亮点，有创新。２０１６年，口区维护
稳定工作被评为湖北省先进，综治工作、法治建设

均被评为武汉市先进，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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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稳定】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政法委协调政法
各部门切实维护辖区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严格

落实重大涉稳问题领导包案责任制、稳定风险排

查及评估报备制度，对团结佳兴

园配建小学项目等 ２６个项目进
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

案登记，备案登记率达１００％。圆
满完成十八届六中全会、全国和

省市“两会”、Ｇ２０峰会、区党代会
和区“两会”等重要会议、敏感节

点的安保维稳任务，尤其是在处

理盛世财富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工

作中，坚持依法办案和积极稳控

相结合，成效明显。深入开展“无

邪教”创建活动，认真落实滥诉信

核查，积极推进解脱工作，加大邪

教防控打击和教育转化力度，全

年共抓获违法人员３６人，转化验

收出班１０人。

【平安口】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政法委加强平安
口建设，全面落实中央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

责任制规定，将提升群众安全感作为核心目标，不断

加强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口区被评为２０１６
年度武汉市综治优胜单位。构筑“天网”，建成６座
警务站形成全市标杆，建设覆盖全区１２７个社区的
３５００多个高清视频监控探头，在１０个重点部位建
设治安卡口电子警察系统，实现街面巡控全区无死

角。筑牢“地网”，深化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重新

划分网格９３０个，建立起区、街道、社区、网格四级管
理体系，投入４００多万元为网格员配齐手机终端，实
现四级平台数据采集上报和处置反馈。发动综治成

员单位投入８０万元为联系点社区购置２８８台电动
巡逻车，提升巡控效率。织密“人网”，建立起区综

治办与公安分局联合通报警情制度，街道、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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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０日，口区法学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警务站三方联勤机制。各职能部门积极发挥职责，

开展专项整治，对３０００余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
有效管控。深化人民调解工作，全年调处纠纷７０００
多起，成功率９６％以上。依法严惩暴力犯罪、“两抢
一盗”等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全区１５００
名公安干警全年接处各类警情３万多起，比上年下
降１６％；刑事立案７０００余起，其中命案１１起实现
年内全破；火灾事故１９０起，比上年下降５９％，连
续５年零亡人。依法审结在全市有重大影响的伊敏
图尔荪·尼亚孜等１５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成功办理胡燕文利用天猫平台骗取４００余
名被害人１５３万元的网络诈骗案。

【法治口】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政法委坚持将法
治思维贯穿到经济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各环节，深

入推进法治口建设不断提升新水平，口法治

建设在全市工作推进会上作经验交流，年度绩效

考评居全市第三。健全“大法治”工作格局。起草

《“十三五”期间法治口建设规划》，实行街道和

部门法治绩效分类考核，强化法治主体责任落实，

形成齐抓共管局面。深化落实司法体制改革。落

实员额制改革，遴选出员额法官 ６３名、员额检察
官４９名，突出法官、检察官主体地位，办案 ６０００
余件，改革活力显著释放。深化审判和检察改革，

限缩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审委会讨论案

件数比上年下降 ２０％，落实检察官权力清单 １４２
项，积极打造家事审判和人民监督员工作品牌。

全面推行刑事速裁程序，全年审结３０９件，当庭宣

判率１００％。将律师等第三方引
入涉法涉诉信访矛盾化解机制，

大大提升化解质量和效率，全年

专项办理 １３件积案，化解 ８件，
化解率６１５％。强化法治宣传和
法治创建。推进启动“七五”普

法，分３期组织 ５００余名区管及
以上领导干部举办法治培训班，

开展学法用法闭卷考试，成功举

办首届执法司法单位法律知识竞

赛，有效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

和法治能力。深化法治阵地建

设，成立区法学会，组建社区法治

和法医学专业研究委员会，增强

法治建设渗透力。深入开展法治

创建和法治惠民活动，全年开展多种形式法律宣

传１０００多场，受教育１０余万人，为困难群众免费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５４７件，法治建设影响力不断
提升。

【政法队伍】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政法委坚持政治建
警、素质强警、从严治警、科学用警，加强全区政法队

伍思想建设、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在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中，集中组织开展“以案为戒、正风

肃纪”专项活动，全区政法系统共查处违纪违法案

件７件８人，促进公正廉洁执法司法。坚持有步骤、
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活动，

有效提升政法队伍预警预控、应急处突、依法办事、

舆情应对等能力，政法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

水平进一步提高，涌现出一大批获中央、省、市表彰

的先进典型。口区作为全国首批吸毒人员网格化

服务管理试点地区，其经验被中央综治办、国家禁毒

委简报刊发，在全国工作现场会上作经验交流。区

法院被确定为全国法院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单位，最

高人民法院领导现场调研，其经验在全国推广。区

检察院创新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监督的做法被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报道，开发的执法推演课程被

评为全国第三批检察教育培训精品课程。区公安分

局古四警务站被评为“全国老年法律维权工作先进

集体”，区交通大队一中队利济路警务区被评为“全

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区交通大队航空路警务区

警长陈小标被评为“全国交警系统执法标兵”。

（祝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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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安

【概况】　２０１６年，武汉市公安局口分局（简称
口公安分局）围绕“打、防、管、控、处、服、指、建”公

安工作“八字经”，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实现辖区社

　　２０１６年７月５日，由口公安分局承办的全市“江城２０１６”快速反应实战演练
在宜家荟聚购物中心举行

会治安形势平安稳定，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逐

步提升。２０１６年，口公安分局被武汉市公安局评
为绩效优秀单位，连续第４年被口区评为绩效管
理立功单位，全区政府部门履职尽责督促检查测评

成绩排名第二。

【安保维稳】　２０１６年，口公安分局主动适应反恐
维稳新形势，建立重点人员网格化管控新机制，落实

暴恐人员、国保重点人、精神障碍患者、吸毒致幻人

员、扬言报复社会人等“五类人”的分级管控。新成

立反恐大队，积极推动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与重

大项目同设计、同施工、同验收、同使用，“四同步”

工作经验在全市公安机关反恐怖工作会上进行交

流。强化依托驻区特警、驻巡武警、汉警快骑、特勤

大队、轮值轮训班、街面警务站等６支快反机动力
量，与社会化第一处置力量形成专群结合保平安的

浓厚氛围。圆满完成全国“两会”、十八届六中全

会、杭州Ｇ２０峰会、“汉马”首赛以及中央领导人来
汉视察等一系列敏感节点和重大活动的安保维稳任

务，实现进京“零非访”。全年分局成功处置各类群

体性事件１９０余批次，妥善处理非
正常死亡事件２０５起，及时消除矛
盾隐患３００余起，有效化解各类医
患纠纷 ２８起，医患纠纷下降近
６０％，重点人管控率实现１００％。

【刑事破案】　２０１６年，口公安
分局紧盯辖区警情，强化研判分

析，不断强化破案打击力度。全年

共刑事拘留１２６２人、破获刑事案
件 １８２７起，分 别 比 上 年 上 升
１０５％、５１％，其中破获“盗抢骗”
案件１２０３起，比上年上升６７％。
成功破获２０１６年全市首起公安部
督办毒品目标案和５起省公安厅
督办毒品目标案，快侦快破“４·
１７”涉外盗窃案、“７·１９”跨省入

室盗窃案、“１０·２６”持刀挟持人质案、“１１·２８”系
列抢劫案等一系列重大案件，全区１３起现发命案全
部破获，打响２０１６年全省境外追逃行动“第一枪”。
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喻春祥先后７次
批示肯定口公安分局打击破案工作。

【治安防控】　２０１６年，口公安分局新建６座街面
警务综合服务站全部投入使用，“一站一商圈、一站

一要段、一站一座桥、巡控全覆盖”格局全面形成。

年内社会面日均巡控警力达到 ２００人，整合辖区
１２７个社区２８８辆电动巡逻车和２万余名“红袖章”
上街等各方资源，提升见警率和管事率，为群众人身

财产安全提供有效保障。全年全区７类刑事警情全
部下降，违法犯罪警情和刑事有效警情比上年分别

下降１５８％和２６７％。在深入开展“扫黄禁赌”雷
霆行动中，全年共查获“赌黄”案件３５２起，行政拘
留“赌黄”人员８４９人，有效净化辖区治安环境。

【公共安全】　２０１６年，口公安分局积极开展全警
整治交通违法工作，全区交通违法纠处量创历年最

高，死亡交通事故同比下降３８％，全年未发生３人
以上和有影响的交通事故，实现交通事故“四年连

续下降”目标。继续强化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全年

共检查消防重点单位４３９５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及
违法行为 ８８１８处。全区火灾数比上年下降
１０２６％，７家市级挂牌隐患单位全部整改销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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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汉正街、红星美凯隆２个小型消防站顺利投入
使用，实现全区连续５年火灾事故“零亡人”。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公安分局坚持从优待
警、从严治警“两手抓”，研究制定《关于加强从优

待警工作的六条措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要点》《严格队伍管理的八项规定》等一系列文

件，制作１１期《警风聚焦》和１６期《督查通报》，推
动党风警风持续转好，一线执法活动更加规范。

全年共有２个集体荣立集体三等功，３个集体受到
市局嘉奖；１人荣立个人一等功、３人荣立个人二
等功、３４人荣立三等功、１６７人次受到市局嘉奖，
古四警务站被六部委联合授予“全国老年法律维

权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获得“武汉警星”“四项建

设先进个人”“四项建设先进单位”称号。此外，

口公安分局“前卫足球队”“前卫射击队”和“石乔

乐队”充分发挥优秀文体团体作用，摘得全市公安

机关“前卫杯”足球联赛桂冠，包揽全市汉警枪王

争霸赛男子组两项冠军，登上湖南卫视“天天向

上”的舞台。

【网格化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公安分局被入选全国
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试点后，积极探索建立以

网格化服务管理为支撑的吸毒人员“回归系统工

程”，明确战略任务，搭建组织框架，制定工作目标，

建立救助机制，形成“党政同责、多元共治，综治牵

头、公安指导，社工专管、网格专控，社会参与、共助

回归”的工作模式，取得明显成效。在全国吸毒人

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现场会上，口区介绍口

区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受

到与会领导的一致肯定。

【街面警务】　２０１６年，口公安分局将打造“最强
警务综合服务站”作为践行街面警务有效载体，强

化警务站建设，狠抓队伍管理，形成全区“六站”巡

控全覆盖格局。全年全区刑事有效警情比上年下降

２６１％，其中，街面４类重点警情同比降幅近５０％，
２个警务综合服务站３次获评全市“最强警务综合
服务站”，古田四路警务综合服务站荣获“全国老年

法律维权工作先进集体”称号。１２月１４日，武汉市
街面警务工作会议在口公安分局召开，武汉市公

安局领导与相关单位领导等１８０余出席并观摩警务
综合服务站“口范本”，口公安分局在会上作经

验交流。

【文化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公安分局强化警营文化
建设，突显服务实战效能，多个优秀团体荣获市局佳

绩。口前卫足球队在 ２０１６年全市公安机关“前
卫杯”足球联赛上，以六战六捷的佳绩，夺得 ２０１６
年度武汉市公安局“前卫杯”足球联赛冠军。在射

击训练活动中，８人入选市局２０１６年度“汉警枪王”
争霸赛总决赛。其中民警毛翔、王小龙分获男子青

年组、中年组第一名，熊威、张军分获男子青年组、中

年组第五名。分局石乔乐队大力弘扬警营文化，传

播社会正能量，利用业余时间自创单曲，录制 ＭＴＶ
引起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

目组来汉邀约石乔乐队参加节目，深受全国观众喜

爱。乐队制作的音乐ＭＴＶ《超级英雄》，在全省第十
六届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评比中荣获优秀作品奖。

（黄翼龙）

检 察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检察院（简称口区
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切实服务保障发

展大局，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自身建设

水平，各项检察工作稳步推进。２０１６年，被武汉市
人民检察院授予“武汉市先进检察院”称号。

【刑事检察】　２０１６年，口区检察院积极回应人民
群众平安需求，认真履行批捕、起诉职责，严厉打击

涉枪涉爆、涉黑涉恶、严重暴力犯罪、毒品犯罪和多

发性侵财犯罪，切实维护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全

年审查批准逮捕 ６５７件 ８３５人，提起公诉 １０１９件
１２２６人。成功办理公安部督办的伊敏图尔荪·尼
亚孜等１５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等
有影响的案件。

【职务犯罪】　２０１６年，口区检察院坚决贯彻党中
央关于反腐败的总体部署，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

肃。全年共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 ２３件 ２３
人，渎职侵权案５件５人，所办案件均为大要案。在
当年全省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中，口区检察院仅用

５天时间率先在全市完成首轮追逃任务。全面开展
犯罪预防工作，与区纪委联合建立反腐倡廉教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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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口区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参加武汉市检察机关检察官
宪法宣誓仪式

地，面向辖区机关、企业、部队开展

有影响的警示教育活动１００余场，
受教育者５０００余人。

【诉讼监督】　２０１６年，口区检
察院整体推进刑事诉讼监督，依法

监督刑事立案２０人、撤案 １０人，
追捕２１人，追诉漏犯 １０人、漏罪
１５件。创建驻派出所检察官监督
机制，启动法律监督调查机制 ８２
件。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机制，建议行政机关移送刑事案

件１６件。注重刑事审判监督，提
出和提请刑事抗诉７件，向法院提
出量刑建议 ７００余份。重点加强
刑事执行监督，规范驻监所检察工

作，纠正违法情形３０件，对不需要
继续羁押的２０名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建议变更强制措施。开展财产刑执行专项检

察，对３０００余件刑事判决逐案核查，监督尚未执行
完毕的２０件案件进入法院执行程序。全面提升民
事行政诉讼监督，建议提请抗诉１件，提出再审检察
建议８份，向行政机关提出督促履职检察建议 １０
份。引导不服法院正确裁判的２０件案件申诉人服
判息诉，积极开展民事虚假诉讼专项监督活动。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检察院贯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不批捕１７７人，不起诉４２
人。深化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妥善处理集体访、

告急访４００余人次，化解矛盾纠纷５２件。引入第三
方介入机制化解信访矛盾，在年度全省开展的“千

案化解”专项行动中，成功化解２件上访长达２０余
年的刑事申诉案。健全社区矫正检察工作机制，及

时监督纠正脱管、漏管３人，监督纠正暂予监外执行
不当１０人次、交付执行违法２人次。加大司法救助
力度，对符合条件的６名经济困难刑事被害人及申
诉人提供司法救助金１１万元。落实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建成全市首家以企业为载体的“心港湾”未成

年人保护基地。

【执法为民】　２０１６年，口区检察院持续开展食
品药品专项立案监督活动，依法打击恶意欠薪，办

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６件，为１７０名外来务工人

员追回欠薪１３６万余元。护航“美丽口”建设，
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开展公益诉讼线

索摸排１１件，及时提出检察建议 ６份，维护口
宜居宜业环境。

【阳光检察】　２０１６年，口区检察院自觉接受人
大、政协民主监督，通过定期汇报、专项汇报、邀请视

察等形式，拓宽接受监督渠道。深化人民监督员制

度改革，组织不起诉、撤案等“十一种情形”的案件

监督９件，创新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监督方式的做
法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报道。全面深化检务

公开，向社会公开案件程序性信息３０７６条、终结性
法律文书８０５份。升级阳光检务大厅，为群众提供
控告举报、案件信息查询“一站式”服务。

【检察改革】　２０１６年，口区检察院坚持顶层设计
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将３０余项
配套措施落地落实。严格执行检察官员额制，坚持

以类定额、以案定额、以需定额，择优遴选首批员额

检察官４９名，占队伍编制总数的３６８％，并全部投
入一线办案，另配备检察辅助人员３８名、司法行政
人员１８名，努力使各类人员各归其位、各尽所能。
严格落实内部机构整合，按照“横向大部制、纵向扁

平化”的原则，将原来的１５个科室整合为“八部一
局”（侦查监督部、公诉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部、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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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侵权犯罪侦查部、民事行政检察部、综合检察部、

案件管理部、政治部、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局），压缩

管理层级，回归办案核心。严格司法责任制，实行

“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落实检察官“权力

清单”１４２项，将部分办案事项决定权授予检察官，
突出检察官的主体地位。

　　２０１６年８月３日，湖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晋（右四）到口区检察院
调研，武汉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孙光骏（右五），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右

一）、口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万诗雄（右三）参加调研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检察院全面加强队伍
建设，努力打造信念坚定、司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

廉洁的检察队伍。思想建设持之以恒。扎实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增强干警的执法责任感和工

作主动性。加强班子建设，实行检察长亲自办案，以

上率下，以实干引领发展。开展支部主题党日、宪法

宣誓、典型引路、道德讲堂等活动，打造过硬队伍，永

葆忠诚本色。作风建设抓铁有痕。把纪律规矩挺在

前面，严格落实“以案为戒、正风肃纪”专项活动，积

极开展学准则、学条例、学典型案例，强化纪律意识。

加强作风建设和检务督察，促进全体干警明己任、尽

己责。围绕关键环节、重点岗位摸排廉政风险点，制

定防控措施，加强源头预防，保持检察队伍“零违

纪”、办案“零事故”。素能建设驰而不息。注重搭

建平台，依托青年辩论队、法学沙龙、模拟检委会三

大成长基地，开展疑案研讨、公诉执法推演、结对带

训等岗位练兵活动，培养一批高素质检察专业人才。

积极开展主题征文、演讲比赛、创办《检星辉》等

系列活动，努力创建检察文化建设示范院，以丰富的

活动感召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２０１６年，共有２１
名干警分别被授予省市“优秀检察官”、“优秀办案能

手”等称号，《公诉庭审环节非法证据证明排除执法推

演》被评为第三批全国检察教育培训精品课程。

（杨　昊）

审 判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法院（简称口区法
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工作主线，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审判

执行工作取得较好成绩。全年受理各类案件８５３２
件，办结６８７３件，分别比上年上升６４８％、７６８％。

【刑事审判】　２０１６年，口区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
１０６２件计１２７９人，其中判处５年以上有期徒刑４２
人，重刑率为３２％。严惩暴力犯罪、涉黑涉恶等犯
罪７３０件，审结在全市有重大影响的伊敏图尔荪·
尼亚孜等１５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惩处群众关注的重大责任事故、交通肇事、危险驾驶

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２９２件。严惩贪污贿赂犯
罪，判处罪犯２１人。严厉打击非法获取贩卖网络个
人信息、使用“伪基站”设备等犯罪行为，保障信息

网络社会安全。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严格落实罪刑

法定、疑罪从无法律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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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审结案件 ３０９
件３１２人，平均审理周期为 ７天，
当庭宣判率 １００％，缓刑适用率
７５３２％。依法为 １８名被告人指
定辩护律师，为３９名少数民族被
告人聘请翻译，被告人出庭受审不

再穿着监管机构的识别服。

２０１６年，口区法院积极参
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惩危害安

全生产犯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

罪。加大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

救力度，推行圆桌审判，引入心理

疏导，落实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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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右一）到口区
人民法院家事法庭调研指导工作

件３０件 ４０人，适用非监禁刑 １８
人。加强审判与社区矫正工作的

衔接配合，多途径帮助矫正对象顺

利回归社会，减少重复犯罪。

【民商事审判】　２０１６年，口区
法院妥善处理教育、医疗、就业、

保险、劳动争议、产品质量、征地

拆迁等纠纷 ２３０９件。保护未成
年人、妇女和老年人合法权益，审

结校园侵权、婚姻、赡养、扶养等

纠纷３８０件。尊重契约自由，倡
导社会诚信，审结商事案件 ９８９
件。审理建设工程合同及房地产

纠纷６６４件，有效化解城市化进
程与房地产市场变化引发的司法

问题。

【行政审判】　２０１６年，口区法院充分发挥行政审
判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的职能作用，共审结行政案件１１４件。推动行政
争议实质性解决，经协调当事人撤诉２６件。深化司
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推进落实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

度，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２４件，出庭率４８％。
通过走访交流、案例通报、法律培训、司法建议等举

措，促进行政执法的法治化、规范化。

【执行实施】　２０１６年，口区法院共执结案件
１４２２件，比上年上升 ４８％。开展涉民生、涉金
融、涉特殊群体案件积案清理专项行动，成功执结

案件６５件，执行到位金额１２７４万元。对执行案
款集中清理，发还案款６１笔，计９２４３２万元。完
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与本地及全国范围内的多

家行政机关、金融机构进行网络对接，逐步实现

查、冻、扣一体化的全面升级。查询案件 ９１２件，
查询被执行人 １２２６人次。深化淘宝网司法拍卖
工作，发布拍品 ７８件，成交 ２９件，总成交金额
３３１７０４万元，平均溢价率９２２％，为当事人节省
佣金１６１万元。深化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运
用，累计向社会公众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９５７
例，在出行、投资等各领域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

用惩戒。严惩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对失信

被执行人实施司法拘留 ４人次，以拒执罪追究刑

事责任１人。

【司法为民】　２０１６年，口区法院全面落实立案
登记制，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和申请，当

场立案登记率达１００％。推进诉讼服务中心建设，
采用低柜台、开放式办公，提供导诉查询、材料转

接、诉前调解、约见法官、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

务。推行“简案简办、繁案精办”，完善快审速裁机

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刑事案件

速裁程序，推行远程视频庭讯、远程视频接访。与

保险公司搭建“绿色通道”，建立道路交通损害赔

偿纠纷快审速赔机制。组建速裁审判团队，办理

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诉讼标的额不大的民商

事案件５００件，调撤率达９０％。加大司法救助力
度，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当事人发放司法救助金，依

法缓、减、免交诉讼费，保障有理无钱的群众打得

起官司。

着力构建阳光司法机制，完善司法公开信息

平台，建成 ３４个科技法庭，３套庭审网络直播系
统，全年累计公开案件信息 ５５３５条、裁判文书
３３６８份、执行信息１１００条，直播庭审 ７３场，满足
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积极打造法院微

博、微信、网站，借助新媒体拓展司法公开广度和

深度。支持和保障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陪审工

作职能向调解、导诉、信访等领域有效延伸。广泛

开展法治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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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０日，口区人民法院举行首次入员额法官宪法宣誓仪式

播法治正能量。

积极构建专业审理与多元调解相结合的矛盾化

解新机制。针对婚姻家庭、医疗侵权、劳动争议、交

通事故等多发纠纷，不断完善专业化审判组织建设，

与相关部门建立联动协作机制，使矛盾解决在萌芽

状态。医疗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经验在湖北省医疗纠

纷人民调解业务培训班上交流推广。家事纠纷诉调

对接、“诊疗式调解”、反家庭暴力“红黄蓝分级预

警”等举措获得最高人民法院认可。２０１６年５月，
口区法院被确定为全国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

机制改革试点，湖北省有４家法院入选，口区法院
为武汉市唯一入选单位。

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坚持院领导预约接访、中

层干部轮值接访、信访部门常规接访、执行案件专项

接访、网络视频远程接访，引入湖北省唯力律师事务

所律师以第三方身份参与信访矛盾化解。强化以风

险评估、定期排查、调解稳控为基础的信访矛盾源头

预防机制，全年信访总量同比下降５６％，初信初访
量下降３０％，重信重访量下降４２％，无进京非正常
访，无集体赴省市上访。

【司法改革】　２０１６年，口区法院继续深入推进以
法官为中心的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通过遴选产生首

批入员额法官６３名，结合审判岗位需要和特点，选
任法官助理、执行员、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７０人。
优化配置审判资源，组建２８个审判团队，８５％的人
员集中在办案一线，逐步建立以法官为中心，其他工

作服务于审判的法院人员分类管

理模式。

积极推进以审判权为重点、

以审判监督权和管理权为保障的

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明确主

审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权

力界限，尊重和保障法官、合议庭

的办案主体地位。改革审判委员

会制度，限缩审判委员会讨论案

件的范围，全年审委会讨论案件

数比上年下降 ２０％。规范院长、
庭长的监督管理职责，主要集中

于对案件审理的程序监控和节点

管理，以及对审判工作的宏观指

导和审判质效的全面监督等方

面，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

位。完善审判业绩考核，每月对员额法官办案情

况及各项指标进行内部通报，并与个人的晋职晋

级、评先评优直接挂钩。将案件质量评查中评定

的质量差错、瑕疵案件在全院通报并计入承办人

执法档案，落实责任追究，实现“由审理者裁判，由

裁判者负责”。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法院坚持从严治党、
从严治院。积极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将思想

政治建设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及时整改突出问题。

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健全

廉洁风险防控机制，狠抓纪律作风建设不放松。通

过开展主题党日、学习先进典型、结对帮扶、入额法

官宣誓、任职宣誓等活动，全院干警进一步强化宗旨

意识、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法治精神，队伍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接受监督】　２０１６年，口区法院就办案质量、行
政审判、立案登记制改革等工作向区人大常委会专

题报告。重视政协民主监督，专题汇报司法体制改

革推进情况。定期报送法院工作动态，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评查案件、参加信访听证。

依法接受检察机关诉讼监督，邀请检察长列席审判

委员会，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畅通司法与民意沟通

渠道，借助院长信箱、投诉电话、廉政举报网站，广泛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桂　菁　朱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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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行 政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司法局积极适应全区经济
发展新常态，以改革创新精神切实履行人民调解、社

区矫正、法治宣传、法律援助等司法行政职能，维护

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提供有力法律服

务和法治保障。区司法局先后被评为“全国人民调

解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档案目标管理考评认定（复

查）省特级单位”“武汉市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法治宣传】　２０１６年，是“七五”普法开局之年，
口区普法办贯彻落实各级法治宣传工作会议精神，

针对“七五”普法重点内容展开调研，起草口区

“七五”普法规划。推动建立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日，口区委法治办、区司法局和区普法办在南国西汇城市
广场联合举办以“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为主题的大型法治宣

传活动

法”普法责任制，积极探索法律执业人员、行政执法

人员“以案释法”制度，开展“落实普法职责、法治文

明共享”主题活动，强化各执法单位的普法主体意

识。采用云计算＋云负荷 ＋移动端技术，对区内无
纸化学法用法考试系统进行网络版升级，形成学法

用法常态化机制。深入开展青少年普法阳光行动，

落实“律师进校园”长效机制。在区域重点项目工

地建立“法治长廊”，积极开展送法进工地活动，将

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等法律法规送到施工现场。加

强社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全年新

增 ＬＥＤ法治宣传电子显示屏 ４２
块。结合“３·８”“３·１５”“４·１５”
“６·２６”“１２·４”等重点时段，组
织普法单位和区普法讲师团开展

系列宣传活动７２６场次，完成普法
人数５９７８８人，发放法治宣传资料
３６１０６份。

【人民调解】　２０１６年，口区司
法局加强专业领域矛盾纠纷化解，

建立住宅小区矛盾纠纷民调信息

员网络，制定全区住宅小区矛盾纠

纷调解工作实施意见，成功化解住

宅小区矛盾纠纷 ５４０４起，调处
５４０１起，成功率为９９９４％。加强
市场监管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在汉

正街中心商城物业管理服务中心、

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商会、汉

正街武汉应城商会管理发展委员会等大型商贸组织

建立调解委员会。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水平，

对全区１２７个社区调解委员会和７个行业性专业性
调解委员会实行统一规范化管理，明确工作流程和

标准，做到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三个规范

化。提升区域调解文化辐射效应，在原有４０余个调
解文化示范社区基础上，新增长丰街园博南社区和

园博北社区２个示范社区，集中营造调解法治文化
氛围。收集全区优秀调解案例，编印《２０１６年人民
调解案例集》，促进正面宣传引导。全年累计调处

纠纷７７６２起，其中各街道、社区调委会调处矛盾纠
纷７３００起，成功率１００％；各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
调处矛盾纠纷４６２起，成功４４７起，成功率９６７５％。

【社区矫正】　２０１６年，口区司法局着力打造社区
矫正工作“两个中心”，即口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

中心和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教育管理中心，促使两

个中心在软硬件方面全面达标。１２月，社区矫正管
理教育中心代表武汉市司法局接受武汉市考评办考

核，并通过。同月，区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在接受司

法部特邀专家组调研考察时被给予高度评价。完善

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形成

信息互通的常态工作机制，做到每月一摸查、每月数

据一对比，实现矫正人员建档率 １００％，衔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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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设立口区社区矫正工作检察室，为检察人
员提供专门办公场所，建立日常抽查巡查制度，加强

对矫正人员的跟踪管理。２０１６年，开展非监禁刑适
用前社会调查评估 ３１３件，其中速裁案件 １９２件。
接收社区矫正人员２５７人，解除社区矫正人员３１７
人，社区矫正在册人员２２２人（其中被宣告缓刑的
１８８人，被裁定假释的１０人，被批准暂予监外执行
的２４人）。接收刑释人员４５６人，解除２５３人，刑释
在册人员１５８０人，衔接率１００％，核实率９９％。全
年无脱管漏管，无重大刑事案件或群体性事件发生。

【法律援助】　２０１６年，口司法局严格落实武汉
市司法局关于提高审批效率着力解决当事人法律

援助申请难问题整改的公开承诺，成立履职尽责

专项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加大对公

开承诺执行情况的检查力度。完善法律援助案件

质量管理体系，出台案件抽查办法，组织开展案件

评估，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鼓励律师积极参与

法律援助值班，主动挖掘援助案源，累计安排律师

值班９４人次，接待咨询７１２人次。畅通农民工维
权通道，加强与劳动仲裁、劳动监察部门协作，积

极引导农民工通过法律援助渠道维权，全年为农

民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２２２件，接受农民工咨询
１４６４人次，挽回经济损失 １３４４余万元。建立与
公检法沟通协调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衔接机制，

增加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工作通知指派量。加大法

律援助进社区力度，利用新媒体开展法律援助宣

传，不断提升法律援助的影响力。全年完成法律

援助案件 ５４７件，受理法援事务 ４５２４起，共为当
事人挽回经济损失３７１８５万元。

【法律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司法局继续强化社区
律师和法律顾问工作监管，局内领导和干警组成４
个巡查小组每周四分别对１１条街道１２７个社区律
师值班情况进行专项巡查。对于巡查中出现的问

题，即时通报即时整改，形成行业监管与行政监管双

管齐下的监管模式。落实社区法律顾问值班日志登

记制度，作为社区律师考核重要指标。强化律师思

想政治教育，坚持抓律师党建带队伍，组织律师积极

参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为党员律师发放党

徽、党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读本等学习资料，巩固

党员律师政治立场。进一步改善律师执业环境，保

障律师执业权利，积极引导律师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根据区属律师合理化布局的需求，引进慧亚

琰律师事务所。

【基层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司法局将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核心作为司法行政工作核心业务进行打造，

从完善服务产品、服务网络、工作标准、组织保障入

手，研究制定全区统一的公共法律服务项目清单，服

务事项标准和流程，提高公共法律服务专业化水平。

贯彻落实湖北省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推进会精神，组

织全区各司法所围绕制度建设、规范管理、服务设

施、职能发挥等内容进行自查整改，召开现场推进

会，巩固和扩大规范化司法所创建工作成果。以汉

水桥街办事处拆迁为契机，完成汉水桥街司法所的

改扩建。

（黄　珍　云燕燕）

交 通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交通大队以智能交通建
设为支撑，以深化文明城市创建为载体，以突出问

题整改为重点，借力“全警整治交通违法”，大力开

展交通秩序大整治、交通安全大排查、科技创新大

应用，使交通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交通事故防降

能力显著提高，完成年度各项交管任务。全年全

区发生死亡交通事故２１起，死亡２１人，实现交通
事故死亡人数连续４年下降。淘汰“黄标”车１９５８
台（目标值１９１２台），全区未发生重特大或有影响
的交通事故。

【安全宣传】　２０１６年，口区交通大队开展各类宣
传活动７８场次，讲授交通安全课６７场次，发放各类
交通安全宣传资料２１万余份。通过 ＱＱ群、微信
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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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级文件摘编共

１９６篇。率先在全市采取网络直播的方式，开展“全
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宣传范

围和影响力。

【事故预防】　２０１６年，口区交通大队结合交通隐
患大排查专项行动，与全区１９３家单位签订《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责任书》，以５０家重点专业运输企业
为重点，全年共清查并抄告驾驶人１２３７４人，清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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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４日，口区交通大队召开交通管理突出问题整改动员部署会

涉毒人员２人，记满１２分驾驶员３６人；开展“黄标”
车老旧车和“五类车”专项整治，注销淘汰“黄标”

车、老旧车１９５８台；对鸿宇翔、欧亚龙两家愈期未整
改到位的渣土运输企业分别开出５万元的“全省最
重罚单”，收到较好的监管效果。集中人力、物力、

财力，全力治危，全年市级危险路段（三环线口

段）、区级危险路段（二环线水厂段、沿河经济学院

段、沿河东风公园段）整改完毕，并顺利通过上级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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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完善应急工作预案，提前研

判、提前介入、主动干预，共研判警２００余条次，指导
实战，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有效减少事故发生的

因素和概率。

【优化交通】　２０１６年，口区交通大队认真研判道
路施工对交通的影响，科学合理组织交通。按照

“建立还一”的原则，加强地铁六号线、汉江大道等

道路施工的管理，督导施工方按要求、按工期开展道

路施工建设，对不按要求施工打围的施工单位下达

整改建议书３起，排除障碍通知书３起。及时发布
施工管制及分流方案的通知通告８００余份，增设分
流指示标志标牌３７块，针对施工对区域交通带来的
影响，及时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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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口交通大队改造渠化路口８个，渠化
道路３条；更新人行横道１０６条，新增人行横道３１
条；新增２１０块临时交通标牌、调整各类交通标志

６２１块；清除公共停车泊位 ６２８
个，统一规划施划地磁停车泊位

１７３４个；调整更新护栏 １８６１块，
计５５８３米，新增护栏 １５２６块，计
４５７８米；复划、更新各类标线
１３６５０米，变更导向箭头２７处、新
增导向箭头１３处，确保辖区交通
设施齐全、醒目、规范、有效。

【综合整治】　２０１６年，口区交
通大队充分挖掘队伍潜力，发挥

ＰＤＡ执法终端、抓拍系统和已建成
的８３套高清探头等科技装备的效
能，形成“路口管、巡逻控、高空拍、

专班整”的立体管控体系，加大路

口、路段各类违法行为的管控。全

年处罚机动车违停 ６８４万台，违停拖车 １９１６台。
整治辖区 １条文明示范路、１７条主干道达市级标
准，并在战线考核中整体排名大幅提升。采取“四

变”（变协警守控为全警参与、变前拦劝阻为后查扣

留、变数量考核为提升效果、变整控为主为打宣并

重）措施，大力开展电动车违禁通行专项整治，共收

扣各类桥隧违禁通行的电动车、摩托车１６１１台，教
育电动车驾驶人 ３２１８人。结合治庸问责，强化措
施，以“三圈”周边、轻轨沿线、窗口地段为重点，成

立“三车”整治小组 ５个，落实常态宣传整治点 ５
个，持续开展“三车三乱”的常态整治，全年查处电

的１２６５起，收扣各类“三车”１１９６３台，其中正三轮、
“麻木”２１３８台。全年共处罚渣土车违法５２７４台，
暂扣渣土车６６０台，整治行动得分位列全市行业三
甲；查处酒驾 ９６５起（醉酒驾驶 ２４６起、饮酒驾驶
７１９起），假牌套牌２２６起，货车超载超限、违禁通行
２０１２１起；拘留１６３人。

（李　蕾）

人 民 武 装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武部（简称口区人
武部）继续围绕强军目标，狠抓战备训练，加强新营

区正规化设施建设和正规化制度管理，促进各项工

作的开展，在年底湖北省军区组织的正规化达标考

核验收中，以全省第一名的总分通过达标考核，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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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口区民兵防汛分队１２０人接受了湖北省军区民兵应急
分队拉动点验

湖北省军区表彰为“安全管理先进单位”。２０１６年
５月２７日，口区人武部完成新营院建设和配套设
施建设，正式从临时过渡办公区搬迁至新营区办公，

完成部署与调整。

【战备训练】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武部修订完善各类
战备方案，进一步调整充实抗洪抢险、维护稳定、处

置突发事件等非战争军事行动预案，确保遇有情况

能迅速地处置。落实外出民兵登记、统计和联系制

度，有效对全区基干民兵实施了动态管控。结合民

兵整组、正规化达标等工作，适时组织民兵进行专业

训练和共同科目训练，训练任务完成１００％。２０１６
年夏季防汛抢险中，全区民兵队伍始终战斗在一线，

体现民兵队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良好战备训练

素养。１１月，湖北省军区对区属民兵应急连进行实

装拉动检验，全员全装按时到达指

定地域集结，高质量完成上级下达

的考核科目，得到上级充分肯定。

【民兵组织整顿】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０
日，口区人武部通过以会代训的

形式，对全区专武干部进行民兵组

织整顿业务专项培训。全区各基

层武装部积极组织人员深入到社

区、企业、学校进行调研摸底，圆满

完成基干民兵重新编组的任务。４
月２７日，长丰街接受警备区的突
击检查，受到好评。

【兵役征集】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
武部机关干部分片包干和专武干

部深入社区和家庭开展征兵宣传、

兵役登记工作，并协助有关部门完

成征兵政审和体检工作，使辖区１８周岁男性青年兵
役登记率达到１００％，圆满完成３０３名新兵征集任
务，其中大学生比例达到 ９８％，征兵“五率”（报名
率、上站率、合格率、择优率、退兵率）排名位于武汉

市各城区前列。

【国防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武部继续完善国防
动员预案，规范国防动员各专业办公室职责任务。

扎实开展国防动员和地方拥军支前潜力调查，进一

步摸清全区动员潜力。利用民兵整组、训练、兵役登

记、征兵宣传、国防教育日、军事日等时机，大力开展

国防教育，在全区营造关心国防、拥军优属的良好氛

围，为口区连续６年被湖北省表彰为“双拥模范
区”打下坚实基础。

（付春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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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和管理

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武汉市国土资源与规划局口分
局（简称口国土规划分局）以绩效目标管理为抓手，

以规范行政、强化服务为切入点，充分发挥规划引领、

调控管理作用，为口经济建设全面发展服务。２０１６
年，口国土规划分局被湖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表

彰为“全省住建系统‘六五’普法工作突出单位”，被

湖北省档案局表彰为“档案管理省特级单位”，被中共

口区委、区人民政府表彰为“全区绩效管理工作立

功单位”和“区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规划编制】　２０１６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先后参与
协调编制口区“十三五”“三旧”（旧城、旧村、旧

厂）改造计划规划，编制汉江湾规划、创新园区规

划、环同济健康城规划和“１１３５”片规划。协助武汉
市规划院参与口区创新空间概念规化工作方案和

微型公共空间项目规划。跟踪协调地空中心开展

口区公共绿化、体育场馆等规划控制用地和地下空

间复合利用研究，开展口区“城中村”开发和产业

用地功能及产业定位研究。配合武汉市规划院、

口区教育局编制口区中小学预警规划。

【地籍地政】　２０１６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开展区内
２０１５年度遥感监测图斑核实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工
作，核实图斑６４个，面积７２５５公顷。完成５个片区
３６４６户国有土地使用证注销工作。在中心城区率先
启动不动产统一登记首发工作，发放不动产权证书

４１８６８本。完成２３４３宗独立宗、３３８８幢房屋的历史数
据清理入库工作，编制１５２５６０个不动产单元号。接待

不动产登记查询１０００余人次，出具查询结果６４５份。

【土地利用】　２０１６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开展新一
轮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成果更新工作。核实

上报区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５年５８个房地产项目用地供应
和开发利用情况。办理土地租赁项目 ８宗，面积
３９４４２３２平方米；办理土地资产划转项目４宗，面
积３７２１５５平方米；办理企业改制土地资产处置项
目１宗，面积１０４０９平方米。

【地质灾害防治】　２０１６年，口国土规划分局组织
修订《口区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成立领导

小组和工作专班，狠抓地质灾害防治，积极开展人为

地质灾害的预警告知工作，建立联络机制，确保辖区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快速响应地质隐患预

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上报情况，尽早排除险

情，全年共处理６处地质隐患预警。

【征地拆迁】　２０１６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共完成拟
征地提前告知、确认、听证 １０项，面积 １３３５６３公
顷。办理“城中村”改造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公告２９
个、面积 １３７９８８９公顷，其中办结 ３１项、面积
４４７１２９公顷。完成７个在拆项目，搬迁城市居民
２６８户，拆除面积９５４万平方米。办理国有土地房
屋拆迁完毕确认３起，面积５１万平方米。完成６个
在拆项目《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延期审核及公告工

作。完成３项代办资质年检工作。审核发放《房屋
拆迁情况证明》６０７份。

【法规监察】　２０１６年，口国土规划分局跟踪核查
６２项批后项目，在建项目技术核查率达到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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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向市、区相关部门转办项目７３项。陪同住建部
督察专员核查１４个疑似涉强图斑。组织召开区年
度规划遥感督察图斑处置工作调度会。完成辖区

２０１６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任务。
办理建设项目规划条件核实证明 １６项，面积
１１４６１万平方米。办理个人建房规划条件核实证
明９项，提前办结率１００％。

【停车场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大力推
进停车场建设，参与编制完成《口区停车场建设

发展规划（２０１５至２０２０年）》。已建成停车场１个，
停车泊位 ８０个；在建停车场 ７个，停车泊位 １４３８
个；计划建设停车场６个，停车泊位１４５０个。

【议提案办理】　２０１６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共承办
市、区级人大政协议提案１７件，其中主办２件。主
要涉及用地产业规划、项目建设、社区用房等方面问

题，议提案回复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完毕，达到走

访率１００％，回复率１００％，满意率１００％。
（刘勋海）

市 政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设局完成道路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共８７项，其中过江通道、快速路等市级重
点工程征地征收 １１项，市级路网建设工程及棚户
区、城中村改造配套建设项目５９项，累计完成投资
１４６４亿元。全年完成丰硕路等１２条道路项目前
期工作，古田三路、金海东路等１１条道路建成通车。
配合市级重点工程建设，完成２９６６公顷、房屋征收
３５万平方米，圆满完成地铁六号线站点拆迁工作
及中山大道综合改造工程，保障１２月２８日六号线
的顺利通车与中山大道的盛大开街。

【武汉地铁６号线（口段）建设】　２０１３年６月，地
铁６号线建设工作开始启动，涉及口区区域有汉
正街站、武胜路站两个站。期间，口区政府及时下

达征收令，征收拆除房屋约 １８９７万平方米、计
２２３０户，共包括汉中、荣华、汉正、六角４个街道办
事处，投入资金约３９９７亿元。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口区圆满完成两个站点的征收拆迁工作，确保地

铁六号线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８日顺利通车。

【长丰大道（二环线至三环线）工程建设】　２０１６
年，口区建设局完成市级城建重点工程，即长丰大

道工程建设。工程西起三环线竹叶海立交，东至二

环线常码头立交，全长约 ７２００米，红线宽 ５０～８０
米，工程采取“主线高架 ＋地面辅道”的方式建设，
主线高架设置双向６车道，设计车速为６０千米／小
时，地面段设置双向４至６车道，地面辅道设计车速
为４０千米／小时，全线设置二环线常码头互通立交、
古田二路分离式立交、三环线竹叶海互通立交３座
立交，共建设５对上下桥匝道。主线高架桥起点接
竹叶海立交，止点接常码头立交，沿线跨越汉宜高

铁、汉丹铁路、轻轨一号线和京广铁路，总长约６５７６
米，标准桥宽２６米。工程中常码头立交实施４条匝
道，长约１７０５１米，宽７５～９米，二环线桥梁帮宽
段长７１６６米，宽１５～９米，２０１６年常码头立交（１
条匝道）建成通车，位于二环线与长丰大道相交处，

在建匝道为二环线高架从汉西方向左转至长丰大道

高架。长丰大道高架由武汉市地产集团投资建设，

总投资约４９亿元，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承
建。长丰大道的建成实现汉口中心城区与武汉城市

圈的无缝对接，促进城市圈联动发展，提升区域交通

条件，有效缓解解放大道的交通压力。

【古田三路（解放大道至南泥湾大道）道路排水工

程】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设局完成古田三路道路排水
工程。工程全长７２２米，红线宽３０米，沥青混凝土路
面，双向４车道设计，设计车速４０千米／小时，总投资
５７００万元，工程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建成通车。工程投入
使用后，缓解古田地区交通压力，提升区域南北向交

通集散能力。

【越秀路（口路至双厂前巷）道路排水工程】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设局配合越秀地产完成越秀路
（口路至双厂前巷）道路排水工程建设，并于年底

正式完工通车。越秀路起于口路，终点于双厂前

巷，道路全长２６５米，红线宽１５米，工程总投资３８８
万元。该道路的建成进一步完善了口区沿江地区

区域路网，一定程度上缓解口路的拥堵情况，为周

边居民提供更加便利的交通条件。

【紫润小路（紫润北路至城华路）道路排水工程】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设局完成园博园配套工程，即紫
润小路道路排水工程，并于４月２８日正式完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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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该工程全长１８０米，红线宽２０米，工程总投资
７９７万元。该道路是园博园配套道路，同时也是紫
润明园保障房配套道路，建成后完善该片区域路网

建设，给市民提供了更好的出行条件。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２日，口区水务局在汉江湾体育公园开展“世界水日”宣传活动

【竹叶海路（长宜路至张竹路）道路排水工程】　
２０１６年，口区划建设局完成竹叶海道路排水工程
（长宜路至张竹路）建设，并于１０月３０日正式完工通
车。该工程全长２７５米，红线宽３０米，工程总投资
１９００万元。该道路是保障房华生城市广场三期的配
套道路，同时也是口区重要商业中心宜家家居和市

民休闲中心张毕湖公园的配套道路，建成后有利于改

变周边的交通条件，提高居民出行的舒适度。

【排水工程】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设局加大排水工程
建设，进一步完善西部网建设，为居民出行提供方

便。８月 ２０日，丰雅路正式完工通车。道路全长
４７０米，红线宽１５米，工程总投资１７４７万元。该道
路是保障房硕实磬园的配套道路，为硕实磬园提供

了唯一的进出通道，确保了周边居民有正常的出行

条件。１２月２５日，完成长安路二期排水工程（丰美
路至古萧路）并完工通车。该工程道路全长 ６２０
米，路幅宽３０米。长安路通车后进一步完善口区
西部地区交通路网，改善永利村“城中村”还建地块

周边道路通行条件，方便周边企事业单位、居民出

行，提升口核心竞争力。１２月３１日，完成金海东
路排水工程（三环北路至金山大道），并正式完工通

车。金海东路起点于三环北路，终点于金山大道，道

路全长６８０米，红线宽 ３０米，工程总投资 ３３９４万
元。该道路为保障房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四期的配套

道路，建成后将为住户提供必备的出行条件，也进一

步完善口区西部路网建设。

（李　伟）

水 务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水务局继续围绕口水务
“三年大变样，五年上台阶”的目标，坚持生态惠民、

服务为民的主线，加强水务基础建设和管理，推动各

项工作规范化、常态化。２０１６年，口区水务局被
评为“湖北省卫生先进单位”，获武汉市“水务系统

绩效考核优胜单位”“湖泊管理治理先进单位”，河

道堤防管理工作优秀等次、老旧社区二次供水改造

工作获第三等次，口区水务局团委被评为“武汉

市五四红旗团委”，口区市政排水设施维修队陈

宗福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防汛备汛】　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１６时至７月７日８
时，口区发生有气象记录最强的持续强降雨过程，

累计降雨量为６５６
$

７７６毫米。７月４日２１时，武汉
关水位为 ２７３３米，突破警戒水位。７月 ７日 １１
时，武汉关水位为２８３６米，突破超警戒水位。

口区水务局研究制定防洪设施安全检查及汛

前检查工作方案，对全区２５２５公
里的河道护坡、脚带、防洪设施进

行拉网式查险，对辖区三大险段、

深井、通道闸口、穿堤管道以及人

防工程、在建工地进行重点检查，

排除各类防洪隐患６处，其中对５
处重点隐患，及时进行整治，对 １
处隐患落实处置措施。同时，制定

汛期防守方案和安全度汛预案。

修订《口区２０１６年防洪预案》，
与２８个闸口责任单位（其中１３个
钢闸门，１５个叠梁闸）、１８个人防
工程责任单位、６家深井责任单
位、１２家穿堤管道责任单位签订
责任状。对沿河防汛备料进行全

面核查、登记造册、涂漆标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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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６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龙正才（前排左二）视察汉江湾体育公园

照人员、车辆、物资、设备４个相对
集中的要求，区级备料石 １２００立
方米，铁锹、编织袋等抢险物资备

置在沿堤各处。保养和调试１３座
钢闸门、防汛光缆、应急发电机，确

保设备运行良好。防洪期间，对区

内闸口进行封堵，总计２４个闸口，
共封堵２３个。

按照排渍应急预案，落实排渍

应急抢险工作。对全区易渍水点

逐一排查，制定易渍水点值守工作

方案。重点对主次干道易渍水点

及易渍水社区进行巡查和值守，其

中舵落口铁桥下、建一路、航空路、

建设大道机场河、双墩、口路、解放大道、汉西路、

武胜路等路段设专人值守，晒台街、顺道街、药帮一

巷、循礼巷、邱家巷和简易社区等易渍水地段设专人

定时疏捞维护。大暴雨期间，区水务局领导干部到

一线指挥调度排渍工作，６台流动泵车随时在易渍
水点工作，辖区内７个泵站无间断抽排，全天２４小
时有干部值守，全体干部职工巡查排险，有效应对强

降雨６场。

【堤防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水务局继续推进汉江
江滩综合整治，完成古田桥至长丰桥防洪清障，以及

二船厂至江汉六桥段江滩公园建设收尾工作及月湖

桥至知音桥段江滩主体建设；启动古田桥至长丰桥

绿道施工，完成护坡３００平方米。成立汉江湾体育
公园服务中心，引入熙园物业公司、凡华绿化公司、

古田街保洁等社会力量对建成的５千米江滩实行现
代化、精细化管理。体育场馆全部移交给运营方

“韩爱萍羽毛球俱乐部”。

【排水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水务局新建排水管网
４７千米，新建污水管网３７千米。启动肖家地泵

站和福新泵站建设前期工作，推进口区雨污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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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７
千米，疏挖淤泥量２７万立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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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口区水务局加强巡
查，严密监控，湖泊保护、蓝线控制率１００％。全年
累计出动２０７人次，９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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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相关单

位和人员在竹叶海湖湿地公园内进行湖泊保护应急

演练，共出动车辆３台、皮划艇１艘，带上打捞工具，
到竹叶海湖进行打捞蓝藻紧急演练，清除湖中藻类、

水绵、垃圾等２０袋。按照武汉市湖泊保护与管理领
导小组《关于搭建智慧湖泊平台建设湖泊水位综合

监测站点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完成智慧湖泊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专线建设及调试工作，成功与市

水务局智慧湖泊综合信息管理平台连通。

（尹　芳）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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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泊容积

（万立方米）

湖底平均

高程（米）

张毕湖 易家街 ０４８ １４ ６７ 南侧子湖排水口 ２２５ ２１７５ ６８６ ２０３３

竹叶海湖 易家街 ０１９ ２３ ２２ 竹叶海西渠排水口 ２２５ ２１７５ ２２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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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保 护

【概况】　２０１６年，是“十三五”启动年，口区环境
保护局（简称口区环保局）全面落实市、区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安排部署，牢固树立和贯

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坚决

治理大气、水、土壤污染，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保障环

境安全，推进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提升人民群众环境

满意度，辖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饮用水源地水质稳

定达标，湖泊水质明显提升，土壤修复稳步推进，全

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为加快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

丽生态口做出新贡献。

　　２０１６年口区区域环境噪声声源构成比例图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０１６年，口区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为２１２天，空气质量优良率为５８４％。环境
空气中二氧化硫（ＳＯ２）年平均浓度为１１微克／立方
米，与上年相比下降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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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微
克／立方米，与２０１５年相比下降１０微克／立方米，超
标０２５倍；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年平
均浓度为９６微克／立方米，与上年相比下降 ２５微
克／立方米，超标 ０３７倍；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为５４微克／立方米，与２０１５年
相比下降９微克／立方米，超标０５４倍；环境空气中
一氧化碳（ＣＯ）年平均浓度为１０毫克／立方米，与
２０１５年相比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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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
微克／立方米，日最大８小时滑动平均浓度范围为
２～２４９微克／立方米。按年平均二级标准评价，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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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全区降尘年均
值为６２８吨／平方千米·月，比上年下降０３１吨／
平方千米·月。２０１６年全区降水 ｐＨ年均值为
７１３，比上年上升０１３个单位。

【地表水环境质量】　２０１６年，口区河流水体为汉
江口段，区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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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有张毕湖、竹叶海
２个湖泊。２０１６年共对两湖开展６次湖泊水质监
测，两湖水质类别均为Ⅳ类，张毕湖为轻度富营养，
竹叶海为中营养。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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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参数均达标 Ⅳ 各参数均达标 Ⅳ

３月 各参数均达标 Ⅳ 各参数均达标 Ⅳ

５月 各参数均达标 Ⅳ 各参数均达标 Ⅳ

７月 总磷／０８２ Ⅴ 各参数均达标 Ⅳ

９月 ＣＯＤ／０７ 劣Ⅴ 各参数均达标 Ⅳ

１１月 各参数均达标 Ⅳ 各参数均达标 Ⅲ

２０１６年，汉江宗关水厂水源地水质所有监测项
目达标率为１００％，与上年相同。

【声环境质量】　２０１６年，口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
平均等效声级为５５０分贝，比上年上升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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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商业噪声源占
３１％，建筑噪声源占６５％。

２０１６年，全区昼间道路交通
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６９７分
贝，比上年下降 ０２分贝，道路
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二级，评价

为“较好”。

【大气污染防治】　２０１６年，口
区环保局继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先后制定《口区环境保护

管理职责规定》《口区２０１６年
·０６１·

·口年鉴·



　　２０１６年口区主要道路交通噪声图

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口区 ２０１６
年拥抱蓝天行动方案》《口区重污染天气应急

　　口区环境监测站监测人员在进行石油类化学分析工作

预案》等多项重点工作方案，累计下达《督办通

知》５０件，涉及建设和拆除工地扬尘污染、道路
扬尘污染、堆场扬尘污染、垃圾和秸秆露天焚烧、

违章占道炭烧烤、露天喷漆、裸土未覆盖等问题

６５项。编印工作简报 ５３份，下发《关于长丰街
常码头村拆除工地拆除作业配套降尘措施不力

的情况通报》等 １１期。将古田空气质量自动站
周边３千米区域纳入重点开展摸排，并每月开展
一次集中清查行动，实施清单动态管理，共完成

５３家工地扬尘污染源、２０家工
业企业大气污染源、３７家餐饮单
位污染源、９条主干道、２３家加
油站、储油库的基本信息摸排更

新工作。２０１６年１—１２月，口
区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平均浓
度为９６微克／立方米（年度目标
值１１２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
降２０７％，降幅居全市 １６个区
（功 能 区）第 一；细 颗 粒 物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为 ５４微克／立
方米（年度目标值 ６２微克／立方
米），比上年下降１４３％。

【机动车污染】　２０１６年，口区
环保局开展机动车污染防治工

作，机动车抽检和路检４４０台，查

处冒黑烟机动车 １５３台，完成率
分别达到 １０５％、１０２％。制定
《２０１６年全区“黄标车”淘汰工作
实施方案》，超额完成淘汰“黄标

车”１９１２辆的年度任务，达到
１９６８辆，完成率 １０３％。加强对
机动车污染排放的监督管理，及

时掌握和控制辖区用车单位机动

车排污状况及变化情况，对运营

车辆超过 １０台或非运营车辆超
过２０台的用车单位开展机动车
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工作，完成

在建建筑工地非移动机械的调查

工作。

【土壤修复】　２０１６年，口区环保局为确保古田地
区化工企业搬迁腾退地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顺利推

进，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小组成员工作职

责，建立统一协调机制。原远大制药地块占地约

２１６公顷，已完成场地调查、补充调查、风险评估及
修复技术方案的专家评审，生态修复项目环评已在

市环保局网站进行公示；原武汉无机盐厂、环宇化工

及力诺化学有限公司搬迁遗留场地占地２３２公顷，
已完成场地调查、补充调查、风险评估及修复技术方

案的专家评审，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报

市环保局审批。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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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　２０１６年是“十三五”开局
之年，根据《市环保局关于分解下达２０１６年主要污
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的通知》，口区重点减排

项目为武汉新康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双虎防腐

涂料有限公司）和武汉无机盐化工有限公司的工业

结构调整项目，以上两家企业均已关停搬迁，相关减

排档案均已报市环保局。

【水污染防治】　２０１６年，口区环保局为确保区
内水污染防治工作落到实处，制定《口区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和《
口区２０１６年水污染防治工作实施计划》，确保责
任层层落实、目标层层细化、措施层层到位。重点

督促水务部门启动福新泵站建设工程，建立倒排

工作机制，至年底福新泵站地下管网、地形图勘

测、项目修建性规划等工作已启动完成，征收拆迁

接近尾声；区港口岸线指挥部制定《口区汉江规

划区港口清理整合综合执法实施方案》，已搬迁清

拆国棉水厂水源保护区口岸多处水上人家、船

上旅馆，琴断口水厂水源保护区上游打捞队工棚

已拆除完毕。

【环境整改】　２０１６年，口区环保局按照市、区突
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统一部署，及时梳理汇总全

区１３项突出环境问题。对省交办本区的４项问题
中，已完成整改的问题２项（正康花园小区汽修店
油漆异味扰民问题、国棉水厂和琴断口水厂趸船

整治问题），已制定整改方案并正在实施的问题２
项（宗关水厂水源保护区内水厂反冲洗废水排口

和市政排口问题，古田二路污水泵站城华路、古田

一路建设配套管网问题）。对口区自查自纠的９
项问题中，已完成整改的问题６项（关停第五季印
染有限公司，取缔煤炭销售点，查封汉正街７５８号
小印染作坊，强化餐厨垃圾回收管理，推进大中型

餐饮单位安装油烟净化装置，改善辖区空气质

量）。还有汉西污水收集配套系统工程、长丰垃圾

转运站建设、更换垃圾清运设备 ３项工作正在加
快推进整改。

【投诉与查处】　２０１６年，口区环保局共受理各
类信访４９９件，按照信访来源分类：市长专线２６８
件、信息平台２１件、大城管５件、区督办２４件、来
访７件、来信１件、市局督办３５件、１２３６９投诉１２９

件、自接电话 ９件；按照信访类别分类：噪声 １３８
件（其中建筑噪声２４件）、油烟１２件、烟尘２４件、
异味２１８件、粉尘 １１件、汽车尾气 ４件、废水 １４
件、辐射１７件、固废２件、其他５９件。全年根据信
访来源、类别的不同，区局都依法依规处理解决，

按时办结率和处理回复率均达到１００％，重复投诉
不断下降，未发生因环境问题而引起的群体性上

访事件。

【环境监管执法】　２０１６年，口区环保局为防止辖
区内重点行业可能存在的环境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

事故的发生，开展结合１０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和６
个环保专项执法行动（开展建设项目环境违法专项

执法行动，开展排污单位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

开展排污单位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排污

专项执法行动，开展机动车尾气污染专项执法行动，

开展巩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建设成果专项执法行

动，开展挥发性有机物ＶＯＣｓ污染专项执法行动，开
展农村环保专项执法行动）和执法大验兵活动。注

重把饮用水源地、化工搬迁企业、涉重企业、放射源

涉源涉危单位、医疗单位、油气经营单位等易出现环

境污染问题的对象作为监管重点，逐一进行认真排

查，不断加强对重点企业的监督检查，及时掌握重点

企业排污情况，做到环境监管全覆盖。对在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及时处理，累计出动人员８００
余人次，检查企事业单位１５０余家次，对环境违法行
为立案１８起，行政处罚１２家，查封６家，共计处罚
金额３７５万元。

【环境宣教】　２０１６年，口区环保局紧紧围绕改善
空气质量、突出环境问题整治等重点工作和公众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大力开展环境宣教活动。先后在汉

中街兴隆社区、荣华街荣华社区等开展６次宣教活动
和２次讲座。完成军事经济学院政治部幼儿园、仁寿
路小学市级绿色学校（幼儿园）复查工作。全年累计

在各类新闻媒体累计上稿９８篇，其中《中国环境报》
《湖北日报》等市级以上主流媒体刊登口区正面新

闻５篇：《绿色发展引领口老化工区华丽转身》《武
汉两江四岸整治显成效，三十里汉江将重现如画岸

线》《看人口密度大区如何管油烟》《腾笼换鸟，植绿

引凤，口变身生态商贸新城》《近百户“水上人家”

弃船上岸，三十里汉江将重回如画岸线》。

（石微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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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林 绿 化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园林局按照“科学规划、整
合资源、打造特色、提升品位”的发展思路，不断加

大资金投入，精心营造绿化环境。截至年底，全区新

增公共绿地面积为３１５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达到１３３平方米，区内绿化覆盖率达４１％。

【社会绿化】　２０１６年，口区园林局组织区“四大
家”领导，区属委、办、局干部职工及志愿者到张毕

湖公园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同时，区园林局与武汉

广播电视台“听众之友”栏目共同组织“听众义务植

树活动”，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的听众达 １万余人。
此外，区园林局组织社区居民在附近小区内进行义

务植树活动，提高居民爱绿、护绿意识。全年义务植

树计３万余株。
开展园林绿化日常巡查工作。区园林局对全区

１３６个社区进行巡查，每周平均３次，给居民营造美
观宜居的绿化环境。积极走访各单位、社区以及小

区，积极加强对绿化的监督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各类

占绿、毁绿行为，并与绿化执法部门沟通及制止各类

违法行为，维护绿化成果。对全区主次干道，以及各

社区的死树和危树进行处置，对易倒伏的树木进行

清理，确保市民出行和生活安全。全年共清理社区

死危树３２７株，修剪树木２５４３０株。
完成社区绿化改造提升工作。２０１６年，区园林

局对宗关社区、简易社区、汉口春天社区、六角社区

等２０个社区进行绿化提档升级，增加绿量，使居民
能出门见绿、开窗见花，老旧社区重新焕发活力。

爱绿、护绿宣传活动进社区、进学校。２０１６年，
区园林局发动全区社会单位积极参与绿化，培养良

好的爱绿、护绿意识。６月，区园林局与古田街罗家
墩社区共同举办“家庭园艺知识讲座”活动，聘请专

家给社区居民讲解适合家庭园艺的植物种类以及种

植方法，古田街１３个社区、３９名群干，以及社区２００
余名居民参加讲座。１１月１８日，区园林局与崇仁
汉滨小学共同组织崇仁汉滨小学六年级４个班，共
计１８１名学生到汉江江滩公园参观主题为“千盏赏
菊，共话美好明天”的菊展。

【专业绿化】　２０１６年，口区园林局积极稳步推进
绿道建设。完成张毕湖环湖１５千米绿道及竹叶海

环湖６１千米绿道建设；先后完成钛白粉厂小游园、
古乐路南泥湾小景、沿河大道崔家墩后戗台小景、沿

河大道古田三路停车场小景、园博大道古田二路西

北角小景等“一园四景”建设；完成一职教和紫润小

学拆墙透绿１０００米；全年新增绿地面积３１５万平
方米。公园建设初具规模，张毕湖公园续建绿地１４
万平方米、改建绿地１０万平方米；竹叶海公园建成
完工，绿化景观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

落实核心职能指标。西部生态建设水平大幅提

升，完成丰盛路、丰茂路、丰逸路等８条道路绿化提
档升级，使得口西部的绿化景观大幅提升。完成

发展社区、丰竹园社区、罗家墩社区等２０个老旧社
区和轻汽小学、紫润小学、崇仁中学等３所学校的绿
化提档升级工作。

【养护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园林局进一步完善管理
体系，实施精细化定位、建立标准化作业导则；加强

巡查、督办机制的落实，加大养护管理的投入，推进

专业养护全覆盖。以专业化养护的无缝链接，实现

养护管理的规范化，以规范化确保精细化。完成植

物补栽、行道树管理、设施维修、病虫害治理、道路施

肥、绿地降尘降土、树穴覆盖、街头上花及樟树黄化

治理等绿化养护管理工作，巩固全区道路绿化成果，

提升全区绿化养护管理水平。

（周芷卉）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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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家街办事处 １４２ ３０ １１２

古田街办事处 １８０ ６１ １１９

长丰街办事处 ２３０ １７２ ５８

韩家墩街办事处 ７５ ２８ ４７

宗关街办事处 １７１ ５８ １１３

汉水桥街办事处 １７２ ８２ ９０

宝丰街办事处 １１０ ３５ ７５

荣华街办事处 ２０８ ９０ １１８

汉中街办事处 １１３ ３８ ７５

六角亭街办事处 １１１ ３７ ７４

汉正街办事处 ４５ １５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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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与交通运输

【概况】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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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口区城管委）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

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围绕“净地蓝天行动”和“城

管提升计划”等中心工作任务，深化“城管革命”，完

善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干净、整治、美观、有序的市容

环境，辖区环境面貌明显改善。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口区城管委首次采用“喷漆覆盖法”整治楼顶大型广告
牌，恢复泰合广场高悬１７６米空中６００平方米圆顶旧貌

【综合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坚持完善城市
综合管理工作机制，建立马路办公、督查督办、定期调

度、巡查处置等机制，增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合力。

以考核单项、专项整治为抓手，搭建主责部门带领、次

责部门及街道相互配合、主动作为的工作体系。年内

完成首届“汉马”“武网”“三会双节”等重大活动环境

综合整治保障任务，督办各成员单位做好重要点位周

边环境治理，较好完成各类市容环境保障任务。开展

中山大道连通道路综合整治。以游艺路、民意四路、

多福路、利济路、崇仁路５条道路为重点，组织实施路
面整修、广告招牌、架空管线等综合改造，保障中山大

道顺利开街。成立中山大道城市管理综合办公室，整

合执法、环卫力量，全面提升管理水平。

【查处违法】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围绕“减存量、

零增量”工作目标和要求，坚持拆控并举，完成中山

大道沿线、三个一（一个社区、一条重点道路、一个

小区楼顶违建）综合整治、重点工程、拆迁改造等工

作，集中拆除一批影响城市容貌、存在安全隐患、抢

建的违法建设。全年累计拆除违建８４处１２８万平
方米，按期完成市级目标和区级目标。

【占道整治】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重点加强学
校、农贸市场、客运站、城乡结合部及宜家、园博园周

边等窗口地段守控和巡查，确保早７时到晚２２时执
法守控不断档。集中整治口路牛肉市场、利济北

路“林记炸酱面”等多个占道顽疾并取得成效。完

成规范出店占道１３８万余处，清理流动摊贩２万余
处，清除乱堆放１４４０余处。

【渣土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整合治超、禁
货、直属一队三支队伍力量，统筹夜间治超、卡点值

守，强化事前管理。在全市率先启动渣土车、砂石料

运输车标准化改造工作，辖区内３８４辆渣土车、砂石
料车加装密封设施和加装智能监控系统，并开展城

管、建管、交管联合执法，建立责任包保、信息反馈等

工作机制，加强对全区渣土运输和违规工地的管理。

【户外广告招牌】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以拆除违
法楼顶广告为重点，全面带动户外广告设施清理整

治。以解放大道、建设大道、中山大道、沿河大道、京

汉大道、宝丰一路、口路、利济北路、武胜路９条道
路为重点，累计拆除滨江阁大酒店

楼顶、武胜路丽景苑、武胜路家乐

福等１１２处单体字、三翻版等户外
广告。全面强化门面招牌的管理

力度，严格巡查控管已建成的 ２８
条门面招牌达标示范路，遏制不规

范广告招牌反弹，及时拆除不规范

招牌３３２处，并完成中山大道、利
济南路两条门面招牌拆除改造。

【景观灯光亮化】　２０１６年，口
区城管委围绕“江汉朝宗”、中山

大道改造两个重点项目建设，重点

对华生地产、越秀地产、市一医院

３０栋楼宇实施亮化。加强景观灯
光设施检查维护，督促亮化单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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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６月３日，口区城管委对沿江港口岸线资源环境进行综合整治，主任
姚碧波（左一）带队向“水上人家”船舶宣传有关政策

好亮化设置维护，确保亮灯率达

９８％以上。

【环境卫生】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
管委全面推行“一路一策”作业模

式，结合不同道路特点分类编制清

扫、清运、清洗作业流程。增加易

污染路面冲洗频率。全面取缔主

次干道连通道口、背街小巷暴露垃

圾池和２４０升垃圾桶、大型垃圾勾
臂箱，增设 ４００个垃圾分类果皮
箱。开展垃圾收转运和打烊垃圾

专项检查行动，督导各街道垃圾收

集、运输密闭化、日产日清，夜间保

洁不掉档。

开展“城中村”、城乡结合部

环境综合整治。以“环境干净、道

路平整、设施齐全、管理有序”为目标，对辖区１０个
城中村开展“五有”（有机构、有人员、有经费、有责

任、有考核，规范出店经营、占道经营、整治流动摊

贩，房前屋后物品堆放整齐）全面清除积存垃圾、沟

渠垃圾及污水。全年新增环卫设施３０个，清除卫生
死角１７６５处，暴露垃圾１０００余处，整治三乱１０３５７
处，修复破损路面１２００平方米，疏通沟渠６条，拆除
敞口垃圾池 ２１个，拆除旱厕 １个，规范裸土覆盖
２０００平方米。

构建餐厨废弃物收运体系。组建工作专班，制

定《口区 ２０１６年餐厨废弃物收运工作实施方
案》，全面启动全区餐厨废弃物收运工作。探索政

企分工模式，引入强发废油处置公司负责全区餐厨

废弃物收运处置，城管、街道等成员单位负责打击非

法运输行为和日常监管，不定期组织区、街联合执法

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收运散户并取得成效。截至年

底，全区已有４１５家餐饮商户率先签订废弃物收运
合同，餐厨废弃物日收运量达５０吨。

【“门前三包”】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制发《口
区２０１６年“门前三包”工作实施方案》和成立领导
小组，进一步强化组织保障，细化工作任务。向临街

单位及商户发放“门前三包”宣传资料１５万余份，
推动全社会参与门前环境自管。全年组织临街单位

和商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９０６３余份，添置“三
包”专用垃圾容器２７８１个，对４３６家不落实“门前

三包”责任单位实施处罚。

【１１０联动】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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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５１件，其中市、区两级数字化城管系统 ５１２０
件；电话接警７２０件；区公共服务平台办件３８１９件；
市长专线督办单２５６件，办结率均达１００％。区城
管委协调督促街道、权属单位完成完成２０个老旧居
民社区、７条主次干道和汉正街地区、城乡结合部架
空管线整治。加强与供电、电信等权属单位对接，建

成区、街、社区、权属单位四方联动联防联控的架空

管线监管体系；及时转办问题井盖办件，督办权属单

位，按时维修破损、缺失问题井盖１１７９处，完成井盖
改造２００处。

【道路维护】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采取突出重
点、精心管理的方式，开展古田一路、南泥湾大道等

道路维修改造，提升道路硬件条件。维修解放大道、

中山大道、建设大道、京汉大道等路段破损车行道

２４６２７平方米、人行道１９１５９平方米，基本实现全区
主次干道无坑凼。全年办理临时占道审批事项１５４
件、挖掘审批事项９５件，规范行政审批程序，全面提
高服务效能。

【燃气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发挥区、街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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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作用，严格落实全区燃气安全监管机制和责任体

系，依法依规审批燃气供应站点，加强对小餐饮、工地

挖掘燃气管网检查备案，全面取缔非法瓶装液化气。

２０１６年，全区燃气设施安全无重大事故发生。

【桥梁“治超”】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强化货物
装载源头治理，以非改车辆、砂料场、搅拌站等为重

点，纠正违法运营行为。全年检测货运车辆１１６１台
次，查处超限超裁车辆２１３台次。积极对接人行天
桥、地下通道区级管理权限下放，加紧制定日常管理

方案，细化工作目标，明确责任分工。

【噪声油烟污染】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组织推进
餐饮油烟治理法规进社区宣传活动，在社区制作宣

传专栏，向餐饮经营单位张贴法规告知牌。开展辖

区餐饮单位清理排查，督促油烟污染经营单位安装

维修油烟净化设备。全年查处油烟污染案件４０起，
督促整改油烟扰民点源６７处。

【绿化执法】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开展绿地户外
广告设施专项整治，拆除主次干道绿地内违规设置

的指示牌、广告牌、路名牌。联手街道开展住宅小区

毁绿种菜、毁绿建停车位等执法专项行动。全年办

理违章砍伐树木案件２件，查处损绿违法行为３００
起，拆除绿地内广告招牌５处。

【环卫设施】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新建紫华路、长
顺路、易家荟聚对面、常码头二环线桥下４座公厕。
翻修改造利西、唐家巷、新路、新墩桥下、宗关二巷５
座公厕。在原有７座星级公厕的基础上，新增按摩医
院旁、口公园西、干休所等６座星级公厕。定期清
掏全区公厕化粪池、污水管网，提升入厕环境。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注重加强法制
学习与培训。举办法制讲座２期，基层执法人员执
法技巧和办案能力有所提高。组织执法队员上街

头、进社区、进学校，开展法规宣传５场，发放宣传资
料６０００余份。开展《尊法、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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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０起，案件合格率１００％。

【岸线清理整治】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率先在全
市启动岸线资源环境综合整治。成立口区岸线资

源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按照“尊重历史、实事求

是、权属明晰、以奖代补、离岸销号”原则，组建清理

整治非法采砂、非法码头、清理整合３个分指挥部。
联合海事局、水上公安执法，对岸线５个砂石码头，９
家砂石经营企业，６０万吨砂石全部清除岸堤。在深
度摸底分类基础上，通过组织封闸行动、清江行动、

攻坚行动三大战役和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参与等多

项措施，对非法船舶分步骤完成船舶离岸。全年完

成１５８艘船舶离岸，占应离岸船舶总数 １６９艘的
９３４９％。《长江日报》、新浪网等媒体专题报道
口趸船整治成效。

【孝高速征收】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积极协助
孝高速征收进场开工。孝高速征收项目完成征

地拆迁协议和附着物补偿协议签订。施工现场完成

土地平整，施工打围和机械设备进场同步进行。

【交通运输】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完成交通８１项
行政权力事项程序清单、责任清单及外部流程图编制

工作。发放省际线路牌２１００张，市际线路牌 １９００
张，年审道路运输证１２２５本。全年完成汽车维修许
可４家、普通货运许可３０家。抽查班线及旅游营运
车辆３５４０台次，取缔无证无照店面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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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件。

【引进物流企业】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通过鼓励
现有企业逐步拓展产业范围，引进诸葛（武汉）信息

技术、武汉华秀国际货运代理、武汉云中燕物流３家
物流企业。其中，诸葛信息已正式在新三板挂牌，并

在湖北地区成立诸葛（荆州）、诸葛（宜昌）等多家区

域性子公司，业务覆盖了整个华中地区。

【货运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严格货运车辆
审验，对辖区货运车辆年审资料逐一核查，年审货运

车辆１２２５台。每周对辖区货运企业（包括危运企
业）至少例行安全检查１次。完成２４户货运企业质
量信誉考核。开展汛期保障和应急储备运力工作，

成立防汛指挥部，按照防汛应急要求召开防汛工作

会议，足额准备待调防汛应急车辆。

【客运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严格客运车辆
年审，全年审验客运车辆１１０台次。严格质量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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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完成辖区５家客运企业初审意见评定上报工
作。强化客运站日常监管，采取日常专人驻站、节假

日专班监管的方式加强全日制驻站管理，坚持每天

１次例检，每周１至２次抽检。加大“三不进站、六
不出站”〔易燃、易爆和易腐蚀等危险品不进站，无

关人员不进站（发车区），无关车辆不进站；超载客

车不出站、安全例行检查不合格客车不出站、驾驶员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邓万想（前排居中）视察
口区保障房建设情况

资格不符合要求不出站、客车证件不齐全不出站、出

站登记表未经签字审核不出站、不配备防滑链不出

站〕落实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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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证、从业资格证、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经

营许可证、安全例检合格单）等重点环节的监督检

查，加强对客运站候乘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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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规范服务、安全运营，履行服务承诺。

【机动车维修】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严把市场
准入关，按照“两必须一杜绝”（行政审批必须严格

按照《机动车维修开业条件》ＧＢ／Ｔ１６７３９对照把
关；现场核查经营资质必须由分管领导、科室负责

人和形式资料查验人员同时到场查验；坚决杜绝

执法人员吃拿卡要行为，一经发现，从严处理）加

强行政许可审批管理，共受理二、三类机动车修理

经营申请１３起，审批７起。强化质量信誉考核工
作，要求二、三类维修企业（经营户）从企业资质、

经营行为、质量保证、服务信用和资质资料准备、

制度规定落实、维修台账记录等 ７个方面自查自
评。加强驾培管理，完成训练场摸底调查，清退不

达标训练场１家。

【道路运输安全】　２０１６年，口区城管委结合辖区
交通行业监管特点，制定《口区道路运输行业安

全监管工作实施办法》《口区道路行业安全监管

工作计划》。深入推进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采

取企业自查、业务科室对口摸排、多部门联合检查、

重要时期领导带班检查等方法大力开展隐患排查治

理。全年排查一般隐患６００余起，下达责令整改通
知３０余份，未发生较大交通安全隐患事故。

（张　琼）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简称口区房管局）紧紧围绕全年绩效目标任务，

重点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市级重点项目、区级

民生工程、中山大道改造和 Ｄ级危房治理等工作，
克难攻坚、开拓奋进，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新进

展、新突破、新成绩。

【保障性住房】　２０１６年，口区房管局对保障性
安居工程进行专题研究，主动协调市级职能部门，

对具体任务按照区、街、社区三级进行分解，细化

落实。对全区保障房项目建立完

善的工作统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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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项目质量、

进度双保障。

加强房源的筹集、分配和管

理，全面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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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政工程配套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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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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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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障项目推进。

２０１６年，保障房完成开工目标７５００套户，为目
标任务１００％，基本建成目标８５００套，为目标任务
１００％。全区２８６１人次家庭享受政府住房租赁补贴
和租金补贴，累计发放租赁补贴５５０８１４２５万元；对
已经分配入住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实行分层补贴，共

发放租金补贴１３０余万元。全区人均住房面积在
１６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家庭已经全部纳入住房
保障体系，实现应保尽保的工作目标。

【房屋交易】　２０１６年，房屋交易中心共受理各类
登记案件共计１１９７９起，商品房、存量房交易案件
（交易监管）１５４８４起，受理商品房销售合同网上
备案２０６３６起（包括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公租房
等），综合税收总额超额完成代征任务。同时，交

易中心收到企业、群众表扬信和锦旗多封（面），政

务大厅窗口群众满意率达１００％。严格控制房屋
登记差错率，截至年底未发现差错行为；严格履行

对外服务承诺，全年未接到有关违反工作规程及

文明服务准则方面投诉，未发生超时办案及电子

监察红、黄牌事件。

２０１６年，口区房管局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配
合完成不动产登记机构组建。３月２５日，口区不
动产登记局正式挂牌成立，房屋交易中心工作重心由

原来的所有权登记向房屋交易监管转变。登记中心

将执法办案流程、办证收件内容、执法人员信息等分

别通过电子网络、办事指南、宣传展板等多途径、多渠

道进行全面公开，并按不同办证类别印制宣传单，让

办事群众一目了然，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为方便不同

群体办证，建立无障碍办证绿色通道，为老弱病残者

申请房屋办证，实行专人接待、专人受理的特色服务。

增设批量房屋受理和企业房屋登记专用接待室，真正

为辖区企业及群众办理房屋交易提供便利。

【物业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房管局注重对物业小
区的规范管理。进一步完善物业管理工作的相关规

定。落实人大２、３号议案任务，确保各项整改落实到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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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打造“三方联动”服务机制。

协调解决百兆光纤到户改造施工“进场难”问

题，辖区１０３个住宅小区中，已有９６个小区完成光

纤入户。各小区物业企业积极配合百兆光纤到户改

造施工，未发现“进场难”的有关问题。

落实区人大２号、３号议案办理，制定并建立议
案办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及办理议案成员单位的

联席会议制度。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２号议案１９
个点位、３号议案１７个点位的治理工作。

【房屋鉴定】　２０１６年，口区房管局建立和完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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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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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级危房治理，排危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由区政
府办正式发文，Ｄ级危房安全警示牌全部安装到位，
按照《Ｄ级危房排危治理工作方案》的工作程序推
进Ｄ级危房治理工作，协调统筹部门对项目征收范
围内危房提前征收，督促房屋安全责任人采取排危

措施，督促、协调房集团对其直管公房中的 Ｄ级
危房进行治理，共同完成目标任务，加大收购谈判的

力度等措施。全年完成消除Ｄ级危房３０栋。

【综合改造】　２０１６年，口区房管局按时全面完成
中山大道综合改造工程。改造完成六机部仓库及２
号楼、下荣华里３～６号、九层商住楼、红旗村小学、
品乐优选酒店、武汉市第一医院感染性疾病门诊、警

鑫宾馆、永庆社区２栋楼及叶子医院等１１处一般建
筑以及优保建筑汉口慈善会的立面整治工作，并将

上述房屋的灯光亮化工作同步完成。

【行政执法】　２０１６年，口区房管局加大执法监督
检查工作力度，坚持“每月有检查，每季度有讲评，

每个建议有回复”，通过加强执法监督管理，切实改

善执法行为。全年共抽查行政执法案卷１０００余卷，
其中登记中心８００余卷，其他行政执法部门自查各
类案卷２００余卷，经整改后合格率为１００％。规范
司法协助，严把收件关口。积极做好司法协助执行

工作，全年共受理人民法院协助执行１１００余件（３
万余处房产），比上年增长２００％。完成对案件的整
理、分析、归档、注记，确保协助执行中无差错。完成

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全年共涉及行政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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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１２起，驳回申请人１２起；行政应诉案件１５起，其
中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８起，待审７起。

【公租房管理】　２０１６年，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房集团）继续简化工作流程，量化工作指

标，强化经济管理，细化委托经营，房产经营创收取

得较好地成效。随着城市旧城改造的推进，公房逐

年减少，截至 ２０１６年底，房集团直管公房 １７０９
栋，面积９３９７万平方米，共计２０１７８户。
２０１６年，房集团加强租金的管控工作，共收

取租金１４７３６９万元。积极为低保户办理租金核减
工作，加快办理流程，做到当月申报、当月核减，全年

共为５３６户低保户办理租金减免手续，年减免租金
１１５２万元。全年为 ７２６户住户办理有偿转让手
续，并按规定收取有偿转让手续费１４１６７万元。

【Ｄ级危房治理】　２０１６年，房集团根据区房管局
《口区Ｄ级危房排危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实现消危
销号目标，完成主体组织实施辖区内Ｄ级危房治理工
程。辖区内总计７栋在册Ｄ级危房，４月完成政府采
购程序，５月启动Ｄ级危房治理工程，截至１２月，７栋
Ｄ级危房（除２栋在政府征收范围内，不须治理）基本
完工，顺利完成全区２０１６年消除Ｄ级危房工作目标。

新增Ｄ级危房治理工作。７月，武汉遭遇强降
雨，辖区内砖木结构直管公房出现大面积严重漏雨

情况，房屋危险等级升级。房集团及时组织力量，

本着“逐步消除 Ｄ级危房，确保居民住房安全”宗
旨，完成严查３０栋直管公房，后经专业危房鉴定部
门鉴定为 Ｄ级危房，其建筑面积 ６４５１１２平方米，
治理计划上报区政府。

【保障房运营】　自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房集团保障房
运营服务中心正式组建后，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２日，成立
武汉市乔顺保障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接管保

障房房屋总计 ７４６６套，其中质保期内的房屋有
６１３８套，已于２０１６年年底陆续到期。对质保期即
将到期的公租房小区进行维修回访，根据回访数据

显示，质保期内开发商未落实的维修问题仍有１０２３
户。针对质保期满后的房屋维修，均按程序报批审

核后及时有效地解决租户的报修问题。

在狠抓安全、维修工作的同时，加快公司公众

号的升级与推广。注重公众号与维修、缴费功能

的搭建工作，提高公众号的实用效益，增强功能

性，尽快实现由电话报修向网络报修、由上门缴费

向网上缴费的转变，为广大住户带来更便捷的服

务。此外，精简优化员工工作程序，从而提高工作

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将长期重复投诉的维修疑

难问题及漏水等重大问题作为工作重点，继续全

力督促物业及工程队的维修进度，为住户提供一

个安逸舒适的居住环境。

（肖腾芳　张　晶）

民 防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防空办公室（简称
口区民防办）着力贯彻落实第七次全国人民防

空会议和全国地震局长会议精神，聚焦人民防空

和防震救灾两大主业，突出体系建设、集约高效、

军民融合、震害防御四大重点，聚力改革创新，全

面和超额完成市、区年度绩效目标任务。区民防

办荣获武汉市民防系统“２０１６年度目标管理优秀
单位”和“２０１６年度安全生产优秀单位”称号，并
被湖北省地震局评为“２０１６年度全省市县地震应
急工作考核先进单位”。

【人防工程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防工程建设，
坚持“以建为主，以收促建”的原则，全面完成新建

防空地下室５８９２６平方米的目标任务。全年受理人
防工程建设审批７件，总面积４２９１２平方米，人防工
程依法配建率达１００％；人防工程拆除赔偿审批 １
件；配合市民防办完成金三角地下停车场建设。加

强人防工程平战结合管理，完成５个竣工人防工程
平战结合利用率（使用备案）达１００％；加强人防工
程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全年消防安全检查４９次，
共查处隐患４４处，下达整改通知单４０份，完成整改
４０处，整改率１００％。全年举办安全培训班２次，参
加人数１６０人次。组织督促人防工程使用单位开展
消防安全疏散演练１５次。注重发挥社会经济效益，
平战结合人防工程所属人防设施、设备完好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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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

发展。

【开发利用】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防办完成新建人防
地下停车位１４７０个；金三角地下公共停车场项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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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９日，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冯晓林少将（前排右五）一
行到口区金三角公用人防工程建设项目调研

上年１０月开工建设，于当年底工程全部完工验收，
并投入使用，为社会提供１３０余个公共停车泊位，缓
解口地区停车难的问题。投入４２万元改造武汉
印刷厂早期人防工程，无偿提供给六角亭街作为社

区公共服务、居家养老活动场所，使人防建设融入社

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服务于民的社会效益。

【通信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防指挥通信建设
再上新台阶。积极与辖区相关部门和单位协调修

订防空袭方案，完成区级防空袭方案初稿修订工

作。认真贯彻国家人防办《人民防空训练与考核

大纲》精神，制定下发口区 ２０１６年人防专业队
整组训练考核方案通知（政办〔２０１６〕２４号），组
织召开全区人防专业队整组训练工作会，完成区

级人防专业队伍整组工作，落实区级人防专业队

的整组和新大纲施训工作，提高民防专业队伍的

整体素质和能力。注重全区警报建设与管理，完

成长丰街百泽社区和韩家街丽水康城小区物业２
台固定防空警报器选址安装工作；办理拆除武汉

有机合成化工厂１台固定防空警报器；新增２０台
手持式、８台手摇式警报器下发到街道，巩固提高
全区警报覆盖率。完成全区固定警报器社会化维

护管理“六有”（有专人管理、有职责制度、有管理

协议、有检查登记、有档案资料、有经费保障）达标

工作，达标率１００％。依法组织开展对全区警报器
检查和“六有”达标，确保全区警报器鸣响率

１００％。“１０·２５”警报试鸣日同步组织１１个街道
社区居民的防空防灾人口应急疏散演练和全区５６

所中小学校学生防空袭应急疏散

演练。在市第一职校组织开展防

空防灾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民防法规】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
防办采取多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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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民防办参加市减灾办、市民防

办组织的湖北省暨武汉市 ２０１６
“５·１２”防震减灾宣传周启动仪
式宣传活动，设置咨询台解答市

民有关防震减灾的问题，摆放展

板４块，共计发放市民防震手册
３００余册，宣传手提袋３００余个。５月１０日晚，在
口公园开展防灾宣导千城大行动观影活动，组

织周边居民、学生参与观看，发放宣传贴画及宣传

手提袋１００余份，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组织部
分社区居民及中小学生到武汉市防震减灾展厅参

观体验；特邀省地震局专家为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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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减灾助理员）工作人员和中小学科技老师

举办地震科普知识讲座。８月，在市一职校组织办
公室行政执法人员参加全市行政执法人员网上资

格考试。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完成《口区

民防办公室信访投诉请求事项法定办理途径指

引》工作，对《口区民防办信访法定途径清单》进

行全方位公开公示，提高行政审批办事效率。全

年依法受理行政审批 １４项，其中，人防工程建设
审批７件，人防工程拆除赔偿审批１件，人防工程
易地建设审批１件，人防工程备案５件，严格按规
定流程和时间办结，行政执法正确率１００％。

【民防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区５６所中小学民防知
识教育纳入年度教学计划，小学、初中９５３７名中小
学生接受民防知识教育。１０月，在市第一职业学校
１３００余名学生与老师参加防空袭疏散演练活动。
１１月２５日，湖北省、武汉市民防办对区内博学初级
中学民防知识教育情况进行检查，得到省、市民防办

检查组的好评。

【基层民防】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防办与各街道签订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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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度目标责任书和安全生产责任状。按照武
汉市民防社区“十个一”标准，指导古田街汉口春天

社区、六角亭街顺道社区按期完成“规范化民防社

区”建设工作。

【防震减灾】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防办积极落实区
级防震减灾专项资金，完成 ３处监测台站规范化
建设与管理，建成１处地震宏观观测点，配合完成
１处信息节点建设及地震烈度速报项目建设工程。
依法开展抗震设防监管工作，完成东方红小学防

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创建，以及中山社区防震减

灾示范社区创建国家地震安全示范社区工作。在

“５·１２”防震减灾宣传周期间，区民防办联合区教
育局在全区８０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开展防震减灾
疏散演练活动，共计 ５５万名师生参与防地震应
急疏散演练。在全区 １１个街道分别开展社区居
民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完成中小学生和社区居民

约８０次防空防震疏散应急演练。年内完成《口
区地震应急分预案》修订工作，组织一次区级地震

应急桌面推演活动。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防办围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活动和机关文明建设工作，注重加强

机关的作风建设和治庸问责工作。坚持组织机关

干部开展周末义务劳动、道德讲堂等活动，组织机

关干部开展文明道德的学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机关文化氛围。与辖区社

区和帮扶对口村开展结对共建，创建幸福社区和

美丽乡村等活动。开展扶贫帮困活动，继续做好

“三万”活动，宣传党的惠农惠民政策，出资２万元
帮助结对村维修垃圾池，入户走访慰问村里的老

党员、老干部、返乡农民工和生活困难群众１２户，
送去慰问金 ３５００元，出资 ３０００元为结对村帮助
购置村文化室音响器材。

（熊士华）

建 筑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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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推动口区经济建设。全年监管在建工程项目

３９７个，建筑面积 １０８７４万平方米，工程造价约
２２７３亿元，项目监管到位率１００％。在招商引资方
面，引进内资３亿元（武汉招商地产古田置业有限
公司）。

【招投标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管站监督管理房
屋建筑工程招标６４个标段，建筑面积合计１２７９１
万平方米，造价合计３２２亿元，其中公开招标１７个
标段，总面积２５３２万平方米，造价５３６亿元（其中
设计招标４个标段、市政招标４个标段、监理招标６
个标段、幕墙招标１个、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招标２个
标段）。完成邀请招标４７个标段，总面积１０２５９万
平方米，造价２６８４亿元（其中勘察招标１１个标段、
设计招标１１个标段、监理招标１３个标段、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招标１２个标段）。
２０１６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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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招标投标活动有

违法违规行为，实现进场依法应公开招标项目公开

招标率１００％；投诉结案率１００％；资料收集完整、数
据准确、整理规范、归档及时。

【造价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管站对区内工程施
工合同审查备案率 １００％；《监管手册》建册率
１００％，竣工结算审查备案率１００％。全年合同备案
１９个标段（其中土建１４个标段，市政４个标段，设
备安装１个标段），总建筑面积１４９８万平方米，合
同总造价 ４３２６２７亿元。全年共发出施工许可证
２３个，总建筑面积 ２３７９万平方米，总合同价
５４６９８２８７５万元。年内完成竣工备案工程 ８９个，
建筑面积１８５１６万平方米。政务中心窗口服务热
情，零投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２５家；建造师
的注册资料３５８人次。

【市场行为监督】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管站对全区范
围内未办理建设工程法定程序审批和管理手续的施

工单位，累计下发督办通知书８７份，无证施工停工
整改文书４７份。年内立案６５起，结案３６起，罚款
总金额１５４５４万元，其中无证施工案件２７起，违法
发包、转包案件６起，未招投标施工１起，分包单位
未及时备案案件２起。全年共处罚建设单位８家，
处罚施工单位（含桩基、支护施工单位）１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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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质量监督】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管站大力开
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积极组织区管项目

开展治理行动，对照标准自查自纠，对本辖区监管

的工程项目及企业进行全面检查，共组织 ３次质
量大检查，检查涵盖辖区所有在建项目；要求项目

办理施工许可时递交“两书”（委托书和承诺书）并

在现场悬挂质量终身责任公示牌；辖区在建项目

监管到位率 １００％，受监工程未发生重大质量事
故。全年工验收工程８５个，验收合格率１００％，工
程竣工备案４９项，备案率１００％。协助创建农民
工学校１５所。年内完成质量行政处罚４起，罚款
金额３８４１万元。

【建筑节能】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管站完成墙体节能
验收备案项目４８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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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建筑节能
竣工验收专项备案手续；新增建筑节能达到１７万吨
标准煤能力；新增可再生能源应用面积２８６８万平方
米；新建绿色建筑５８７６万平方米（招商江湾国际一
期１４３万平方米，华润长丰村 Ｋ１０地块３２７１万平
方米，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四期三区二标１１７５万平方
米）；新型墙体材料使用率１００％、预拌混凝土使用率

１００％、预拌砂浆使用率达到９０％以上。严格按照有
关政策规定征收墙改专项基金，共征收专项基金

１６７９８０万元，专项基金管理符合政策规定和财务管
理要求，无随意减、免专项资金的现象。

【安全监督】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管站共开展安全监
督检查巡查６１４５次、专项整治及季度检查１３次，共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３６１份，停工整改通知单１３９
份，共查出安全隐患３８２１条，共约谈参建单位６起，
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起１５起，罚款１２１万
元。年内有３个项目申报（省）安全质量标准化达
标示范工地“楚天杯”、５个项目申报（市）安全质量
标准化达标示范工地“黄鹤杯”。

【文明施工】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管站整顿、规范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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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２９份，下达《停工整改通知》１８份。处理建筑文明
施工投诉５起，回复及时率１００％，曝光安全文明施
工不良行为３起。

（万　象）

２０１６年口区新增建筑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资质类别及等级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１
湖北楚天联发路桥

养护有限公司

古田四路联发九都

府６栋２０层１３号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特种工程专业承包不分等级（限

结构补强）

张文娟 １５５２７４４１５１３

２
武汉盛世洪癉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皮子街１０３号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李徐梦 １３４６９９９２１０７

３
中国葛洲坝集团勘

测设计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５５８号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

冯昌幸 １８６７１７３０８１５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筑企业资质升级情况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负 责 人 职工数 资质类别 资质原级 升级资质

１
湖北中久建

筑工程有限

公司

崇仁路５４号

程　仁
１５９７１３６４０２８
孙明霞

１５８７１３６６３７３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壹级，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防水贰级

地基础础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１日
申请增项消防贰

级，防水保温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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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负 责 人 职工数 资质类别 资质原级 升级资质

２
中铁建设集

团湖北建设

有限公司

古田二路

（汇丰企业

总部）

２栋２层３号

黄　静
１８９７１５５１５２０
周　亮

１８６２７７５６３２１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９日
增项装修装饰贰

级，新申请增项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
%

级，机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
%

级，地基基础工程

专业承包叁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

３
武汉毅通恒

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陈家墩梅艳

新村１栋
１－１号

王　楚
１７７７１８８１２３１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钢结构工程

专业承包叁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

等级，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贰级，建筑

幕墙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３日
申请增项建筑三

级、钢结构三级、环

保三级、防水贰级

装修贰级、幕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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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营业所。口区供水面

积为４１９２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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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底，在册水表１９９２３３只，其中计费
地表１９５５２只，户表１７５７４７只，考核表３９３４只。

【供水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营业所紧密围绕年初下
达的目标任务，以狠抓对外承诺服务工作为重点，努

力创新思维、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各项经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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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大厅增加

ＡＴＭ机自助缴费设备，尽量减少用户等待时间。
２０１６年，口营业所客户服务室共接待用户来

电、来访、服务咨询及各类用水诉求１６５００余笔，其
中需要核实并回复的７７４笔，切实保障笔笔有回复
有落实；督办和回复热线工单４４０２笔（其中政府督
办件１５４笔）；通过热线系统上号１８５笔；全年信息
回复完成率１００％；用户满意率９９９７％；回复及时
率９８９７％。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２０１６年更换水表 １９６５４只，年检表 １８８１７只

（小口径１８３２３只，大口径４９４只），故障表更换９１８
只（小口径８３７只，大口径８１只，大口径故障表更换
数纳入周检数），其中考核表更换 ８３５只（小口径
６４７只，大口径１８８只）。同时复装 ９４只，校表 １８
只，欠费拆表７８只，销户拆表（未计算成片拆迁户）

７０只，安装止回接头１７８个，更换表接头７３７个，更
换水制４６７个。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营业所支
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拓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

积极组织并开展多项学习及实践活动。制定“两学

一做”学习计划。学党章党规，明确基本标准、树立

行为规范，全面理解党的纲领。学系列讲话，做合格

党员。

（洪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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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设计院有限公司多家基层单位，其供电营业区域

与口区行政区划有所不同。截止２０１６年年底，
口区共有用电客户２６３２万户，其中居民用户２５万
户；报装光伏用户１户，全年累计售电量６４１５亿千
瓦时。

【汉口客服中心口营业厅】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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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人（占员工数
４０％，其中党员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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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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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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报装无休日”等窗口服务举措，建

立口“电力联系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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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００个，受理各类咨询
５８３余笔，解决各类用电故障１０８余笔。年内，口
营业厅分别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示范点”、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中央企业“红旗班组”、湖

北省总工会“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湖北省“青

年文明号”，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标杆班组”和“五

星级营业窗口”“全国青年文明号”等称号。

２０１６年３月，口营业二班荣获“全国青年文
明号”称号。该班在公司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以青年为先导，践行国家电网公司“诚信、责任、创

新、奉献”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完善服务机制，创新

服务方式，锤炼服务队伍，提升服务品质，时刻以客

户满意为标准，让优质服务落到实处，将满意送进人

民群众心里，竭诚为用户带来“优质、方便、规范、真

诚”的服务。

【供电服务】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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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电时间缩短了２０％。２０１６年区内共新装及增容，
完成居民单相 １９１户，三相 ６户；非居民单相 ２０７
户，三相５２户；电动汽车单相６户。截至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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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集抄建设工作，建立用电采集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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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万用
户信息采集系统建设，系统采集成功率９９５２％，自
动化核算户数比２０１６年头增加了１０３９５户，远程自
动抄表率比上年提升了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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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户，重拳整治了复兴
村、中大公寓等窃电重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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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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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完成“两会”、“中高考”、社会各类考
试、防汛、部队重大活动、各级政府重要会议、各银行

年终数据上传等重大保电活动，对辖区内重要用户

内部设备开展了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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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年底，共完成６５个台区，
９３９１户台区改造工作，对８社区进行了１６次走访。

【智能推广】　２０１６年２月，口区供电公司员工带
着新年的祝福，主动走访发展一村社区，为广大客户

解答用电问题，推广智能电管家、电 Ｅ宝等电子缴
费渠道。同时，对常年帮扶的困难户和孤寡老人送

上了大米、食用油、牛奶等日常生活用品，对室内电

力线路、家用电器设备、开关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

地方进行“大体检”，保障老人们能过上安全、舒心

的新春佳节。此外，活动当天共发放“网格服务电

话卡”、智能电管家、智能电表、支付宝等宣传资料

１００多份，礼物３０份，现场指导客户绑定掌上电力
ＡＰＰ、支付宝缴费，签订“智能电管家”用电服务协议
２０户。

（武　岚　余杨哲）

供 气

【概况】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位于口区沿河
大道３５８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在合资经营区域内
投资建设经营管道天然气、投资建设与经营其它管

道燃气管网和设施，供应和销售管道燃气炉具及相

关配套设备和提供各种售后服务，并提供机电设备

的批发、零售、安装、维修及售后服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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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户办卡报装、燃器具报装等多项便民服务。

２０１６年，公司获得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状”和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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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

企业、集善助残联盟单位、履行社会责任贡献突出企

业等荣誉。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安检员检查室外燃气管道安全运
行情况

【经营管理】　２０１６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科学
审视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构建新的经营管理模

式，培育新的经营利润增长点，继续落实“安全、服

务、市场、人才、效益”五大管理工作重点，积极调整

工作思路，科学制定经营目标，圆满完成各项经营管

理工作。全年公司实现总销售收入３９１７亿元，实
现天然气销售量１４２亿立方米。

【安全管理】　２０１６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高度
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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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受城市大规模建设及极端天
气洪汛渍水等的影响，燃气管网及各项营运设施受

破坏严重，公司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及治理，积极做好

应急预案及演练工作，强化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生产

标准化，为武汉市广大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天然气。

开展多项安全管理专题检查，由公司领导带队，

全面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及后续的跟进，公司全

年累计安全检查２２７次，检查部位６０９处，涉及隐患
５４处，全部得到整改。

深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公司树立“培训不到位

就是隐患”理念，重点加强安全责任意识、安全管理人

员业务素质及岗位技能的教育培训。全年公司各部

门、单位共计开展安全培训４４９次，参加人员累计达
１５３７８人次，培训时长３２９６７小时。年内公司安全生
产管理持证人员２２０人，注册安全工程师２８人。

稳固提升隐患整改处理能力，确保燃气管网良

好营运。公司根据管网风险评估数据及日常运行状

况，合理制定２０１６管网整改计划，逐步实施管网及
设施的整改。全年公司隐患整改费用投入计０９１
亿元，营运安全投入７０００余万元。年内共完成老旧
管网改造３６７４公里，压占隐患整改６０处。

【供气服务】　２０１６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全面
落实“十三五”战略规划，积极实施服务优化战略，

坚持完善服务工作总基调，推进服务工作标准化，加

大服务监管力度。

履职尽责，稳步提升智能化服务。公司积极与

支付宝公司、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

单位合作，年内实现线上缴费线下圈存的功能，极大

方便用户充值。年内公司完成２２７家工行、１９０家
建行２４小时营业网点，公司１８个营业点、４２家兴
业银行营业厅及１００个物业小区设置圈存服务，使
充值网点从原有的６７个扩展到近６００个。全年第
三方支付总笔数４５６万笔，客户通过第三方支付占
比达３３６％。同时，公司将天然气报装项目实行网
上信息公开，用户可在微信端、公司网站上直接报装

申请、查询报装处理进度，实现报装管理网上公开的

服务承诺。全年公司共受理报装诉求８７２起，成功
受理项目４０１起。

注重加强服务督察工作。公司推选的两个

ＳＱＳ项目在“海洋王”杯全国 ＱＣ小组成果发表大
赛中均获奖，其中涡轮流量计法兰连接分离装置

的研制荣获优胜奖，研制燃气 ７６０毫米井盖新型
开启器荣获一等奖。同时，公司在全市３６个重点
窗口行业群众满意度双月测评中，全年测评成绩

平均保持在前六名。

妥善处理好媒体监督，进一步畅通诉求渠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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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客服热线受理诉求１０８万起，最高一天８９００起，
回复及时率１００％，回访满意率９５％以上。另外，建
立公司、单位、服务窗口三级检查机制，制定检查工

作标准。全年累计开展服务检查１００余轮次，发现
及改善问题３０余个，全部完成整改。

面对２００万用户的市场，公司及时转变观念，积
极推进客户延伸服务业务的建立和开展。成立延伸

服务工作专班，建立“三大载体、三大渠道”的延伸

服务体系，提出构建延伸服务平台的延伸服务模式。

公司制定和实施相关营销策划方案，推介公司“一

体化”服务、舒适家居系统及燃气具产品，变“成本

中心”为“利润中心”。全年完成小户型与老小区分

户安装５７８６户，安检２９７６户，实现燃气具销售２０８
万台，较上年有大幅度提升。另外，公司建立以公司

微信公众号为平台的网上服务中心；购置并改造销

售专用车辆，建立流动服务中心；对现有店面进行改

造，让客户深切体验到公司品牌、产品及服务，打造

集概念型、营销型、实用型为一体的实体体验中心。

（张　焱）

邮 政

【概况】　武汉市邮政局口分局（简称口邮政分
局）是武汉市八大中心城区营业局之一，下设口

路、韩家墩、武胜路３个支局，共有１５个网点，其中
代理金融网点１３个，在岗员工２１２人，业务收入年
规模９０００万元，储蓄余额规模４０３６亿元，人均劳
动生产率３６万元。２０１６年，口邮政分局被评为
“武汉市文明单位”和“湖北邮政十佳现业分公司”，

１个网点被评为“湖北邮政四星级营业厅”，７个网
点被评为“湖北省三星级营业厅”，韩家墩支局党支

部被湖北省邮政公司授予“示范党支部”称号，口

邮政秉承区域冠军文化，涌现湖北省劳动模范李红

微、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曹军等先模人物。

【生产经营】　２０１６年，口邮政分局深入贯彻五
大发展理念，以“精准管理年”为实施路径，以转型

对标为抓手，从高定位推动全年工作，取得了良好

的成效。业务收入达到 ９１６９万元，占年计划的
１０９４８％，同比增幅 １９３８％。新增储蓄余额
８４７亿元，同比净增５４亿元，点均余额位居全市
第三。代理保险实现保费２７８亿元，其中中邮期

缴保费位于全市第二。全年金融总资产净增突破

１０亿元大关，净增１１２５亿元。包裹快递类业务
实现收入１７５６万元，完成比１８３％、增幅１５４％，分
别列全市第一位。下属机构仁寿路、韩家墩、古田

三路３个网点年新增余额过亿，其中仁寿路列全
省第１２位。对标竞进激发真活力。区分公司整
体对标保位缩差，业务收入保持全省现业第 １３
位；包裹快递全市第 １位，提升 ６个位次；函件全
市第２位，提升１个位次；代理储蓄第３位，提升３
个位次；代理保险保持第５位；电子商务保持第６
位；分销保持第６位；集邮保持第５位；３个支局中
有２个实现进位，口路支局列全市第１位，提升
９个位次，１３个网点中有６个实现进位。

【企业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邮政分局坚持“从严治
党”为统领，夯实企业发展精神保证，扎实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切实从严治党每一步。坚持“精

准管理”为路径，推动经营工作转型发展，一核业务

向“精准”发力，以两轮业务向“规模”发力，传统业

务向“创新”发力。坚持“三互对标”为动力，促推发

展氛围持续向上，通过“互学互看互比评作风、评业

绩、评效能”，让干部职工“红脸、治病”，全体上下统

一思想，凝聚斗志。坚持“管理创新”为基石，搭建

基础平台牢固创效，促转型全面再深化，打造古田三

路全省转型示范网点。区内１３个网点全部通过转
型验收。

【邮政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邮政分局网点建设能力
显著提升。通过“Ｎ站合一”建设促综合平台转型
升级。初步建成２８个包裹智能柜、４２个包裹自提
点，提供社区自提服务。建成 ２个 Ｏ２Ｏ业务体验
区，邮掌柜活跃站点９９户，代收费站点５５户，切入
“线上线下”互联网服务模式。完善促网点硬件升

级，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全年新增投入 ＣＲＳ机 １９
台，韩家墩网点完成整体改造，区分局拥有３００平方
米以上全装修达标网点１２个。服务质量和水平持
续提高。坚持开展服务质量竞赛活动，通过“检查

通报每日红黑榜”“服务明星周周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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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件；３８人
次获得市邮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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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分，１个网点被评为“湖北邮政四星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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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厅”、７个网点被评为“湖北省三星级营业厅”。

【回馈社会】　２０１６年，口邮政分局坚持运用自
身特色开展文明建设公益行动。先后在口区建

立以弘扬冠军文化主题的“冠军邮局”、以残疾人

为服务对象的“阳光主题邮局”、以小学生为主体

的“少儿邮局”。南垸坊小学的集邮特色教育和开

办“少儿邮局”取得显著成果，得到全国集邮联合

会和口区政府好评，被授予“全国示范少儿邮局

基地”称号。坚持与街道社区开展文明共建活动。

开展结对共建美丽乡村工作。给乡村送去书籍

５００余册，捐助衣物２００余件，举办送知识讲座１３
场。开展回馈社会“社区行”活动，以网点为单位

组织“夏季送清凉”进社区放电影活动，进入２４个
社区为市民免费放电影。以党支部为单位与社区

党组织开展“双认领”活动，长期为 ４名困难的帮
扶对象进行慰问和帮扶活动，被省邮政公司授予

“全省十佳示范党支部”。

（吴春霞）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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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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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经营】　２０１６年，口电信继续坚持整体经营
思路，以 ４Ｇ引领天翼，突出宽带优势，发展“互联
网＋”业务助推企业规模发展，市场份额稳中有升。
全年基础业务持续稳健，新兴业务快速推广，重点市

场有效拓展，各项工作成效明显。

【网络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电信积极推进光网改
造建设，强化４Ｇ网络建设，优化网络资源，加快老
小区改造进度，加快实现光网全覆盖。全年累计

实施光改近 １０万户，新增 ４Ｇ基站 ６个、迁移 ３Ｇ
基站３个。

【通信服务】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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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

提升服务水平。继续完善用户服务规范制定，并从

制度、规范上保障用户服务质量。坚持强化装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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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优化装维响

应流程，缩短障碍处理历时。主动开展客户感知与

品牌提升行动，针对不同客户，采取相应的措施提升

维护服务质量，有效改善客户感知。

（李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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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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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客户中心、建

设维护中心。主要经营移动通信业务，包括语音、数

据、多媒体等。

【业务经营】　２０１６年，移动口区分公司重点业务
收入增幅明显，成绩可观。一方面，通过大力推进全

渠道的４Ｇ终端销售，区域内使用４Ｇ网络的用户取
得快速增长，４Ｇ流量收入稳步提升。另一方面，坚
决落实“宽带中国”的战略，秉承“提速降费”思路，

积极推进宽带用户的发展。截止２０１６年，区域内小
区已基本覆盖移动宽带，宽带用户较上年大幅增长。

【渠道营销】　２０１６年，移动口区分公司以“４Ｇ领
先、规模发展”为指导，渠道营销能力得到持续提

升。注重通过纳入网格化管理，将对渠道的日常支

撑及帮扶工作落实到人；注重通过积极拓展新的星

级渠道及末梢渠道，增加与客户的触点，更好的服务

于区域内的用户。同时，通过为渠道代理商进行及

时的业务培训，提升渠道的营销及服务技能，推动公

司经营业绩稳定发展。２０１６年，移动口区分公司
·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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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武汉市通信管理局颁发的２０１６年宽带发展工
作先进集体奖。

【通信服务】　２０１６年，移动口分公司政企客户中
心继续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持续提高客户服务能力

和支撑服务水平，通过日常拜访、送服务进企业、节

日短信问候等方式，密切企业与集团客户间的沟通

联系，构建和谐友好的客户关系。继续从区域内实

际情况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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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企业客户积极开展首席
拜访、提供现场咨询办理等活动，使集团客户４Ｇ渗
透率达到８０％以上。注重政府企业信息化，梳理客
户关系，围绕４Ｇ网络，做精做细相关工作，加深与
辖区内政企客户的信息化合作，着力拓展４Ｇ应用，
推出物联网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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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设。

【网络建设】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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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积极推进４Ｇ（ＴＤ－ＬＴＥ）网络建设，
使用户手机上网达到４０Ｍ下载速率。同时，积极提
升宽带设备容量。年内，移动口分公司对网络设

备和结构及时进行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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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好评。

（丁　娜）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口营销中心·

【概况】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口营
销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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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位于建设大道１４２号湘商大厦ｂ座７层。其负责
口区域的联通业务发展，主要经营语音和数据业务

固定电话，互联网宽带与专线电路业务系统集成与

信息化应用业务。２０１６年，口联通秉持工匠精
神，崇尚精益求精、尽善尽美的工匠精神，坚持高标

准的精品意识，着力打造“匠心网络”“匠心产品”

“匠心服务”和“匠心管理”，尽心尽力服务民生。

【业务经营】　２０１６年，口联通根据公司“聚焦合

作创新”战略的启动年和省公司“二次创业”引领的

关键年，也是实名制、提速降费等行业变化与要求影

响较大的一年，坚持以移动业务为主导，以宽带业务

为突破口，不断强化全业务运营，口联通移网４Ｇ
业务增长迅速，全年公司流量收入比上年增长

６０％，４Ｇ占比超过５０％，实现规模和效益的持续稳
定增长，取得良好的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时，网

络质量、业务种类、用户规模、服务水平都迈上新的

台阶，成为口区用户规模大、网络质量高、综合实

力强的通信运营商之一。

【网络建设与维护】　２０１６年，口联通为了满足企
业发展以及用户需求，新建城域网机房２个、改造线
路１５８条、搬迁光交１８个，顺利完成两期项目的光
纤改造，达到光改退铜５７００线对千米，绝对值全市
第一，为公司顺利完成退铜总任务贡献了力量。

【通信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联通注重服务方面管
控达标，全年实现零申诉，投诉量也同比大幅下

降，ＮＰＳ值改善较好。在市邮政公司客委会组织
开展的“绽放青春，我为服务代言”服务风采大赛

中，口联通囊括“最佳服务标杆单位”“最佳服务

推动单位”和“卓越管理团队”三项荣誉。为保障

网络质量，调整重心维护架构，根据市场化水平提

高装维单价，引入市场竞争，实施以客户感知为主

的考核体系，以用户满意度为主，结合及时率等

ＫＰＩ为辅助考核，强化服务质量。将共建（合作）
社会化合作项目纳入统一调度体系由宽带运营部

调度中心统一过程管理，实行全市末梢装维服务

统一监管，强化装维服务过程管控，提升宽带服务

响应质量和效率。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联通严格按照党委
和纪委要求，认真对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准则条例，认真履行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积极践行“两学一做”主题教育

活动，带领支部党员干部参观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参

加武昌监狱警示教育活动，听报告、观展览、谈感受、

写感悟，手抄党章全文，撰写学习体会和心得。同

时，严格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和财务纪律，恪尽职

守，秉公办事。

（昌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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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管 理

发 展 改 革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
口区发改委）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紧紧

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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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汉正街中央服务区、

宝丰—宗关特色商务带、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三大

功能区，重点发展现代商贸、工业服务业、健康服务

业三大产业的总体战略，在加快口转型发展中主

动作为、奋力担当，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实现“十三五”良好的开局。全区完成生产总值

５９９３６亿元，按可比口径（下同），比上年增长
７３％，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４０６６亿元，增长
８７０％；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４５８７０亿 元，增 长

６８０％。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０：２３７：７６３调整

为０：２３５：７６５。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碳耗下降率
均达到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２２９５７亿元，
重大项目建设综合效益凸现，重点领域、重点工作实

现突破；２０１６年申报获批国家专项建设基金７９亿
元，创历史新高。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年，口区发改委发挥规划统
筹作用，公开发布“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导编制完

成３６项专项规划，对接武汉市总规修编及分区规
划编制，论证、梳理总规、控规调整建议，成功将汉

江湾纳入武汉市城市副中心，组织参与编制《汉江

湾产业规划及城市设计》《汉江湾核心区概念性方

案》《环同济健康城产业及城市更新改造规划》等

专项规划，更加精致的谋划区域发展。将“互联

网 ＋”产业创新工程、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

市”和“城市合伙人计划”等列入“十三五”规划和

国民经济计划。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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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２２９５７亿元，同比
下降４１５％，在全市七个中心城区中，同比增幅排
名第六，投资总额排名第五。全年实际建成停车

泊位２５６８个，其中随项目配建点位 ３个，泊位数
７３１个；独立停车楼４个，泊位数９４２个；利用闲散
地块改造点位７个，泊位数８９５个。重点项目建设
中完成区级重大项目７５个。复地汉正街、武汉恒
隆广场项目实施地下工程施工，游艺路变电站确

定选址，正在报批建设方案；中建御景星城、时代

新世界项目住宅部分结构封顶；香港中心项目启

动建设；武胜文化城北区竣工入住，南区正在洽谈

收购企业；凯德古田广场项目主体完工，正在进行

内外立面装修和招商工作；招商江湾国际主体完

工；海尔国际广场项目部分住宅结构封顶，写字楼

地下工程施工；正达红星美凯龙项目结构封顶；开

工商业、写字楼面积７２３５万平方米，竣工公建面
积６４４万平方米，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坚持“一周两会”制度，推动融资、招商、安置房

等关键要素相互支撑衔接。全年共组织召开周六重

大项目调度会１１次，区政府重大项目调度会３０次，
重大办主任办公会 １３次，重大项目现场办公会 ４
次，印发重大项目调度专题会议纪要４６期。实施专
班运作、专人跟进服务机制，全力做好关键节点、支

撑要素协调调度，突破香港中心项目外资准入、开工

建设，复地汉正街项目历史建筑迁移保护，武汉恒隆

广场项目永久变电站选址，凯德古田广场项目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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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６日，口区召开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动员部署大会

二路地下通道建设等重大项目推

进难点问题。严格落实项目审批

工作，全年共办理行政审批７９件
（行政审批件，审批类函件７件），
其中备案项目 ２３件、核准项目
１件、政府投资类项目３７件、融资
项目批文８件、审批类函件１０件，
按时办结率达到１００％，投诉率为
零。抢抓融资黄金窗口期，２０１６
年申报获批国家专项建设基金

７９亿元；成功发行古田老工业基
地综合改造项目 １４亿元企业债，
发行利率 ３４８％，为本年度全省
最低。

【“两型”社会建设】　２０１６年，
口区发改委圆满完成区内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率、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率均达到４％年度节能降碳
目标。完成全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牵头起

草《口区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和加强公

车管理工作实施方案》，严格按照车改政策核定车

辆编制和参改人员、处置取消车辆、妥善安置司勤

人员。开展车改后公车管理使用违规问题专项治

理工作，全区６５家参改单位，参改车辆６７６辆，保
留３６８辆，取消 ３０８辆，车辆压减率为 ４５５６％。
全区６３家参改单位（不包含法院、检察院）参改人
员共计３２１９人，１３名提前离岗司机，实际补贴发
放人员共计３２０６人。节能减排、低碳建设取得新
成效，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入选２０１６年墨西哥全
球气候大会 Ｃ４０全球城市低碳发展案例，成为“全
球榜样”。全区新增绿色建筑１３０万平方米，中建
御景星城、招商江湾国际获得二星级绿色建筑设

计标识。选取韩家墩小学等１０所学校，积极开展
生态校园创建活动，探索建立生态绿色文化、循环

经济利用、生态环境治理、低碳节能利用、生态绿

色消费、绿色绩效评价等 ６方面构成的低碳绿色
教育考核体系。在社区进行“低碳家庭我先行”活

动，打造２个低碳示范社区。协调将“古田生态新
城１１３５片基础设施建设及生态修复”项目纳入
２０１７年武汉城市圈“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专项支持范围，争取省预算内投资 ３００万
元。有序推进区循环经济引导项目１０个，组织开
展全区节能宣传周活动。

【经济运行】　２０１６年，口区发改委共承担１４项
市区绩效指标，其中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５９９３６亿
元，比上年增长７３％；服务业增加值４５８７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６８％；服务业“小进规”企业新增 ２１
家，净增１５家；出台支持产业创新政策２２条；发起
设立规模６０００万元的龙互联网医疗产业基金；汉
江湾产业规划及城市设计形成阶段成果；累计争取

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专项资金５５６亿元。注重发
挥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平台作用，做好全区经济运行

的综合研判，强化经济运行分析预测，先后形成各类

经济运行建议５篇，编制经济运行分析报告１０余
篇。强化经济指标监测调度，组织参加区政府常务

会全面调度３次，重点经济指标调度会８次，分类调
度７次重点经济指标，及时分析下拉因素，夯实薄弱
环节，实时督办跟进，促进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构建

产业创新生态，制定出台支持产业创新的 ２２条政
策。进一步发挥口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带

动作用，成功与马应龙集团合作设立６０００万元规模
的龙互联网医疗产业子基金。加快建设产业创新

载体，编制创谷计划，汉江湾被确定为全市第二批创

谷计划。提升抓好全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

影响力，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做法，

抢抓国家层面改革机遇，累计争取国家专项建设基

金政策性融资５５６亿元，《湖北日报》连续１０期报
道“古田现象”引起广泛关注。

【粮食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发改委全面落实粮食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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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严格遵守国家粮油直报系统

各类报表的报送时限，高质量完成数据报送工作。

区军供站严格执行军粮供应政策，实行预约售粮和

送货上门的工作方式，积极落实“一批一检一报告”

制度，确保军粮质量合格率１００％，工作得到辖区驻
军好评。积极组织辖区粮油企业做好省、市粮食产

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的申报工作，湖北省金穗长丰

粮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和武汉市江声科技有限公司

获批省、市级各类扶持资金１４２万元。开展２０１６年
度全区“放心粮油”专项检测检验，抽检样品合格率

１００％。实行粮食市场信息采集员制度，组织古画社
区５０户居民开展粮油供需平衡抽样调查，抽样调查
同济医院食堂、宝丰路艳阳天等５家单位食堂及餐
饮企业粮油消费情况。组织开展以“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促进粮食减损增效”为主题的爱粮节粮进社

区宣传周活动。

（胡自勤）

物 价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物价局紧紧围绕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主题，积极探索新形

势下价格管理新途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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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

消费预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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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口区物价局价格监

督检查分局获湖北省物价局“２０１６年度全省价格
监测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物价执法】　２０１６年，口区物价局价格投诉及
价格监测及时办结率１００％。全年共受理投诉举
报９９９件，其中国家发改委 １２３５８平台系统交办
的１７６件，省、市物价局交办的 ３９２件，区政务平
台交办的 ４３１件（含市长专线 ３６９件、区平台 ６２
件），按时办结率１００％。对４家已查实存在价格
违法行为的经营者进行行政处罚，处罚金额 １５
万元。处理违规经营者退款 ２４件，退款金额
４３４６３５元。上报价格监测报告６１２份、价格监测
数据２１６７４条。

完成重点检查和现场指导口区海天汽配市场

２５４家经营户的明码标价情况，以及对汉西二手车

市场二手车交易大厅收费的执行情况，并规范市场

经营户的价格行为。组织开展辖区旅游市场的收费

执行情况、涉教、涉医专项检查、中小学社会化培训

机构收费不规范不透明问题承诺整改工作。对全区

有资质的１６家社会化培训机构进行 ３０多次的检
查，下发全市承诺整改工作第一份行政处罚罚单，承

办全市开展中小学社会化培训机构收费不规范不透

明问题承诺整改工作督查现场会。对辖区８家医疗
机构进行医疗收费检查，继续打造南国大武汉家装

灯饰市场为明码标价典型示范市场（街），完成规范

２６０户的目标任务。为社区居民群众提供《民生价
格指南》，协调企业免费为社区安装价费公示牌，在

公路社区组织召开全市明码标价推进工作现场会。

开展商品房价格专项检查工作，规范辖区６个已开
盘房地产企业的价格行为。定期开展到企业和社区

的价格服务活动，做好价格政策传递和咨询投诉落

实方面的工作，开展超市物价员价格管理业务知识

培训。

【价格认定】　２０１６年，口区物价局以履行价格服
务职能为中心，认真做好涉案、涉纪财物价格认定工

作。全年共办理价格认定案件２５５件，涉案标的金
额为３０８万元，无一件申请复核和诉讼，价格鉴定规
范率达１００％。在涉案、涉纪价格认定工作始终遵
循合法、公正、科学的价格认定原则，坚持依法认定，

在价格认定工作中始终严把“委托受理关”“现场查

验关”“市场调查关”“分析测算关”和“审核关”，增

强价格认定的严肃性和准确性。

【价格许可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物价局对全区行
政事业单位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调整清理，

印发《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关于调整口区行政事业

性收费标准目录的通知》，同时在“口信息网”上

予以公布。规范程序严把“审批”关，新办《服务价

格监审证》３个，《监审证》办证准确率达１００％。完
成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报告工作，加大对全区４２家
行政事业单位事中事后的监管工作，及时将上报数

据录入到“全国收费动态监管系统”。停发和回收

两证，核发的１１６个《服务价格监审证》已回收 ６１
个，核发的 ８７个《收费许可证》备案证已回收 ５１
个。完成民办幼儿园登记和统计工作、做好经适房

华生汉口城市广场业主涉价维稳工作。

（胡自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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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信息化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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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全

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期完成１１３５片土地修复建
设、发展现代商贸业、培育工业服务业、精准服务企

业等重点工作，圆满完成各项绩效工作目标，整体工

作再上新台阶。

【产业创新】　２０１６年，口区经信局加大经济指
标调度，努力克服经济增幅下滑和企业下户的“双

重”压力，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３５８２亿元，
位列全市中心城区第二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８７８亿元，规模总量居全市第二位。中百集团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３５０亿元，继续位居全市零
售企业第二位。同时，省石油、国美等一批骨干企

业也保持较高的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过亿

元企业７３家，新增“小进限”企业达到 １５户。加
快培育工业服务业，扎实做好总部企业、工业服务

业骨干企业引进工作。全年共引进欧孚迪汽车设

计公司等４家总部企业和武汉易安达高空工程有
限公司等２１家工业服务业骨干企业，其中深圳市
浪尖工业设计有限公司、蒙牛每日鲜（湖北）有限

公司拟入驻本区。加速发展现代商贸业，创新发

展“互联网 ＋”、特色街区等商业新业态。引导中
百集团涉足加强型生鲜超市、跨境电商，中百店联

网科技公司及武汉中百便利店有限公司分别于５
月１３日和８月５日成功注册，注册资金分别为１
亿元及８０００万元。与日本罗森技术合作建设的
中百罗森便利店提供３００个品种的鲜食和高档商
品，最高单位面积销售额由 １００元增长到 ４００多
元，年内在集团门店减少近１００家的情况下，整体
营业收入仍然保持平稳增长。指导南国大武汉、

汉口里分别打造武汉市首个家居设计创意和武汉

民俗文化展示的特色街区，南国大武汉创意家装

设计特色街区正式开街，汉口里基本完成商业业

态调整。

【企业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经信局注重加强服务
企业工作的组织与协调。牵头建立服务企业每月调

度会制度，定期听取并汇总各单位工作情况，及时进

行分析和督办，形成服务企业长效机制，并通过服务

企业工作推动财源建设、招商引资的工作格局，形成

全区各部门街道精准服务企业的良好氛围。全年走

访企业收集各类问题２３４个，其中２２５个问题办理
并回复，因政策规定等限制不能解决的７个，２个问
题正在督办之中。精准推进服务企业工作举措。指

导远大、新华印务获批全国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称号，

新华印务获批全国两化融合试点企业，企业示范引

领作用凸显。在市级各项扶持企业的资金进行归并

压缩的情况下，统筹全区各职能部门积极为辖区企

业争取市级各项扶持资金３８００万元。联合辖区金
融机构积极推进“助保贷”等融资创新，帮助中小微

企业贷款融资１０７亿元，缓解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的
资金压力，促进企业快速发展，在全市７个中心城区
中名列前茅。

【企业保障】　２０１６年，口区经信局积协调力诺双
虎、远大医药等１１３５片化工企业厂房安全拆除和凯
德西城建设开工保障，１１３５片 ＥＰＣ项目施工水、电、
气设施管网审批及安装等重点项目，保障全区重点项

目开工、开业和重大活动的顺利开展。区经信局在行

业安全指导、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也取得新的成绩。

【市场监管】　２０１６年，口区经信局完成办理再生
资源备案证年审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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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７家。

（吴　维）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业总产值亿元以上企业情况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２０１６年全年
工业总产值

２０１５年全年
工业总产值

增　幅

１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６０７００ ３３１２０６０ ４４８７８％

２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３２３３０９７ ２６８７９９４ ２０２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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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２０１６年全年
工业总产值

２０１５年全年
工业总产值

增　幅

３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３０８９７１２ ３２４３４２２ －４７３９１％

４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１２８１２１０ １０９６１７０ １６８８０６％

５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８８３３５３ １１０６８４６ －２０１９１９％

６ 湖北省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４８１１１９ ３０２１２２２８ ５９２４６４％

７ 武汉市隆昌皇冠食品有限公司 ２９８１７８３６ ３２８８９４８９ －９３３９３％

８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２７３６ ２５８３４５ ９４４１３％

９ 武汉市依翎针织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３９９４ ２４９１０７ －６０６６９％

１０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１９３５９８ ２０３２９２ －４７６８５％

１１ 武汉金东方智能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４２２６ １１６２１７ ３２７０５２％

１２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１５３３０４ １３３１７７ １５１１３０％

工商行政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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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转型跨越发展为目标，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落实事

中事后监管，着力构建消费新生态，启动口区创建

“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工作，狠抓特种设备安全

监管，各项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

【登记制度改革】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质监）局
认真落实注册资金认缴、住所登记和先照后证等制

度，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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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登记证，统一换发带有

社会信用代码的新版营业执照）登记常态化，并开

始实施“五证合一”（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五证合

一”登记制度）和个体户“两证合一”（原先个体工商

户登记时依次申请，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

营业执照、税务部门核发税务登记证，将改为一次申

请，由工商部门核发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

执照）登记，进一步优化行政审批环境。全年共登

记各类经济主体７６８８６户（内资企业２１５６０户、外资
企业２４７户、个体工商户 ５５０７９户），比上年增长
１３９％。全年新增注册私营企业３７０９户，比上年增

长１４２％。完成“个转企”２２１户，升级为有限公司
２００户，“个转企”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市名列前茅。
帮助企业开展融资，指导抵押人抵押主债权融资

８４９２万元；为会员融资４０００万元，为企业的发展提
供支撑。２０１６年，区工商（质监）局荣获“全国个私
协会系统先进单位”称号。

【事中事后监管】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质监）局
注重推进市场主体年报公示，区内年报企业数量

逐年增加，诚信经营意识逐年深化。开展长期未

经营企业（“僵尸企业”）专项清理，共清理 ２５０７
户，对１０２８户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进行行政吊销
处罚。成立全区“先照后证”改革后事中事后监管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织全区 ３０家成员单位，运
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加强涉企

信息的归集和公开。对市场主体开展一次不定向

抽查，随机抽取市场主体９７１户，每个市场主体随
机配对２名执法人员开展检查；在投资理财、汽车
销售、美容美发等重热点行业中开展 ２次定向抽
查工作，共抽查企业４２１户，同时将抽查检查结果
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进行公示。对未

年报的４７７９户及“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
法联系”的 ２１５１户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相关
部门对列入异常名录的企业及其经营人在贷款、

任职等方面进行限制，“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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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逐渐形成。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２日，中共口区委、区人民政府召开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
市”工作动员部署会

【市场秩序整治】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质监）局
开展“市场秩序监管不力”承诺整改行动，制定整改

方案，大力整治市场秩序，共办理案件２４２件，罚没
入库３００余万元，执法办案数量和罚没数额排名在
全市工商系统第一名，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检查抽查和清理整治。全年

共清理企业４９１户，清查互联网金融企业 ５６５户。
开展无照综合整治５次，重点查处居民楼的无证照
经营行为，取缔无照经营６４户；开展安全生产和消
防安全工作排查行动６次，立案查处无照经营行为
１４起，无照处置率达１００％。积极开展商品质量检
测，共抽检汽车配件３５批次，对不合格商品进行查
处。大力整治培训机构，共清理教育咨询、培训机构

４６７户，对从事中小学培训的６９户全部下达《行政
指导告知书》，取缔无证无照２３户，立案查处１０户，
列入异常名录１８４户，培训乱象有很大转变。注重
辖区环保工作。关闭９家煤炭销售企业，排查内河
船舶加油站点、检查建设工地３４个，查处重油渣油
销售企业４户。对２台燃煤锅炉进行安全检查中不
达标进行处理，并停用。对全区２７个加油、加气站
进行检查，抽检成品油２６批次。清查干洗服务类主
体６１户，清查汽修喷漆店８家、取缔关停４家，捣毁
违法土炼油厂１个，处理涉及环保的督办、投诉约
３０起。

整顿网络商品交易秩序，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

监管。全年网上检查网站（店）

１９３２次，实地检查网络经营者２０９
个（次）；发放营业执照电子链接

标识５２个，成功加贴８户；发现违
法经营问题网站（店）１５７个，进行
行政指导６３个（次）、立案查处１９
件，罚没款３６９万元。

开展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为重点的“双

打”行动。全年查办假冒伪劣类案

件３７件，罚没金额７４４８万元。
加强合同格式条款检查，清

理和纠正“霸王条款”，共审查条

款 １４３６条，违 法 条 款 处 理 率
１００％。共受理合同争议１６４件，
办结回告率１００％，挽回经济损失

５３万余元。重点打击长丰古田地区的招商加盟合
同欺诈违法行为，设立警示牌 ４２个、挂宣传横幅
１５条、清查涉嫌企业６０家，共立案２０起、处罚１８
起、吊销营业执照１６家，罚没款１０３７万元。

规范汽车市场秩序。摸排二手车经营企业３３３
家并建立企业台账；复查２０１５年以来涉及二手车消
费的投诉举报１０６起，立案２起；在汉西二手车交易
市场建立消费者维权直通车，共受理和办结二手车

投诉６１件；指导成立二手车市场行业分会，分会与
市场方组建诚信联盟，加强信用监管。指导督促汽

配市场开展建章立制工作；与知名厂家联手打假，查

处销售侵权汽配经营户９户、无照经营２户，罚没款
１５万元；在６个市场建立１２３１５工作站，受理和办
结投诉举报７７件；指导汽配商会开展工作，提升商
会会员（市场经营户）行业自律能力。

大力推进广告监管工作。对全区３３家重点民
营医疗机构官方网站进行监测，检查２０余家金融服
务（投资理财）互联网广告３０件、敦促２０余家广告
会员单位签订拒绝发布非法集资等虚假违法广告保

证书。清查养生体验馆、健康讲座场所５０余家。全
年共查处虚假违法广告４８件，罚没款２０７９５万元。

【农贸市场】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质监）局开展
“加强海洋野生动物保护”“预防禽流感”“禁售野生

动物”“限塑”等多项专项整治。推广使用《农贸市

场摊位租赁合同》２２１４份，推广使用率达到１００％。
建立农贸市场开办者和经营户诚信经营档案，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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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５月６日，武汉市政协副主席何艳（前排左四）带领“市场秩序监管不
到位承诺整改”督查组到口区名典屋工业园督查工作，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

（前排左三）等陪同检查

场信用等级分为 Ａ、Ｂ、Ｃ三个等
级，提升诚信经营水平。

【品牌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
（质监）局通过大力推进品牌战略，

新增“湖北省著名商标”“武汉市著

名商标”各４件、中国驰名商标１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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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年度品牌建设示范企业。

【消费维权】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
商（质监）局继续完善本级 １２３１５
（１２３６５）指挥中心办事流程和制
度，并制定《投诉举报办理程序规

定》《投诉举报办件处理办法》。

全年接收各类办件１２１８６件，处置
率１００％、办结率１００％，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４００余万元。

【特种设备监管】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质监）局
贯彻落实《武汉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年度电梯维护保养单位监督检查工作》，对３１
家电梯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对区内５０００多部电梯进
行安全监察。同时，对辖区１９家重点监控单位、３６
家重点场所以及其他５０家单位开展安全监察。全
年共出动检查人员３１６６人次，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３９６家，检查特种设备６００６台（次），查找、整改
隐患１６５起，处理投诉１８１起，强拆、自拆违法设备
１９台，全区没有发生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质量监督】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质监）局制定
《口区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实施方

案》，指导规范区内 ２７个单位和部门，从产品、工
程、服务、环境、政府服务等五个方面提升质量。

在同济物业设立质量提升示范点，在开发区设立

质量服务站，指导帮助企业开展质量提升。指导

帮助３家企业５个产品申报湖北名牌产品。建立
８个企业联系点，指导帮助企业建立 ＱＣ小组 ８
个。帮助１０家企业１８名工作人员参加精益管理
和卓越绩效培训，强化企业内部质量管理。进校

园、进课堂、进社区开展质量宣传活动。大力推进

品牌战略，指导帮助３家企业５个产品申报湖北名

牌产品。开展产品质量监管不到位承诺整改，对

辖区１１家获生产许可证、１７家获强制性认证企业
开展监督检查和巡查，并要求完善生产许可证企

业及强制性认证产品生产企业的档案管理，重点

企业建档率 １００％、巡查率 １００％，下达责令整改
通知书５份，整改率１００％。组织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后处理７起，整改合格率１００％，按期办结率和
上报率１００％。开展食品相关产品、重要消费品生
产企业和消防产品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对辖区３
家机动车安检机构进行监督检查，规范企业生产

秩序，促进产品（服务）质量的安全。

【标准化和计量】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商（质监）局
指导２家企业制定高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企业标准，２家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２
项，帮助２家企业建立完善标准化体系，指导、帮扶
武汉同济物业有限公司建成湖北省服务业标准化示

范基地，引导企业自我创新。开展“计量惠民生、诚

信促和谐”双十工程活动，为集贸市场、社区医疗机

构、医疗服务站免费强检计量器具共 １２２８０台
（件）。开展集贸市场、大中型超市的定量包装商品

和零售商品计量专项监督检查，严格燃油加油机、出

租车计价器的计量监督管理及强制检定，严厉打击

坑害消费者的行为。

（易凡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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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口区商标一览表

序号 商标类型 企业名称 单位地址 商标 获得年度

１ 驰名商标 武汉东洋樱花电器有限公司 沿河大道１６６号 樱花 ２０１６

２ 省著名商标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长丰大道１０４号 华源 ２０１５

３ 省著名商标 武汉东洋樱花电器有限公司 沿河大道１６６号 樱花 ２０１５

４ 市著名商标
武汉武商皇经堂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２４号 皇经堂 ２０１５

５ 市著名商标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长丰大道１０４号 ＯＵＲＵＮ ２０１５

６ 市著名商标
武汉市新饰旅游纺织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
解放大道７８号 新饰 ２０１５

７ 市著名商标 武汉黄鹤楼茶叶有限公司 崇仁路１４８号 黄鹤楼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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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隆昌皇冠食

品有限公司

古田二路北侧一号

二栋
品牌糕点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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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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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１千
伏—１０千伏交联电
力电缆；０６／１千伏
及以下铜芯塑料绝

缘耐火电力电缆及

电线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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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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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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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
称口区食药监局）围绕以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为重

点，以创新构建长效监管机制为突破口，切实履行法

定职责，扎实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全面提升食品

安全监管水平，取得明显成效。４月１９日，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本区汉

口里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

１１月３０日，湖北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现场会，与会人员参观汉口

里餐饮规范化管理工作。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日，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中百仓储古田二路购物广场
开展食药健康行主题宣传活动

【食品药品安全监督】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药监局完
善区、街道行政执法体制，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融

入全区社会治理大框架。７月，辖区食品加工小作
坊、食品经营、化妆品经营、餐饮具集中消毒、药品医

疗器械零售、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药品、医疗器械使

用的监管等事项下放到１１个街道所。为落实食品
药品安全规章、规范，加强重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

度、方法和措施，制发《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长效监管

若干意见》《口区食药监局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案

件流程》等６份工作规定，以及编写《口区食药监
局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实用手册》。注重从制度层面

解决监管什么和如何监管的问题，细化监管措施，明

确了监管项目、检查内容、工作流程和责任要求，为

基层日常监管提供依据和制度保

障，不断提升基层监管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水平。

【食品安全】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
药监局将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工作与建设全国卫生城市、建

设全国文明城市及大城管食品安

全工作标准进行整合，统一调度。

建立并落实包片区、包环节，周检

查、月排名，统一调度的督促检查

机制，立足常态、长效监管，食品安

全示范创建工作成效显著。４月
１９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区内汉口

里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实施情况。１１月３０日，全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创建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现场会与会人员

参观汉口里餐饮规范化管理工作，副省长任振鹤、省

直部门负责人、全省各市、州、县政府分管领导和农

业部门、食药监部门负责人共计３００余人参加。

【初级农产品监管】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药监局强化
罗家墩河滩地种植蔬菜监管，结合市农委《关于开

展全市农业面源污染突出问题整改督察工作的通

知》（武农文〔２０１６〕１０７号）文件要求，在罗家墩河
滩地设置宣传展板，提示种植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

同时，执法人员定期检查，有效保证种植安全。重点

推进皇经堂蔬菜批发市场一票通工作开展，指导经

营户建立进货查验等制度，做到来源可溯、过程可

控、责任可追。

【小作坊监管】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药监局认真落实
食品小作坊属地管理责任制。关停不具备小作坊主

体资格、生产卫生条件不达标的小作坊７家，打掉
“黑作坊”２家。全区食品加工小作坊３４家（其中取
得营业执照的２１家），严格实行食品小作坊风险分
级管理，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小作坊实行不同的监督

检查频次和监督抽检频次，完成风险监测抽样９０批
次。强化食品小作坊业主主体责任，对辖区小作坊

业主进行法规及食品质量安全培训，全部签订食品

安全承诺书，并制作食品加工小作坊质量安全信息

公示牌，悬挂在小作坊醒目位置接受群众监督，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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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坊业主主体责任落实，辖区食品小作坊食品安

全承诺率和信息公示率达１００％，“三本台账”使用
率达１００％，食品小作坊质量卫生安全基本条件得
到持续保持。

【示范创建】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药监局完成６０家
市级食品安全示范店创建。辖区３０个农贸市场全
部建立快速检验室，重点推进皇经堂蔬菜批发市场

一票通工作开展。大力推广安装二维码追溯管理系

统，辖区内１４家大型商超和部分卤制品、糕点等食
品连锁店安装二维码追溯系统。

【升级改造】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药监局大力推行
“明厨亮灶”工程。通过抓重点、树样板、强宣传、巧

引导，充分发挥改造单位典型示范作用，４４４户餐饮
单位完成“明厨亮灶”改造工作。完成小餐饮提档

升级８８家。１２４所学校食堂已全部完成量化分级
管理评定。辖区７５％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食堂食
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已达到Ｂ级以上。

【药品规范】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药监局加强对辖区
１５家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１４２家药品和医疗
器械批发企业、１５８家医疗器械零售、２３０家零售药
店、３８０家医疗机构药械质量的监监督检查。２５家
药品批发企业，６家连锁总部，２３６家零售药店全部
按照《药品质量管理规范》验收达标。委托第三方

会计事务所，重点开展药品批发企业、医疗器械流通

领域违法经营行为专项整治，提升药品医疗器械质

量安全保障水平。

【监督抽检】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药监局对重要食品
原料米、面、食用油、猪肉、蔬菜等重点品种抽检

１４４６２批次，市场农药残留自检１５１６９０批次，抽检
覆盖率达１００％。

【专项整治】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药监局共开展食品
药品安全专项整治２２次，其中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
整治２次，食品生产加工专项整治２次、食品流通专
项整治３次、餐饮服务专项整治３次，保化专项整治
２次、药品及器械专项整治８次、校园周边综合整治
２次。辖区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整体向好。

【举报投诉】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药监局认真办理举

报投诉８４８起，核查回复率１００％；办理食品药品及
医疗器械案件８９件，罚没合计７４７７万元，食品药
品案件查处率９８％。全年辖区未发生Ⅱ级以上食
品安全事故。

【安全教育宣传】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药监局在区内
１１个街道、１１９个社区，组织开展食品药品法律法
规、食品安全宣传培训１１７场（次），发放宣传资料２
万余份。创新宣传形式和内容，印制“食品安全日

日看”的年台历，在通恒巴士投入“食品安全伴我

行”的公交车载广告，发放“食品安全雨中行”的宣

传伞。组织辖区１２０所学校及托幼机构食堂责任人
集中教育培训，达到食品安全培训监管全覆盖。

【健康城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药监局与区卫计
委共同引进健康服务业骨干企业，新增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６户，引进健康骨干企业７家，招商引资
４０００余万元，完成区下达目标任务。

【食品安全】　２０１６年，口区食药监局与长安责任
保险公司合作大力持续推进食安险，引导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惠及商户１５７２家，
共计提供７１亿元食品安全风险保障。

（周紫薇）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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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抓共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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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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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完成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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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控制】　２０１６年，口区共发生各类事故
２６０８起，比上年１９５９起增加３３１％（主要是道路交
通事故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死亡人数为９人（交通
事故死亡８人，工商贸事故１人），比上年１９人减少
１０人，减少５２６％；直接经济损失４５２１万元，比上
年８６４１７万元减少４７７％。全年没有发生一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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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左四）带队检查古田街红星
家苑还建楼施工安全工作

亡３人以上较大事故。

【“打非治违”】　２０１６年，口区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简称口区

安监局）继续在重点行业和领域有

步骤、分阶段深入开展“打非治

违”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整治措施，

有力打击和纠正安全生产领域一

大批非法违法和违规违章行为。

全年共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

为５１８４起，检查企业（场所）７５９２
家（处），排查整改隐患１０４５６条，
责令停产整顿企业７１家，关闭或
取缔非法企业９７家，拘留２３３人，
实施经济处罚 １２０３２１１万元，安
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共完成
３７５４家企业在湖北省“两化”（标准化、数字化）系
统注册，企业对照标准实施检查１１３５２６次，排查一
般隐患１８３８４４条，整改隐患１８３７６１条。积极与区
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对接，制发全

区安全生产网格化工作方案，并对全区９０１个网格
内个体工商户进行普查摸底。对全区２７处重大安
全隐患进行挂牌督办，并全面完成整改。

【危化品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安监局配合全区产
业规划调整和化工企业搬迁整治工作，按照提高门

槛，减少总量，控制质量的原则，从严控制危化品新

增项目。至年底，共办理危化品经营许可审批 ３６
起，易制毒经营备案１６起。

【安全标准化创建】　２０１６年，口区共有５家规模
以上企业完成安全标准化达标工作，９家规模以上
企业完成安全标准化复评取证工作，１３家规模以下
企业完成安全标准化达标取证工作。

【职业健康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安监局聘请中介
机构对职业危害较重的 １５家企业开展“专业问
诊”，对全区２００家企业职业卫生基本情况开展摸
底调查，对辖区内１６家职业危害比较严重的企业开
展专项治理。

【安全生产宣传】　２０１６年，口区安监局在全区
开展“我的安全我做主”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编印

《职业要健康、防治职业病》《建筑施工安全》《工

业企业的安全生产》等安全宣传手册３万册，制作
宣传牌６０００块，免费发放到各街、各部门和重点
企业，便于学习宣传。６月１６号，会同区有关部门
在南国西汇生活广场组织开展以“强化安全发展

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为主题的宣传咨询日活

动，共发放宣传材料６０００多份，接受群众咨询３００
多人次，展览图片 ６０多幅。各街、各部门针对辖
区特点，开展灵活多样的宣传。如汉正街开展安

全专家咨询 ３８场，发放宣传资料 ５０００份。组织
各街、有关部门和企业参加“２０１６年全省安全生产
知识网络竞赛”和“武汉市安全生产知识微信答题

有奖竞赛活动”，委托武汉市劳动保护教育中心举

办危化品安全管理人员资格取证培训班和一般生

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资格取证培训班。全年

完成培训６３０人次。

【应急救援】　２０１６年，口区安监局及时修订、发
布《口区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口区危

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和《口区安监局安全生

产事故应急预案》。各街、各部门结合实际分别制

定完善突发事故灾难应急分预案。全区１０８家危险
化学品企业全部制定相应的危化品事故应急预案，

并进行备案，危化品企业备案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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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９日，口区召开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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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余场次。
１１月４日，在南国大家装宗关店举行２０１６年口
区安全生产应急综合演练。本次演练，既普及防灾

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又锻炼队伍，磨合机制，

增强应急实战能力，还检验预案的实际可操作性，完

善区内应急救援准备工作。

【联合执法】　２０１６年，口区安
监局结合阶段任务，先后９次组织
召开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明确工

作目标。充分发挥其综合协调、督

办的职能，对交通运输、建筑拆迁、

人员密集场所、危化品、消防等重

点行业领域开展 ３２次综合督查，
现场纠正制止各类隐患４３起，有
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措施和建议

４１条，逐步形成指导有思路、协调
有权威、监督有力度、检查有效果

的综合监管工作格局。

【行政处罚】　２０１６年，口区安
监局完成对５５家工商贸企业、１０家工业园执法检
查，共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４３份，督促企业整
改安全隐患２５５处，对１２家企业进行立案调查，并
做出行政处罚，处罚４６万元。对４家企业开展“双
随机、两公开”执法检查。

（曹道函）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口区安全生产相关指标统计表

年份

各类事故
分　　　类

工　矿 道路交通 消防火灾 水上交通

较大以上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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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２０１２年 １３８９ ２１ １２７４ ５２７５３ ５ ５ ３ ３３９１９ １２７０ １６ １２７１ ８４１７ １１４ ０ ０ １０４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３年 １５７０ １５ １２２０ １１２７５ ０ ０ ０ ０ １２２６ １５ １２２０ ６７７４ ３４４ ０ ０ ４５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４年 １５１３ １３ １３７４ ２２５ １ １ ０ ４３ １３８７ １２ １３７４ ８５４５ １２５ ０ ０ ９７１５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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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４

２０１６年 ２６０８ ９ ２０９３ ４５２１ １ １ ０ ６０ ２３９７ ８ ２０９３ ２６７１ ２１０ ０ ０ １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统计管理和电子政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统计局以提高统计数据质
量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信息化为支撑，着

力于统计改革、优化政务服务、队伍建设，开拓统计

和“互联网＋”工作新局面，较好地完成全年各项工
作任务。区统计局荣获“武汉市基层先进党组织”

“全省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验收合格单位”“数字政

府领先城市”“中国政务网站领先奖”“互联网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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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３月９日，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党组书记、总队长王跃新（左二）、
武汉调查队党组书记、队长陈小清（左五）调研口区三新统计工作

务服务创新平台”“第二届中国互联网 ＋政务优秀
实践案例５０强”等多项荣誉。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副巡视员胡英（左二）一行在口区调研
网格化管理与人口调查工作

【统计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统计局紧紧围绕市
级重点指标、全区中心工作，以提升统计数据质量

为核心，充分发挥统计职能，完成区内 ５４０户“五
上”企业９４类报表、８０余户限下抽样企业１９类统
计报表的网上直报、数据审核、汇总上报等工作。

开展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劳动力调查、人口

变动情况等抽样调查，全面掌握全区经济发展态

势，完成撰写统计分析、统计预

警、统计专报等各类统计资料共

计７１篇，其中多篇统计资料受到
区领导签批。全年编印统计小册

子 １２期，共计千余本，编制完成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统计年鉴》。

【基层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统
计局以武汉市统计基层基础规范

化推进会在区内召开为契机，结合

街道行政体制改革，落实区级统计

基层基础规范化和街道“八有八

化”（有机构、有人员、有制度、有

资格、有台账、有经费、有场地、有

设备，统计管理制度化、统计人员

专业化、统计报表规范化、统计资

料档案化、统计手段现代化、统计

工作法制化、统计宣传经常化、统

计服务优质化）的建设标准，全面

统筹、严格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

工作方案，并形成分点挂片的长

效管理机制，全面促进区级和街

道的统计规范化建设。口区被

省统计局评定为“全省第二批县

级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验收合格

单位”。

【产业统计】　２０１６年，口区统计
局围绕区内产业工作中心，依据统

计基础规范，制定适合全区产业统

计的工作方案。按照“１＋３＋Ｎ”行
业代码的范围进行产业划分，形成

以“互联网 ＋”为引领，以现代商
贸、工业服务、健康服务为主导，以其他优势产业为补

充的“１＋３＋Ｎ”开放产业体系。年内成功开发网上
直报系统，比较准确掌握全区产业发展情况。

【诚信企业创建】　２０１６年，口区统计局以引导企
业树立诚信统计理念为目标，深入开展统计诚信企

业创建。创建工作始终立足于企业统计工作的实

际，通过对组织完备性、基础规范性、报表独立性、数

据真实性、法规严肃性等５个方面１５项内容进行评
判，经过申请、初审、复核、公示等程序，并对统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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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建设、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统计报表及信息化配

备等方面情况实地检查。全区诚信企业创建累计达

到１８０家，占全部“四上”企业总数的３４％，创建进
度在全市城区中排名第一。

【依法统计】　２０１６年，口区统计局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为准绳，以统计“四条红线”（坚持

“先进库、再有数”，绝不自行修改名录库；坚持由企

业独立报送真实的统计数据，绝不干预企业独立报

送真实数据；坚持由企业自己上报联网直报数据，绝

不代填代报企业数据；坚持由企业修改差错或补填

不完整报表的原始数据，绝不自行修改企业任何数

据）为底线，全面开展依法治统工作。要求广大统

计系统人员知法、学法、守法，加强抵制干扰的能力。

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对重点行业、领域和疑似违

法企业的数据质量查询，防止瞒报、漏报、虚报。全

年对辖区内企业以各种形式开展统计巡查 ６００余
次，开展统计执法检查共４６次，立案查处统计违法
案件１０余起。以辖区内统计违法案例为主，编印
《口区统计执法案例选编》，进一步强化企业人员

的守法意识。区统计局在统计执法工作中成效显

著，受到市统计局的高度评价，并在２０１７年全市统
计工作会议上进行专项经验交流。

【“互联网＋”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统计局完成
编制《口区关于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实施方
案》，规划未来几年全区“互联网 ＋”发展的重点方
向。围绕市网信办《２０１６年全面推进“互联网 ＋”
行动计划重点工作方案》和“互联网 ＋产业创新工
程”市级绩效目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组织实施

百兆光纤入户工作，年内完成光纤网改造２３７万
户，总覆盖数达 ７５９万户，接入能力达到 １００兆
的宽带用户超过９８％；新建产业园区和商业楼宇
实现光纤网全覆盖；社区办公网络由 ４ＭＡＤＳＬ全
面升级为５０Ｍ光纤，政务网启动双光纤升级。积
极推动“互联网 ＋”与产业融合。紧紧围绕“三大
产业”主攻方向，引进和推介优质互联网企业参与

区内产业转型升级工作；组织推荐优秀互联网企

业申报市级专项资金扶持，走访相关企业超过５０
次，及时掌握企业发展动态，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

的问题。指导区属各部门有序推进智慧城管、智

慧工地、智慧湖泊、智慧交管、智慧社管、智慧安监

等一批智慧项目实施，区汉正街都市工业区成为

全市中心城区唯一的市级智慧园区试点园区。

【创新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统计局围绕创新服务
理念、提升政务服务能力，探索建设“一号，一窗，一

网，一袋，一库，一云”＋“全程”监管的政务服务新
模式，纵向贯通市、区、街（社区）三级，横向打造实

体大厅、网上大厅、自助大厅多渠道服务，实现受审

分离，所有办理事项可通过“云端口”微信平台网

上取号、预约。区统计局获得“２０１６年互联网 ＋政
务服务创新平台”、“第二届中国互联网 ＋政务优秀
实践案例５０强”等荣誉。

【提升网站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政府门户网站突
出为公众和企业的服务功能，打造“云端武汉·

口”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提供便捷的网上咨询、网上

预约服务。不断拓展政民互动渠道，新增“在线访

谈会客厅”、微信平台活动等互动类栏目，坚持每月

一期问卷调查、民意征集和在线访谈。网站集约化

建设成绩突出，被评为“２０１６年数字政府领先城
市”。作为武汉市唯一入选的区级政府网站，荣获

“２０１６年度中国政务网站领先奖”，名列计划单列与
副省级城市所属区县政府网站第四名，较上年名次

提升８位，刷新历史最好成绩。
（章媛媛）

招 商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招商局紧紧围绕口经济
转型、功能升级、产业创新的目标要求，坚持重点产

业的引进力度，克难奋进，扎实引进和培育一批优质

企业和重大项目，全面完成年内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绩效指标】　２０１６年，口区招商引资总额完成
３６０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０３％；实际利用外资完成
７１３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５％；外贸出口完成
３４亿美元。引进世界５００强、国内５００强及跨国
公司研发机构１家，即标致雪铁龙（武汉）管理有限
公司（世界５００强２０１６年度第１４０位）。

【外事审批】　２０１６年，口区招商局严格贯彻执
行因公出国境管理的相关文件精神，加强对出国

申报、备案、证照归还等环节的管理。全年区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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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出国（境）共报批１７批次１７人次，其中，自组团
组１批次。全年邀请外国人来华务工、考察共１３３
人次。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６日，全国金融系统青年联合会湖北行暨“金融助推口腾飞”恳
谈会在武汉东湖书院举行

【项目跟踪】　２０１６年，口区招商局注重对汉正街
东片、长食东片、汉宜滨水商务带、汉江湾古田生态

新城核心区等全区重点地块深入开展调研，加强与

市规划土地局、区统筹办等部门沟通，努力落实土地

挂牌前的各项招商基础工作。紧密对接并跟踪世贸

集团、龙湖地产、瑞安集团、鲁能集团、远洋地产等世

界５００强及龙头企业近７０余家２００人次。其中，复
地、绿地、中建三局、福星惠誉等４家企业就汉正街
东片项目开展方案设计，远洋、世贸、保利文化等３
家企业就长食东片项目已完成第一轮方案设计，越

秀、新城控股、碧桂园、融科智地等多家企业已就汉

宜路片项目进入深入洽谈，瑞安、鲁能、星河控股等

３家企业就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核心区项目表达合
作意向。

【产业招商】　２０１６年，口区招商局指导协助越秀
财富中心、新世界中心、公交城市广场等重点楼宇招

商，差异化楼宇产业定位，瞄准三大产业龙头企业，

实现标杆性引领性企业的重大突破。全年新引进注

册资本５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５２家进驻辖区楼宇，其
中，武汉首个世界５００强跨国总部———标致雪铁龙
集团中国及东南亚区运营总部落户汉江第一高楼越

秀财富中心，同时还引进葛洲坝集团下属两个独立

法人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水务运营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路运营有限公

司。在汉江湾体育公园成功引进

华中地区首家大疆无人机４Ｓ店，
将打造包含国内首个无人机飞场

在内的集展示、体验、培训、研发于

一体的汉江湾无人机创新基地。

紧抓承接非首都功能疏散的重大

契机，对接市工作专班、驻京机构，

组织３次赴京考察洽谈活动，持续
跟踪推进中粮华中总部、华能新能

源湖北省总部等央企合作项目。

参与指导各产业专班和职能部门

招商工作，协同配合做好产业项目

落地，大街网、天信汇、湖北乐途无

忧国际旅行社、全球贸易通、钟爱

鲜花等一批互联网企业顺利落户。协助引进健康之

路、益尊生物科技、同济现代医疗管理、葵海健康管

理等１５家健康服务业企业。

【基础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招商局制定《关于深
化全区“大招商”工作格局的实施意见》，组织召开

全区招商引资专题调度会，调度解决项目引进过

程中的问题。开展全区商务楼宇资源调查，整理

市区产业发展政策，建立完善项目库、土地库、楼

宇库、企业库、规划库、政策库、经济数据库等，并

进行资料的收集、整合、更新，形成口区楼宇经

济发展研究报告。

【招商宣传】　２０１６年，口区招商局组织举行主题
推介活动４次：组织参加首届中部房地产投资交易
会，向２０余家房地产企业推介汉江湾；参加亿房网
２０１６武汉房地产市场报告发布会，向与会企业推荐
汉江湾；策划组织口区“环同济健康城”企业对接

座谈会暨招商推介会；策划组织“金融助推口腾

飞”恳谈会，与安心保险、众投邦等８家金融保险企
业签约。积极参加省市项目部门、企业举办的推介

和论坛活动：中信银行银企对接会，第三届湖北省央

企对接会，凯德西城招商发布会，越秀财富中心全球

招商发布会等一系列招商推介活动１０余次，推介
口的优质项目、产业资源，拓展招商渠道，对接一批

国际知名、行业领先的产业企业。

【服务企业】　２０１６年，口区招商局积极协调恒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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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时代新世界、武汉香港中心、招商江湾国际等重

点在建项目遇到的困难，指导厂商会、新世界地产修

改规划设计方案，沟通审批流程，协助解决征收遗留

问题；协助海尔云社区项目与区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深化推进海尔工贸公司总部项目入驻。为标致雪铁

龙亚太总部落户提供全程服务，全方位协调落实越秀

　　２０１６年７月８日，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口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分中心成
立揭牌仪式在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举行

财富中心工程进度、验收交付、企业注册、装修报审、

配套服务等事项；落实全球贸易通、声荣环保、乐途无

忧等多家企业在优惠政策、办公用房、工商税务等方

面的问题；协调无人机创新基地基础设施的移交审

批，协助完成无人机飞场建设相关审批手续。协助中

机三勘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中铁武汉桥梁科学研究所

等科研机构扩建选址。组织辖区３１家企业分别申报
落实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区域发展资金）、高

新技术产业出口贴息、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招商引

资项目奖助资金等奖励资金共计７８１６万元，组织５
家外贸企业参加第１２０届广交会。全年共审批外商
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８批次，外地驻汉办事机构
备案登记、变更撤销事项２批次。

（张六雨）

经 济 开 发 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汉江湾

&

云谷”建设，

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目标，通过优化产业布局、

聚集创业要素、整合空间资源、创新体制机制，重塑

发展新动力、夯实发展新基础，打造产业高端、功能

齐全、特色鲜明、生态良好、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园

区。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５６１亿元，工业增加值１５７亿
元；全口径财政收入３２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３０３亿元；地区生产
总值增幅７％，服务业增加值增幅
７％，新增“小进限”６家、服务业５
家，培育新三版上市企业２户。

【制定规划】　２０１６年，口经济
开发区坚持规划先行，准确把握

实际，按照适度超前、量力而行、

多规融合的原则，科学系统谋划，

实现园区可持续发展。完成汉江

湾“云谷”规划编制工作。经过多次修改完善，制

定汉江湾“云谷”建设整体方案，并获武汉市科技

局批准。云谷规划面积２４９平方千米，其中北片
为开发区管辖范围。产业发展实施电子商务云工

程、工业服务云工程、健康服务云工程“三大云工

程”。三年发展目标新增 １０万平方米众创空间，
培育１００家大数据技术应用骨干企业，孵化 ３００
家成长型、潜力型、创新型企业，集聚 １万名大数
据技术创新升级的“探路者”“引领者”和“梦想

家”。完成开发区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按照塑造

城区风貌特色、优化区域空间形态、提高土地利用

效益的要求，结合开发区未来发展方向，制定５平
方千米产业发展规划、北区空间发展规划编制工

作。５平方千米产业发展规划基本完成，拟在修改
完善后报政府。北区空间规划编制完成中期成

果，争取与上位规划相衔接，最终完成空间规划编

制。开展开发区审核工作。根据《关于开展开发

区审核公告目录修订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开发区

核准面积、坐标实测，经济数据、环保指标等基本

情况进行汇总梳理，递交申请保留作为省级开发

区的报告，等待相关部门进行核查后发布批准的

公告。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６年，口经济开发区围绕主导产
业开展精准招商，引进一批带动力强、辐射面广、集

约化高的优势产业集群。开展招商推介活动。围绕

电子商务产业、工业服务业等主导产业，包装策划商

务楼宇、众创空间、改造园区等载体，多次赴北上广

深地区组织针对性招商活动，开展全方位、多层次、

特色化的招商宣传。在第二届中国（武汉）国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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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暨网络商品博览会上，组织多场电商企业宣

传策划、现场招商活动；在同期举办的第二届长江经

济带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上，景新华区长发表《把握

互联网发展趋势 促进电商产业行稳致远》的主题

演讲，示范基地被新闻媒体竞相报道，有效推介招商

宣传工作。扩展招商渠道。抓好项目投资信息的搜

集和追踪，结合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建立招商信息

库，做到项目完善、数据准确，资料详实。主动与国

内外龙头企业、商会、电商协会加强联系，加大与市

区经信委、招商局等部门，中介机构的沟通对接，加

强招商信息收集分析，建立动态专业招商资料库，延

伸招商触角，搭建招商平台。精准选择招商方向。

产业定位由低端制造业向科技创新型的高端制造转

型，由传统商贸业向二、三产业融合互促的高端新兴

服务业转型，由布局单个企业向跨区域全产业链布

局集群发展转型，梳理行业领军企业、核心技术企

业、总部型企业、上下游关联企业，把电子商务、装备

制造、医疗健康的科技研发、系统集成、总部运营等

高端业态作为招商对象。新引进今亿互联、智慧停

车、飞扬商贸、楚才塾教育、积航科技、淳爱服饰、九

色家族、楚云湖北网络、维斯康生物、湖北建详等总

部型、服务型、平台型电商 ５０家，其中注册资金
１０００万以上的优质企业１５家。新引进声荣环保、
欧孚迪、创鼎威尔可视、武汉小马奔腾医疗等４家工
业总部，以及动力电池、云菜网、勤智数码等２１家工
业服务骨干企业。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经济开发区坚持统筹
规划和整体协调基础上的功能板块分区推进建

设，以项目开发与产业培育并重、新建与改造并

举，空间载体与综合配套并行，通过项目建设带动

产业发展、功能完善，加快解放大道沿线高端集

聚、老工业改造区保护发展、北区新功能建设，形

成品质优良、各具特色、功能完善、配套齐全的创

谷载体。推进中心园区改造。推进园区工业企业

搬迁，对现有老厂房、老设施实施改造，实现园区

业态更新、提档升级。坚持有序推进、分步实施，

强化改造建设全过程管理，确保建设有规划、调度

有效果、推进有力度。制订省柴以西片４６９公顷
改造建设方案，按照现代办公需求对１３号厂房的
立面、内部结构改造，完成２０００平方米厂房建设。
通过以点带面，继续加大企业腾退力度，推进周边

厂房改造，逐步完成４６９公顷改造建设。床单厂

定位“工业设计中心”，起草规划设计方案，正在洽

谈中冶南方以 ＰＰＰ或代建的方式参与改造。床单
厂已停产，正在推进搬迁，同步开展房屋检测、地

勘测量等工作，着手制定工程结构设计方案，为下

一步改造建设创造条件。推进新工厂园区改造。

新工厂拟引进动力电池研究院项目。积极理顺新

工厂工程纠纷，协助都市产业公司基本完成清算

拖欠工程款。结合项目引进，完成起草新工厂产

业园规划设计方案，一期厂房内部结构加固工作，

水、电、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实施。推进北

区建设。突出企业投资主体地位，遵循市场规则

和经济规律，积极谋划一批关系产业结构调整和

增添发展后劲的重点项目。海联大厦已全部竣

工，４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已投入使用；天宇万象 ２
万平方米的办公楼主体结构封顶，外立面装饰已

接近尾声；凯景国际 ５万平方米的办公楼主体结
构封顶，正在完成外立面装饰施工。推进一批众

创空间、孵化场所。旺蒂与武汉智慧产业园签订

１２年长期租赁协议，打造１万平方米的众创空间，
主体厂房内部结构改造基本完成，正在实施外立

面改造；蓝焰物流基地与亮点公司合作成立公司，

共同建设运营亮点双创示范基地，５０００平方米的
办公场所装修基本完成；微果二期３０００平方米的
创业孵化办公区基本建成。

【规范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经济开发区树立服务
理念、优化服务方式、细化服务措施、搭建服务平

台，完善服务体系，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激

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强化服务意识，优化服务

质量，完善服务体系，努力消除制约企业发展的各

种障碍，全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助推企业快速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创

业环境。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协助金东方申报高

新技术企业，指导企业建立“ＬＩＧＨＴ－ＵＰ”景观亮
化设计资源网络平台，增强企业在行业内影响力，

该企业新三板完成正式上市。通过联系国资公

司、银行、担保公司，解决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为“一路乐”寻找新的办公场所，

推介风投机构为企业融资，该公司获得万思资本

８００万元 Ｂ轮融资，正启动 ＮＳＤＣ上市程序。协助
声荣环保将总部落户在开发区，声荣环保已完成

海外融资及审核工作，为 ＮＳＤＣ上市作准备。通过
评选九州通医疗信息，“一路乐”等 ９家等企业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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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企业商务部电子商务专项扶持资金 ３１６万元；
推荐欧孚迪入选“省２０１５年自主创业战略团队”，
获得５０万元的资金扶持；组织北方能源、欧孚迪
两家企业申报“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组织亮

点公司申报“市发改委２０１６年服务业发展引导资
金”。动力电池研究院负责人王太宏选为“武汉市

城市合伙人”；组织欧孚迪、千里马、华源电气申报

市“黄鹤”英才计划；推荐酒仙网、乐享汇、江汉油

田等企业的９人申报区“拔尖”人才。扩宽企业融
资需求。与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合作，成立区

级层面第一家股权托管交易分中心，推动口区

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促进创新要素、金融要素在

更广范围内加快流动，完成 ６００家企业上板宣传
展示，３６户企业科技板挂牌。分中心与楚才云、梦
之旅途、小巨人、易惠信息等４家企业签订融资服
务协议及综合服务协议；与楚才云、梦之旅途、易

惠信息、爱途国际、鸿马电商、仙果园、谷丁科技

等提供个性化的融资方案和增资扩股方案。引

进５００亿元民生基金，为园区企业提供专业的投

融资服务。完善公共服务功能。口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基地微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搭建

“互联网 ＋”建立政企互动的新平台，解决招商信
息发布不及时、惠民政策宣传不到位、企业诉求

沟通不顺畅、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难解决等问

题。成立口电子商务协会，充分发挥企业、政

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电商企业间

的信息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及时提供厂房维

修、水电维护、清扫保洁、安保巡查等物业服务，

满足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启动智慧园区服务。

积极推进智慧园区建设，完成智慧园区建设方

案，成为全市两家智慧园区建设试点园区之一，

获得市级资金扶持３０００万元。加快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中心园、新工厂、蓝焰物流等产业园都接

入电信光纤、与联通签订运营协议，海联、天宇、

凯景等商务接入电信网络。鼓励裕农、九州通等

电商平台类、服务类企业参与智能生活服务社区

建设。

（李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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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税 务

财 政

【概况】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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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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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口区全口径财政收
入完成１０１７７亿元，增长２６３％，其中地方一般预
算收入完成 ６２９７亿元，同口径增长 ２１３％；全区
财政支出５１６９亿元，增长２４１％。

【财政收入】　２０１６年，口区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
成 ６２９７亿元，其中增值税 １１５６００万元，增长
６７０％；营业税１４３１７０万元，增长５２％；企业所得
税７６８４５万元，增长 ７５０％；个人所得税 ３３７７２万
元，增长２８１％；城建税２９４７５万元，增长１６８％；
房产税３０９８５万元，增长４７６％；印花税９６１０万元，
下降 ０３％；城镇土地使用税 ７０８３万元，增长
３６２％；土地增值税７４５４４万元，增长６３２％；车船
使用和牌照税２０７９万元，下降１６４％；耕地占用税
１５０２万元，下降 ２５２％；契税 ６８９８４万元，增长
１５３％；非税收入３６０５０万元，下降５０３％。

【财政支出】　２０１６年，口区地方财政支出
５１６９３６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４３７５８万元，下降
６５％；国防４５０万元，下降１４３％；公共安全４３３２２
万元，增长８３％；教育１６５３１９万元，增长２０１％；

科学技术２０９９１万元，增长 ２９１％；文化体育与传
媒５００９万元，增长２１％；社会保障和就业７８８９２万
元，增长１８０％；医疗卫生３１６１１万元，增长１４％；
节能环保 １０７１万元，下降 ８０３％；城乡社区事务
９４２２４万元，增长１３１９％；农林水事务２５９１万元，
增长３０８％；交通运输２３７万元，下降７１２％；住房
保障支出１６１４３万元，增长１２３０％；资源勘探电力
信息事务６４５１万元，增长１２５７％；商业服务业３７
万元，下降 ９５７％；债务付息支出 １４８万元，增长
１５０８％；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３９万元；债务发行费用
支出８２万元；基金支出６５６１万元。

【收支平衡】　２０１６年，口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平衡情况是：总收入９０９４２２万元，其中，当年区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６２９６９９万元，中央税收返还
２３３４６万元，调整财政体制返还 １３５９８万元，转移
支付收入 １１７７４７万元，各种结算补助收入 ３５０１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８７１８８万元，上年结余 ９７５９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８９５９万元，调入资
金１５６２５万元。总支出 ８６６０９８元，其中，当年区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５１０３７５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３３２０６０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８４７５万元，
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５１８８万元。年末结余
４３３２４万元。

２０１６年，口区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是：
总收入１３４６８５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支付收入２８１０
万元，上年结余２５６５万元，调入资金３７９７万元，债
券转贷收入１２５５１３万元。总支出１３２０７４万元，其
中，当年区级政府性基金支出６５６１万元，地方政府
债券还本支出１２５５１３万元。年末结余２６１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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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征管】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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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收入精准高效。以“营改增”为契机，充分利用

“金税三期”税控系统，通过专题调度、现场督导和

税收策划等方式，压欠清缴，全力做大营业税基数，

强化税收征管。加大非税收入征管。完善非税收入

组织调度机制，定期召开工作分析会，加大组织调度

力度，全年完成非税收入３６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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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区

新注册企业（包括新引进企业）中，注册资本达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企业３０４家。

【企业发展】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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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工业服务业的扶持和

招商力度，整合各类资源，对远大、航天电工、中

百、工贸等工业服务企业点对点扶持，协助引进东

风雪铁龙亚太总部，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全年纳税超亿元企业达２１户、超千万元企业１１６
户。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创洁工贸、金东方、旭日

华等３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３４家企业在武汉股
权托管交易中心科技板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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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９亿元。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６年，口区财政局加大民生支出
力度，设法筹措７７８９２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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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筹措３１６１１万元支持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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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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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

活动中心、棚户区改造、市十七初中建设等一批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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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３１９万元用于教育

事业发展，投入２０９９１万元支持科学技术事业发展，
投入５００９万元支持文化事业发展。

【行政经费】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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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出台一系列节支措施，加强“三公”经费控管，努力

降低行政成本。全年全区“三公”经费总额支出

１１９７万元，减少６５７万元，比上年下降３５％。

【预算编制】　２０１６年，口区财政局组织开展新
预算法知识宣讲和培训工作，强化部门预算硬约

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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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财力１２亿元，确保安
全保障、城市执法、民生政务等基层服务向群众身

边延伸。

【国库集中收付】　２０１６年，口区财政局完善国库
动态监控系统，开展财政存量资金清理，强化预算单

位银行账户监管。通报预算执行进度，促进部门提

高工作时效。

【政府采购】　２０１６年，口区财政局深化政府采购
制度改革，建立政府采购电子管理系统，探索政府采

购代理公司前置服务，试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激励

机制，推进公务用车改革，促进工作提质增效。

【资产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财政局加强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管理，完成全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

作，编制政府资产报告，完成公务用车改革车辆处置

工作，提升资产管理水平。

【政务公开】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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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亿元，部门预算资金３０６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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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口区财政局发挥财政监管
职能，建立健全财政预算、资金拨付、资金使用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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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跟踪监督机制。组织开展国有资产清查、预算

单位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财务报销违规、“三

资”监管和区属国有企业领导人履职待遇等五项专

项检查工作，查出违规金额１５８３７万元，涉及２６家
单位，向区纪委移交违纪线索８家单位，对存在问题
进行整改并处理处罚。

【财政投资】　２０１６年，口区财政局积极探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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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个项目评审，审减金额１６２７
万元，审减率达６７％。

【国资监管】　２０１６年，口区财政局深化区属国有
企业管理改革，制定国资监管清单，完善区属国有企

业“三会一层”建设实施方案，聘请第三方机构制定

房集团运营模式，推动国企改革不断深化，强化国

资监管。

【金融监管】　２０１６年，口区财政局积极培育健康
服务业，围绕环同济健康城大力引进保险机构总部，

成功申报“健康保险创新示范区”。组织完成非法

集资风险专项排查和互联网金融企业排查工作，加

大预防非法集资宣传力度。推进盛世财富非法集资

办案工作，完成盛世财富土地、资产评估工作，并做

好投资人信访维稳工作。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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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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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全局思想建设工作。

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抓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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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全区财政局业余党校，完善日常党务工作规范，落实

“三会一课”制度，深化“支部主题党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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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智力支

持。深化文明创建工作。深化文明创建工作，开展

道德讲堂、文明志愿者活动，深入社区开展文明知识

宣传，提高文明创建工作知晓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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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准则》《条例》，做遵规守矩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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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口区财政局内部控制基本制度（试

行）》，并分别制定预算编制风险防控、预算执行风

险防控、信息系统管理风险防控、政策法律风险防

控、机关运转风险防控和岗位利益冲突风险防控等

内控制度，提高财政内部管理水平，有效防控财政业

务风险和廉政风险。

（彭　晖）

国 有 资 产 经 营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简
称口国资公司）围绕服务重点项目建设，承担保

障全区重大项目资金，充分发挥盘活区属国有资产，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职能。

【项目融资】　２０１６年，口国资公司坚持总体统
筹、分步实施，调整优化融资结构，保障资金来源，全

方位开展融资工作。以政策性贷款为主，商业贷款

及其他创新融资方式为补充，累计取得金融机构综

合授信５８２９０亿元，其中商业银行授信４５１４５亿
元，政策性银行授信１１７４５亿元，企业债券授信１４
亿元。强化资金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速，推动

建一路片、万人宿舍片和易家墩、舵落口“城中村”

改造、汉宜路片、１１３５片等重点建设项目有序开展。

【债券发行】　２０１６年，口国资公司加快地方债置
换力度，成功发行企业债券。价值１４亿元的“老工
业基地改造项目”企业债券成功向公开市场完成募

集，募集票面利率３４８％（为湖北省最低），综合利
率为４５％。

【投资经营】　２０１６年，口国资公司按照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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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改造思路，把握大局、紧扣重点、找准方向的投

资经营理念，资产投资工作稳妥推进。在光谷联

合产权交易所以 ２０４亿元价格收购湖北华联楚
天大厦全部股权，其名下资产建筑面积 ２６２５１５８
平方米（有证面积 ２２９１８７７平方米，无证面积
３３３２８１平方米）。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１日，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与口国资公司共
同研究制定内控制度方案

【资产运营】　２０１６年，口国资公司深入市场了解
租金行情，采取采购网上登记挂牌招租等多种方式

丰富资产招租手段，有效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全年经营收入７１３万元（其中注入资产租金４７４万，
授权委托资产租金 １３５万，自购资产租金 １０４万
元），比上年租金增加 ８２万元，增长率约为 １３％。
为盘活国有资产、清理不良债务，成功收回武汉一面

粉厂和武汉市华光工艺美术服务的债务，收回债务

资金２３５万元。先后参与武汉新华锅炉厂、武汉制
冷自控仪表厂及武汉标准件二厂改制工作，解决企

业社保经费、到龄职工无法办理退休手续等突出问

题，缓解企业维稳压力。投资１３０万元收购古田路
６号地块上面积为２５４６平方米２６户危房的权益，
消除历史遗留权属瑕疵问题。完成对欧文斯公司股

权的变更手续，成立清算小组商议财产分配事宜，推

进３０％股权变现清算工作的全面解决。

【内部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国资公司按照现代化公

司管理规范，从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入手，先后创建完

善一批制度，夯实公司科学、有效、稳定运行基础。

委托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对内部

管理中存在的风险与问题进行诊断，结合实际出台

《口国资公司制度汇编》，降低内部管理和外部运

营中存在的风险，为公司健康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骆　岚　陈　歆）

国 家 税 务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国家税务局（简称口区国
税局）加强税源监控，围绕绩效工作目标，全面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全年累计完成入库各项国内税收收入

２５９６亿元，比上年下降６０３％；累计入库区级全口
径税收收入３５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７９７％；累计完
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９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６７０８％。代征工会经费６６７１万元。

【税收征管】　２０１６年，口区国税局注重税收的管
理与税源的监控，全面掌握收入主动权。分解任务，

加强收入分析预测。严格落实局领导、科长、管理员

三级包片挂点的责任制度，定期召开收入分析会，对

税收增长、税收与相关经济指标、税收任务完成进

度、影响增幅的原因等深层的问题

进行分析和预测，增强组织收入的

针对性和时效性。继续实施减税

减负，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全年减

免税额（含征前减免）３７０６亿元，
其中福利企业和软件企业退税

１０３４万元。累计办理出口退税
１０２亿元。

完成“营改增”试点工作。全

年口区国税局共接收地税四大

行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

生活服务业）户管９４７２户，其中企
业７０２８户，个体 ２４４４户，９０％的
企业集中在生活服务业和建筑安

装业。组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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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湖北省国税局局长张国钧（左三）和武汉市国税局局长姜锋
（左一）一行到口区国税局调研“营改增”试点改革工作

协调指挥“营改增”各项工作。专门成立基础信息

录入专班，做好数据交接，逐户核实；配备３条金税
发行流水线，推进集中办公。局领导多次带队深入

企业开展专题调研，解答企业提出的涉税问题；开展

业务培训１５期，约有３０００余户次纳税人参加；在大
厅实行局领导挂帅、中层领导值班、导税员辅导制

度，并利用显示屏、微信ＱＱ群、宣传栏、咨询电话等
方式，实行不间断辅导。２０１６年，口区国税局完
成入库“营改增”税收８４１亿元。
２０１６年，口区国税局与地税局继续合作，实

现优势互补。区国税局、区地税局成立联合办公室，

整合资源，共享信息，全面落实《合作工作规范》。

统筹共建口区纳税服务大平台，先后完成大厅

“窗口互设”、联合共建１１个街道税务服务站，实现
纳税人“进一家门、办两家事”。此外，区国地税局

还建立涉税信息和成果交换共享渠道，每个季度共

同发布欠税公告，协同落实税制改革，联手一站式为

“营改增”纳税人办理税控收款机由地税向国税平

移。８月，国地税首度联合调查实名举报案件，经核
实涉及账外收入７３４５万元，涉嫌偷漏增值税和企
业所得税２０余万元，并依照法定程序办理移送稽查
手续，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２０１６年，口区国税局继续推行《全国税收征
管规范》，实现涉税业务服务一个标准、征管一个流

程、执法一把尺子。全面落实增值

税所得税优惠政策，全年共有３２
万余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享

受优惠超 １４亿元。实施分类分
级管理，健全所得税团队应对风险

机制。全年完成总局风险应对９０
户次，有问题率 ９３３３％，应补缴
增值税４５６１０６万元；完成省国税
局和市国税局风险应对任务 ６９６
户次，评估补缴税款５４１３４万元，
接受增值税发票快速预警系统任

务４４１８户次，核查有问题 ２０１户
次，查实税款４３８万元。对３１１户
存在风险的纳税人，区国税局采取

停止网上申报和开票、发票降版降

量、发函调查和移送稽查等措施，

移送稽查４２户。应对企业所得税高风险事项６７
户次，调增所得１６０８亿元，查补企业所得税 ３８
亿元。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６年，口区国税局制定《武汉市
口区国家税务局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制

度》，定期听取依法治税工作汇报，分析研判形势，

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注重干部学法机制建设，加大

法治宣传力度。强化内控机制建设，严格开展内部

财务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切实抓好税收执法责任

制。开展税收执法案卷评查，探索税务行政执法案

例指导运用，对行政处罚行为开展自查自纠，年内自

查的１０３１件违章案件中，发现有问题案件３２６件，
有问题率３１６２％。以执法督察为切入点，针对风
险易发多发的重点岗位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全年

共完成重点督察数２１０户次，自查面达１００％，重点
督察面达１００％。

【纳税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国税局主动融入“互
联网＋”，继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在全市
首创纳税人自助办税中心，在５台自助办税终端的
基础上，增加代开发票终端３台，并配备１２台电脑
及高拍仪手写板。同时，配备专职辅导人员，受理网

上审批事项，３分钟即可办完业务。印制网上办税
·２０２·

·口年鉴·



指南万余册，由管理员一对一送至纳税人手中。组

建“互联网＋税务服务”志愿者队伍，安排６名人员
在“网上办税辅导区”值守。开展网上申报、网上认

证、网购发票等多项操作培训，培训纳税人２０００余
户。推行办税事项“二维码”一次性告知，推广税企

通，纳税人轻松知晓各项税收政策。口区国税局

成立精准服务企业工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组织

座谈会８次，走访市、区两级重点税源企业４０户，共
收集企业问题３２个，征求意见建议１３条。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国税局继续完善机
制，加强管理，打造国税干部队伍。７月，全局 ２４５
名正式在职人员，全部纳入数字人事信息系统管理，

明确职责分工，实行督导考核，突出工作实绩。严格

制定干部选拔任用方案并向上级报备，按照规定的

程序组织实施，年内选拔任用科长 ３人、副科长 ５
人、副主任科员５人。配合市国税局完成处级非领
导职务的选拔考察工作。对３１名干部进行轮岗交
流。在“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活动中，区国税

局干部参加省市局培训班５２个３０４人次，各种业务
培训３４次３７６６人次。落实每日一题、每周一练、每

月一课、每旬一考等规定动作，有２人获得全市“业
务大比武”岗位能手称号。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国税局以“两学一做”
为重要切入点，扎实开展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通过

听讲座、看视频、学文件、写心得、谈体会等方式，系统

学习党建工作理论。全年共开展理论中心组学习１４
次，局领导１２次为全体党员讲党课，增强党员政治定
力。坚持把讲党课、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局领导联

系点、交流谈心等制度日常化、规范化。完成支部改

选，按科室成立基层党支部，选举机关党委成员７人，
进一步健全党组织网络。以红旗党支部争创、青年文

明号创建、先进集体个人评选为契机，鼓励全局上下

争先创优。坚持每月第一个周四为“主题党日＋”活
动日；组织党员进社区“双认领”，实现群众“微心愿”

１８３件；组织专项资金１２万，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超额完成“三万”活动目标；组织文化知识竞赛、羽毛

球比赛、广播操比赛，丰富８小时以外生活。口区
国税局在武汉市直机关广播操比赛中获得三等奖，２
人被评为武汉市文明市民。

（易海岚）

２０１６年口区国税纳税５０强企业一览表
金额：万元

序号 纳税人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总　计 行业大类

１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口）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７５７００９４１０Ｌ ４１７７１３００ １６４０９９６００ １８９７５８００ ２２４８４６７００ 卷烟制造

２ 湖北省烟草公司武汉市公司口营销部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０４４８６５Ｗ ５５１６１０ １１８７０５５ ３０５７８２ ２０４４４４８ 批发业

３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７５１００９０３００ １０１２４０４ ０００ ９７５４８８ １９８７８９２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４ 周大福珠宝金行（武汉）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６６９５００３８１Ｄ １１１１５９６ １４７２０５ ５３５７６５ １７９４５６７ 批发业

５ 武汉越秀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５６５５９７０２７Ｗ ２０１３１４ ０００ １４５３５６０ １６５４８７４ 房地产业

６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石油分公司 ４２０１０４７２２００２０８３ １２４８０８２ ０００ ２５０４５６ １４９８５３８ 批发业

７ 武汉广电海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２０１０４７８９３２３８７７ ４１２３２０ ０００ ８０６２３６ １２１８５５６ 房地产业

８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０８５５５２Ｐ ７０２４１３ ０００ １０１３１６ ８０３７２９ 批发业

９ 武汉泰欣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６６９５３５８７５Ｇ ６６０９４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６０９４８ 批发业

１０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１７７６０３２９６８ ４９１８７ ０００ ４４８８６０ ４９８０４８ 货币金融服务

１１ 中国葛洲坝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７４４６３６７１４Ｅ ４０８４７２ ０００ ６２４９６ ４７０９６８ 房地产业

１２ 武汉远大制药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５６５５６２３８５Ｃ ４６２７５９ ０００ ３４３２ ４６６１９１ 批发业

１３ 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ＭＡ４ＫＬＤＸ２９４ ４４３８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４３８０９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４ 道达尔石油（武汉）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６１６４２４４４２Ｙ ２７９４７０ ０００ １４８１１８ ４２７５８８ 零售业

１５ 新世界创地置业（武汉）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３２１６４５９１８Ｐ ２６５５３１ ０００ １４５４６５ ４１０９９６ 房地产业

·３０２·

·财政 税务·



续表

序号 纳税人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总　计 行业大类

１６ 武汉江华房地产开发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３０００４４０７２１ ３９１２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９１２７４ 房地产业

１７ 武汉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５９４５３５４７４Ｊ ３１４４６８ ０００ ３０８８４ ３４５３５２ 零售业

１８ 武汉市隆昌皇冠食品有限公司 ４２０１０４６８２３３０１４５ ２０９４９２ ０００ １０４３８７ ３１３８７９ 食品制造业

１９ 武汉中建三局江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３０３５７５６５３２ ３０８８４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８８４３ 房地产业

２０ 武汉招商地产古田置业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０９０８１３１５１８ ２９５３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９５３０８ 房地产业

２１ 武汉金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５７４９０４１９９Ｌ ２６８９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８９０７ 房地产业

２２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６６３４５３０８６Ｇ １９３５９４ ０００ ７４１４４ ２６７７３８ 批发业

２３ 武汉美丰采房地产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０９４６６７５５０３ ２６５８５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５８５４ 房地产业

２４ 武汉汉正常青地产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０９０８２８３９６３ ２６１３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１３２６ 房地产业

２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支行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８７７７１５１３３Ｇ ２４６８６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６９０４ 货币金融服务

２６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４２０１０４１７７７１５３３５ ２４６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６０３１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２７ 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７３７１１８３１０Ｘ ２４２７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２７９４ 批发业

２８ 武汉公共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７９９７９８３６６Ｔ ６５８２ ０００ １９９０２８ ２０５６１０ 房地产业

２９ 武汉三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７４４７７５３５１Ｕ ８９２０２ ０００ ９９３２６ １８８５２７ 房地产业

３０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７４４７６８６８８Ｒ １５５９５６ ０００ ２８１９８ １８４１５４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３１ 武汉海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０８８４７５３７６７ １７８８８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７８８８１ 房地产业

３２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７０６８０４５７ＸＡ ３２０１ ０００ １６３６２９ １６６８３０ 保险业

３３ 湖北精英盛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６６３４６１２７０Ｂ １５８１２３ ０００ ４８６５ １６２９８８ 零售业

３４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７０７１６２２５７Ｃ １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 ５５７９６ １５５８９２ 医药制造业

３５ 国药控股湖北柏康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０７７７４５６７６Ｇ ９６０８９ ０００ ５１２６４ １４７３５２ 批发业

３６ 湖北高路油站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０１０４７６０６７１６２４ ８９２６３ ０００ ５６０７４ １４５３３８ 零售业

３７ 武汉华鼎创投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５８７９７７７８４Ｎ １４２８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２８０１ 房地产业

３８ 湖北省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７７７５７２５１８Ｐ １０４７３７ ０００ １４９６１ １１９６９８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３９ 武汉市泰宇商贸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１７７８７７８４４６ １１８８９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８８９２ 房地产业

４０ 湖北嘉信隆科技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５８７９７７１０００ ６０２７４ ０００ ５１７２２ １１１９９６ 批发业

４１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７２８２６２８８ＸＣ １０７６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７６０１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４２
沃尔玛（湖北）商业零售有限公司汉口山姆

会员商店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３０３５３１３４３Ａ １０４４９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４４９１ 零售业

４３ 中石化武汉公交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５６５５５２９８８６ ５９５２８ ０００ ４２７９９ １０２３２８ 零售业

４４ 武汉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３６６９５４１４０７Ｙ ６１６４１ ０００ ３８９９５ １００６３６ 其他服务业

４５ 武汉长华置业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７８３１８０６１７Ｈ ６４４３５ ０００ ３１３７６ ９５８１１ 房地产业

４６ 麦德龙仓储（武汉）有限公司 ４２０１０４７１７９５５０５８ １１７０２ ０００ ７９５８０ ９１２８２ 仓储业

４７ 瑞泰潘得路铁路技术（武汉）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７１４５８００６Ｘ１ ７２８５１ ０００ １７９２３ ９０７７４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４８ 武汉同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６１６４３４６３２１ ８１６８６ ０００ ８８８４ ９０５６９ 其他服务业

４９ 湖北省烟草武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１７７５９７３２４Ｇ ７０２２５ ０００ １５７５２ ８５９７８ 零售业

５０ 武汉荟普化学新材料有限公司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７４４７８９２５１１ ６２２０５ １７７０３ ７９９０８ 批发业

·４０２·

·口年鉴·



地 方 税 务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地方税务局（简称口区
地税局）按照“税收现代化”的建设要求，注重推行

阳光办税、践行阳光执法、创新阳光服务，全面从严

治党落实主体责任，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

“三严三实”的作风履职尽责、积极作为，圆满完成

“带好队、收好税、执好法、服好务、管好内”等工作

目标。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日，口区地税局税政工作人员到武汉轻工业大学对在职教职
工开展年收入１２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申报的上门辅导服务

【税源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地税局举全局主力攻
坚克难，圆满完成税收工作。全年累计完成税费总

收入１３２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９％。其中市政府目
标收入完成８６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８％；区属全口
径收入完成６４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９６％；区级公
共财政收入完成 ３３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７４７％。
扎实有效地开展欠税清理和催缴催收工作，全年压

欠率６０％，取得全市排名第二的好成绩。

【文化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地税局注重推进文化
建设激发干部活力。以阳光文化理念熏陶人、文化

环境影响人、学习团队塑造人，营造和衷共济的祥瑞

和气、追求卓越的昂扬锐气、乐观向上的蓬勃朝气，

“阳光文化”品牌逐步形成，阳光团队风清气正。阳

光文化先后被新华社《湖北领导参考》、省委政研室

《调查与研究》《中国税务报》等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总局、省局、市局相关领导予以充

分肯定。同时，在总局党校、省直

机关党校、省财税学院进行文化建

设讲座交流。

【廉政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地
税局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调

“三抓六管”，全面落实“两个责

任”。“抓领导带头、抓制度执行，

抓教育自觉；管住脑、保持清醒，管

住眼、明辨是非，管住耳、兼听则

明，管住嘴、不乱说，管住手、不乱

伸，管住脚、走正道”的工作方法得

到口区委、区纪委领导的充分肯

定，并在全区推广。全面开展风险

排查，有效防范风险。及时清理整

顿，积极深化专项治理。开展“回头看”，推进“三个

专项治理”。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６年，口区地税局深入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重点对照合格党员的标准

展开学习教育，充分利用党建学习教育平台，利用手

机、微信群等信息平台时时发送“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有关报道。积极开展学习对标、争创先进活动。

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争创《党员示范岗》活动，在征收

大厅、机关科室、基层征管一线单位设置４３个“党
员示范岗”。不断加强基层党建，狠抓思想建设、制

度落实、日常管理，制度建设。

【国地合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地税局与国税局合作
工作成绩突出。成立国地税合作办公室，明确合作

内容。定期召开国地联合会议，并积极筹备联合进

驻口区政务服务中心。对照《合作规范 ３０》５１
个合作事项抓好分解落实，实行定人定岗定责，共落

实完成区局层面３３项合作任务。举办多次联合培
训。联合为８２６位纳税人举办企业所得税、个人所
得税业务知识培训。信息共享，联合征管。共同制

定户管信息交换、入库税款信息交换等各项内容的

时限、内容及方式，并联合开展检查。

【税制改革】　２０１６年，口区地税局顺利完成“营
改增”，税制改革平稳推进。上下同心，形成动力。

成立专班，落实好人员、设备保障，确保工作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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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处。左右协调，形成助力。先后向国税局移交

９４７３户纳税人名单、未缴销的网络发票 １１１２份、
税控发票２４０１８份信息，平移国税税控机５３３台，
“营改增”顺利完成。全面统筹，形成聚力。加大

欠税宣传力度，做好内部培训，先后组织培训 １１
场次，共计辅导４３６人次。加强欠税信息清理，逐
户比对清查，确保数据真实。四大行业全面移交，

营改增平稳过渡。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９日，口区审计局局长姜雯受邀在区委十一届第七期区管干部
进修班讲授《从经济责任审计看领导干部如何依法履职》

【依法治税】　２０１６年，口区地税局继续规范税收
执法，有力推进依法治税工作。开展“一月一查”，

规范税收执法。通过检查一个所、讲评一个所、通报

一个所，做到举一反三，问题共享，有效促进税收执

法工作。全年在开展“一月一查”活动中查摆各类

问题８６个，并逐一整改落实，推进后续监管精细化
和税收风险管理常态化。加强执法督查，做好案卷

评查。加强执法培训，全面推进普法。推进税收执

法责任制，提高依法履职尽责意识，认真落实“六

五”普法工作。

【税政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地税局注重税政管
理，成果显著。汇算清结顺利完成。全年共计完成

汇算户５２４１户，完成比率１００％；完成清结户１７０６５
户，完成比率 １００％。个人所得税管理不断加强。
全年１２万元申报累计完成申报７２３３人，完成市地
税局下达目标人数 ５１００人的
１４１８２％。财产行为税管理效果
明显。充分利用“以地控税”税源

管理平台，加强对契税、耕地占用

税等税费的联合控管，全年共征收

契税 ７２９９万元。完成小微企业
优惠政策退税审批，及时办理退税

手续。准确把握拆迁还建税收优

惠政策，减免营业税 ３９４２２５万
元。全年共办理报批类减免 １０８
笔，减免税额１９４８５１万元。

【创新办税】　２０１６年，口区地
税局进一步简化办税流程、创新办

税方式，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深化

服务理念，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推行省内通办。丰富服务内

容，加强纳税人学校建设，做到实

体、网络优势互补。创新服务手段，实现同城通办、

税务文书邮寄送达等便民服务。创新“互联网 ＋”
办税服务，开展个性化培训，联合科技孵化器、企业

家协会等专业机构，针对小微企业、高新企业等开展

特色服务和定制培训２０余次。

【政务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地税局创新方式方
法，提高行政效能。全面落实八项制度，坚持把晨

会制度作为提升工作效能的重要载体，有效融入

了政治学习、当前存在的问题、整改措施、工作建

议、当日主要工作及要求和工作点评等内容，确保

政务高效运行。实行“清单管理”，制定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确保责任全面落实。公车改

革全面落实，按照公车改革的政策，严格落实。组

织开展全局各办公场所安全巡查，确保平安平稳。

（崔　丹）

审 计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审计局认真履行审计监
督职责，共查出问题金额２２８３９万元，移交区纪委
线索３件，２人受到党纪处分。提出审计建议 ６１
条。区审计局保持“湖北省级文明单位”荣誉，并

荣获“湖北省审计机关档案工作目标管理省特级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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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０日，口区审计局在口区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中，对区化工
企业搬迁后的土地污染修复、管理利用情况进行现场勘查

先进单位”“武汉市审计系统先进

单位”等称号。

【财政审计】　２０１６年，口区审
计局建立财政资金大数据，采集区

内６７个一级预算单位财务数据，
并对其进行进行综合分析，实现财

政资金、重点项目资金同步审计。

完成对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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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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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对

区民政局、区卫计委、区经信局等

６个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审计。

【政府投资审计】　２０１６年，口区审计局通过搭建
投资审计项目联网平台，产生良好的效果，该项目获

湖北省唯一一家原创性新技术。建立重点工程跟踪

审计台账，按照工作计划组织开展实施。完成市第

一聋校搬迁过渡装修、渣土运输经费和市第四中学

周边围墙建设结算审计、安徽街幼儿园结算审计、

２０１５年门面招牌整治等１８个项目的结算审计，出
具审计报告及单项结算审计报告 ４６份，送审金额
１９００３７９万元，审定金额１６３７１２３万元，审减金额
２６３２５６万元。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１６年，口区审计局完成对宗
关街办事处、汉中街办事处、汉水桥街办事处等１３
个单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在对两条街道办事

处经济责任审计中，试行党政一把手同时进行经济

责任审计，以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在街道的经济社会

发展思路为起点，确定政策、资金、项目、廉政四个环

节为着力点。

【专项资金审计】　２０１６年，口区审计局完成对区
城市水环境保护绩效审计调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注重深入研究方案、系统学习法规、

现场实地勘测、数据分析比对、定期召开审计组协调

会等方式方法，集思广益，用新手段解决新问题，助

力环境资源资产审计不断创新。

【统筹资源】　２０１６年，口区审计局充分利用国家
审计、内部审计、社会审计各自的职能优势，将三类审

计资源进行有机融合，对财政资金及一级预算单位、

二级预算单位及所属单位、投资跟踪项目及专项检查

实施梯次性覆盖。注重探索建立以国家行政主管部

门审计为主、各行政机关内审为辅、同时聘用社会中

介参与审计的“三位一体”投资审计新模式。充分利

用“１＋Ｎ”审计模式，即１名审计人员配备多名社会
中介结构人员成立审计小组进行审计，主要适用于部

门预算执行审计、经济责任审计、专项检查等常规国

家审计项目。发挥内审作用、实现成果互用，对于涉

及多个二级单位的一级预算单位，由本局推荐有资质

的社会审计力量协助预算单位的内审机构开展方案

编制、审计实施和审计报告三项内容的指导和协作，

区审计局重点对审计结果和质量进行审核。

（刘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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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事 业

教 育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教育局推进“教育质量”
“教育云”“校园足球”三张名片建设，承担包括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在内的五项国家、省市区级改

革任务，其中，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工作为口

区承担的三大国家级改革试点任务之一。全区共有

各级各类学校１２５所，其中，教育部门办６８所、行业
部门办７所、民办５０所，在校学生７２８５７人，在职教
职工 ４８９２人（不含系统外教师），退休职工 ５０７８
人。全区有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十大教书育人楷模

１人，省名师７人，省管专家１人，在岗省特级教师
２２名，武汉黄鹤英才４人，市名师６人，市管专家和
市政府津贴享受者１８人，区级以上各类骨干教师达
１０００余人。口区教育局精准扶贫工作组被评为
第六轮“三万”活动市级工作突出工作组。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教育局注重加强党组
织建设，积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建立以学区联盟为主、教育组团为辅的区

域化党建格局，积极开展开展“三进三服务”活动。排

查１３２个党支部在册党员共３５９０人（其中在职在岗
２０８８人），共计作党课报告２４９节次，党建研修培训
３２４人次，３５００余名党员进社区认领微心愿，开展周
四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召开全区教育系统纪念建党

９５周年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展示会。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承办武汉市教育系统意识形态工作研

讨会。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购买《习近平

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２２２５本。２０００
余名党员开展《准则》《条例》集中测试和网络测试。

相继开展基层违反群众纪律专项治理、履职尽责督促

检查、公车专项清理、换届风气监督检查、规范财务票

据专项整治“回头看”等工作。印制《中共口区教

育局委员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关于

确定局领导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联系点的通

知》。开展党风廉政“宣教月”学习教育活动，召开新

提任校级干部廉政座谈会，组织新提拔校级干部和重

点岗位党政“一把手”参观口区党风廉政建设警示

教育基地。承办全区“廉洁家风 和谐口”主题廉政

文化宣传演出。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干部捐资７６８００
元，完成黄陂区北新村办公楼、村委广场及太阳能路

灯项目。利用扶贫专项资金，投资９０余万元建设装
机容量８０千瓦小时的光伏发电项目，为贫困户免费
发放３０００棵油茶苗种植，组织“北新村大讲堂”８场
次，参加村民、师生、家长近５００人次。召开中国少年
先锋队武汉市口区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

届少工委领导机构。推进文明城市提升工程建设，崇

仁路中学、实验小学在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双

月测评中获评满分，开展全区第三届“美德少年”评选

活动。开展文明单位结对“保障性住房集中区域”共

建文明社区工作，完成全系统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６年区
级、市级文明单位复查申报工作。在中央、省、市主流

媒体报道口教育新闻４１０余篇，其中央视《新闻联
播》播出东方红小学、实验小学“戏曲进校园”活动，

央视七套报道义烈巷小学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

【学前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区教育局注重学前教
育，全区６个学前教育共同体针对园所文化、幼儿园
游戏、园务管理、区域创设、家园共育、幼儿园课程开

展专题研讨，办园特色逐步显现，常码头幼儿园角色

游戏的观察评价、水厂路幼儿园的区域创设、陈家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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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家园共育、机关幼儿园的“家”文化等。注

重以赛促训、以赛促研，开展社会领域优质教学活动

竞赛、教师优秀一日活动方案评比、教师风采大赛等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４日，武汉市楚才作文（口）现场交流会暨首届作文教育高峰
论坛在崇仁汉滨小学举行

活动，组织、协助完成学籍管理员培训、通识性五大

领域培训、游戏材料操作及“起点阅读”核心价值观

绘本培训等各类集中培训 １０多场，参训人员超千
人。同时，将“局属幼儿园干部兼课执行情况”纳入

到每周常规下园工作计划中，针对副园长开展“我

说我的管理故事”专题教研活动，有效增强了管理

干部的课程领导力。坚持“精准指导、对接帮扶”，

市直机关永红幼儿园、军事经济学院幼儿园通过省

级示范性幼儿园复评。全区大力推进民办幼儿园

“规范、优质、特色”发展，为老百姓提供可选择的学

前教育，引导民办园提档升级，民办格林紫润幼儿

园、美乔幼儿园、体育幼儿园、育新幼儿园和小怀幼

儿园分别创评市一、二、三级幼儿园。把扶持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作为提升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的

突破口和着力点，出台《口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认定和补助暂行办法》（政办
'

２０１６
(

３４号）。
对２７所经认定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进行奖补，累计
投入资金６２５．０７万元，惠及６３０７名幼儿。机关幼
儿园、常码头幼儿园、陈家墩幼儿园、水厂路幼儿园

相继开办分园。水厂路幼儿园通过武汉市民主管理

五星级评估。

【小学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区教育局积极推进义务
教育学区制改革，形成“委托管理”“学校联盟”“小班

化联合体”“垂直学区”等多种学区制建设模式。东

方红小学、崇仁二小、井冈山小学、崇仁汉滨小学分别

委托管理蔡甸区第六小学、新洲区

双柳殷店小学、蔡甸区大集中心小

学和蔡甸区成功中心小学。行知小

学、实验小学、义烈巷小学为市级小

班化实验牵头学校。在武汉市义务

教育学业质量监测中，口美术和

体育两科三率均居于全市第一。在

第３２届武汉国际中小学生楚才作
文竞赛中，口获奖人数和获特等

奖比例再创新高，其中特等奖３人
（全市共１５人），６月１４日，崇仁汉
滨小学承办武汉市楚才作文现场交

流会暨首届作文教育高峰论坛。全

区４０所小学参与可视化德育研究，

创建口区“可视化德育”云平台，制作《共产党人》、

《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等德育微课程视频１０００余
件，观看视频的学生和家长达３０余万人次，市教育局
在全市推广口经验，可视化德育研究在２０１６年全
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现场会上展示。开展“传统文

化进校园”“经典诵读”等活动，全市“国学经典大讲

堂”首场活动在东方红小学开讲。义烈巷小学在全市

“戏曲进校园”活动推进会上交流发言。义烈巷小学、

崇仁路小学、体育馆小学、实验小学组队参加全市“亲

子戏曲达人秀”活动，崇仁路小学陈彦豪获得金奖，实

验小学汪梦甜获铜奖。开展“童心向党”歌咏活动和

“童谣征集”活动，崇仁汉滨小学但凯羽获省二等奖、

市一等奖。南垸坊小学承办中国邮政、中华集邮联组

织的少年邮局交流活动。义烈巷小学、山鹰小学、陈

家墩学校、易家墩小学通过武汉市首批义务教育现代

化学校督导评估，陈家墩学校、易家墩小学通过武汉

市素质教育特色学校督导评估。宝善街小学被评为

市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南阳村小学被评为全

国书法实验学校。开展第１９届全国推普周活动，组
队参加武汉市第三届“岗位推普十大明星”普通话大

赛。体育馆小学参加全市汉字听写大赛冠军赛，其中

毕嘉莲晋级央视总决赛。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新增海外友好学校５所。崇仁路小学与英国宾利安
克瑞丝小学签定友好学校，新合村小学与德国法兰克

国际足球学校签定合作协议。体育馆小学与英国

ＢｅｅｃｈｌａｗｎＳｃｈｏｏｌ签定友好学校，并组织师生参加新
加坡联华小学游学。

【中学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区教育局把全区１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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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分成４个学区管理，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委托
管理蔡甸区莲花湖中学，武汉市第十一中学相继参

加湖北省教育精准扶贫项目优质高中对口帮扶郧西

三中、恩施市第一中学，同时，学校利用信息化同步

课堂向贵州黔西南山区学校现场直播了２０６节课和
２０００多份课程资料。６月３０日，口区中小学接受
以“三通工程”建设与信息化应用为主的国家教育

信息化专项督导检查。深化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综

合评价改革实验方面，大力推行“绿色质量评价体

系”，探索多元评价方式。２０１６年在，全区大文大理
一批上线人数达到８７４人，上线率４４．２８％，大文大
理一批上线人数比 ２０１５届增加 ９５人，增长率为
１２．８３％，高于全市１０．５２％的增长率。全市中考前
１０名口区占据２席，在全区１４所初中学校中，武
汉市十一崇仁初级中学、同济附中继续保持在７０％
以上的普高率，另外全区１０所初中普高上线率均高
于２０１５年。完成高中国家助学金发放 ２１９人，
２２２７５万元。在全区中小学开展多种形式法治教
育活动，武汉市第二十六中学、常码头中学进入首届

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知识网络大赛复赛，常码头中

学６名学生获奖，２名老师获指导教师奖，常码头中
学获初中组优秀组织奖。全面完善学校章程。武汉

市第十七中学等８所学校在暑期对周边未成年人开
放学校场馆。武汉市第五十九中学、武汉市七十九

中学通过武汉市首批义务教育现代化学校督导评

估，武汉市七十九中学通过武汉市素质教育特色学

校督导评估。武汉市第十一中学被评为省级语言文

字规范化示范校。“汉语桥———英国中小学校长访

华之旅”相继访问武汉市第四初级中学，武汉市第

四初级中学与比奇劳恩学校签定友好学校。武汉市

第十一中学与法国洛林大学工程师学校签定合作协

议。台湾苗栗县头份市学生夏令营团参访武汉市第

四中学等学校。

【职成教育】　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口区第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主任会议通过《关于口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情况的工作报告》，

明确职教法执法大检查。此后，区教育局不断深化

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探索人事体制改革试点，全年完成中职国家助学

金发放 ３８４人，３８．４万元，中职免学费资助 １８６８
人，２２７．６８万元。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组队参
加第７届武汉·波尔多及新阿基坦葡萄节活动。按

照“十个突出问题整改要求”规范民办培训机构的

审批和管理，多次组织教育部门审批的培训机构自

查和专项督查，对发现的５８个问题，全部限期整改
到位，在年度市电视问政暗访组巡查中没有负面问

题曝光。开展民办学校党建工作“堡垒工程”，辖区

４８所民办学校和幼儿园、社会培训机构，单独建立
党组织的２所，有党员的１９个单位组建联合党支
部，没有党员的单位建立了功能型党组织，对以上机

构采取“一对一”形式派出公办学校党组织书记作

为党建工作指导员。全年开展社区教育培训

５０３５９２人次，社区居民年受教育培训率达５８％。取
缔无证民办长堤幼儿园，收回原利济路小学分校，保

证了国有资产不流失。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教育局注重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实施青年教师成长“领航计划”，３０８２名教
师参加市级２５个培训项目，完成区第三期骨干教师
研修班培训工作，为青年教师选配“导师”１５４人。相
继组织书记、校长到上海、杭州开展专题研修及名校

观摩活动。杨小玲参加湖北省“共筑小康梦”报告团，

走进恩施贫困地区，开展文化扶贫宣讲１０余场。推
进教师轮岗交流工作，参加交流教师３１０人，占符合
交流人数１５％。抓职工书屋建设，推进书香校园、书
香教师建设，建成职工书屋的学校占全区学校数的

８０％，成立了区级读书联盟，共组织大型读书展示活
动１２次，分别举办武汉市第十一中学陶勇校长、武汉
市十一初级中学王敏校长读书会，武汉市第二十六中

学叶京飞市民大讲堂分享会等。“崇仁伙伴书屋的三

友会”成为全市的读书品牌，水厂路幼儿园被评为“武

汉市十佳书香团队”。开展全区教职工校园“十大歌

手”比赛，组队参加武汉市教职工趣味运动会获道德

风尚奖。抓电视问政推进师德师风建设，设立师德信

箱６１个、签订师德承诺４８５３份，发放《关于严禁在职
教师从事有偿补课告家长书》５５９６８份。各校组织专
班督查千余次，走访全区３０％教师家庭。成立由机
关干部、社区干部、基层学校干部和下社区教师计１００
人组成的１８个巡查小组，巡查１６２次，培训机构检查
覆盖面达到１００％。全系统内２２人当选十五届区人
大代表，２８人当选十四届区政协委员。武汉市第十
七初级中学教师谢亚平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

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教师甘云山被评为湖北最美一

线职工。成立武汉市“黄鹤英才（教育）计划”唐静名

师工作室。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徐晋霞获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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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一届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杨小玲、甘云山、谢亚平３位教师先进事迹编入《口
好人》专辑。体育馆小学教师余凤娟被评为２０１６年
口区年度教师。

【素质教育】　２０１６年，口区教育局积极落实中小
学开展阳光体育锻炼一小时活动学校达１００％。全
国校园阳光体育足球班级联赛启动仪式、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新长征大型宣传推广活动湖北站启动仪

式相继在口举行。在武汉市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

中，武汉市第四中学获高中男子组冠军，新合村小学

获小学组男子乙组冠军，安徽街小学包揽女子甲、乙

组冠军。武汉市第二十七中学荣获湖北省青少年校

园足球中学生联赛初中女子组第一名。安徽街小学

承办２０１６年亚足联女足日女孩足球节。口区相
继在湖北省校园足球“四进”活动推介会、武汉市教

育工作会上就“校园足球”开展情况做专题汇报。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５日至８日，武汉市中小学、普通中专
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武汉市第四中学举行，口区中

小学代表队囊括“初中团体总分”“高中团体总分”

“中学团体总分””“小学男子团体总分”“小学女子

团体总分”“小学团体总分”全部６个组别冠军，中
学代表队以９０９分的佳绩连续第２０次捧起团体总
分冠军奖杯。武汉市第四中学获得湖北省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田径运动会初中男子团体总分、女子团体

总分第一名，武汉市第十七中学获评首批全国学校

体育工作示范学校（武汉市中心城区唯一高中）。

水厂路小学、韩家墩小学、井冈山小学、武汉市第六

十四中学、武汉七十九中学被评为武汉市健康促进

学校，武汉十一初级中学被评为武汉市无烟单位。

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获评武汉市第八届高中学生军

训会操比赛二等奖，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获得武汉

市中小学广播体操比赛中学组一等奖。

崇仁二小在琴台原创歌曲比赛中获得市优秀奖。

在武汉市合唱比赛中，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崇仁路小

学获一等奖，崇仁汉滨小学获二等奖，十一崇仁滨江初

级中学获三等奖。在武汉市“戏剧大师”课本剧评比

中，红旗村小学、实验小学都获得武汉市名师推荐奖。

在全国、省级科技（环境）活动比赛中，全区共

有１３０个个人及团体获奖。推进生态学校建设，红
旗村小学荣获２０１６武汉市青少年环境大赛———环
境知识竞赛小学生组团体一等奖。２０１６年我区有６
名初中毕业生被评为武汉市科技小人才。

【教科研究】　２０１６年，口区教育局注重统筹各类
课题研究，区内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共立项

９７项，其中国家级课题８项，省级课题７项，市级重点
课题９项，市级课题２８项，市个人课题３９项，课题立
项率居全市领先水平。完成口区教育学会第八届

换届工作。４月６日成立中小学课程改革研究中心，
推进实施“有效科研工程”，让对口的中小学之间互联

互通。口区相继被武汉市教育局评为、中国教育学

会授予武汉市十二五教育科研工作业绩突出单位、教

育改革试验区２０１６年度论文征集和评选活动优秀组
织奖。参加全市方言调查，推进区域方言资源保护工

作。局属系统４６家单位完成档案目标管理省一级达
标。完成《口区教育志》（１９８６－２０１５）６２万字编纂
工作，并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项目推进】　２０１６年，口区教育局注重项目推进
与进度落实，完成学前教育新改扩项目、配建项目。

实行项目指挥长负责制。山鹰小学、中民配建小学

竣工，山鹰小学、紫润小学平稳搬迁。武汉市第十一

中学、武汉市第四初级中学完成“放心食堂”“放心

超市”达标创建任务。校（园）方责任险工作完成

１００％。同济医院幼儿园、水厂路幼儿园西区、武汉
市十一初级中学完成食堂食品安全量化 Ｂ级升 Ａ
级；宝善街小学、安徽幼儿园尚美园、义烈幼儿园荣

东园、电源村幼儿园、丰竹园幼儿园、赛达晶晶幼儿

园食堂完成由Ｃ级升Ｂ级。公办学校食堂“明厨亮
灶”目标达１００％，民办学校达６０％。推进平安校园
建设，实现校园法务室建设全覆盖，相继完成全区中

小学一键式报警器、校园安全视频系统升级改造二

期建设，实现区内各学校全高清数字化监控系统自

行管理，初步实现二级网络联动机制。

【２０１６年度教育部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现场会】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６日，武汉市第四中学承办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现场会，口教
育云规模化应用模式向全国展示交流。２４日，召开
中央电教馆２０１６年度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区
域经验交流会，全国近１０００名教育工作者参会。２５
日，召开教育部２０１６年度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现场
会？武汉教育云应用成果展示，崇仁路小学数学老

师李雪芳和华中师范大学附中物理老师苏航各上了

一节展示课。同时，武汉市第十一中学、武汉市第六

十四中学、井冈山小学等区内外学校在大会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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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育云成果空间应用展示，口区教育局可视化

德育经验、东方红小学、韩家墩小学等区内外学校在

大会上书面交流经验。教育部副部长李晓红、教育

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芝、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

延觉、中央电教馆馆馆长王珠珠、湖北省教育厅厅长

刘传铁、武汉市副市长刘英姿、武汉市委教育工委书

记徐定斌等出席大会。２６日，召开教育部 ２０１６年
度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现场会。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以及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门分管负责人，负责

信息化应用的部门负责人等１２０人参加会议，８个
单位介绍了信息化应用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教育部

副部长李晓红、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武汉市副市长

刘英姿、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芝、教育部科

技司司长王延觉、中央电教馆馆馆长王珠珠、湖北省

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仲初、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传

铁、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国华出席

大会。口区区长景新华，区委常委潘利国，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刘传，副区长程宏刚参加会议。２４
日至２６日，由中央电教馆主办的２０１６年度基础教
育信息化应用交流展示活动在武汉市第四中学室内

田径馆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负

责人、学校代表、信息技术教师，以及武汉市的教师

代表近万人参加展示活动。

【校园安全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教育局与区直部
门、街道、社区开展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工作，完成全

区中小学一键式报警器安装工作，升级校园安防系

统。完成平安校园二期４４所学校建设，安装摄像机
２４０４台，实现区内各学校全高清数字化监控系统自
行管理。落实安全一日常规，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及时督办整改落实，加强寄宿部学校安全管理。

（吴爱文）

２０１６年口区公办幼儿园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在园（班）人数 教职工数

班级数 幼儿数 合计
其中：
专任教师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总计（１５所）

教育部门办（１０所）

１ 武汉市口区水厂

路幼儿园

解放大道３２９号（香
港印象小区内）

１４ ４４９ ７２ ２８ 陈　峰 ８３６５８６５１

２ 武汉市口区崇仁

路幼儿园
崇仁路２２１号 １２ ３９２ ６４ ２５ 伍　曼 ８３７３２７７０

３ 武汉市口区安徽

幼儿园

汉中路２４１号（原利
济路小学内）

１３ ３８４ ６３ ２４ 陈　红 ８５３６２２９８

４ 武汉市口区营房

幼儿园
营房北村３８号 ４ １１７ ２８ １０ 曾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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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５１０ ９４ ３６ 王　岚 ８３７３５９４０

６ 武汉市口区常码

头幼儿园

常码头发展二村 ５６
号

９ ２８５ ５８ ２３ 陈爱梅 ８３５３３９６６

７ 武汉市口区机关

幼儿园
集贤路特１号 １３ ４１６ ６８ ２６ 姜红兵 ８３８００９５７

８ 武汉口区陈家墩

幼儿园

陈家墩小区古田南

村６７号 １１ ３３９ １５ １０ 田　丰 ８３８３９７６４

９ 武汉市口区义烈

巷幼儿园
义烈巷１号 ７ １７０ ４１ ８ 蒙继红 ８３８０４３７７

１０ 武汉市口区团结

幼儿园

长风路丰美路团结

佳兴园小区内
２ ６０ １６ ４ 陈　峰 ８３６５８６５１

其他部门办（５所）

１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幼儿园
航空侧路１３号 １０ ３２３ ５１ ２４ 刘　新 ８３６９２４２３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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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在园（班）人数 教职工数

班级数 幼儿数 合计
其中：
专任教师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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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２１１ ３９ １８ 王　泽 ８３６６３１２３

１３ 武汉市直属机关永

红幼儿园
建设大道４４５号 ２５ ８４９ １２５ ６２ 陈金芝 ８３６３２６４８

１４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经济学院幼儿园
罗家墩１２２号 １２ ３５７ ５５ ２５ 刘　君 ８３４４８７５７

１５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工程大学幼儿园
解放大道７１７号 １６ ５４４ ７８ ３１ 张　琪 ８３４４３７５５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办幼儿园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举办人 联系电话

民办（４７所）

１ 武汉市口区体育幼儿园 顺道街１４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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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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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红 ８５３７４７７６

４ 武汉市口区旺旺幼儿园 竹牌巷７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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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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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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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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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爱华 ８３８７６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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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琼 ８３８０５４８５

１０ 武汉市口区鸿燕艺术幼儿园 汉中路１８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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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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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莲英 ８５３６９９９４

１３ 武汉市口区太平洋实验幼儿园 汉水三村３２９号 肖　荣 ８３８８５２３３

１４ 武汉市口区融侨永红实验幼儿园 解放大道６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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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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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小萍 ８３８５９５１３

１７ 武汉市口区六角天使幼儿园 利济路１５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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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燕 ８３３３６９４３

１９ 武汉市口区贝比堡幼儿园 汉西二路特一号 胡惠芳 ８３４９２９９６

２０ 武汉市口区林之光发展幼儿园 发展一村６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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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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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会娟 —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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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举办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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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林 ５０３３８６１２

２４ 武汉市口区小哈佛幼实验儿园 解放大道１０９号汉口春天小区内 郑　雨 ８３８３１２８８

２５ 武汉市口区春光幼儿园 解放大道６９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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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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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惠芳 ８３９９６３６９

２８ 武汉市口区同文幼儿园 天顺园小区９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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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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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南方 ６３６０５１０１

３１ 武汉市口区丰竹园幼儿园 常码头丰竹园小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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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家芳 ８３８７６６６３

３３ 武汉市口区欣欣幼儿园 利济东街１０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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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　臖 ８５２５２４０１

３５ 武汉市口区育新幼儿园 建乐小区２８－３１栋２楼 董元年 —

３６ 武汉市口区爱弥尔幼儿园 紫润明园南区２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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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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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　荣 ５９１０８９１７

３９ 武汉市口区娃娃幼儿园 玉带路１９号 杨　英 ８３７３２４０７

４０ 武汉市口区朵朵幼儿园 长堤街操场角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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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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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兰英 ８３５３７１７９１

４３ 武汉市口区锦江永乐幼儿园 建一路２号 柯　莹 —

４４ 武汉市口区赛达晶晶幼儿园 解放大道７７号 吴朝霞 ５９３０１１２５

４５ 武汉市口区小金笛幼儿园 简易新村１３－１５号 徐　蝶 —

４６ 武汉市口区艺和幼儿园 汉正街７２８号１２门３－８ 梅　强 —

４７ 武汉市口区金色摇篮幼儿园 古田路４１号东方花城小区内 王　曼 ８３３０７８６９

２０１６年口区普通小学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在校生数 教职工人数

合计

班数 在校生数
合计

其中：
专任教师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总计（４０所）

教育部门办（３８所）

１ 武汉市口区长征

小学
解放大道３１４号 ２２ ９６７ ４８ ４３ 唐　琳 ８３７５６６６９

２ 武汉市口区中山

巷小学
汉正街８３号 ６ １６１ ２２ １９ 张海玲 ８３７８５３０１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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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在校生数 教职工人数

合计

班数 在校生数
合计

其中：
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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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５７ ８０ ７５ 袁　莉 ８３８８２７０２

４ 武汉市口区崇仁

汉滨小学
古田三路１号 ３０ １３９６ ５７ ５０ 汪　飞 ８３８３７７８９

５ 武汉市口区实验

小学
简易路１０号 ３０ １０８８ ４３ ３９ 吕敬东 ８３８７２８２８

６ 武汉市口区新安

街小学

大夹街九如巷 １７７
号

６ ２０６ ２３ １９ 邓七翠 ８５６４４３３５

７ 武汉市口区双环

小学
古田一路３１号 ７ ２２０ ２６ ２３ 丁卫红 ８３４２１６７７

８ 武汉市口区行知

小学
汉正路４０９号 １９ ６３７ ５０ ４６ 鄢明丹 ８３６１８４２４

９ 武汉市桥口区崇仁

第二小学
新路１２６号 ２５ １１２６ ６５ ５９ 高　静 ８５８３３１８８－８０１

１０ 武汉市口区山鹰

小学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１６ ７０２ ３６ ３１ 江　红 ８３８３７３５２

１１ 武汉市口区长丰

小学

古田二路长丰新村

特１号 １１ ４００ ３４ ３０ 许　涛 ８３８３３５７２

１２ 武汉市口区东方

红小学
解放大道７６１号 ５７ １９９６ １４９ １３９ 瞿莉玲 ８３６３０７２３

１３ 武汉市口区太平

洋小学
解放大道４６３号 ２４ １１７４ ４８ ４０ 陈小梅 ８３８８３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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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９３７ ４４ ４３ 倪风雷 ８３４１１１０３

１５ 武汉市口区建乐

村小学
中山大道７１号 ２５ ７５６ ５６ ５３ 商风丽 ８３７８０９０６

１６ 武汉市口区南垸

坊小学
解放大道２８－３０号 １９ ８３３ ４１ ３８ 王元红 ８３３１０１０９

１７ 武汉市口区汉西

小学
汉西北路３４号 ８ ２９３ ３０ ２４ 赵　伟 ８３８８８７５１

１８ 武汉市口区舵落

口小学
易家墩２１３号 １１ ３３６ ３１ ２８ 陶　俊 ８３４１２３７１

１９ 武汉市口区安徽

街小学
汉正街六水街３号 １２ ３９１ ３４ ３１ 陈丽秀 ８５６４８１０７

２０ 武汉市口区崇仁

路小学
发展大道３９号 ９ ３２１ ９５ ８８ 张彦平 ８３７５８３７０

２１ 武汉市口区古田

路小学
古田二路１８号 １８ ６８８ ４８ ４３ 余行飞 ８３８３６０４７

２２ 武汉市口区水厂

路小学
建设大道２９号 ２８ １４４２ ７２ ６９ 李旺成 ８３８８２７３２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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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在校生数 教职工人数

合计

班数 在校生数
合计

其中：
专任教师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２３ 武汉市口区常码

头小学

常码头发展二村 ５５
号

１３ ５０９ ３３ ３０ 彭　波 ８３５３３８２６

２４ 武汉市口区井冈

山小学
集贤路４３号 ２９ １３５７ ７０ ６６ 洪　霞 ８３７８４６３２

２５ 武汉市口区红旗

村小学
中山大道１８９号 ２０ ９０７ ４９ ４１ 张师平 ８５８３１０６１

２６ 武汉市口区仁寿

路小学
仁寿路１００号 １３ ４１３ ３３ ３０ 王华萍 ８３５２０３０８

２７ 武汉市口区义烈

巷小学
长堤街２１８号 １６ ４８４ ３５ ３０ 曾贵利 ８３７５０２６６

２８ 武汉市口区辛家

地小学
解放大道７５号 ２０ ８７７ ５２ ４９ 李惠娟 ８３８３１２８２

２９ 武汉市口区汉正

街小学
三曙街１号 １１ ２６３ ４２ ４２ 章大明 ８５６８１７３１

３０ 武汉市口区星火

小学
汉正街广货巷３６号 ２２ ８９９ ５２ ４８ 郑邹斌 ８５６８６０４８

３１ 武汉市口区易家

墩小学
古田一路４５号 １８ ６６２ ３６ ３３ 童秋妍 ８３４１６１２７

３２ 武汉市口区博学

小学
古田四路３１号 １３ ５０８ ２７ ２７ 余家芳 ８３８３５２１２

３３ 武汉市口区新合

村小学

宗关街新合东村３４１
号

２４ １０４８ ６２ ６０ 侯　琳 ８３８８２２８５

３４ 武汉市口区宝善

街小学
三曙街广货巷３７号 １３ ４７７ ４２ ３６ 汪　飞 ８５３２６１３５

３５ 武汉市口区南阳

村小学
长堤街５８７号 ８ ２９４ ４０ ３３ 陈梅林 ８５６６８４９９

３６ 武汉市口区体育

馆小学
宝丰二村１８号 ２４ １１１５ ６９ ６２ 寇晓燕 ８３７８４３８０

３７ 武汉市口区紫润

小学
城华路２０号 １２ ４４７ ２４ ２１ 程毅焱 ８３７７３０１９

３８ 武汉市口区陈家

墩学校

陈家墩小区古田南

村６８号 １５ ４６４ ３１ ２７ 孙　鹰 ８３８６２５２２

其它部门办（１所）

３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小学
航空路１３号 ３１ １４４２ ８１ ７３ 汪　蓓 ８３６６７０６０

民办（１所）

４０ 武汉市口区崇仁

寄宿学校
崇仁路２１７号 ５４ ２６５９ ６１ ５９ 杨国珍 ８３７５８３７０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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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口区普通中学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在校生数 教职工人数

合计

班数 在校生数
合计

其中：
专任教师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总计（２１所）

教育部门办（１８所）

１ 武汉市第四中学 解放大道３４７号 ３０ １３１７ １７６ １６８ 胡　斌 ８３８３２０８４

２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崇仁路２１１号 ３４ １４９５ １７７ １５６ 陶　勇 ８３７８３８０７—８３３７

３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 解放大道４３３号 ２７ １１３１ １７２ １５２ 钟守军 ８３８８８５９０

４ 武汉市第二十六中学 解放大道７７７号 ３０ １１４７ １８０ １５８ 熊本章 ８３６２４７６２

５ 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
利济北路学堂墩子

２７号 ２３ ８３３ １４１ １２８ 方荣清 ８５４１５８８７

６ 武汉市第四十三中学 解放大道４２－１３号 ２６ １０４８ １１１ ８３ 陈　宁 ８３８３１１０８

７ 武汉市第二十七中学 顺道街８８号 ２８ １０１３ １２９ １１７ 陈建伟 ８５８３４０７９

８ 武汉市第十七初级

中学
建一路１６号 １２ ６８９ ５９ ５０ 徐首建 ８３８８２２５７

９ 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 营房北村４０号 ２１ ９２３ １８４ １７４ 王　敏 ８０８０９７４６

１０ 武汉市崇仁路中学 京汉大道４７２号 １７ ５９３ ７４ ６４ 郑　钧 ８３６２２２８７

１１ 武汉市第五十九中

学
汉正街５６１号 １１ ３０４ ４２ ３９ 叶幼春 ８５８３４５７９

１２ 武汉市常码头中学
常码头发展三村１００
号

７ ２６２ ５５ ４９ 吴　盨 ８３５３１３４５

１３ 武汉市第四初级中

学
解放大道３３５号 ４０ １９５６ １４８ １３７ 付又良 ８３８３２３０１

１４ 武汉市第六十三中

学
解放大道８０５号 ２２ ８４０ １００ ８４ 杨荣华 ８３６１７１４０

１５ 武汉市七十九中学 南泥湾大道６４号 １３ ４５８ ６０ ５４ 徐志威 ８３４１８３５１

１６ 武汉市十一滨江初

级中学
古田路８６号 ３４ １５１５ １２７ １１８ 杨新宇 ８３８３３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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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５９８ ５９ ５５ 王　忠 ８３８２１６８７

１８ 武汉市第六十四中

学
崇仁路９１号 ４５ １６８０ １７２ １６４ 龚文莉 ８３７５２４６５

其它部门办（１所）

１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中学
航空路１３号 １７ ７９７ ６６ ６２ 孙雅量 ８３６９２９４１

民办（２所）

２０ 武汉十一崇仁初级

中学
顺道街６４号附１号 ３７ １７３７ ５２ ４７ 舒德斌 ８３７６９９７５

２１ 武汉市太平洋高级

中学
站邻街１８０号 ２１ ８７６ ５２ ４０ 刘汉华 ８３６１５３８７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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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口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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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数

在校
生数

专任
教师数

开设
专业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教育部门办（２所）

１ 武汉市第一职业教

育中心
长风路４２号 １３１１ １５９２ ３６１２ ３２１ １２ 刘　丹 ８５８３１３６４

２ 武汉市第一聋哑学

校
长风路４２号 ５０ ５４ １６６ ３４ ４ 刘堂鑫 ８３８３１６３５

科 学 技 术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技工作紧紧围绕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产

业创新能力倍增为抓手，科技创新工作成效明显。

ＥＣ创业社获批为国家级创新型孵化器，三新材料
孵化器被省市分别表彰为３Ａ孵化器和优秀孵化
器，微果孵化器获批为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汉

江湾·云谷”创新基地获批全市第二批创谷计划

项目；全区专利申请量达３６５件，专利授权达２９８
件，并涌现一批国内领先，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关

键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全年帮助企业申报

国家、省、市各类科技计划共２８项，争取资金１７２０
万元。

【科技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学技术局（简称
口区科技局）围绕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引进

深圳信测入驻新材料孵化器，打造汽车检验检测

的区域性总部；依托骨干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

室，全面提升专业信息数据服务和检验检测能力。

区内１０家科研院所，建立科技研发创新平台１７个
（国家级６个、省级８个、市级３个）。新增加桥梁
结构健康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材保所特种表

面保护料及应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双创”

为抓手，打造“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三链统筹

的生态系统。在三新材料孵化器内创建 ２４００余
平方米的“ＥＣ创业社”，入驻企业和团队 ３４家。
引进国内知名的创客平台创客邦。构建 Ｏ２Ｏ的创
业孵化 ＋创业投资 ＋创业教育的新模式，为创新
创业提供创业孵化和加速服务。全年入驻企业和

团队７０家。

【“汉江湾·云谷”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成功申
报“汉江湾·云谷”获市委批准，完成载体建设

１５９万平方米；组建完成面积约１２万平方米的
古田创智园孵化器和２０００平方米众创空间；制定
出台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创业的２２条政策及
配套实施细则；与马应龙合作设立首支健康产业

子基金６０００万元；成立口股权交易分中心，成
为全市首家区级分中心；完成智慧园区工作方案，

成为全市智慧园区建设试点园区，实现园区公共

服务区域和重点楼宇免费ＷｉＦｉ全覆盖；引进３１家
骨干企业、“９７３”计划首席科学家、城市合伙人、
“黄鹤英才”各１人。年终口区考核综合排名全
市第三位。

【科技人才】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技局举办高新技术
企业申报培训会，区内５０余家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和
财务管理人员参加培训，帮助企业理清思路、找准方

向，为高企认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全年服务企

业２６家，１３家企业获批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参加
首批武汉“城市合伙人”·口英才命名暨第五届

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项目大赛。推荐
获首批武汉“城市合伙人”·口英才命名７人，占
总人数的７８％。完成组织第二批“口英才计划”
项目申报。申报１１人，其中，创新人才７人，创业人
才４人。

【新材料孵化器】　２０１６年，口区科技局注重科技
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新材料孵化器形成“众创

空间＋孵化器 ＋加速器”的创业孵化全链条创新发
展模式。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

的“众创空间”。结合区内实际，组建“ＥＣ创业社”
及“口创客邦”２个众创空间，新设立科技企业孵

·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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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５月５日，口区科技局在江城壹号微果科技孵化器举办高新技术企业申
报培训会，微果孵化器和同心健康孵化器内２０余家科技型企业的相关人员参加培训

化器７家、加速器１家，总孵化面
积达到３０万平方米。按照“整合、
共享、服务、创新”的建设思路，全

力推进科技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依托“互联网 ＋大数据”建立
４个科技文献服务支持平台，年均
查询量３０００余条；依托第三方专
业机构，建立专业技术公共服务平

台１３个，平台拥有仪器设备 ３００
余台套，专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年

服务项次 ５００余项次。全年累计
孵化企业２３０余家，转化科技成果
１７５项。网络营销平台实现网上
销售 ３０００余万元，签约法律、财
务、专利、商标等相关领域１０余家
中介服务机构为在孵企业提供专

业咨询与培训。

【知识产权保护】　２０１６年，口区自主创新能力明
显提升。全年专利申请量达 ３６５件，专利授权达
２９８件，涌现一批国内领先，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关
键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项目。知识产权执法力度进

一步加大。区科技局严格按照知识产权的法律法

规，对执法人员进行清理、整顿和培训，做到执法人

员持证上岗，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开展妈咪爱童车

执法，红星美凯龙科尔卡洛、香江家居办公椅专利侵

权纠纷等专利执法得到执行，切实保护专利权人的

利益。

（徐　杰）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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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９１２ １２４

武汉汽车车身附件研究所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４２ １３５５ ２５７

湖北高曼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６３ ２２７５ ９２

湖北声荣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５４ ６７７ ２６

武汉世佳伟业科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２７ １９１６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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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 １０５９ ４７

武汉包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２９ ５１２ １６９

武汉博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５０ １５３６ ６５３

湖北安泰医药工业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２９ ３７６６ ７４

武汉东川自来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３１ ６２０ ２７

武汉邢仪新未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２３ ３９２９ ６７

武汉金羧科技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１５ ７６４ １９３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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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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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邢仪电气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９ １７１０ １５５

天鹅涂料（武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１６ ５２９ １８７

武汉信测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１１７ １９９２ １１２

２０１６年口区高新技术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证书编号

１ 武汉市江声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０５１

２ 武汉新科谷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０９５

３ 武汉东运制版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１５８

４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２７８

５ 武汉凯奇特种焊接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３５４

６ 中铁大桥局集团武汉桥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３６９

７ 武汉优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６３９

８ 湖北省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６５４

９ 武汉方圆钛白粉有限责任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７３９

１０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７５８

１１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７６１

１２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８５１

１３ 武汉蓝焰自动化应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８６７

１４ 武汉汽车车身附件研究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０９２９

１５ 武汉邢仪新未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０５１

１６ 港华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１１２

１７ 武汉志昆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１４３

１８ 湖北供销裕农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２０５

１９ 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２１６

２０ 武汉旭日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３１１

２１ 武汉武药制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４２０

２２ 武汉辉达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５４０

２３ 武汉网新创业软件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８７７

２４ 武汉兰卫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４７２

２５ 湖北精英盛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１２２

２６ 武汉中智航无人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１７１

２７ 武汉市易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２４７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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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证书编号

２８ 湖北金穗长丰粮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２６３

２９ 武汉金东方智能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４０１

３０ 欧孚迪汽车设计武汉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４２５

３１ 九州通医疗信息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４５０

３２ 武汉信测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８６６

３３ 武汉朗迪远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８８６

３４ 武汉爱瑞迪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１１８

３５ 湖北声荣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３３８

３６ 武汉联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５９０

３７ 武汉盛硕电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６７１

３８ 湖北泽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６７８

３９ 武汉中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７２３

４０ 武汉楚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７５０

４１ 武汉易惠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７７１

４２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８０４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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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１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１—７ ７ 湖北中城科绿色建筑研究所 ２８８３６

２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８—１０、１３３－１３７ １０ 武汉桥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１４４６８５１

３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１２ １ 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２０

４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１３—１５ ３ 武汉凯奇特种焊接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３

５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１６ １ 武汉华能阳光电气有限公司 ３４

６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１１、１７—
２０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４－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０ １４ 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７１２３０９

７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２１—
３０４１－４９、５６－６８、７０－９０ ５３ 中机三勘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１２５５１８

８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３１—
３７５０－５５、１２０－１２３ １７ 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 １３７７４７

９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３８、１１７－１１９ ４ 武汉深海蓝科技有限公司 １１１３４

１０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３９、６９ ２ 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 １０５５６１

１１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４０ １ 武汉创新昭阳科技有限公司 １１２

１２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９１—
１１３１３８－１６４、１６５－１７２ ５６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２８０７

１３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２８、１３１ ２ 武汉武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６００

１４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３２ １ 湖北卓骏自动化工业有限公司 ５５８

１５ 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６５ １ 港华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３４５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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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体 育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文化体育局（简称口区
文体局）继续坚持以文体为民惠民为目标，不断发

展先进文化，注重创新传统文化，顺应体育事业发展

新常态，积极实施国家战略。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后备人才培养与输送体系和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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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特色产业培养，优化旅游发

展环境，不断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日，口区举行为基层群众文艺团队配置文化器材发放仪式

【公共文化建设】　２０１６年９月，口区群众文化活
动中心向群众全面开放，区文化馆、区图书馆、口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口民族工业博物馆等

文化场馆向广大群众免费开放，全区１１个街道综合
文化站和１２７个社区（村）文化活动室实现全天候、
零门槛向社会免费开放。

【文化惠民】　２０１６年，口区文体局完成组织开
展“幸福口乐在汉江”主题文化惠民活动３７场；
组织“优秀红色经典影片展播”进社区、进工地、进

军营，放映露天电影 ６０场；组织基层群众走进专
业剧团，参加杂技厅、汉剧院等高水准剧团文艺演

出１０场；围绕“中国梦”和口“三件大事”，创作
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文艺作

品。在全国“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活动中荣获

“金牌京剧票房”荣誉，在全市广场舞蹈大赛中，荣

获三等奖。

【“读书之城”】　２０１６年，口区文体局注重提高
区图书馆藏书质量，加快馆藏建设，年内新增文

献２２万册。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组织针对
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服务活动 ２０余次，
举办名家讲坛１２场次。新建易家墩小学平方公
里图书分馆 １个。组织开展图书服务活动和优
秀图书“十进”，送流通图书１万册，营造“书香
口”的浓厚氛围。组织“２０１６全国少年儿童阅读
年”系列活动，分别荣获市级、省级及国家级优秀

组织奖。在湖北省第十三届“童之趣”杯“读国学

经典，树优良家风”征文大赛中荣获优秀组织奖，

在武汉市“知识工程”少儿读书系列活动中获先

进单位。

【品牌文化】　２０１６年，口区文体局注重努力提高
品牌优势，提升在全市的知名度，创新“星海艺术

节”“军民共建新春舞龙大赛”等特色品牌文化活

动。继续做强星海合唱团、“汉水谣”民间艺术团，

扶持馆办戏曲团队和“七色花”“小白鸽”等民间特

色文艺团队健康发展。全年为３３个群众文艺团队
发放价值２６万元的活动器材。

【“非遗”发展和文物保护】　２０１６年，口区文体
局完成深入推进非遗保护“十个一”行动计划。成

功申报苏恒泰油纸伞制作技艺、老四知堂郑氏骨科

整复术列入第五批省级非遗项目，成功申报１２个项
目列为第三批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评审。全面完成区

属单位可移动文物、藏品的数据信息采集工作。加

强辖区文物监督管理，确保１５家文物保护责任单位
文物安全１００％。

【公共体育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
区文体局全面贯彻落实《武汉市全

民健身条例》，组织第五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区武术大会暨跆拳道比

赛等基层群体赛事１０场。落实、
完善体育单项协会团体和个人会

员的登记注册制度、社会体育指导

员培训制度。完成１６００名社区居
民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抽检

工作。户外健身器材年内新增

２１５件，全区户外健身器材完好率
达９７％以上。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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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２日，口区群众文艺团队舞蹈培训讲座在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
举办

【后备人才培养】　２０１６年，口
区文体局合理布局青少年业余训

练项目，重点抓好乒乓球、羽毛球、

摔跤等优势项目。配合教育部门，

深化校园足球试点改革，创建市、

区级以上校园足球示范学校 ６５
所，完成足球运动员注册 ６００人。
承办市青少年羽毛球、田径等市级

赛事，组队参加市青少年足球、网

球、羽毛球、举重、射击、武术等年

度比赛，羽毛球、乒乓球获得武汉

市青少年团体总分第一，乒乓球获

得湖北省团体第一。

【综合执法】　２０１６年，口区文
体局多次组织召开辖区网吧、歌

舞、游艺娱乐场所、印刷企业经营

业主大会，制作下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

行业规范等宣传资料。完成网吧、歌舞娱乐场所、博

物馆、电影院、印刷出版行业的年审。创新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手段，积极推进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

平台建设，提升市场监管和文化执法效能。进一步

转变职能，深化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规范文化行

政审批行为，清理并公示行政权力的政务服务事项

１８２项。

【文化市场安全】　２０１６年，口区文体局指导辖区
文化经营单位使用湖北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标

准化、数字化管理系统，提升文化安全执法工作效

能。定期排查文化旅游经营单位安全隐患，开展打

非治违专项行动、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六打六

治”等专项整治，共出动检查人员４００人次，检查辖
区经营单位８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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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余份，签
订安全《目标责任书》１９０份，查处安全隐患２２处，
并全部整改到位。

【“扫黄打非”】　２０１６年，口区文体局建立健全
“扫黄打非”三级网络，组织开展扫黄打非“清源·

２０１６”“净网·２０１６”“护苗·２０１６”和“秋风·２０１６”
四大专项行动。联合工商局、教育局，重点查处校园

周边、宾馆酒店、旅游景区等场所，出动执法人员检

查印刷企业５６家次，书刊经营点２７家，音像经营单

位１８家，收缴盗版出版物、书刊３００册，盗版音像制
品１４０盘。严厉打击各类非法出版活动，持续净化
文化市场和互联网文化环境，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

全和文化安全。

【文化产业】　２０１６年，口区文体局继续推进建设
新华１９３７、古田嬉空间等市级重点文化产业示范项
目。全年共引进８家文化创意企业，新增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３家。武汉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武汉同
城文化有限公司被命名为“第五批湖北省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

【旅游市场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文体局坚持标
准引领，推进旅游休闲示范城市建设。继续做好

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推广，推进“厕所革命”，成功

申报１座星级旅游厕所。指导江城壹号获湖北省
旅游委评定“湖北省旅游创新创业基地”。成功承

办２０１６年武汉国际旅游节开幕式。围绕２０１６年
全市“十个突出问题之一———旅游景区监管不力”

问题整改承诺，加强旅游市场监管力度，定期开展

旅游、工商、公安等部门联合巡查。指导口民族

工业博物馆推进“十个突出问题”整改工作。强化

旅游安全监管，组织“清网”专项行动，整治旅行社

“不合理低价”“虚假宣传”“无旅游经营许可”等

违法行为。

（张方芳）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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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建设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档案局全面落实创新、协
调、绿色、开发、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着力加强档案馆

（室）建设、档案基础工作建设、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

干部队伍建设，为促进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做出

新的贡献。２０１６年，口区档案局保持“市级文明单
位”荣誉，被评为“全市档案工作先进单位”，宣传工

作在当年全市档案宣传工作会议上进行交流发言。

【目标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档案局与区教育局、
区卫计委加强沟通协作，制定档案目标管理考评工

作流程，加强一级部门督促进度，实行考评全过程记

录，确保复查认定考评决策环节符合程序。全年完

成６５家考评单位复查认定，其中复查机关单位１３
家，认定机关单位１家，认定二级事业单位５１家（含
学校４６家）。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档案局强化“重大建
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化。通过政策宣传、全程指

导，完成汉正街东片、营丰片拆迁项目规范建档。高

新企业、社区档案管理精细化，帮助指导区属高新企

业酒仙网电子商务（武汉）有限公司、六角亭街学堂

社区开展规范建档工作，为电商企业、社区规范建档

树立样板。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制度化，与区扶贫办

联合制定《口区精准扶贫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

管期限表》等文件。方言建档标准化，确保组织、方

案、经费到位，《汉腔汉韵》专题片中的部分片段被

省档案局方言建档纪录片收入。

【法治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档案局严谨制定工作
计划，完成２０１６年全区档案法制工作要点和实施方
案。积极开展档案宣传，利用“６·９”国际档案日、
“１２·４”宪法日分别在荣华一路区档案馆门口和南
国大武汉家装广场设置档案法治宣传点，广泛开展

档案法治宣传，及时报道工作亮点、热点，参与群众

８００人次。严格档案执法检查，全年执法检查３０家
单位，实行档案执法过程全记录，即检查有图片信

息、有文字记录、有现场录像，以严格执法确保执法

行为规范。

【信息化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档案局按照信息

化建设总体规划，大力开展档案信息网络及数字

化建设，严格对照《武汉市婚姻档案著录与数据

格式规范》，完成现有馆藏婚姻档案目录补录工

作，向市档案馆报送符合标准要求的婚姻档案目

录１３０３９４条。按照馆藏档案７０％的数字化率要
求，结合馆藏结构，有计划逐月分步推进数字化

扫描，完成馆藏档案 ２５万幅面的数字化扫描工
作。至年底累计完成档案数字化扫描 ４４６４３卷，
馆藏档案数字化率为３６％。开展馆藏满３０年开
放文书档案的鉴定，完成馆藏 １９８５年度 １３５６卷
档案实体划控工作，开放目录已进行网络更新并

对外开放。

【接收与征集】　２０１６年，口档案局完成区委政法
委、教育局、发改委等４６家单位满１０年档案的移交
接收进馆工作，共计接收档案６０７２卷。全年接收档
案４４４９卷 ２５５８４件，其中民生档案 ３３１０卷 ２１８０
件，民生档案占全部接收档案比例超过５０％。主动
与汉正街管委会和东片储备试点项目建设指挥部联

系，将反映汉正街历史印记的６根青石条，２９块青
砖、１个石柱础收集进馆。

【编研与利用】　２０１６年，口区档案局紧扣本地特
色，立足实际开展编研、汇编，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

合作编写《武汉有个汉正街》并出版发行。全年对

馆藏９９０份非典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归纳、整理，拟
定资政报告《“非典”档案服务城市应急管理》。立

足于窗口服务，以关心群众利益为职责，积极为群众

办实事、办好事。全年接待查档人员１４１４人次，调
阅档案资料２８０２卷，馆藏档案社会利用率增长率较
往年增长２８％。

【档案学会】　２０１６年，口区档案学会小组组织档
案学会成员举办档案新上岗人员业务培训班１期，
档案文化知识讲座１场，参训６９人。进一步加强全
区档案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在全市“寻找最美档案

人”活动中，区内王国斌、陈蕾２名学会会员先进事
迹被市档案学会编印的《最美武汉档案人》收录，充

分展现口档案人求真务实、乐于奉献、追求卓越的

优秀品质。区档案学会小组４名会员撰写的论文被
“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论文集”收录，２名会员参加
１１月在广州举办的论坛活动。

（尹　波）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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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计划生育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简称口区卫计委）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和促进人口社会均衡发展为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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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围绕法制监督、疾病预防控制、妇幼

保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计生卫生等开展工

作。口区卫计委被授予“全国社区中医药工作先

进单位”“省级卫生计生宣传品进村入户先进单位”

等称号。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云彦（前排左二）到古
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基层卫生机构开展签约服务工作情况

２０１６年，口卫计委机关内设科室１２个，工作
人员６５人，下设二级机构１６个，其中１３个二级机
构共有在职员工７０９人，另外３家为非政府举办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长丰、宗关、宝丰）。

【健康产业】　２０１６年，口区把健康产业作为区内
经济转型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重点完成３项工作。
“环同济健康城”建设。筹备成立“环同济健康城”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口区健康服务业发展战略咨

询委员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编制《口区“环同

济健康城”更新改造规划》《口区健康服务业发展

扶持政策》。至年底，“环同济健康城”正式纳入武

汉市生命健康产业的重点板块，并写入武汉市政府

《关于加快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报告中。

举办重点板块主题推介。举办“环同济健康城”推

介会暨医疗健康企业座谈会，积极

筹备健康金融座谈会，举办健康服

务业发展研讨会暨创新成果推介

会。强化招商引资。全年新引进

健康服务业企业２３家，出台２２条
产业创新政策，设立规模 ６０００万
元的“龙互联网医疗产业基

金”，建立每年１０００万元“环同济
健康城”人才奖励资金。

【抗击洪涝灾害】　２０１６年 ７月，
武汉市遇特大洪灾，口区卫计委

启动洪涝灾害二级卫生应急响应，

组织专业人员并成立３０个巡回志
愿队，为社区渍水后的公共区域消

杀，为一线的消防官兵及辖区受灾

居民送去应急消杀药品、提供力所能及的治疗。积

极按照武汉市政府要求，组织专业队伍到重灾区武

昌南湖支援消毒消杀工作。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６年，口卫计委坚持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建立

“健康之路”智能预约转诊平台。通过网络平台开

展预约挂号、双向转诊、慢病随访、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工作。患者在社区首诊后，社区医生视情况

在网上申请转诊，三甲医院收到申请后进行审批

同意后，社区医生可安排病人到大医院进行深入

治疗，病情稳定后，三甲医院又把患者送回社区接

受后期康复和日常护理。“健康之路”转诊平台的

建立，免去挂号排队，节约就诊时间，有效降低医

疗费用，方便患者就医，合理安排医疗资源。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２０１６年，口区７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共有专业技术人员 ４２１人，其中副高职称
１４人，中级职称９２人，初级职称２８２人；引进博士
生１人（返聘）、研究生８人、本科生１０３人。卫生
技术人员中，有执业医师１７６人，执业助理医师１４
人，注册护士１７７人，药剂人员３６人，检验人员１４
人，其他卫生技术人员２９人。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公共卫生服
务中心（口区公共卫生服务大楼）全面投入使用，

集妇幼、疾控与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一体，服务

总面积２１２４０２５平方米。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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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调研员陈光斌、流管处处长
孙光文，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管处处长黄开宏到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考察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卫计委分别对韩家、长丰、易
家、荣华、汉正、六角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提
档升级活动。与武汉市第一医院共建的易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装修工程已竣工验收。区内７家社区卫
生服务站开展规范化建设。实现全区１７家服务站
规范化建设工作全覆盖，“一街一中心”的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格局基本形成。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２０１６年，口区在武汉市组
织的对全市１６个城区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
第三方考评中，四个季度平均分为７８６０分，高于全
市四个季度平均分７７５０分，年度平均分位列中心
城区第一名，超过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大于 ７５００
分），病媒生物防制等单项工作连续排名中心城区

第一。

【疾病预防与控制】　２０１６年，口区卫计委注重在
疾病预防与控制方面深化改革，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加强规范化管理。全区在册重性精神病患者数

３２５２人，其中在管３０９８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规范
管理率为９５２６％，患者检出率为３８３‰；对所在管
病人进行随访管理，病情稳定３０７７人，基本稳定１８
人，不稳定３人。全年投入８４９万元，建成汉中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宝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个

精神卫生康复室，并通过市委考评办和市卫计委的

验收。

口区与互联网医疗信息企

业合作，探索以互联网为引擎的新

公共卫生干预模式。与“春雨医

生”移动健康医疗企业合作，以

“春雨糖管家”手机 ＡＰＰ和信息化
管理平台为载体，将线上管理和线

下治疗相结合，实现患者自我管

理、全科医生线上管理、专科医生

动态指导及线上专家团队技术支

持全面结合的管理模式。通过试

点研究探索糖尿病患者个体化管

理新模式，减轻患者的负担。继续

与“春雨医生”合作，建立其线下

实体诊室，在区内荣华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３家基层医疗机构建
立线下“春雨诊室”，方便就诊患

者与线上三甲医院的资深教授“面

诊”，基层医疗机构也从师三甲医院资深教授，提升

基本医疗水平。

全年完成法定传染病登记报告率１００％，及时
审核率１０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率１００％（东
方红小学流感疫情和崇仁路小学水痘疫情均已结

案）。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任务１５３４１９剂
次，完成任务率为１０２５２％（１５３４１９／１４９６５０），接种
率超过９５％，全年无免疫规划相关疾病爆发流行事
件发生。

全区居民期望寿命 ８０６７岁，居民粗死亡率
８０７‰，出 生 率 ６９７‰，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为
－１１０‰。６５岁以上老年人有８０５０９人，老年人口
系数为１５２９％。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
统疾病、损伤和中毒是区内居民主要死因。慢性非

传染病占到总死亡的９０３５％，死亡率是７２８７８／１０
万。２０１６年，口区医疗卫生机构报告死亡病例
５１９６例，其中口户籍死亡病例３８５３例，推断粗死
亡率７９８‰。
２０１６年，全区高危人群随访 ＨＩＶ检测人数

９４２４人，其中暗娼人群１３０８人，男男人群１５９１人，
吸毒人群８１０人，性病就诊者５７１５人。全年对辖区
内符合抗病毒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积极动

员其进行抗病毒治疗，应治人数 ２５８人，已治 ２５２
人，治疗覆盖率９８％，新增治疗７２人。

【卫生监督执法】　２０１６年，口区卫计委加大医疗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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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整治力度，１至 ９月，共检查有证医疗机构
３２５户，计５１８户次，监督覆盖率达１５９３８％，共出
动执法人员（监督员、协管员）１４４０人次，车辆１９８
台次，责令限期整改２１７户，警告６８户，行政处罚８
户，没收违法所得９６６０元，罚款金额１５８００元。

口区共有小型医疗机构１９４家，规范化建设
达标１８５家，按不良记分记录（８８分以上为合格）达
标率为９５％。全年将１９４家小型医疗机构的基本
信息制成二维码公示在诊所内，盖率达８０％以上。
２０１６年，口区卫计委取缔无证行医共出动执

法人员１８０人次，执法车辆３６台次，查处无证非法
行医３０户计４２户次，没收药品１５件，医疗器械１０
件，拆除医疗广告牌１３块，张贴取缔公告４２份，告
市民书８８份，发放宣传单３００份，依法取缔无证行
医３０户。全年与街道办事处和相关职能部门联合
执法６次，检查无证行医４２户次，查处４２户次，查
处率１００％。受理举报投诉４７起，举报投诉案件受
理率、查处率均为１００％。
２０１６年，口区卫计委公共卫生管理共出动执

法人员１１２０人次、车辆１６５台次，共监督检查各类
公共场所 ７８５户，计 １０８９户次，监督覆盖率为
８７０３％，责令改正２８５户，行政处罚６户，罚款４０００
元。办、换卫生许可证８２户，受理举报投诉９起，举
报投诉案件受理率、查处率均为１００％。联合区教
育局体卫艺站和勤俭办对辖区８２所学校（幼儿园）
卫生安全拉网式检查，重点检查生活饮用水及传染

病防治工作，并对学校责任人进行卫生法律法规知

识的宣传、教育。４月，对宗关水厂出厂水和辖区一
个末稍水开展每日监督监测，每周在区政府网站进

行公示，确保居民用水安全。

【妇幼保健】　２０１６年，口区妇幼保健院迁入口
区公共卫生服务大楼，使用面积６０００平方米。全区
孕产妇总数４９８６人，妇死亡率为零；孕妇免费ＨＩＶ、
乙肝、梅毒筛查率１００％；梅毒、乙肝高效免疫球蛋
白项目补助率９６１３％；妇女病普查率９１８％；免费
婚前医学检查率８１％；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
人群覆盖率１１５４８％；剖宫产率６１９１％；农村孕产
妇住院分娩补助 ２７８人，总金额 ８３４００元，补助率
１９５８％；全年发放叶酸 ５７８８人，叶酸服用率
９８１％；孕产妇健康管理率９８４２％；计划生育免费
基本技术服务覆盖率 １００％。全年婴儿死亡率

１５８‰，出生缺陷发生率８６‰，新生儿听力筛查率
９９１５％，新生儿两项疾病筛查率 ９６４７％，新生儿
疾病筛查率９６４７％；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１７８‰；
０至６岁儿童视力筛查率８４１８％，儿童健康管理率
９７５２％。

【医政医管】　２０１６年，口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
诊人次８１８１３１万人次，医院门诊１１２４９６８４万人
次，妇幼保健机构门诊０７７７８万人次，专科疾病防
治机构门诊３０４２０万人次；住院４９３５７１万人次；
医院每位住院病人平均费用１７４０３元，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每位住院病人平均费用１５７５８元。
２０１６年，全区医疗机构设床位 １５２５７张，其中

医院床位１４５７３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床位４９１张，
专科防治机构床位１５０张。全区每千人口拥有执业
医生１０人、注册护士１４人；每千人口拥有床位１８
张，其中拥有医院床位１７张。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区医疗机构３２７家，其中医
院（含区妇幼院）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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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３家。

２０１６年，口区卫计委完成核准机构设置申
请１８件，登记注册 ９件，医疗机构校验及到期换
证２８１件，机构变更４８件，机构停歇业２件，机构
注销１７件。接受医师资格考试现场报名３９７人，
办理执业（助理）医师注册 ５８件，医师变更 ７４３
件，护士首次注册４０３件，护士执业证书延续注册
５５９件，护士变更执业地点８０４件。完成医疗机构
麻醉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印鉴卡到期更换１０件，麻
醉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印鉴卡相关变更 ６件，麻醉
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申购、追加 ３５件，过期麻醉和
第一类精神药品销毁８件。

【人口与计划生育】　截至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０日，口
区全员人口信息数据库动态统计显示，全区共出生

５９８４人。政策外多孩率０６１８％，二孩及以上孕情
登记上报２８６４人，及时上报人１６７１人，二孩及以上
孕情登记上报及时率５５９％；《生育证》网上办理率
１００％，计生工作综合满意率９３２５％，全员人口（含
流动人口）数据库主要信息完整准确率９９％，村居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平台有效应用率９９４８％。

（景　京）

·７２２·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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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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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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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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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医学院医

院

一级 航空路１３号 ２０ ２４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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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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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医

院

武汉东大中医

肛肠医院
二级 汉西路８５号 ８０ ４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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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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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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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７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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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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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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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４１２１ 内科／外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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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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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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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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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中医按摩医院
武汉市康复按

摩医院
一级 武胜路６６号 ８０ １０７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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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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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病）

一级
解放大道 ９２１
号

６０ ５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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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２·

·口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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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综合医院 武汉南威医院 一级

沿河大道２２８号
江山如画 Ｄ区
７８号楼

４０ ４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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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专科医院
武汉宏癉生殖
健康中医医院

一级 １８５号 ２０ ２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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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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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３３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儿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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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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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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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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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 ８１４６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口腔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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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综合医院 海工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 ７１７
号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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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０１２９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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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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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美容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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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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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３８９

内科（仅限眼科相关疾病的诊治）／眼科／医疗美容科（仅
限眼科美容）／麻醉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
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医学影像科（超
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仅限眼科专业）

·９２２·

·社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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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综合医院 武汉仁爱医院 二级
解放大道 ３４８
号

１０６ ９４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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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广发肿瘤

医院
二级

长丰大道 １２０
号

１５０ ９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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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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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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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中西医结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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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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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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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 中医专科医院
武汉瑞祥中医

骨科医院
二级

解放大道 ３５５
号

１００ ５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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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综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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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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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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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０６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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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结合医

院

武汉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武

汉 市 第 一 医

院）

三级
中山大道 ２１５
号

３０００ ２５０１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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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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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骨伤科专业、肛肠科专

业、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民族医学科（臧医学）

４２ 综合医院

湖北省第三人

民医院（湖北

省中山医院）

三级 中山大道２６号 １０００ ５８１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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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００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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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专科医院
武汉市精神卫

生中心
三级 游艺路７０号 ５３０ ３２０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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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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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生 活

民 政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政局（老龄办）紧紧围
绕全区中心工作，按照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

民政服务保障体系建设要求，以关注民生、改善民

生、服务民生为宗旨，在改革中突破，在创新中发

展，作风建设、岗位履职、廉政建设等各项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先后获得省级双拥模范区“六连

冠”等荣誉，养老工作在全市领先，老龄幸福食堂

全省推广、全国关注。

【社区治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政局（老龄办）重
点打造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大楼、政府公共服

务大楼、社区服务一条街”，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

治理工作。引入社会组织，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为辖区居民提供各类专业社会化服务，使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治理工作。建立社区多元共治运行机制。

抓好小区业委会的组建工作对符合条件而未成立业

主委员会的小区，指导成立业委会。全区１１７个小
区建立业主委员会，１１２个小区建立物管会，６个小
区完成了业委会换届工作，新建业委会２个，２３名
社区工作都在业委会任职。

【社区创建】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政局（老龄办）确
定基础最薄弱的２１个老旧社区进行综合环境提升
改造，涉及电线老化更换、立面粉刷、违章拆除、路面

整修改造、地下管网疏通、社区花坛景观绿化、楼房

排危、安防设施等，共７大类５３２个建设项目，投入
建设资金２９１８余万元。通过改造，社区环境、宜居
指数得到极大改善。２０１６年通过改扩建和新建的
方式完成罗家墩、东风、汉西、公安、建国、长寿、大新

等７个社区的１０００平方米社区办公用房达标建设。

【社区志愿者】　２０１６年，口区共有社区志愿者
服务队 ７５８个，社区志愿者登记注册人数 ９８３０６
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１４０４％，其中注册为中国
社区志愿者５３０１０人，占登记、注册人数的 ５４％。
定期举办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２０余场次。在发展
社区、公路社区、营北等社区探索志愿服务“时间

银行”反馈制度。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政局（老龄办）把
如何提高社区工作者能力素质纳入社区建设重要内

容。落实对社区工作者培训教育工作。在街道培训

基础上，分批次对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新进社

区“两委”成员、报考全国社工师初（中）级人员，进

行培训，共落实培训４场次１１天５０５人。启用《
口区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９月份，落实社
区工作者住房公积金。完成社区工作者报酬提标工

作，落实报酬提标追加财政预算３１６５４３１２万元，落
实住房公积金增加经费３２１８１１２万元，落实社会工
作师待遇增加预算 ２３０４万元。按照全区统一标
准、样式，明确归档材料，建立社区工作者的档案，以

街道为单位进行统一管理。

【地名普查】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政局（老龄办）完
成地名调查、地名标准化处理，进入录入建库阶段，

同时完成数据检查。口区地名志与地名文化丛书

的编撰等“五个一”成果利用工作启动。收集地名

信息共３５８６条，其中历史地名４９０条，实地勘测地
名１０７３条，图解 ２５１３条。收集多媒体数据 ４３８７
条，采集地名标志信息６７６条，填写地名标志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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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４张。制作地名普查工作图共２１幅，其中１：５万

卫星影像图８幅，１：１万街道工作底图１１幅，１：５万
军标地图 ２幅。开展广播、电子屏宣传 ６８１２６条
（次），制作横幅、宣传品５０１４份（条），制作专题宣
传栏５２５期，发放地名普查宣传袋２万个。

【养老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老龄工作重点实施
“以构建一个平台、突出三项服务、强化三个支撑”

为主要内容的“１３３工程”，建成老年人服务中心
（站）达４４所（新建６所）。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养老
服务。新建１５个老年人幸福食堂，引进４家社会组
织实行社会化运营，创建１０个老年宜居社区，打造
“口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示范基地。投入资金

近５００万元，建立面积近２０００平方米的区级社区组
织服务中心，围绕养老服务，引进社会组织１０余家，
为全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学习培训、健康咨询、心

理辅导、文体活动、产品体验、专业社工服务等各类

服务项目１０余项。构建全区养老服务信息化指挥
平台，成立区老年大学古田校区。

【防灾减灾】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政局承办由湖北
省民政厅举办的“湖北省２０１６年‘５·１２’防灾减
灾宣传周集中专题宣传教育活动”。７月初在武汉
市遭受连续特大暴雨期间，组建抗灾救灾工作组，

积极应对灾情，深入灾区进社区入民户，实地检查

受灾群众生活安排情况和相关救助政策落实情

况，实现家家到、户户落。灾后统计共看望受灾群

众３７０３户，发放救灾资金 ８９９１０２元。开展防灾
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取得市级“防灾减灾社区”称

号３个，省级“防灾减灾社区”称号 １个，国家级
“防灾减灾社区”称号１个。

【社会组织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政局（老龄
办）政进一步解放思想，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全区社会团体５８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２０８家。完成
社会组织“三证合一”换证。开展领导干部在社团

兼职清理。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开展社会组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完成社会

组织党建情况各层次的排查，全年登记的社会组织

有３７家，单独组建党支部的社会组织２家，联合组
建两个党支部，覆盖社会组织３４家，实现党组织覆
盖的社会组织３６家，完成率９７％。推进社区社会

组织孵化基地建设，树立社会组织服务品牌，促进区

内各类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１日，武
汉市政府将城镇低保标准 ５８０元／月调整为 ６００
元／月，农村低保标准为３２０元／月调整为３６０元／
月，分别占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

２２１６％、２４３９％。城乡低保对象１２月人均水平
分别达到 ４９１元、２９９９１元，分别占低保标准的
８１８３％和 ８３３％。１至 １２月份，口区共发放
低保１０００２１户次，１６２１５５人次，低保金７４５７８万
元，水费、电费等其他救助８９０１７万元，有效保障
特困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科学制定救助标准，救

助水平大幅提高。全年城乡低保对象共新增 ８７７
户，１２７０人；退出１８６５户，计３６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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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政局（老龄
办）通过医中和医后救助，共支付医疗救助金

７０４３万元，惠及困难群众 ４７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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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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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至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累计救助６５周岁以下的困难群众２０人，医疗救助
金额８８３万元。

【特殊困难群体】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政局（老龄
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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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４５万元，计１２８９３户。
全年为困难群众解决临时性、突发性生活困难１１９７
户次，发放临时救助金９１４万元。连续６年对３０８
户特困户进行物资救助。全年累计救助３６９６户次，
合计物资救助款３１７万元。全区共建慈善超市１４
个，计３０８７人次在慈善超市领取３８２万元生活物
资。全年共救助困难应届大学生８２人，发放救助资
金２７３６万元。全年开放冬夏季取暖及纳凉点１２７
个，补助资金 １９０５万元。受理公租房收入审核
１４０８户、通过１３１１户。

【婚姻登记】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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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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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登记４６３４对，补领结婚证２３９８对；离婚登记
２７９５对，补领离婚证 ３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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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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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到

一楼、上门、上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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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口区社区（村）一览表

序号 街道 社区名称 办 公 地 址 办公电话 职　务 负责人 联系电话（手机）

１

２

３

４

５

易家街

舵落口社区 舵落口正街８７号 ８３４９６５９０ 社区副主任 韩文正 １５８２７０８９８６３

工农路社区 工农路１０４号 ８３４１２４６３ 社区书记 方　锐 １３００６１６００４９

东华社区 丰帆路３号 ８３８３７７５６ 社区主任 戚丽华 １３０９８８２５８６９

竹叶海社区 一清路１６８号 ８３３８７２１８ 社区主任 陈　军 １３９０７１５５５５２

额头湾村社区 工农路特１号 ８３８９２２３４ 村书记 陈　军 １３９０７１５５５５２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古田街

古一社区 南泥湾大道６４号 ８３４９６９６２ 书记、主任 张俊清 １３８７１４４１７５８

古二社区 解放大道４５－２０、２１号 ８３３０９０８７ 书记、主任 徐培莉 １５３８７１３１４７７

古三社区 解放大道６６号 ８３８２０３１１ 书记、主任 彭　鹭 １３９９５６０３２４０

万人社区 解放大道４０号 ８３４１７３０７ 书记、主任 辛正文 １３９９５６６０５２７

罗家社区 广电江湾２２栋２楼 ８３４２９１２１ 书记、主任 何翠兰 １３８７１０５７６０３

军院社区 罗家墩１２２号—１０栋 ８３８５６５６１ 书记、主任 张红缨 １５３２７３９９２４０

古田社区 古田路４０号 ５９９００１８６ 书记、主任 唐　倩 １３４３７１５２７３６

古画社区 古田路６７号 ８３３０７７５０ 书记、主任 魏昌民 １８０８６０３５６４６

生活社区 古田路５５－１４ ５１３０４２８６ 书记、主任 宋四喜 １３４３７１３５０８６

古南社区 古田南村１７８号 ８３８５１２２３ 书记、主任 王　丽 １３１３５６７３１４８

古雅社区 解放大道９号 １５７２７０７９６５０ 书记、主任 梁　峻 １３９７１４８７８４０

陈家社区 肖家墩２８０号梅艳新村２－２－１０１ ８３３０５８００ 书记、主任 陈丽娟 １５０７１１１８５２９

春天社区 解放大道１０９号 ８３３１０６２０ 书记、主任 彭丽华 １３６０７１８４７１９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长丰街

长丰社区
长丰大道丰美路１６号
（邻里中心１栋对面）

８３８２１８３６
５９００３５７３

书记 黄　萍 １３５０７１１１１８２

正康社区 长丰大道古田二路１０２号正康花园 ８３３１１０３１ 书记 王玉芳 １５９２６３９３６０６

常码社区 发展三村９５号 ５１８３５８０５ 书记 叶　红 １５３０７１５３４３２

丰竹园社区 发展大道３９号丰竹园社区居委会 ８３５５２４５６ 书记 燕　莉 １３４７６１３８０７２

天勤花园社区 南泥湾大道长丰科技产业园８号 ８３３３８８３１ 书记 田耀东 １８０４０５６３１３５

百泽社区 长丰大道百姓之春２１栋 ８３４２９３９２ 书记 吴红菊 １３７２０３３８３８７

天顺南社区 天顺园小区二组团２０６栋群楼 ８３９９３４９２ 书记 张志华 １３４７６０９４６１２

天顺北社区 天顺园小区九组团特一号 ８３５９２３０３ 书记 方少华 １３２４７１７３４８４

紫润南社区 城华路１８号紫润明园南区１１栋１楼 ８３５３００１２ 书记 肖利群 １５９７１４７１４４８

紫润北社区 城华路１９号紫润明园北区５２栋 ８３６１８８７８ 书记 陈　芳 １３９７１１２３３８６

东风社区 长风路１３号馨竹苑小区１－１－１４号 ８３６３５２１８ 书记 胡　欢 １８６０７１１２５１３

·３３２·

·社会生活·



续表１

序号 街道 社区名称 办 公 地 址 办公电话 职　务 负责人 联系电话（手机）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长丰街

园博南社区 城华路城市广场北区３５栋１楼 ８３８３８８６１ 书记 梁红军 １３９０７１４３８６６

园博北社区 城华路城市广场北区４栋１楼 ８３６２９４５６ 书记
)

　飞 １８６７２７５９４５６

团结社区 长风路３９号团结佳兴园小区４栋１楼 ５９２０１２３４ 书记 侯馥荔 １３０１８０５２４８０

丰美社区 长风路城市广场南区６栋２单元 ８３６３５０８０ 书记 王益民 １８６７２９５８９６６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韩家墩街

新华社区 解放大道１３１－４７号 ８３５３０３５１ 书记兼主任 周桂芳 １３２１２７３７７８６

公安社区 古田四路９号紫薇花园１７栋２楼 ８３５９２０７０ 书记兼主任 胡胜军 １３７９７０８２４２５

曾家社区 古田四路２９号 ８３８３９８２２ 书记兼主任 王徐徐 １３５４５１１９９５５

古四社区 古田四路３２号 ８３８３７６４７ 书记兼主任 周菲杰 １３００７１０９２９６

古五社区 解放大道３３１号附１号 ８３８３７８２２ 书记兼主任 罗小斌 １３９９５５６９９４８

四新社区 解放大道１４８号附１号 ８３３０９９１９ 书记兼主任 杨惠玲 １３０７２７０７１６４

博学社区
汉西一路４９号保利香槟国际小区

１栋特１号
８３８５５７９９ 书记兼主任 杨　韬 １３４０７１３７８５２

综合社区 沿河大道４３８号丽水康城１１栋１楼 ８３３２２２７６ 书记兼主任 陶正太 １３４３７１９５３９８

简易社区 简易新村特１号 １５３４７０６２３３５ 书记兼主任 王彩荣 １５３８７０８９５８６

云鹤社区 云鹤三村１号 ８３４９２３２９ 书记兼主任 周海建 １８９７１１０３１１６

南泥湾社区 汉西三路７７号长青国际６栋５０３ ８３６５９８９６ 书记兼主任 王丽芳 １８５０７１５５２５３

４５

４６

４７

太平洋社区 解放大道２７０－６号 ８３９８０３５０ 主任 杨波云 １３３９７１７５４０６

变电社区 新合后街６０号 ８３８７９３９６
８３８８３０５１ 主任 陈红妮 １８９７１３４１６９２

申新社区 解放大道２７０－６号 ８３８８３８１２ 主任 瞿小明 １８９９５５２９１２０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宗关街

宗关社区 宗关一巷１４号 ８３９８３９５９ 主任 喻　蓓 １３５１７２７７５２８

水厂社区 融侨锦江商业街１０栋１２６号 ８３８７４４２１ 主任 姚汉华 １３８８６１４２７３７

新合社区 电源村１５０号 ８３３２０１３９
８３８８０７１４ 主任 宋汉琴 １５３２７２９３７４７

汉西社区 汉西一路２８－２号 ８３９８０４９７ 主任 卢华生 １３９７１１１２０１６

双墩社区 汉西一村３４号 ８３５３９０２５ 主任 程邯红 １３９７１４１９９４４

金阳社区 汉西北路４０号 ８３５２７８４１ 主任 江　霞 １３９７１４６２２７４

发展社区 发展一村９６号 ８３５３３３３５
８３５３２５０４ 主任 刘德荣 １５３２７１０５２５６

井南社区 发展二村５３附６号 ８３６２５５３５ 主任 张建武 １８０６４０６４９１８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汉水桥街

阮家台社区 汉水一村２２５号３单元１楼２号 ８３７３２９８６ 书记、主任 陈玉梅 １３５０７１９１６９１

汉宜社区 皮子后街７号 ８３７３３６６３ 书记、主任 易四新 １５９７２１４９５７４

皮子街 皮子街１２７号 ８３７４８９４１ 书记、主任 李显明 １３０３６１２２７３８

仁寿社区 解放大道３８４－１６－１ ８３７４８９３１ 书记、主任 吕清平 １５３７７６７９６９９

营前社区 仁寿路３４１号 ８３６１５３１８ 书记、主任 张　彪 １８０８６０３２７７０

汉水桥社区 汉水四村１２９号 ８３６００６９０ 书记、主任 王新汉 １３５５４３２２１７２

海工社区
解放大道７６３号海军工程大学

院内西头２号楼 ６５４６０４３１ 书记、主任 毛　兰 １３８７１１６９５０１

·４３２·

·口年鉴·



续表２

序号 街道 社区名称 办 公 地 址 办公电话 职　务 负责人 联系电话（手机）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汉水桥街

学苑社区 解放大道７２５号翰林珑城２－１－１ ８３９９０４８３ 书记、主任 朱帮红 １３９９５５４９１７４

解放社区 营房后街１０１号 ８３６２１２６５ 书记、主任 胡　涌 １３３０７１４１４３８

营房社区 营房四村２０号 ８３６１０４１０ 书记、主任 张　敏 １３５５４６９７５８８

营南社区 营房路１９９号 ８３６６７８３０ 书记、主任 刘　萍 １５３３７１２３４１２

营北社区 营房北村３９号 ８３６４１３５９ 书记、主任 阮　华 １５９０７１９２８４８

汉水社区 皮子后街７号３楼 ８３８８９０３５ 书记、主任 丁孝青 １８９６３９７０７６１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北社区 同馨花园２５栋 ８３７３１８５８ 书记、主任 李清华 １５８２７３０９８３１

站邻园社区 站邻村１６号 ５１２３５５８１ 书记、主任 晏惠琴 １５３７７０６３００７

３５０６社区 宝丰二村３０号 ８３７４２５１１ 书记、主任 徐惠芳 １３３０８６２５００６

祥和社区 利北二村８７号－１ ８３７４３６８６ 书记、主任 闵　虹 １３３８７５０２８３２

利北社区 利北一村３７门１０２ ８３７３０１０２ 书记、主任 王燕琳 １８９０７１４７７７２

医大社区 宝丰二路５号 ８３６９４９９２ 书记、主任 朱小松 １３９８６２２３６８７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宝丰街

空后社区 宝丰二路１６附１号 ８３６２９４８３ 书记、主任 侯传良 １３３９７１７５１８２

宝丰社区 宝丰二路１７号 ８３６３９７０９ 书记、主任 冯莉华 １３７９７０８２６１３

宝地社区 宝丰二路８３号 ８３６２１６０３ 书记、主任 吴海燕 １５０７１１３６６７６

公路社区 建设大道３８４－８号 ８３４６１３９９ 书记、主任 黄迈瑜 １３６０７１６６６０５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荣华街

建国社区 建国路２８４号 ８３８０６６８７ 书记兼主任 魏友翠 １３５１７２８１３１２

建乐社区 建乐村２３栋１楼３号 ８３７８６９６０ 书记兼主任 万文成 １５８７１４８５２５６

中山社区 玉带二村１－１－１号 ８３８０３４０４ 书记兼主任 高国胜 １３８７１４８１７３２

玉带社区 玉带四村１８４号 ８３８０３４０１ 书记兼主任 马光辉 １５９２７１７１８６８

友谊社区 集贤村１１８号 ８３８０９３６９ 书记兼主任 陈雯莉 １５９２７１５１８８１

荣华社区 集贤一村４号１－２号 ８３８０３６０７ 书记兼主任 张丽芳 １５８０２７７３３９６

幸乐社区 荣华街幸乐村７－１－１号 ８３７５９４０６ 书记兼主任 曾秋莲 １３６４７２１２９３６

武胜社区 武北新村８－１３－１０１号 ８３８０３４１７ 书记兼主任 严　红 １３９７１０７１３４７

荣西社区 荣西４９号 ８３８０８５２１ 书记兼主任 吴　芳 １３９７１０６５９５３

集贤里社区 集贤里８７－１－２ ８３７６７５４０ 书记兼主任 朱起义 １３５５４１９７２８０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汉中街

长寿社区 中山大道２２６号万安国际公寓５楼 ８３７３０１０９ 书记主任 黄　剑 １３９０７１４２２７８

马家社区 汉正街３８９号 １５７１７１５７５４３ 书记主任 刘公文 １３５１７２７０６５１

万兴社区 江山如画８－１－１３号 ８３７３０１０３ 书记主任 李美琴 １８９６３９６４３８２

汉中社区 江山如画四期２栋一单元 ８３７３０３８７ 书记主任 甘　露 １３０７１２２２４８７

尚义社区 汉正街２４８号２楼 ８３７６６６８２ 书记主任 吴剑锋 １５９７２１０９４４８

军工社区 唐家巷附１号 １５７２７０６１７４１ 书记主任 徐　芳 １５０７１３０００６０

居仁社区 长堤街２２８号 ８３７７１８７５ 书记主任 雷世顺 １３６２８６５９４９４

爱国社区 汉中路１７号 ８３７８５１４５ 书记主任 朱福生 １３８８６０８６７７８

兴隆社区 汉正街３７号 １５７２７０１２７５７ 书记主任 喻方明 １５８０２７０７５７９

·５３２·

·社会生活·



续表３

序号 街道 社区名称 办 公 地 址 办公电话 职　务 负责人 联系电话（手机）

９８

９９
汉中街

劳动社区 汉正街１８４号 ８３８０７８７９ 书记主任 罗文利 １３４２９８６７２５６

牌楼社区
云锦路１２号（星汇云第二期

９栋１单元１楼） １５２０７１１３４３９ 书记主任 熊海燕 １５９２７４２８４１８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六角亭街

南巷社区 南巷１６５附３号 ５１１１４４３３ 社区主任 武立琴 １３５１７２４６３２２

学堂社区 学堂墩子１１５号 ８５４２６１８５ 社区主任 王春华 １８９６３９７９６０３

民意社区 民康大厦一楼东侧 ８５４２５５７８ 社区主任 李光杰 １５１０７１１７５１２

宝善社区 游艺路附１号二楼 ８５８３６０９３ 社区主任 丁明霞 １８９８６２４９９３７

荣东社区 荣华东村３８号 ８５８２６０８２ 社区主任 罗永昌 １５３３５８９４１６６

自治社区 自治新村特１号 ８５４１８０９６ 社区主任 王双云 １３７２０２２１１６７

慈善社区 中山大道２１９号 ８５４１４００７ 社区主任 陈杏梅 １５３３７１６５６８１

游艺社区 游艺村特１号 ８５４１２８８３ 社区主任 肖　静 １３４６９９６７６４６

六角社区 南巷１３６号 ５２３４６８９８ 社区主任 汪红芳 １３９７１６５１３６３

顺道社区 顺道街２５号二楼 ８５４１８３４６ 社区主任 李太清 １８０６２７８２９２７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８

汉正街

新安社区 汉正街天成里５号 ８５６７６２４１ 书记兼主任 熊慧军 １３６２７２３２３５３

大新社区 汉正街药帮一巷８号２楼 ８５７４７１７０ 书记兼主任 王如波 １３０１８０５３９８３

全新社区 汉正街同润大厦Ｄ栋２单元３０１号 ８５６４１６３２ 书记兼主任 赵　艳 １３８７１５１４４２９

药王社区 汉正街药帮一巷６号 ８５６７６２３２ 书记兼主任 李清龙 １５８７１８１８６７９

多福社区 汉正街药帮一巷８号１楼 ８５６４１８２８ 书记兼主任 吴春清 １３９７１３６４４９２

永茂社区 汉正街老三镇永吉门４－６号 ８５６８７６７４ 书记兼主任 耿多莲 １３３９７１４６６６７

燕山社区
汉正街长堤街７２３号
Ａ栋２单元３０２号 ８５６６０６１６ 书记兼主任 蔡　晶 １３９７１１２４４７１

旌德社区 汉正街多福大厦１１７号４０１号 ８５３７４３９１ 书记兼主任 刘元平 １３６５７２１９２８３

利济社区 汉正街５６３号 ８５６８８５８２ 书记兼主任 胡丽娟 １５５２７７６２３３１

共和社区 汉正街利济南路海富大厦５楼 ８５６８９４０３ 书记兼主任 熊恒超 １３８７１２４８８７９

万安社区
汉正街沿河大道
２１６号滨水香苑２楼 ８５６４４５７２ 书记兼主任 朱华庆 １３３９６０６１９０９

存仁社区 汉正街长江巷１８号 ８５６８６５１６ 书记兼主任 陈丕辅 １５５２７３２８８４６

红燕社区
汉正街长堤街长堤街
５２１号４楼（丽景苑） ８５６４４２１１ 书记兼主任 王小朝 １３９８６１０６０７３

竹牌社区 汉正街光裕小区３楼平台 ８５６７９７３０ 书记兼主任 吴世强 １８０６２６０７９３９

宝庆社区
汉正街沿河大道

１６５号多福家电８楼１－５号 ８５７０７１０１ 书记兼主任 刘　伟 １３８７１１４９７２２

永宁社区
汉正街沿河大道１６５号
多福家电８楼１１－１５号 ８５６４１１０６ 书记兼主任 聂丽娟 １３５１７２２６１００

五彩社区 汉正街华贸２号楼２楼 ８５６４７２０１ 书记兼主任 张　惠 １５８７１８１８６２５

石码社区
汉正街沿河大道

１９０号暨济商城３号楼Ｆ层 ８５２５２９０１ 书记兼主任 韩小琴 １５３４７２３４５７６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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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口区养老机构情况一览表

序号 福利机构名称 实有床位（个） 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口区社会福利院 ５３２ 工农路６号 ８３２２５４４０

２ 武汉市口区解放社区汉兴阳光养老院 １５０ 解放大道９１１号 １３００７１４４０２７

３ 武汉市口区馨心托护院 ３０ 古田二路３３号 １３９７１１７９５１６／８３８５８９５７

４ 武汉市口区幸福托老院 ７０ 古田二路生活村红星新村３１－４号 ６２１９７６１６／８３８６５１６９

５ 口区简易社区桃园养老院 １２０ 简易新村１９号 １３８７１２９９３７１／８３３２０３４１

６ 武汉市口区简易社区桃红养老院 １００ 简易路５５号 １３８７１２９９３７１／８３３２０３４２

７ 口区发展社区向荣养老院 ８５ 发展一村６０号 １３０７２７２２０６３

８ 武汉市口区福新老年公寓 ５０ 宗关街铁桥北村２号 １３４３７１６９８５４

９ 武汉市口区营北社区养老院 ３４ 营房北村７５号 １３９９５５２２６８１

１０ 武汉市口区荣东社区父母村养老院 １２５ 荣华东村４号 １３８７１０６９００８

１１ 武汉市口区荣东明卉养老院 ８０ 荣华东村５０—５１号 １３８７１５０６２２２／８５８５０７７３

１２ 武汉市口区常码社区健安养老院 ９０ 发展三村常码社区９７号 １８９７１２７４５０７

１３ 口区长丰福荣养老院 ６０ 古田二路７－１号 １３９７１６９６５３１

１４ 口区马家社区养老院 ７０ 崇仁路油坊巷２６号 ８３７３０１６９

１５ 武汉市口区迎红托老院 ４２ 古田二路１３－１号 ８３８３３７９０

１６ 武汉市口区兴隆社区康缘养老院 １２０ 汉中西路６８号 １３７０７１９００１２

１７ 武汉市口区发展社区养老院 １４０ 发展一村９８号 １３２１２７３３１８８

１８ 武汉市口区正康社区养老院 １５０ 南泥湾大道长天路５号 １８９０７１７０００１

１９ 武汉市口区新合社区养老院 ３０ 解放大道３９１－５号 １８９０７１７０００１

２０ 武汉市口区海工社区养老院心 １２７ 建设大道１９８号 １８９７１４０１３８１

２１ 学堂社区养老院 ５０ 荣华东村８６－１ １３８７１５０６２２２／８５８５０７７３

２２ 武汉市口区建乐社区养老院 １２０ 建乐村１２号 ８３３００１５９

２３ 口区正康社区天年养老院 １９３ 古田三路附一号 １３０１８０７５８２７

２４ 口区丰竹园社区养老院 ７８ 长丰街常码头４５６号Ｄ栋 １８６２７０７６０９５

２５ 新华社区养老院 １０６ 解放大道１４９号 １８０６２００８９９０

２６ 丰美社区养老院 １０８
丰美路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南区Ｂ５栋１７５
号

１５９０７１７８６６３

２０１６年口区高龄津贴发放一览表

序号 街道
８０～８９周岁 ９０～９９周岁 １００周岁及以上 合计

人数（人） 金额（元） 人数（人） 金额（元） 人数（人） 金额（元） 人数（人） 金额（元）

１ 易家街 ２２２ ２３１９００ １６ ２７６００ １ ５００ ２３９ ２６００００

２ 古田街 ２１５３ ２２７９２００ ２０４ ３７６２００ ３ １３０００ ２３６０ ２６６８４００

３ 长丰街 ９６７ ９４４８００ ８３ １４８８００ ２ ９５００ １０５２ １１０３１００

４ 韩家墩街 １８１０ １８５８４００ １６１ ３００８００ １ ３５００ １９７２ ２１６２７００

５ 宗关街 １６５２ １７１８３００ １８５ ３３４４００ ４ ２３５００ １８４１ ２０７６２００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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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街道
８０～８９周岁 ９０～９９周岁 １００周岁及以上 合计

人数（人） 金额（元） 人数（人） 金额（元） 人数（人） 金额（元） 人数（人） 金额（元）

６ 汉水桥街 ２４４６ ２５６３９００ ２４８ ４５２００ 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９８ ２６１９１００

７ 宝丰街 ２３２２ ２４５５４００ ２７６ １３９２００ ４ １７０００ ２６０２ ２６１１６００

８ 荣华街 １７６１ １８７０９００ １８６ ３４４６００ ２ ８５００ １９４９ ２２２４０００

９ 汉中街 １９１８ ２０４１４００ ２２５ ４０９４００ ６ １８５００ ２１４９ ２４６９３００

１０ 六角亭街 １２４９ １３０６７００ １３２ ２４１４００ ０ ０ １３８１ １５４８１００

１１ 汉正街 ２６８４ ２８６５８００ ３８１ ７１６４００ ９ ３２０００ ３０７４ ３６１４２００

２０１６年口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人数一览表

序号 街　道 人数 金额

１ 易家街 ５ ２８２２５

２ 古田街 １１３ ７１２２３７５

３ 长丰街 １６４ ９１７２５０

４ 韩家墩街 ８４ ５１１７７５

５ 宗关街 ６６ ４１８４８７５

６ 汉水桥街 ４８ ２９６５１２５

７ 宝丰街 ６４ ３９９１２５

８ 荣华街 ６７ ３６１８３７５

９ 汉中街 ６７ ４２１１００

１０ 六角亭街 ５１ ３２０５８７５

１１ 汉正街 ７５ ４５４３００

合　计 ８０４ ４８４１４３７５

２０１６年口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情况一览表

序号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１ 易家街竹叶海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一清路 １３９０７１５５５５２

２ 古田街生活村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古田二路５０－５ ５１３０４２８６

３ 古田街汉口春天社区老年人服务区中心 解放大道１０９号 １３６０７１８４７１９

４ 古田街古南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古田南村２７栋 ８３８５１２２３

５ 古田街老年人服务中心 古田南村附５号 ８３８５１２２３

６ 长丰街紫润南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城华路１８号紫润明园南区８栋１单元１楼 ８３５３００１２

７ 长丰街紫润北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紫润北社区３２栋１楼 １３９７１１２３３８６

８ 长丰街百泽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百姓之春２１栋１楼 ８３４２９３９２

９ 长丰街团结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长风路３９号团结佳兴园小区内５栋旁 ５０４６４４２７

１０ 长丰街长丰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长丰大道１６６号丰华园７栋 １３５０７１１１１８２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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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１１ 长丰街丰美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长风路３５号Ｂ６栋２单元２楼和３楼 ８３６３５０８０

１２ 韩家墩街四新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解放大道１４８号附１号 １３０７２７０７１６４

１３ 韩家墩街云鹤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古田四路云鹤三村１号 １８９７１１０３１１６

１４ 韩家墩街古四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古田四路３２号 １８５０７１５５２５３

１５ 宗关街水厂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水厂社区 １５９２７０７２４３２

１６ 宗关街双墩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双墩社区 １５８２７１５６８１６

１７ 宗关街变电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新合后街６０号 １８９７１３４１６９２

１８ 宗关街发展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发展社区 １８１６４２３６４６５

１９ 宗关街井南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井南社区 ５１３１６０５８

２０ 宗关街宗关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宗关社区 １５３４２２３６９８８

２１ 汉水桥街营北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营房北村８２号附１号 ８３６４１３５９

２２ 汉水桥街仁寿社区老年人服务区中心 解放大道３８４－１６－１ １５３７７６７９６９９

２３ 汉水桥街汉宜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仁寿二巷４３号 ８３７３３６６３

２４ 汉水桥街皮子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仁寿路１５０号 ８３７４８９４１

２５ 汉水桥街营南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营房路１９９号附３号 ８３６６７８３０

２６ 汉水桥街解放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解放大道８５９－２７号 ８３６２１２６５

２７ 宝丰街北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同馨花园１３栋一楼 ８３７３１８５８

２８ 宝丰街公路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建设大道３８４附８号 ８３４６１３２０

２９ 荣华街建乐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建乐村２３栋１楼３号 ８３７８６９６０

３０ 荣华街中山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玉带二村特１号 ８３８０３４０４

３１ 荣华街荣华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崇仁路８８号附１号 ８３８０３６０７

３２ 荣华街幸乐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幸乐村９号 ８３７５９４０６

３３ 荣华街武胜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武北新村８－１３号 ８３８０３４１７

３４ 荣华街集贤里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武胜西街５－４５号 ８３７６７５４０

３５ 汉中街居仁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长堤街２２８号 ８３７７１８７５

３６ 汉中街军工社区老年人服务区中心 长提街８１号 １５０７１３０００６０

３７ 汉中街尚义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汉正街２４８号－２楼 ８３７６６６８２

３８ 六角亭街民意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民康大厦一楼东侧 ８５４２５５７８

３９ 六角亭街学堂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学堂墩子１１５号 ８５４２６１８５

４０ 六角亭街游艺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游艺村特１号 ８５４１２８８３

４１ 汉正街竹牌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小新巷４３号 ８５６７９７３０

４２ 汉正街永庆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永庆街１号 ８５３６８４６５

４３ 汉正街共和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利济南路海富大厦５楼 １３３９６０６１９０９

４４ 汉正街旌德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多福路１１７号４楼平台 ８５３７４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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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保 障

【概况】　２０１６年，武汉市口社会保险管理处（简称
口社保处）以“创先争优，全面发展”为核心，紧紧

围绕中心工作，坚持改革创新，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努力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６日，由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口社保处协办的
全国法制宣传日暨建筑业工伤保险宣传咨询会在口区蓝光·林肯公园工地举行

【扩面征缴】　２０１６年，口社保处完成辖区五险参保
净增加３５８９４人次，其中养老保险增加５２５１人次，工伤
保险增加６２６４人次，生育保险增加６０６０人次，失业保
险增加５０４２人次，医疗保险增加１３２７７人次。２０１６年，
口社保处社会保险扩面净增人数市级分解目标合格

值为３１３００人次，挑战值为３２２３９人次，完成合格值比
例为１１４６８％，完成挑战值比例为１１１３４％。

【业务网申】　２０１６年，口区完成社区网申数量为
１００９９笔，完成单位网申数量为５９０２８笔。全年完成
２００多名社区专干及街道政务中心工作人员的社保经
办培训，配合市局开展社保服务进社区活动，不定期在

社区驻点接受居民咨询。对符合条件的且诚信记录良

好的单位，主动为其开通网上信用用户的权限。

【工资申报】　２０１６年，口区共有１２５２家单位为
１４５２万职工办理年度工资申报，其余２０００家未申
报企业主要为小微企业、经营困难企业或停破产企

业，口社保处按照政策对其职工

缴费基数进行翻盘调整。完成

２６３万人通过工资变更模块办理
缴费基数调整。

【机关事业参保】　２０１６年，口
区完成预登记的单位有２９７家，确
认完成的单位 １７３家，涉及人数
１０４８７人。身份认定专班完成审
核通过机关事业单位２４４家，涉及
在职６５４１人；退休审核专班完成
审核通过机关和事业单位 ８１家，
涉及退休５９６０人。完成退休人员
初审的单位有 ２６２家，涉及退休
７０４７人，占辖区机关事业单位数
的８８％，退休人员总数的６０％。

【养老待遇审核】　２０１６年，口

社保处共征收养老保险费２５６６亿元，支付养老金
４８９１亿元，养老保险金收支差２３２５亿元。区内
在职参保人员２４６３８７人，退休人员１６４５５０人，离休
人员４３２人，军队转业干部退休１３９５人，国有企业
职教幼教退休６９８人，中小学剥离教师１６０人，遗属
５９１人，居民养老保险参保１１７人，居民养老保险享
受待遇６９７人。全年完成各类异动达１６万条，完成
办理因病退提前退休申报资格认定６６０人，受理特
殊工种提前退休申报８１９人。

【医保生育待遇审核】　２０１６年，口区职工医疗保
险新增办理门诊重症５０３４人次，职工医疗保险共消
费１８９亿元。居民医疗保险新增办理门诊重症
３６８人次，居民医疗保险共消费７００８８万元。全年
大学生医疗保险消费 ５４１６万元，生育保险登记
４８９８人，生育保险消费４９０２３万元。全年一卡通
消费１２亿元。

【工伤待遇审核】　２０１６年，口区现有工伤保险参
保单位４７９６户，１７０７３１人。口社保处共办理工
伤初审登记７２４笔，外出现场调查３次。工伤医疗
报销 ５０４笔，初审金额 ４０４万元。申报工伤待遇
３２８笔，初审金额 １５１８万元。工伤人员继续治疗
４９２７人次，定点医院结算初审金额１１６２万元。

【失业待遇审核】　２０１６年，口社保处共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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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２户参保单位申报失业保险备案资料，核定２３７２
人失业保险待遇期限。办理失业人员个人申领失业

保险金２１６０人。全年共有２８９７７人次享受失业保
险待遇，合计发放失业保险金及各类失业保险待遇

３１４３万余元，医保累计缴费 ８３８万余元。共引导
２３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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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组织的各类职

业技能培训。全年受理２２９家企业稳岗补贴资料的
受理初审工作，为企业减负３４５４９８万元。

【信访稽核】　２０１６年，口社保处共受理单位参保
４７９５户，实际书面稽核４３２０户，计１５３２７６人，单位
占比９０１％。共完成参保单位６６户，计６３９６４人实
地稽核，实际参保人数６６７５８人，少报和补报１４６４
人、补缴总额１３８７４万元，占单位参保人数１５３２７６
人的４１８％，超额完成２０％的绩效目标。实现追欠
２９９９８０８万元，实地稽核补缴１３８７４万元，养老保
险共计２９０９１６９万元，完成年度追欠１８８３５万元绩
效目标的 １５４４６％。接听群众来电 １２７００个。全
年办理信件５３７件（省市长专线４２２件、阳光网信访
４４件、１２３３３咨询台５８件，治庸问责和行风连线２

件、来访１１件），按时回复率１００％，满意度８７１％。
年内受理行政诉讼２件。

【退休年审】　２０１６年，口区完成退休职工年审
１４７５３８人（综合科年审３８０８３人、社区等年审１０９４５５
人）。停发７６１５人，补审补发７５６４人，补审率９９３３％。
遗属年审５１５人，完成进度８７１４％。共协助异地认证
７５２人，录入人社部ＡＰＰ异地认证系统６１６人。开具社
保收入证明４０３人，电话（窗口）咨询１２３５９人次。

【制卡换卡】　２０１６年，口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
共制卡 ８２３２８张，收费全免，其中居保新增制卡
９９７１张，居保补卡 ２９７１张，职保新增 １８４９０张，职
保补卡２２３５５张，二代卡批量换发２８２３５张，一代急
制卡４５张，二代急卡 ２６１张；社保卡注销 １２８２人
次，省内异地二代卡纳入９０８人次，卡挂失４９４９笔，
解挂８５４笔，修改密码８９０５笔，解锁２３５２笔，回卡
分拣５０５７７张。邮寄卡６４张。同时，完成对公交集
团、烟草公司、葛洲坝集团等大型企业的劳资人员进

行发卡业务培训。

（杨　萍）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口辖区五险扩面情况表
单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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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 ５６５ １１０６７ ５２０３ ３６８２ ７１３０３ ９１８２０ ４９２００ １８６６３％ ５０６７６ １８１１９％

２０１３年 １２９６ １７６２ １３２３ １９６８ １４４１１ ２０７６０ １９８００ １０４８５％ ２０３９４ １０１７９％

２０１４年 ２４７１ ３８７３ ２３８８ ２５５４ １５０１５ ２６３０１ ２３３００ １１２８８％ ２３９９９ １０９５９％

２０１５年 ３０８６ ６７４９ ２０８８ １９７１ １７５２３ ３１４１７ ３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５％ ３２３４２ ９７１４％

２０１６年 ５２５１ ６２６４ ６０６０ ５０４２ １３２７７ ３５８９４ ３１３００ １１４６８％ ３２２３９ １１１３４％

注：①扩面完成数＝新参保及续保人次－停保人次＝净增长人次
②参保人次数取自于每年１２月的月结数

民 族　宗 教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简称口
区民宗局）继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六进”（进机关、

企业、社区、乡镇、学校、寺庙）工作，有效化解矛盾纠

纷，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各项工作成效显著，维护了社

会政治稳定，促进了市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２０１６年，口区以“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六进’工作”为抓手，积极探索新形势

下加强社区民族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夯实基础，

健全机制，有序开展全区社区民族工作，有效地推动

区内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开展民族团

结创建活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通过深入扎实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区园林局、城管委执法大队、汉正街

利济社区、韩家墩街云鹤社区等四家单位被武汉市

民宗委命名为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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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武汉市副食品商业储备有限公司被省民宗委命

名为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２０１６年，区民
宗局分别接待江西省南昌市、山东省东营市、河南省

郑州市等兄弟省市统战、民宗部门来区内考察、交

流、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并得到受访者的充

分肯定。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０日，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
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到湖北武汉调研

指导工作，口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百

泽社区书记吴红菊作为基层社区民族工作者代表、

宝丰街新疆籍干部艾伟作为选调生代表受到接见，

并在座谈会上交流发言。

【全面落实少数民族政策】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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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人
（其中中考生５６人、高考生２６人）少数民族中、高考生
优录手续；审批办理少数民族成份变更２人，审核办理
率达到１００％，正确率１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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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５３万余元，惠及２５００余名少数民族群众。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　２０１６年，为全面贯彻落
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口区民宗局切实增强

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责任感，凸显以服务促管理的理

念，寓情于管，真心服务，切实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解决生活、经营中的实际困难，畅通其寻求帮助和

沟通的渠道，增进彼此的了解信任和民族感情，促进

了民族团结。

全区各街道、社区及职能部门广泛宣传党的民

族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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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服务。全区建立５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联络点，
各社区建立少数民族服务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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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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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余件。
２０１６年３月初，口区民宗局联合区食药监

局、城管等执法部门举办流动穆斯林食品安全、城市

管理法规专题培训班，请辖区穆斯林流动人员代表

人士参加培训并进行座谈，取得良好的效果。

【网格化管理】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宗局注重民宗网
格化管理工作，将网格化工作纳入街道综治目标，并

签订责任状，严格检查考核。通过全区各街道、社区

网格员的努力，全区少数民族人口采集率达８０％以
上，少数民族经营场所、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

员信息采集率、准确率达１００％。

【宗教事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宗局加强全国宗教
工作会议精神及《宗教事务条例》学习宣传活动，在

“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活动中，区民宗局干部多次

深入到辖区宗教场所广泛宣讲《宗教事务条例》及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参加学习宗教教职人员及

信教群众共计３０００余人次，进一步坚定大家爱国爱
教的信念，传递正能量，为维护区内宗教和顺、社会

稳定奠定了基础。

坚持贯彻《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对辖区２
个基督教宗教场所开展基督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

职备案工作，按照实施方案制定备案流程，对主要教

职人员进行备案，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管和

消防安全监管，实现区内宗教场所向规范化、法制

化、民主化方向健康发展。

（吴　涛）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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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正街４４７号 ８３７８１８９９

基督教 易家墩聚会点 易家墩路１３５号 ８３８４７０２３

残 疾 人 事 业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残疾人联合会（简称口
区残联）注重推动事关残疾人事业发展全局性、根

本性和基础性工作，着力实施一系列民生项目，全面

完成工作目标，残疾人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口区残联被评为“２０１６年湖北省残联组织建设工
作先进单位”，残疾人劳动服务部被评为“武汉市工

人先锋号”。劳动服务部主任俞风荣获“武汉市五

一劳动奖章”，口区残联副理事长杨丽君被湖北

省政府残工委授予“‘十二五’残疾人工作先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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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号，六角亭街办事处社区残疾人协理员胡春

莉被荣获“全国残联系统先进个人”称号。

【落实“两项”补贴】　２０１６年，根据武汉市民政局
《关于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制度的工作方案》（武民政发〔２０１６〕５１号）文
件规定，口区残联为本区城区低保残疾对象３７２６
人发放困难生活补贴，金额５０８９７万元；为残疾一、
二级的５０２９人发放重度护理补贴，金额６１３８０万
元；为特困户多残家庭１６０人发放困难生活补贴，金
额１９２０万元；为特困轻度智力残疾３１８人发放困
难生活补贴，金额３８１６万元。

【残疾人康复】　２０１６年，口区残联为残疾人提供
康复服务５０２９人次。其中，重点康复服务３７２６人
次；为全区贫困残疾人提供残疾人辅具适配 ３０００
件；为全区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康复服务１６０人；向
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家居无障碍改造服务５００户；
为全区０至１４岁耳聋、智障、孤独症、中枢性协调障
碍及脑瘫儿童２０９人提供专业康复训练补贴；为贫
困精神残疾９２人提供住院补贴；为肢体残疾６０人
进行肢体行走训练；组织４５名盲人开展定向行走训
练；组织武汉艾格眼科医院到社区为辖区３７９１名居
民提供免费视力检查义诊及康复咨询服务。

【残疾人就业】　２０１６年，口区残联开展多种形式
残疾人就业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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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实施残

疾人技能培训３０３人次，安置残疾人就业１４２人；扶
持残疾人自主创业４人，扶持资金１６万元。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６年，口区残联全面落实扶贫解
困优惠政策，为轻度智力残疾人补贴３１８人次，计
３８１６万元；为５７４户特困残疾人提供临时救助金４６
万元；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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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３万元；残疾人社保补贴
３５９人，计４１４６万元；燃油补贴５５９人，计１４５３４万
元；驾照补贴２９人，计２９万元；聋人信息补贴１１３２
人，计４０７５２万元；办理下肢和视力残疾人乘车卡
４０３人，为１６５人办理低保残疾人乘车卡。

【文体活动】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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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大型文艺汇
演“关爱残疾人，共筑中国梦”；举办的“全国助残日

武汉江滩集邮展”，并设计发行纪念戳；联合苏宁易

购相继在六角亭街、荣华街、宝丰街开展爱心助残系

列活动，向广大残疾人送优惠，献爱心，为特困残疾

人赠送食用油３００瓶；组织开展的武汉太阳之家文
化助残项目、宗关街阳光书社项目、六角亭街阳光梦

工厂项目，成为全市领先的基层残疾人文化工作品

牌，入选全市首批十佳文化助残项目。新建长丰街

残疾人合唱团、轮椅太极队、汉正街残疾人广场舞队

等多个文化队伍。轮椅太极队参加全省残疾人健身

比赛，荣获三等奖；轮椅舞蹈队选手代表省残联参加

全国轮椅舞蹈锦标赛，荣获多项奖项。

（何蜀鄂）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６年，口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简称口区文明办）坚持以“为民创建、创

建为民、共建共享”为指导，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着力实施“文明城市提升工

程”，落实文明城市建设常态化，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有力地促进全区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建文明城区】　２０１６年，口区全面落实《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全国未成年人测评体系》

各项目标任务，以“为民、便民、利民、惠民”为宗

旨，注重价值内涵，彰显人文精神。围绕提升市民

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加大基础设施和人文环境

建设，持续开展专项督查、宣传教育、舆论引导等

工作，不断累积和传递社会正能量。通过制定《城

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包点包片责任手册》将目标

任务分解到１１个街道和相关部门，注重“以创建
统领工作、以工作支撑创建”为中心，坚持区委常

委负责挂点街道、副区长负责分管战线的“条块结

合”责任机制，取得良好效果。注重发挥文明委成

员单位的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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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把文明创建作为创新社会管

理、改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平台，从

市容维护、城市交通、公共服务、社会治安等群众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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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以“十大工程”（包括信仰工

程、作风工程、社风工程、家风工程、文明行为工

程、榜样工程、志愿者工程、基础工程、希望工程、

整治陋习工程）为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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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集

中开展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整治、网吧监管、食品安

全卫生等系列专项治理工作。加强对公园、广场、

车站、商业大街、电影院、交通路口等公共场所环

境的整治，区文明委领导坚持每月不少于 ４次带
队督查，区文明办成立督查专班，坚持每天开展暗

访巡查，共下发区级责任清单 ５６个、创建通报 ５
个。制定下发《进一步加强街道社区精神文明建

设实施方案》，拟定２３项目标任务责任分解，按计
划、按时间节点全部推进完成。全年召开全区性

大会５次，调度会、协调会、培训会 ２０余次，完成
中央文明办专项督查迎检，接受全省 １０３个县域
文明指数测评以及 ５次城区测评、１２次街道测
评，完成市级文明城区申报复核和区级文明单位

确认。

【公民思想道德】　２０１６年，口区坚持以人为本，
注重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贯穿文明创建全过程，着力实施市民素质提

升工程。大力开展“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宣

传。坚持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宣传作为营

造良好舆论氛围的重要举措，按照“属地管理、分

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充分利用大

型户外广告牌、建筑工地围挡、公园广场、宣传橱

窗、黑板报等宣传阵地广泛投放公益广告。组织

开展“排队礼让———文明城市建设从我做起”“做

一个有道德的人”和“我们的节日”等主题活动，引

导市民养成谦恭礼让、友善互助的行为习惯。群

众性道德实践活动深入人心，持续开展思想道德

教育和宣传活动。加强“道德讲堂”常态化建设，

通过区道德讲堂总堂持续开展道德模范事迹宣传

和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口区先进典型

和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市民群众积极

投身到文明城市建设的活动中来。坚持开展“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同济医院护士曾静文

获评湖北好人。区文明办收集区内 ４４名道德模
范和身边好人事迹，分为“助人为乐好人”“见义勇

为好人”“诚实守信好人”“敬业奉献好人”“孝老

爱亲好人”５个篇章，编撰《道德的力量———口好

人故事汇》，大力传播道德模范事迹和精神。为进

一步传播文明、引领风尚，促进口区文明程度和

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区文明办搭建“口文明

网”网络传播平台。平台开设“要闻”“工作动态”

“口好人”“文明创建”“道德讲堂”“他山之石”

“文明之声”“主题活动”“我们的节日”“志愿服

务”“未成年”“工作简报”１２个栏目，进一步展示
口区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各项成果。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２０１６年，口区坚持认真贯
彻落实上级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要

求，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促进未

成年人全面发展。丰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把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全过程，组织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

系列活动及“日行一善”“做小小志愿者”“网上祭英

烈”等道德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中华文化经典诵读

活动。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以中

华文化经典诵读活动为载体，让未成年人接受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倡导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中小

学坚持每日一读，使中华经典内化为道德品质、外化

为行为习惯，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利用寒暑假

开展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并大力开展

网吧治理，依法取缔“黑网吧”，严查未成年人上网，

严格查处校园周边２００米经营性场所，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志愿服务】　２０１６年，口区广泛深入开展“三关
爱”（关爱他人，包括开展关爱空巢老人、农民工及

其子女志、留守儿童、残疾人志愿服务；关爱社会，包

括开展文明礼仪、文明交通、爱心送文化志愿服务；

关爱自然，包括开展环保宣传、植树种绿、养绿护绿、

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活动，大力开展帮

扶空巢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活动，

健全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和社区化。着力推进“社工 ＋义工”模式，打造“阳
光家园”“道能义工”“惠残空间”等志愿服务品牌。

组织各级文明单位、机关干部进街道、社区开展“周

末清洁家园”活动，维护城区环境的文明形象。组

织３０个文明单位与１３个保障性住房集中区域社区
结对共建。在社区招募７８名志愿者，固定岗位、固
定时段，常态化开展全区１２个重点路口的文明交通
志愿劝导，改善交通秩序。

（詹　鸥）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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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家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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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社区和额头湾１个村，常住人口２４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８日，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尹天兵（右三）会同有关部门检查易
家街易家墩村、舵落口村拆迁工作

万余人。２０１６年，易家街党工委、办事处紧紧围绕建
设“生态宜居街区”和“汉江湾生态新城”目标，以辖

区群众民生需求为第一信号，努力建设一支廉洁高

效、勤政为民的街道干部队伍，不断提高辖区人民群

众对街道各项工作的满意度，确保辖区安全维稳形

势总体平稳和辖区城市环境面貌不断改善，顺利实

现“十三五”发展良好开局。２０１６年，易家街被评为
“武汉市平安街道”。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６年，易家街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７６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完成
２４３亿元，引进一般纳税人 ２３
户，新增就业岗位２４７０个，为年目
标值的１０７４％。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６年，易家街在
全市率先通过统征储备的方式，于

年初正式启动易家墩、舵落口２个
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年内完成

签约住宅９２２栋，面积４４７７万平
方米，占总拆迁任务的 ９０７８％。
在建项目顺利推进，汉江湾壹号一

期、汉江雅苑、红星美凯龙华中总

部写字楼均已结构封顶。拆迁征

地项目稳步实施，长丰大道高架匝道红线范围内房

屋签约率先完成，孝高速红线范围内额头湾村集

体土地及房屋签约完成，三环线北段红线范围内集

体土地上１３户住宅房屋签约完成并拆除。

【民生服务】　２０１６年，易家街注重民生服务，持续
创建抓品牌。组建“一家人”志愿者服务队，全年开

展３０３场次“精准服务”。坚持社区（村）文明创建
长效机制，互查互评月月查。街道文明创建工作稳

定在全市Ｂ类街道，创建成绩位居全市第七、全区
第一。出重拳拆除的违法建设２０００平方米，有效遏
制违法建筑蔓延的势头。

民生托底抓保障。街道成立政务服务中心、网

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社区网格化工作站，落实政务服

务集中受理、网格员上门办理、网格动态管理的工作

机制，全年办件量计７０７７件，政务转办率１００％，办
结率１００％，无一起群众投诉，居民满意率达１００％。

·５４２·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共口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邹春燕（右三）一行检查易
家街元旦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社区建设抓创建。针对居民提出的背街小巷道

路破损问题，投入资金９６万余元，完成对联友路、联
农路、丰帆路维修改造，有效缓解背街小巷出行难问

题。投入８０万元对竹叶海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软硬件进行提档升级，充分发挥综合文化站、青少年

空间、阳光家园、健康小屋、老年服务中心等基地作

用，全年开展各类活动７０场次，着力为群众打造健
康示范社区、充分就业社区和三星级幸福社区，深受

群众好评。

社区治理抓联动。动员“社区、物业、社会组

织、驻社区单位、志愿者”参与社区共治。深化“三

方联动”工作机制，加强老旧小区综合管理，投入

５０万元解决染料厂宿舍、家安小区、银舵小区、联
谊路１４号宿舍等一批群众身边的物业管理难题，
提高服务居民水平。发挥共驻共建优势，通过辖

区外资企业党组织作用，开展社区对口帮扶，欧尚

超市全年慰问困难群体１６２户，计３０６人次，投入
资金３２万元。

【社会治理】　２０１６年，易家街注重辖区社会综合治
理，坚持关口前移保稳定。不断夯实社会治理基础

工作，通过动态联系重点人群，稳定工作关口前移，

做到早介入、早化解，保持着多年全街进京赴省零上

访的记录，信访稳定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查防结合创平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定期巡查

和群防群治制度，全面清除市级挂牌消防隐患，集中

开展安全检查 １２８次，发现和整改隐患 １１３４起
（处），下达安全执法文书４４份，全年没有发生较大

以上的安全责任事故，安全水平居

于全区前列。

防汛排滞保民生。为抗击５０
年一遇的强降水袭击，易家街全员

上阵，全力以赴。共排险１５处，排
危３处，疏通２５处，转移２５户３０
余人。在汉江大堤设置 ３处值守
点，２４天日夜坚守汉江 １千米迎
水堤，确保大堤万无一失，保障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

【党群纪检】　２０１６年，易家街按
照区委组织部统一安排，工委组织

２１个基层党组织、５７６名党员广泛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各支

部为党员配齐学习书籍及“两学一做”学习笔记本，

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坚持落实“支部主题党日”和

日常学习的教育活动。

街道行政体制改革工作稳步推进。全年街道完

成机构调整，６大科室完成挂牌并明确工作职责，工
作正常运行。街道“两个中心”的工作人员配备到

位，工作步入正轨。

加强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街道在

宜家地区成立 ２个非公企业党组织，分别是安徽
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武汉口店联合党支部和红星

美凯龙党支部。街道对荟聚内 ３７家无党员的门
店，采取派驻党建指导员的形式加强党建工作；对

辖区工业园内的９家有党员但未建党组织的非公
企业，采取就近挂靠社区大党委的方式完成党建

覆盖工作。

深化机关作风建设，打造干事创业队伍。抓

住重要时间点，在重大活动或换届开始前，先后约

谈各社区村主要负责人。对提拔调整新分配的人

员，均进行任前廉政谈话。街工委、办事处坚持每

笔餐费事先必须由纪工委书记先行签字把关，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遏制公款吃喝。街纪工委

坚持对社区、村进行不定期巡查，坚决制止迟到早

退、上班时间不务正业的现象。针对社区公章管

理不规范、财务管理有漏洞以及社区人员工作责

任意识薄弱等问题，全年街纪工委召集社区工作

人员开展廉政谈话３５人次。
深化基层治庸问责，规范权力运行机制。易

家墩村、舵落口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启动后，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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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纪工委多次与各村改制公司负责人及相关科

室工作人员进行提醒谈话，要求把纪律挺在前面，

阳光拆迁、依法拆迁，确保拆迁工作中的公平、公

正、公开。至年底两村完成签约住宅房屋达９０％，
无重大安全事故、无信访稳定事件，用纪律确保整

个项目的进展速度。

２０１６年易家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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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武汉宜家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不含经营户）
长宜路１号 服务业 ９０ ２４９０２ ７１９４

２ 武汉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张毕湖路２号 商贸业 ２８０ ６２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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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２６２ ７７７

４
武汉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

场发展有限公司
工农路特１号 服务业 １７０ ６１７７ ７４０

５ 武汉中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工农路１０７号 工业 １９６ ６４０９ ３９７

６
武汉市长丰市政水利工程有

限公司
古田一路７１号３楼１－３号 房地产业 ７０ ２８０００ １１１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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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４３８４ ５９２

（吴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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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二路

（江汉六桥）及古田一路贯穿南北，形成三横三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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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院、古

南、罗家墩、陈家墩、汉口春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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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８万人。街道辖区内有行政事业
单位１１家，重点企业１２家。２０１６年，古田街荣获
“省级卫生先进街道”“省级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先进

街道”“省级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示范街道”“武

汉市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连

续５年荣获区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６年，古田街完成工业增加值４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０２％；重点企业税收 ５９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５３５％；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３６４４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０８３５亿元。新引进武
汉旭科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旭景房地产投资

有限公司和武汉中百便利店有限公司３家企业，其
中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１家，即武汉中百便
利店有限公司（注册资金８０００万元）。

【重点工作】　２０１６年，古田街重点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各项改革，圆满完成年内绩

效目标。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古田街积极组织全街

２６个基层党组织，坚持每月举行“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开展集体学习。全面清查全街３６５２名党员的组
织关系，严格核查党费收缴情况，健全基层党组织，

摸底清查５９家非公经济组织。
深化“１＋８”改革任务。古田街研究出台改革

细化方案，完成街道行政体制改革，形成“４＋２＋４”
的大部制设置格局，竞选确定１０大科室负责人。先
后投入２５万元，推进街道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和街
道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实现网络管理全覆盖，畅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完成防汛抗洪工作。主要领导靠前指挥，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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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中共口区委副书记刘红鸣（右二）一行调研古田街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工作

干部２４小时值守巡查，社区、村、辖区企业广泛参
与，圆满完成防汛抗洪任务。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６年，古田街以项目建设为首要工
作，以制瓶厂宿舍片征收、万人宿舍片启动前期工作

为重点，统筹推进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企业服

务等工作。

创新开展旧城改造。完成制瓶厂片模拟征收工

作。继续深化模拟征收预签约工作经验，践行“两

线工作”法（群众工作线、依法征收线），完成万人宿

舍片５３１２户的征收调查、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
见等工作。

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积极协调解决还建

开发中遇到的用地手续、土地解押、腾退、消防验收

和信访遗留等问题，实现红星村完成市级验收，还建

房实现封顶。罗家墩村还建房和开发房完成封顶。

农利村还建房二期稳步推进。

热情做好企业服务。积极帮助解决企业发展中

遇到的各类问题，如协调海尔国际广场二期供地、地

铁连廊建设、分期交房等问题，航天电工与红星村占

地问题，凯德招商手续办理，招商江湾国际交房投诉

问题，泰宇商贸有限公司开发地块上户工作等，受到

企业好评。

【创新治理】　２０１６年，古田街在城市治理精细化、
常态化和规范化上狠下工夫，全力推进执法力量下

沉，实现城管综合排名在全市二类街道中排第 １７

名，两次进入前五名。

强化思想引领。按照“四个结

合”的工作思路，即将集中整治与

专项整治、对标整治相结合，责任

包保与目标奖励相结合，基础管理

与工作协调相结合，机制建设与人

的管理相结合，形成定期调度、联

合办公、综合执法的工作机制，极

大提高队伍的积极性，切实增强工

作的执行力。

突出专项治理。以招牌整治、

业态转型、停车有序、规范管理为

重点，以“干净、整齐、有序、绿化”

为目标，投入２００万元打造古二靓
丽生活街区。推行垃圾桶黄线管

理法，坚持一日三清，实现垃圾桶

摆放干净整齐有序。深入推进油烟治理工作，在全

市排名第四名。积极开展健康促进社区和爱国卫生

创建工作，古三社区、汉口春天社区完成省级健康促

进社区的验收。

【改善民生】　２０１６年，古田街优先改善民生，大力
开展困难帮扶，推进多元共治试点，深化宜居宜业建

设，提升辖区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和幸福感。

着力改善社区办公条件。积极协调解决罗家社

区办公用房达标建设。协调解决社区办公网速慢的

问题，至年底已有１２个社区实现光纤覆盖。投入
３９万元，改善古画、汉口春天、古二、古三等社区的
办公环境。

着力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争取３１０万元，完成
古南平改坡１期项目。组织协调建成罗家三角地绿
化停车场。投入６０万元，推进古南老年宜居社区建
设，完成汉口春天老年食堂建设。投入３万多元，修
复社区破损道路２７００平方米，破损井盖２３处。

着力推进困难群体帮扶。全年共计投入１０４１
万元，对低保、残疾重症及困难边缘户进行生活救济

和节日慰问。积极开展抗灾救灾工作，为辖区１２８２
户受灾居民发放救灾款２８万余元，努力做到困难帮
扶“一个不落”。

【安全稳定】　２０１６年，古田街致力于打造安全稳定
的平安古田，始终坚守安全稳定的工作底线，全年平

安形势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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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平安创建。狠抓工作队伍，为全街１２０名
安保队员配齐标准设备，购买医疗互助险，强化业务

培训。狠抓安全基础，全年共投入２０余万元，配备
警用巡逻电瓶车３３台，加装监控摄像头１４８个。狠
抓工作机制，构建日查夜巡和全员联防联动体系，完

善单月讲评、双月调度的工作机制。

突出安全生产。以老旧社区消防安全和工地施

工安全为核心，强化抓日常、抓预防、抓投入，层层压

实安全责任，做到管理有痕迹，整改有落实，全年未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注重宣传培训，全年组织业务

培训５次，消防演练和宣传３６次，发放消防宣传单
３２万份。

突出信访稳定。严格落实“五包一”措施，以农

利村、制瓶厂、迈特热处理厂历史遗留问题为重点，

积极稳妥推进积案化解，先后处理化解农利村上访

３件，全年未发生较大信访事情。

２０１６年古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性质

（行业性质）
职工人数

年主营业务

收入（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合

并）

南泥湾大道汇丰企业总部８
号楼

国有控股 ６８３８ １１８８６

２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古田二路１０６号－１－１２０２ 民营企业 ７４７ １３８１１９．８ ８７１３

３ 武汉市泰宇商贸有限公司 古田二路特１号 民营企业 ２７ ３１１．７ ５４３２

４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古田一路２号 国有控股 ２１３９ ３７０７９０．３ ２４５３

５
武汉招商地产古田置业有

限公司
易农街８号１－４楼１－５号 国有控股 ４３ １６９６３６．６ １２８７６

６
武汉海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解放大道６５号 国有控股 ５４ 无 ７９９３

７
武汉新居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古田二路３７号 民营企业 ２６ 无 ２４０１

８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洪山区鲁磨路３０６号 国有控股 １１７９

９
武汉市古田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古田二路１８－８号 民营企业 ３９８ ２０３６９．４ １０３０

１０ 武汉古田联合置业有限公司 古田路６０号 民营企业 １６ ９１４

１１
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武汉工程处
青山区４５街２８门５８号 民营企业 ８８４

（王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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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４万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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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
长丰街紧紧围绕全年工作目标，以促增长、保民生、

保稳定为主题，继续落实“城中村”改造、消防安全、

城市管理、信访稳定、社会事务等重点工作，攻坚克

难、真抓实干，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６年，长丰街主动开展服务企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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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日，台湾苗栗县头份市乡里参访团到长丰街百泽社区调研民
族团结建设工作并参观社区书画室

作，成立工作专班，加强工作调度，发动村、社区等各

方面力量，深入细致地协调动迁、维稳等各方面的工

作，确保辖区美好集团、华润置业、金林、蓝光等房地

产公司参与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充实

和健全服务企业工作专班力量，主动上门听取意见、

了解情况，先后帮助５家企业协调解决工商营业执
照、进出道路、广告招牌、税收、融资等方面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坚持每季度召开一次重点企业经营情况

座谈会、企业联谊会，广泛听取意见，反馈企业诉求

落实情况、有针对性组织营改增政策宣讲和业务培

训。２０１６年，全口径税收５亿元，其中１３家重点企
业纳税达４亿多元。

【“城中村”改造】　２０１６年，长丰街“城中村”改造
继续深入推进，完成建荣村、永利村整村拆除验

收，１２月启动长丰高架桥东风村段拆迁，并定期整
治拆迁区域返租现象。长丰村 Ｈ１－Ｈ３已结构封
顶，Ｈ４－Ｈ６正在土方施工；开发地块 Ｃ１包结构封
顶，Ｄ包结构施工，Ｃ２包开工建设。建荣村 Ｈ１、
Ｈ２已完成分房工作，部分已入住；开发地块 Ｋ３已
竣工入驻，Ｋ２结构封顶，Ｋ４结构施工。永利村 Ｈ１
已结构封顶，调剂地块已开工；开发地块 Ｋ３、Ｋ６结
构已封顶。常码头村于７月１５日土地挂牌，还建
地块已开工建设。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６年，长丰街坚持到每周例会调

度、消防督查队每天到分片区域进

行巡查督办、机关干部每周下工业

园检查等制度，确保安全生产。通

过印发张贴宣传资料、制作宣传专

栏、制作播放警示教育片、消防演

练及知识竞赛，设立曝光台等措

施，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建

立并实施每周任务清单和问题清

单制度，逐个园区进行巡查督办，

确保效果。全年整治消防隐患

１５２２处，下发整改通知５８５份，没
收大功率电器２３３件，行政处罚１６
起，拘留１７人。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６年，长丰街持
续开展拆违风暴行动，拆除违法建

设１０８万平方米。加大工作力度，
重点对铁路沿线、园博园周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

巷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多方筹措资金１７０多万元进
行卫生街区建设。投入１１０万元整治２个社区和东
风村村湾的架空管线，并被市城管委评为优质工程。

开展闲置停车场清查，整治２个停车矛盾突出的老
旧社区，新增社区停车位１８０个。成立工作专组，开
展“城中村”环境综合整治，通过周调度、月考核、重

督办，切实落实垃圾清运、防尘降噪、工地管理等工

作，长丰村、建荣村、永利村“城中村”综合环境排名

多次进入全市前十名。街道大城管综合成绩在全市

街道第一方阵中居中上游水平。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６年，长丰街按照街道社会管理创
新工作要求，对１５个社区“一站式”服务大厅窗口
进行整合和调整。组建１５个住宅小区业委会、７个
小区物管会。投资３０万元建设丰美和长丰２个社
区老年人幸福食堂。筹资２００余万元，对常码、天顺
南２个社区基础设施进行综合改造。完成丰美社区
宜居老年社区创建工作，社区建设管理得到加强。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６年，长丰街根据基层党建重点任
务，并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基层党组

织建设。每月召开一次工委会研究基层党建工作，

督促班子成员抓好党建联系点建设。按照上级部署

要求，集中整顿、帮带２个基础较薄弱社区，基层党
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提升。紧紧围绕非公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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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指派９名党建指导
员，开展“百日攻坚行动”，指导并督促６个非公企
业党组织完成换届整改工作，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的党建工作进一步加强。组织常码社区开展党

员、志愿者队伍示范试点工作，召开现场观摩会，以

点带面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全年发展党员

２６名，转正党员２０名。新增东风社区党员群众服
务中心１０００平方米，列支９１５万元作为党建专项
经费，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熊燕霞）

２０１６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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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３９９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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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４３７ ６２７

３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

公司
长丰路２９号 图书 ６９０６０６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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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２０８ ２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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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韩家墩街工委、办事处牢牢扭住转型

发展、跨越发展主题，加强对街道发展的整体谋划，

树立板块概念，强化功能分区，着力培育新型产业，

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切实加强自

身建设，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街道各项工作取得

新进展，较好地完成全年绩效目标。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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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称号，简易社区创建计生市级文明示范社区、

市级信用社区。

【区域发展】　２０１６年，韩家墩街按照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的总要求，强化功能分区，注重项目建设、招

商引资、产业转型升级等工作。深入企业了解经营

状况，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服务成效明显。全年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３６３７０万元，南国?悦府、新华
尚水湾、君奕家园项目资料按期上户率达到１００％，
制冷自控仪表厂职工代表大会圆满召开，并通过企

业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着重打造的特色商业

街区———汉西建材大世界一条街由木业体验馆和建

材馆两部分组成，拥有商铺近１３０家。通过与相关
部门协调、实行项目指挥部运作方式，项目建设稳步

推进。建一路西片推行“公平、公开、公正”的阳光

征收机制，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深得群众拥护。

截至年底，项目共完成签约 １５７４户，签约率
６５０４％，累计征收面积９８３万平方米。南国?悦
府和新华尚水湾项目按程序施工。中民幸福里（长

青２０号）４栋住宅中１栋完成商业主体施工，正进
行外墙装饰及防水工作。

【公共服务】　２０１６年，韩家墩街注重各项社会事业
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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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１个，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３８８
人，安置困难群体再就业２８５人，创业成功人员３０３
人带动就业１６８６人。关心帮助弱势群体，全年为辖
区贫困家庭新办理低保９４户，办理公租房１７２户，
办理租金补贴 ６６户，大病救助 ５人，临时补助 ９１
户。符合条件的低保户共７６７户、９７７人，平均月发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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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低保金６６６６３４万元。全年共出生８８１人（男孩
４６７人，女孩４１４人，性别比１１２８），其中一孩５６０
人，二孩２９１人，多孩３０人（政策外多孩１４人，政策
外多孩率１６％），全员人口数据库主要指标完整准
确率１００％，村居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平台有效应用
率１００％，符合生育政策计划怀孕的夫妇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８８对。街舞龙队获区舞龙大赛金奖，
歌手柳春华获区军歌大赛金奖、市军歌大赛银奖。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７日，韩家墩街举办残疾人迎新春联欢

积极协调各方，多渠道推进社区建设。全年完

成３个社区办公用房建设，其中综合社区办公用房
正在与房地产开发商协商，南泥湾社区办公用房准

备装修，公安社区１０００平方米办公房已经完成土建
工程。扎实推进社区多元共治，积极开展街道政务

服务中心建设，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管理创新，落实物

业服务小区管理工作，完成社区“大党委”组建，进

一步完善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委员

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机制。

加大困难老旧社区综合环境改造力度，投入

２９２１８９万元整治改造环境，维修、更新下水管网、
道路、立面、路灯等基础设施，云鹤、古五社区老旧社

区环境改造项目全面完工。以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为基础，提升服务质量。完成博学社区老年人服务

中心的招投标工作，在云鹤、曾家社区新建２个老年
人配餐中心，结合一键通后台服务，提升配餐、家政、

医疗咨询、精神慰籍等４支基本服务队伍功能和质
量。关注“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

人和抚养人）老人，高龄老人补贴

发放率达１００％。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６年，韩家墩街
创新城管机制，提升精细化管理水

平，城区环境面貌明显改观。全年

拆除违法建筑３８００余平方米，修
复古四、古五、公安、曾家、综合等

社区破损路面１０００余平方米。简
易新村特色生活街区通过财政评

审、政府采购等程序，顺利进入施

工阶段，对地下管网、路面、立面和

招牌、花坛等进行全面改造，工程

按期完工并完成验收，得到广大居

民的好评。结合简易新村生活特

色街区的打造，新增、加密停车泊

位２０余个。利用云鹤小区内闲置

用地，建造临时停车场，建成３６０余个停车泊位。

【公共安全】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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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居乐业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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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内容进行
指标量化，确定分值，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圆满

完成省、市、全国“两会”非访人数为零的目标，处理

来信来访件８２件，其中网上信件１６件，来访６６件，
回复率１００％，接待登记率１００％，未出现重大的矛
盾纠纷。全年投入２５万元用于安全生产工作人员
的配备和整治安全隐患以及消防设施，解决博学社

区一线天、曾家社区长青宿舍电线、古四社区武柴宿

舍过街门楼瓷砖脱落以及博学１处、新华２处、古四
２处（楼梯破损、围墙倾斜、屋顶砖瓦脱落等）的安全
隐患，为 ７个社区的老旧住宅小区（无物业管理）
５３３个门栋设置１个消防箱（内设２个灭火器）。开
展永利生鲜市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督促永利市场

投入２００余万元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同时整改
各类隐患。２家安全生产重点隐患挂牌单位整改整
治到位，对各社区安全隐患逐一消号。积极做好禁

毒、防“邪教”、人民调解、对流动人口的登记和管理

等工作，积极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加强物防技

防、突出人防，提升居民群众的安全感。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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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２０１６年，韩家墩街大力夯实基层党组
织建设。通过电子屏、横幅、宣传栏等在辖区广泛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树立宗旨意

识，增强党性观念。组织领导干部到基层联系点讲

党课等主题党课教育活动、组织参观区人民检察院

等警示教育基地等活动，引导党员学习先进楷模，增

强纪律自觉，严守党规党纪。组织全街“两代表一

委员”、机关干部、社区书记开展换届风气宣传教育

活动，完成人大代表、党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开展党

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对全街２９８０名党员进行全面
摸底排查，找到失联党员６８１名，口袋党员２５２名。
完成公安社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健全

完善社区各项规章制度。开展自２００８年４月以后
党费专项收缴工作，全街２９个基层党组织共补缴党
费３７余万元，其中，街机关党支部共补交党费１０万
元。对全街１５１７家非公经济组织开展摸底排查，完

成８４家非公经济党组织集中组建工作，选派党建指
导员，确保非公经济单位党组织全覆盖。落实市、区

“三万”工作会议精神，对黄陂区菜店街５个村开展
帮扶活动，送去慰问金３５００元，落实项目资金５万
元，开展村湾整治、化粪池修建等项目，街三万工作

组被评为“市‘三万’工作突出工作组”。

积极推进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原科室

进行整合，重新梳理划分各部门工作职责，责任落

实到人。完成核查全街６４人政策性住房信息，开
展干部档案专项审核自查工作，对全街２５名在职
干部“三龄两历一身份”进行复查。实施“文明城

市提升工程”，投入１０万元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讲文明树新风、中国梦、志愿服务等内

容的宣传教育，开展对标创建，街道（社区）文明程

度指数达标。

（贾冰芳）

２０１６年韩家墩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质 上缴税收（万元）

１ 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２１１号 批零业 ４０６９

２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武汉口商场 口区解放大道１４４号 批零业 １３７８

３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１４５号 工业 １２５９

４ 武汉中民正承工贸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３２９号 房地产业 ８１８

５ 湖北随岳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经济开发区１７Ｃ１ 服务业 ７１１

６
深圳市香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武汉香江家居

品牌批发城
口区汉西二路５９－６１号 批零业 ４９０

７ 武汉长华置业有限公司 口区古田四路轻机侧路３２号 房地产业 ３６７８

８ 武汉三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３２９号 房地产业 ２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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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宗关街全口径税收完成９１

亿元；１２家重点企业和６家房产建安企业完成税收
８４６亿元，其中亿元以上企业３家；小进限完成 ２
户新增，限额以上社会消费零售总额３１亿元；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２９１４亿元。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宗
关铁桥二期征收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签约面积

１０８万平方米；汉西“城中村”改造开发地块 Ｋ３、
Ｋ４、Ｋ５竣工，Ｋ１建设基本完成改造任务。时代·新
世界Ａ地块，取得规划许可证，Ｂ地块完成销售商
品房５６８套，销售面积８万平方米；中建·御景星城
Ｃ地块全面开发，销售商品房１４９５套、面积１７万平
方米；正达红星美凯龙家居展示中心完成封顶，正筹

备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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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５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前排左三）一行走访南国商
业特色街区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６年，宗关街以武汉市被评为全国
文明城市、卫生城市为契机，加强基础设施改造。全

年对汉西社区下水管网、宗关老旧社区和生活街区

进行改造。对新合、变电、宗关和汉西村架空管线进

行改造。对发展、宗关、汉西路面进行整治。集中开

展“五小”（小发廊、小餐馆、小诊所、小网吧、小旅

店）、门前“三包”、集贸市场、油烟扰民、重点路段、

违章建筑、铁路沿线环境等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依

规取缔占道无证小餐饮 １０５８处，拆除违法建设
５３２０平方米，街辖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６年，宗关街按照创新社会治理、
推进社区“多元共治”工作的要求，确定发展社区原

办公大楼（六层）２０００平方米打造街道社会组织孵
化基地，并引进专业社会组织５家，社区社会组织
１５家，打造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承接项目、社工团队
执行团队、面向社区实施项目的“三社联动”工作模

式。全年完成宗关、井南、发展３个老旧社区提档升
级。变电社区老年配餐中心和老年服务中心相继运

营，发展社区完成市老年宜居社区检查验收，并被评

为省级老年宜居社区。严格落实惠民政策，核查大

数据问题线索３２２条，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平安创建】　２０１６年，宗关街注重消防、安全生产
和信访矛盾化解维稳工作。针对江西“１１·２４”重

大安全责任事故，街工委“一班

人”连夜组织相关领导和有关科室

负责人参加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部署会，重点对在建工地、拆

迁工地、油漆经营门点等部位的安

全进行“拉网式”的排查检查，有

效遏制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节假

日，及时组织街下点领导和党建指

导员分别到下点社区，与社区工作

人员、企业负责人等逐个部位、逐

个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排

除安全隐患。全年共组织街辖社

区和企业单位消防演练１７次，增
强居民群众和企业人员安全意识。

强化稳定工作“守土有责”意识，

落实全国、省市“两会”、“电视问

政”、Ｇ２０杭州峰会和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和区“两会”等重要敏感

时期的稳定工作。帮助汉西村少数重点拆迁上访户

解决安置补偿协议，及时化解原太平洋服装厂残疾

人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６年，宗关街深入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街工委“一班人”带头参加各项学习

教育，认真撰写心得体会，“班子”成员在支部和下

点社区讲党课２０余场。全力落实党建重点项目，完
成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的组建，开展党员

党组织关系排查，２２７６名党员全部纳入党组织管理
教育。完成２１７６名党员参与党费自查和收缴工作，
补缴党费２３８万元。加强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５７
家非公企业全部健全党组织或派驻党建指导员。严

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保证换届选举风清

气正。街工委、纪工委全面落实“两个责任”（党委

员主体责任、纪委员监督责任），从源头上推进惩防

体系建设，为推动全街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调

整充实党风廉洁建设领导小组，修改制定《宗关街

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安排意见》和《党风廉

洁建设工作目标责任制分解表》，保证党风廉洁建

设责任制的有效落实。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

月活动，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党员学习教育，提高党员

干部的廉洁意识。健全各类管理及监督机制，确保

党风廉洁建设工作取得实效。

（刘　佳）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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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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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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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６６ １１０６８４ ８６６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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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３２７６１ ５９０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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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４０

４ 武汉铁路局汉西车务段 汉西车站货场内 集体所有制 １８００ １１３９００ １２７１

５ 武汉市正达物流有限公司 汉西一路９５号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６ ６６３３ １９９０

６ 沃尔玛（湖北）百货有限公

司

解放大道 ２０１号大武汉家
装Ｇ栋地上第二、三层

有限责任公

司（外国法人

独资）

３９１ ２２８６２ ５３２

７ 沃尔玛（湖北）商业零售有

限公司汉口山姆会员商店

解放大道 ３８７号南国西汇
城市广场二期Ｖ座负一楼

外商投资企

业分支机构
２６６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４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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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３ １４５５２ １４４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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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９ ７７３５ ７７１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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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１９９ １１０３

１１ 武汉加贝混凝土有限公司 口区汉西北路特３号 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９５ １７４４５ ６３０

１２ 武汉九通汽车厂 常码头特２号 国有经济 ４３３ ３５３２ ４５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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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杭州诺贝尔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销售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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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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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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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５９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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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９４３９ １４０５３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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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１６２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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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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户籍 ３２３８８户，常住人口超过 ８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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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大型企业有葛洲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

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湖北分公司、武汉华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等。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９日，汉水桥街解放社区组织居民开展迎春百家宴活动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６年，汉水桥街完成全口径税收
１４６亿元，地区生产总值 １２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全年开展走访企业活动３０余次，收集并为企
业协调解决实际困难９０余例，反馈率１００％。汉宜
路片项目于５月９日取得房屋征收完毕确认书，累
计完成房屋征收总面积１７４万平方米。快速路通
道项目中，口路片居民签约８４户，签约率１００％。
推进房屋拆除工作正在进行中。中民仁寿里项目一

期已销售完毕，二期正在建设中。汉水四村片项目

正式纳入２０１７年区土地储备计划。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６年，汉水桥街“大城管”考核排
名武汉市二类街道第十名，全区二类街道第三名。

２０１６年４月，街道荣获湖北省爱卫会授予的卫生
街道称号。通过“门前三包”星级评比和示范街道

评比，严格管理临街商户门前区域环境卫生、绿化

带和非机动车停放等事宜。将营房路打造为生活

示范街区，升级改造路面、立面和下水管网，铺设

路面沥青及道路两侧人行道超过 ９００米，统一店
面招牌、停车器及休闲坐椅。完成皮子、仁寿、汉

宜、营北４个社区架空管线整治工作和超过８万平
方米的破损路面日常维修养护。环卫文明规范作

业率达到 ９０％，环卫机械化作业率达到 ９２％，并
全面推行“垃圾不落地”模式。文明创建工作深入

开展，举办“学习雷锋日”“邻里守望”、交通文明

志愿服务活动和“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共计 ５０
场，组织周末义务劳动１８０余次。按照创文、创卫
标准，强化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长效管理。协助

第三方查找问题，开展乱堆放、出店经营等专项整

治行动２５次。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６年，汉水桥街完成社区服务类项
目５７项、社区活动类项目５６项、社区环境类项目
６０项、社区管理类项目３０项。建立社区居委会、业
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联席会议制度，处理、回复物业

管理类投诉３０余起，完成航天星苑小区业委会补选
和东辉花园小区业委会换届，指导银河小区按程序

启用公共维修资金，协调特一号小

区引进物业服务企业。社会保障

工作落实到位。发放低保救助

８２９０户次，金额近 ６１０万元；为
１６７户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为
１１４人发放临时救助共计 ６２万
元，为９１６名残疾人建立康复档案
并提供康复服务，为 ２６１８人发放
高龄津贴共计２２５６５万元。就业
创业帮扶成果显著。完成城镇新

增就业２５３１人，安置就业困难２１０
人，创业成功带动就业１５２５人，办
理小额担保贷款１５０万元，审核发
放灵活就业补贴２１３万元；组织街
辖人员参加专职招聘会７场，举办
“送岗进社区专场招聘会”，为１５０
多位辖区内居民进行技能培训。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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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工作于当年３月荣获省级示范街道称号。
街辖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１１３３以内，政策外多
孩率控制在０６８６％。按照《社区公共服务事项目
录》实行“一站式”服务，设置４个综合服务窗口、２
个代办窗口，按照区统一要求新建政务服务中心。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开展。完成社区文体活动中心及

１３个社区文化室设施改造扩建，建成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服务点，举办、参与文艺活动３０余场，将
“汉水谣民间艺术团”打造为“一街一品”特色文艺

团队，军民共建舞龙队代表口区参加市迎春舞龙

比赛，荣获金奖。

【平安创建】　２０１６年，汉大桥街督促２家市、区级
挂牌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完成整改工作，组织辖区重

点单位和１３个社区开展“１１·９”消防宣传活动，组
织消防讲座１３场，消防演习７次。整治安全生产重
大隐患挂牌单位灿发厨具，整改营南社区墙面、住宅

电梯等安全隐患，对辖区内所有企业、商业网点、学

校、医院等单位开展隐患排查体系建设，开展安全生

产宣传活动，发放安全生产宣传手册３０００本，实现
全年安全生产零事故。落实信访维稳，接待来信来

访群众 １６８次，２９０余人次，回复率 １００％，满意率
９０％，缓解各类矛盾９８起，化解积案８件，实现无进
京非访或大规模进京上访事件。完成基层民防工作

站建设，１７５人的民兵队伍圆满完成基层人防工程
管理、基层民防防震减灾工作和防汛工作，荣获“

口区年度民兵军事训练先进单位”称号。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６年，汉水桥街通过开展非公组
织、社会组织党建活动，非公企业从８家增至７９家，
达到全街非公企业总数的９４％。１１家便民服务中
心均就近与社区网格党支部联建党组织，实现党组

织全覆盖。街道被市表彰优秀党务工作者２名。开
展“两学一做”专题教育活动，组织“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聘请４名党建指导员对社区党总支和“两新”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组织党组织分类指导，

先后召开６次培训会，街机关领导干部分别下挂点
社区讲专题党课。严格遵照换届纪律和工作流程，

选举产生２０名正式代表出席口区第十二次党代
表大会。发挥群团工作作用，妇联重点慰问单亲贫

困母亲、特困儿童５户，组织３０多名下岗失业女性
参与区职能部门的“春风行动”“全民创业赶集会”

等活动，接待来访、处理矛盾纠纷２８件次，信访处理
办结率达到９８％。工会为困难职工子女申请“金秋
助学”１２人，金额计２万元。街道、社区职工全员参
加医疗互助，团工委开展特殊未成年人调查建档１７
人，慰问困难青少年家庭３０户，开展“童心桥”青少
年寒暑两假活动１００余次，被评为区“五四红旗团
委”。按机构改革要求深化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及时做好编制更新造册，各部门权责清晰，运转

高效。

（王原阔）

２０１６年汉水桥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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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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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 ２２３５３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沿河大道３５８—３５９号 销售业 ２０６５ ３０８９７１ ２２５９５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并）
汉宜路１０号 房地产 ５７ １２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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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１０５ ４８２６０００ ３１０９３

武汉工贸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８５５号 销售业 ６２ ２５０００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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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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５６、站邻园、祸首、桥北、利北、公路、宝
丰、同济医学院、空后、宝地 １０个社区，户籍人口
２８５５９户，常住人口８５６７７人。２０１６年，宝丰街以精
准服务企业为主线，以服务改善民生为根本，以强化

基层组织建设为保障，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

以美化辖区环境为基础，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标准

意识、拼搏意识，狠抓工作落实，较好地完成各项绩

效指标任务。２０１６年６月，街道党工委被武汉市委
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区域发展】　２０１６年，宝丰街以精准服务企业为主
线，以服务促发展，项目建设落地开花，新世界商业中

心二期、同馨花园商务楼结构施工；葛洲坝城市花园

住宅竣工，写字楼完成结构施工；同济医学院医学研

究楼正式开工；葛洲坝城市花园二期６至１０号住宅
楼验收完成，写字楼完成封顶。项目资料按期上户率

１００％，落实定期走访企业和按季反馈情况制度，为７２
家企业解决具体问题１７９件，办理企业反映的实际问
题，收集、反馈率１００％。完成辖区１０３家单位各种定
期报表的摧报工作，以及辖区６８家网上直报企业、４
家限下抽样调查企业、１５户新旧住户调查，统计准确
率达９８％以上。全年街道全口径税收突破２０亿元，
新引进企业４９家，实现税收６６４万元。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６年，宝丰街以“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为主题，组织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１２６场，先
后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理论、百姓双宣

讲”等宣讲活动达５７场。培训入党积极分子１３人，
发展党员１７人。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党工
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履行“一岗

双责”，层层签订责任书。制定《宝丰街严肃换届纪

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工作责任清单》。摸排 １００７
家非公企业情况，新建４家社会党组织，１０家非公
党组织，新纳入管理的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达 ２８
家，规模以上企业有党组织，５０人以上的企业有党
员，实现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由５２０５％上升到

１００％。祥和社区的“劳动号子”荣获武汉市第二届
社区文化节最佳“原创奖”。北社区的“湖北省民

族团结进步社区”的“多民族团结和谐一家亲”为主

题的迎春晚会，受到武汉电视台、长江网的关注及报

道。湖北电视台“新闻３６０”栏目连续播出《耽心百
岁老人太孤单　邻居儿女嘘寒问暖成家人》《九旬
空巢老夫妻　邻里照顾十余年》《小脑萎缩爸爸　
不想耽误女儿幸福》等“关注社区老人生存状态”的

系列报道，也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街道集体创作的

庆建党９５周年大幅穿丝景泰蓝工艺画得到多方媒
体的报道。

【公共管理】　２０１６年，宝丰街以探索联合执法机
制为契机，全力改善辖区市容环境，建立完善清扫

保洁工作机制，道路、人行道、花坛本色率达到

９０％以上，环卫文明规范作业率达到８５％，环卫机
械化作业率达到 ９０％。严控违建“零”增长。全
年拆除违法建设５处，计１５００平方米；查处市、区
拆违工作信息平台投诉件 ５件，市民投诉 ２３件，
各类上级转办５件，回告率、办结率１００％；组织开
展规范餐饮油烟排整治工作，受理和协调解决居

民拆诉件 ２０件，查处整改 ３家存在安全隐患单
位。７月，全市餐饮油烟治理考评中街道被评为
“十佳街道”，站邻园社区被评为市级“无油烟模范

社区”。受理办理食品行政许可４６２件，建立辖区
食品生产经营档案１３４５份，规范各类食品药品生
产经营单位４５３３家。宝裕路生活街区创建，完成
下水管网改造、道路维修刷黑、门面招牌制做、架

空管线整治、外墙装饰粉刷、休闲椅、休闲遮阳棚

等项目升级改造。投入资金３０余万元，对社区下
水网管进行改造，修补路面破损 ２５处；新增绿地
１０００平方米，植树６００株，垂直绿化 １００米，屋顶
绿化３００平方米，站邻园社区仁和世家小区裙楼
被评为市级“绿化美化楼顶”。注重计生工作，无

违法生育的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出生人口性别比

完成值 １１１４，全员人口（含流动人口）数据库主
要信息完整准确率１００％，服务管理平台有效应用
率１００％。２０１６年，街道城市综合管理成绩排名
平均列全市二类街道第１６名，２次进入二类街道
前５名。

【公共服务】　２０１６年，宝丰街以改善基础设施、优
化居住环境、服务居民群众为根本，实施惠民项目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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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个，使用惠民资金１１９１万元，对祥和、宝丰２个
社区区级困难老旧社区综合环境进行了改造升级，

市级一社区一社工率达９０％，对业委会履职情况评
议公示达 １００％，社区多元共治年度工作任务达
１００％。为５７位高龄独居困难老人提供居家养老免
费服务，为１７８５位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北社区老
年配餐中心全面建成。落实双拥、助残工作，发放走

访慰问金额２６５万元。

【公共安全】　２０１６年，宝丰街全部落实群防群治，充
分发挥物防、技防、人防的作用，投入１４万余元安装
社区的监控系统、更换摄像头２４处、维修摄像头８
处，购置２４台专业巡逻电动车，与新世界警务站及荣
华街联合组建安保夜巡队，对辖区开展夜间巡逻。处

理阳光信访２４０余件，受理个人访３３件、４５人次；处
理各类信访纠纷排查６５余起，成功化解４８起；化解
民间矛盾纠纷共３２８起，调处成功的３２８起，调处率
达到１００％。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对辖区内
４０８家单位、企业、“十小场所”等进行全面排查，消除
５０处安全隐患。仁和世家等５家区级挂牌消防安全
隐患单位和３家区级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挂牌单位完
成整改，祥和社区被评为武汉市第三届“消防宣传教

育示范社区”。创新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

以“管控为先、帮扶教育、回归社会”的工作模式取得

一定的成效，被区综治办向全区推广。共办理药物维

持治疗５２０人、帮助就业４２３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４７１人、帮助解决廉租房１３人。

【综合工作】　２０１６年，宝丰街在街道体制改革试点
中，组建６个办公室、４个中心的组建新机构，完成班
子成员分工调整及科室人员定岗。成立街道综合执

法领导小组，梳理和细化行政执法权力清单，清退出

租资产７００平方米，新建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和网格化
管理中心。完成人大、政协换届选举工作，开展各类

学习、培训、动员等会议１２次，选举产生辖区人大代
表２４名。全年受理公共服务平台的投诉件１２００起，
签收率、办结率和按时办结率１００％。档案管理按照
三室一库的要求，新增３０平方米档案陈列室，对４万
多条纸质档案信息进行电子化录入，圆满完成省级复

查。７月防汛期间，严密组织和开展防汛排渍工作，
组织辖区３０家单位，３０００人次２４小时坚守、巡查、排
险，转移、安置辖区渍水严重区域受灾群众１８户共３３
人，确保辖区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黄元杰）

２０１６年宝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项目）名称 企业类型
２０１６年税收
（万元）

办公所在地 备　注

１ 周大福珠宝金行（武汉）有限公司 商贸 １９５４０ 解放大道６３４号Ｃ座９层

２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石油分公司 商贸 １８０８６ 解放大道６０６号省石油大厦

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服务 １４６０３ 解放大道１０９５号

４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合并） 商贸 ８４８９ 城市广场２３层

５ 武汉汉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房地产 ７４５５ 中御公馆２４层

６ 道达尔石油（武汉）有限公司（合并） 商贸 ５１９６ 新世界中心Ａ座１５楼

７ 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 商贸 ２４１８ 建设大道３８４号

８ 武汉商贸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商贸 ２２３５
解放大道１１２７号富商大厦８－９
层

９ 湖北省公路工程咨询监理中心 商贸 １６７０ 建设大道３８４号

１０ 国药控股湖北柏康有限公司 商贸 １６３７ 新世界中心写字楼Ａ座７Ｆ

１１ 武汉同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 １６１７
建设大道 ６２５号（金华大厦后
面）

１２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

司（合并）
服务 １４１２ 城市广场２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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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企业（项目）名称 企业类型
２０１６年税收
（万元）

办公所在地 备　注

１３ 中国烟草总公司湖北省公司 商贸 １０８１ 解放大道６１８号

１４ 湖北省烟草武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商贸 １０７３ 香溢大酒店５楼

１５ 湖北天禄旅游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商贸 １０５０ 青年路５号

１６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工业 ９６２ 宝丰二路１２６号

１７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服务 ９２８
解放大道２７８号华汉广场３号楼
９楼和１０楼

１８ 泰融金新（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房地产 ９２２ 新世界中心写字楼Ａ座６Ｆ

１９ 武汉城市一卡通有限公司 服务 ８７３
武昌区欢乐大道 ７７号（铁机路
Ｄ出口附近）

２０ 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 工业 ８４９ 利北一村４４号

２１ 湖北缘康医药有限公司 服务 ８２９ 口区解放大道６２０号－１号

２２ 武汉口天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商贸 ８０５ 富商大厦５Ｆ

２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支行 商贸 ７０３
解放大道 ６１２号武汉体育馆南
侧

２４ 武汉富商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商贸 ６７２ 富商大厦５Ｆ

２５ 湖北华夏创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商贸 ６４８ 香溢大酒店２楼

２６ 湖北汉通石油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商贸 ６３１ 解放大道６０６号省石油大厦

２７ 武汉怡生乐居广告有限公司 商贸 ５５７
江岸区京汉大道１３９８号企业天
地２号９楼９０２－９１０室

２８ 武汉市华昌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 ５２５ 华昌大厦６－１０Ｆ

２９
际华三五零六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商贸发

展分公司
商贸 ５２４ 中御公馆２０层

３０ 湖北交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商贸 ５１０ 建设大道３８４号

３１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服务 ４７４ 新世界中心写字楼Ａ座５Ｆ

３２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解放大道证

券营业部
商贸 ４３４ 解放大道６１０号

３３ 武汉市广华供暖工程有限公司 服务 ４３１
东西湖区将军路金潭路团结激

光工业园四栋Ｂ座

３４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服务 ４２９ 新世界中心写字楼Ａ座２３０２

３５ 湖北泽冠药业有限公司 服务 ４１４
武昌区静安路 ６号尚文科技大
厦１５楼Ｅ室

３６ 中闻集团武汉印务有限公司 服务 ４０８ 解放大道１１２１号

３７ 武汉阳光医药有限公司 服务 ３７９
江汉区常青路常宏里３９号佳兴
苑甲座三单元７０２室

３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支行 商贸 ７０３
解放大道 ６１２号武汉体育馆南
侧

３９ 湖北真维斯服饰有限公司 商贸 ３６８
口路１６０号武汉城市广场第１
幢１７层１７０１、１７０３－１７０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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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企业（项目）名称 企业类型
２０１６年税收
（万元）

办公所在地 备　注

４０ 武汉长江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商贸 ３６７ 解放大道１１３１号

４１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合并） 服务 ６８０４５ 武昌区欢乐大道７７号

４２ 武汉江华房地产开发公司 房地产 ２６７２２ 解放大道２６８号

４３ 武汉公共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服务 ２６３８ 城市广场２６层

４４ 武汉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房地产 １８４７
江汉区建设大道 ８４７号瑞通广
场Ｂ座１９层

４５
生活家（北京）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武汉分

公司
服务 １４２４ 城市广场４层

４６ 武汉市京楚置业有限公司 商贸 １３８５ 玉带正街９４号

４７ 黄石华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１３７７ 同馨花园１２栋

５０ 湖北新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１２４６ 香溢大酒店７Ｆ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前排左三）检查荣华街安全生产

荣 华 街

【概况】　荣华街位于口闹市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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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万余户，户籍人口５万人。２０１６年，荣华街
工委、办事处按照改革要有新突破不断加强自身

建设，开放要有新局面促进经济

健康平稳，发展要有新思路提升

辖区环境，品牌要有新亮点保障

民生，工作要有新举措维护社会

和谐的“五新”工作要求，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团结带领广大干部

群众，较好地实现全年工作目标，

有力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

的健康发展。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６年，荣华街发
挥区位优势，狠抓招商引资，壮大

区域发展新支撑，推进区域产业转

型升级。全年税收比上年增加１０
个百分点，其中，中行口支行税

收突破１５００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０％。投资项目资
料按期上户率 １００％。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８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８４％。新引进中煤建工集
团湖北区域项目子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车商营业部。协调帮助香港中心

办理项目规划方案审批、现场勘测等事宜，项目于

１１月２１日正式开工建设。武胜人信汇国际文化城
北区商铺９月２５日开业，还建房交付工作１２月１３
日正式启动，截至年底，已交付 ７００户，交付率达
６０％。６５中北片征收项目共签约８１０户，共计８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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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进度８０％。江汉四桥扩宽、宝丰快速路项
目签约５６户，签约进度５０％，过审率６４％。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９日，荣华街武胜社区老年幸福食堂开业，百余名老年人前来体验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６年，荣华街加快居民小区改造，
投入１７０余万元，在荣西社区打造以休闲广场、车
棚改造、道路刷黑、花坛翻新、下水管网维护等项

目为主要内容的生活街区。投入 １０２万元，对中
山、幸乐２个老旧社区路面、下水管网、楼道电线、
立面、花坛等集中进行美化亮化整治。投入 ５万
元修补荣华街路、三乐路等道路破损１００余处，更
换受损井盖８０余个。投入４０余万元，在３个社区
推进架空管线整治，辖区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受到

群众一致好评。建立城市防汛防洪工作应急预案

和反馈机制，顺利完成夏季特大洪水防汛任务。

建立“日巡查、周碰头、月调度、年考核”的联合执

法机制，开展综合执法行动 ２０余次，拆除历史违
建１５００平方米，清理违规招牌８０余块、私设地桩
１２０余处、乱堆乱放８００余个、背街小巷出店占道
１０００余次、违法广告２万余张。２０１６年，荣西、建
国社区被评为“武汉市无油烟达标社区”，中山社

区被评为“湖北省健康促进社区”。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６年，荣华街全年共发放低保金
７２９６户次，计１２４１３人次，５４６９万元。累计为１５６４
人次优抚对象发放各类慰问金２０余万元。为１７２８
人发放高龄津贴共计５２３７人次、１６５４万元。申请
公租房资格证２２１张。临时救济３３户、３４５万元，
水灾救助 ４１人，发放慰问金 ９０００元，转移 ２３３人
次，发放食宿补助２２７万元。为４５４名残疾人发放
护理补贴４５６万元，解决残疾人基本民生。新增居

民医保４２０人。开展企业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
认证，办理退休年审９１００人。重大症病救助５户、
２４万元。组织６５４名６５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体
检。办理２０３６人次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新增
就业岗位人数２５０７人，下岗失业再就业３５０人，困
难群体再就业１６７人。为辖区１２５户困难家庭免费
进行油烟自排设施改造。整合资金７０余万元，对社
区老年服务硬件设施进行升级改造，配备休息座椅

等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小花园、健身广场，增添健身

器材２套共计１４件，改建老年活动室 １００多平方
米，新增舞蹈室和无障碍设施。新建居家养老服务

食堂，以孤寡、高龄、独居、残疾等老年人为重点服务

对象，为其提供三餐服务，辐射社区６０岁以上老人
１５００人及周边区域。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阳
光家园，为５９７名残疾人开展康复筛查，成为全省第
二批“阳光家园”示范机构。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６年，荣华街建立夜间安全巡查机
制，可防可控性案件发案率明显下降。认真做好反

“邪教”教育、转化、管控工作，共清理、收缴邪教组

织散发的各类反宣品９３６件。开展“两外人员”调
查摸底，清理辖区居民在国（境）外人数２１人，外国
在本辖区暂住人员２１人。配合公安部门开展涉黄
休闲屋联合整治，净化社会环境。协助做好吸毒人

员管控和矫正安置帮教工作。广泛开展国防教育，

开展兵役登记工作。全年未发生进京非正常上访事

件。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共调解各类

矛盾纠纷４８２件，调解成功率９９％，履行率１００％，
无一例民转刑事件。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６年，荣华街坚
持“抓基层，打基础”，完善党建工

作责任制、承诺制及“一定双评”

考核机制。落实领导干部联系社

区制度，定期到社区开展党建调

研，整顿软弱涣散社区党组织，完

成７个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党组
织组建，夯实基层党建基础。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深入开展党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辖区４４家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
党组织，覆盖率达 ８８％。加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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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宣传力度，狠抓换届期间风气监督，严肃换届纪

律，圆满完成“两代表一委员”推选工作。围绕党员

发展要求，认真开展专项检查，重申党员发展各个环

节具体任务，严把党员入口关。深入推进治庸问责，

办理治庸问责投诉件１３件，回告率１００％。严格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三公经费、发文、办会数量比

上年分别下降６１％、２２４％和２７５％。
（吴　杨）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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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口支行
中山大道６９号 国有 ３２１ ６９２２

２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口分公司
中山大道６７号 股份制 ５８ １９３４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支

行
江岸区京汉大道８１９号 国有 ３９４ １７３１

４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口支行 口路１６０号城市广场 股份制 １４４ １６６５

５ 武汉人信置业有限公司 武胜路９９号人信武胜里售楼部 民营 ５ ２３０６

６ 工业展览（武汉）置业有限公司 新世界Ａ座 民营 ９ ２０００

７ 武汉国机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胜西街１４号４楼 国有 ６２ ７２３

８ 中机三勘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武胜西街１４号４楼 国有 ５５ ６９１

９ 湖北中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汉区常青路 ２９４号长乐小区 １栋
１２层２号

国有 ４０ ５９９

汉 中 街

【概况】　汉中街位于口区中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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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面积约１２８平方千米，常住
人口５３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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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汉中街党工委、办事处坚持从街
道自身实际出发，抓好项目建设、城市管理、惠济民

生、安全稳定、党的建设等重点工作，先后荣获“省

档案管理先进单位”“省卫生街道”“市文明单位”

“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市优秀平安街道”“市见义勇

为工作先进单位”“区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区

重大项目建设立功单位”“区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单

位”等多项荣誉。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６年，汉中街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
４７亿元，其中１４家重点企业全年税收达到３９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在全区街道中排名第六位。
越秀地产全年实现税收２５５亿元，位列全区第六
位。街道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３０６亿元，年均增幅
２１％。服务业增加值达到４０７亿元。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６年，汉中街星汇云锦城市综合体
完工并投入运营，项目总建筑面积６４７３万平方米，
包括汉江第一高楼———３３０米高的越秀财富中心写
字楼、３０层酒店式公寓、港式购物中心以及高品质
生活小区。长江食品厂片商贸中心 Ｃ区４３层高品
质生活小区完成交房，３９层总部大楼峻工进入对外
招商阶段。Ｄ区普爱医院骨科大楼全面对外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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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３日，标致雪铁龙集团（ＰＳＡ）中国及东南亚运营部（后简称ＰＳＡ）
进驻越秀财富中心签约仪式在越秀财富中心２２楼举行

２０１６年，武汉首家世界５００强亚太总部法国标致雪
铁龙公司入驻越秀财富中心，还有日立电梯、青岛双

星轮胎、蒙牛乳业、重庆中睿博远、阳光人寿、广州赫

美、住友重机械减速机等８家企业签约入驻，总签约
面积达到３２万平方米，签约出租率２５％。

【安全稳定】　２０１６年，汉中街集中开展“冬春季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隐

患排查以及“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专项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共完成整改

火灾隐患１３５处。加强市、区挂牌重点火灾隐患
单位整改，普爱医院、丫丫宝贝幼儿园整改完成。

重拳整治“胶囊房”，江山如画 ６期 ５－１－１９０１
号胶囊房全部拆除。赤道网咖等 ３家重大安全
生产事故隐患整改单位整改完成。安全生产“两

化”体系运行情况在全区名列前茅，全年消防安

全和安全生产事故数首次降为零。逐步建立巡

查控管机制，通过封堵搬迁、维修改造等措施消

除 Ｄ级危房 １０处。民防安全方面，同步实行台
帐和日常管理。积极化解信访矛盾，解决拆迁还

建矛盾２起，街改制企业解放土产部分职工补偿
问题取得较大进展，涉军上访人员逐年减少，未

出现非法集体上访。

【民生工作】　２０１６年，汉中街加快老旧社区综合
环境提档升级，新建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２个、老

年配餐中心 １个，为居民楼安装
老年人楼道壁椅 ６２套。全面落
实各项社会政策，累计发放低保

等各类社会救助金１４００余万元。
汛期，共慰问受灾居民８０９户，发
放慰问金 １８４万元。新增就业
２５５９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
业３５０人，帮扶困难人员就业１９４
人，为离退休人员办理退休年审

１０５７８人次，协助追讨农民工工
资３６７万元。计生符合政策生
育率达到 ９６８％，出生人口性别
比控制在合格值以内。全年受理

政务件 ２６００余件，群众满意率
９５％。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６年，汉中街累计拆除违法建设
１８００平方米新增违法建设实现零增长。大城管数
字化平台投诉件结案率达到１００％，按时结案率达
到９１２５％。完成马家社区地下管网、门面招牌整
治等工作。爱国、尚义、劳动、居仁、兴隆等５个老
旧社区架空管线整治全部完工。同步抓好出店经

营整治、餐饮油烟专项整治、食品药品及架空管线

整治、餐厨垃圾收集处理、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长

效管理、燃气安全管理等各项工作，在全市 ２０１６
年二类街道大城管考核第９名。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６年，汉中街扎实推进党建重点项
目，６月，市委授予汉中街党工委“先进基层党组织”
荣誉称号。全面实行党建责任清单、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确每位领导

班子成员职责，强化党建工作督查考核，形成管党治

党工作合力，确保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扎

实开展“两学一做”教育，１０名领导讲党课２４次，开
展专题交流３场，４５个党支部２０００余名党员同步
参加支部学习。不断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采取党

校轮训、党务知识培训、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加强学

习培训，全面实行“一定双评”、季度考核、半年考

评、年底评议，评价结果与绩效工资挂钩，推动社区

书记、副书记不断提升履职能力，不断增强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

（郭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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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汉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　质
职工人数

（人）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武汉市依翎针织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工业园东区２６
有限责任公

司
４５０ １１２３

２
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

院）
中山大道８号 ２２６０ １１６１

３ 武汉捞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凯德广场５楼 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７７７

４ 武汉利标日化有限公司 泰合广场１０楼 有限公司 ３２８ ７８１

５ 武汉尚品宅配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中山大道２３８号凯德广场武胜４层
１１－１４号

有限公司 ５０ ８１４

６
凯德商用房产管理咨询（上海）有

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解放大道 ６３４－２号新世界中心
（办公）１５层办公Ｂ室

有限公司 １７８ ３８７

７ 武汉越秀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汉区精武路 １号越秀国际金融
汇

有限公司 １２０ ２５５４０

８ 武汉华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沿河大道江山如画 有限公司 ６０ ３２１１

９ 武汉广信联置业有限公司 中山大道２３８号 有限公司 ５５ ２０１７

１０ 武汉丰太建筑有限公司 新长江广场Ａ座２２楼 有限公司 ９６０ １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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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８１５户，常住人口４３９４５人。街党工委辖１３个基
层党委，５７个支部，其中机关党支部８个，社区党支
部２６个，非公企业党支部２０个，企业党支部３个，
党员１４９０人。２０１６年，六角亭街在牢牢扭住转型
发展主题，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化体制机制创

新，着力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效能

和公共服务水平，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较好地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６年，六角亭街统筹推进辖区各项
目建设，具体项目如下：省级重点项目恒隆广场完成

地下工程施工，土方开挖１５４５万立方米，实现固定
资产投资２６亿元；配合区项目指挥部完成地铁六
号线六角段征收项目收尾工作，签约率１００％，并按

时间节点拆除地铁沿线区域房屋，保证六号线施工

及通车；完成跃进片旧城改造项目启动准备工作，并

制定征收工作方案，年底正式启动入户调查工作；完

成一职教东片项目征收前期数据调查等准备工作，

推动金马大厦烂尾楼复工续建工作，协调企业推进

债权收购工作。

【经济建设】　２０１６年，六角亭街制定《六角亭街领
导及干部联系重点企业实施意见》，街领导班子全

体成员分头带队，对辖区 ３６家重点企业进行走
访，健全驻街企业数据库，了解企业的现行经营状

况及存在的困难，协调区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帮助

泰康人寿、中船重工、艾瑞迪、东西湖电力 ４家企
业办理税收奖励扶持申报；协助精英盛华完成股

改冲击新三板成功；协调城管、交通等部门对武汉

船级社周边环境开展综合整治，帮助解决企业交

通堵塞、停车难等实际困难；通过一系列服务措

施，确保已搬往外区的重点纳税大户泰康人寿湖

北分公司、中船重工武汉公司、精英盛华等 １５家
企业全部留在区内纳税。中船重工实现税收３０００
万元，比上年增长 ２５％，精英盛华实现税收 ２０００
万元，比上年增长３３％。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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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　２０１６年，六角亭街积极打造特色街
区，以利济东街为创建区域，对人行道进行刷黑，对

２４２个沿街门店招牌进行立面整治，安装休闲座椅
等城市家具１８件（套），安装移动种植器４０个，自
行车停车器１８个、电子屏２个，实现街道两旁人行
道路面美观、车辆停放有序。积极协调一医院、美奇

广场等单位开展中山大道景观提升工程，完成对中

山大道１８７号９层商住楼立面整治，拆除吊脚楼７２
个４１０平米，楼顶历史违建１６８０平米。投入２００万
元实施老旧社区综合环境提升工程，对荣东、学堂社

区内１１万平方米路面的进行刷黑改造。投入２６
余万元，对街辖内１００余棵死树、危树进行修剪、砍
伐。集中清理和翻新改造７２个花坛８２６平方米，安
装铁艺护栏３２５米。适时补种低矮植物６１００多株，
街区面貌得到改善。

【安全综治】　２０１６年，六角亭街持续完善街道安全
管理平台建设，开展创建“省级安全社区”。完成区

级消防重点隐患单位小天使幼儿园摘牌。与辖区重

点单位签订《安全管理工作目标责任书》８３份，下达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清单１００份。加大资金投入，累
计更换灭火器５００余具，购置安装灭火器２７０具，新
增消防灭火器箱１３５个，室外消火栓箱（含水带）９
套，配备消防电动巡逻车２０台，建设完成社区消防
室９个。在街辖范围安装监控摄像头２１３个，购置
移动监控设备１４套，实现辖区全覆盖，无死角。加
大力度提升社区义务消防队伍能力素质，街道获得

全区街道志愿消防队技能比武大赛团体第三名。针

对恒隆项目施工造成的损失，对房屋住户１０８户、门
面经营户２３户进行补偿，并投入１５００万元安置居
民、纠偏修复隐患房屋。妥善处置跃进村７号火灾
情况，及时安置受灾家庭２１户。积极开展中心戒毒
社区建设，禁毒网格化管理获得市、区一致肯定。４
月，福建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带队到街道考察街禁毒

网格化工作。１２月，市禁毒办、市综治办分别来街
道参观考察。

【民生服务】　２０１６年，六角亭街以残疾人、老年人
服务为重点，打造社区品牌。学堂社区“阳光家园”

被评为省级残疾人工作示范社区，游艺社区“阳光

驿站”试点运行良好，６月２９日中残联副理事长程
凯视察六角亭街阳光驿站，对驿站建设表示肯定。

以学堂社区为老年大学教育活动点，深入开展老年

人文体活动，利用重大节日，广泛开展适宜老年人的

文体活动。在游艺社区建设老年配餐中心，提供独

居老人、高龄老人配餐服务。推进南巷社区老年人

服务中心建设，完成服务中心建设。１月２７日，瑞
典博朗厄市长杨博曼再次到街道学堂社区居家养老

中心参观考察。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６年，六道亭街道坚持以党建引领
各项工作，成立２６个中心网格党支部，由街分管领
导任第一书记，２１名机关党员任党建指导员，４０支
网格服务团队在网格党组织的领导下，协助网格员

开展服务，密切联系服务群众。街机关和社区２人
荣获省、市先进党务工作者称号，１名社区书记先进
事迹在《党员生活》上专题报道。扎实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落实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制度，确保学

习教育扎实推进、富有成效。推动基层党建工作提

档升级，优化辖区 １２个企业党组织，消除党组织
“空白地”。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全年开展

各类督查和暗访３５次，约谈８人，给予通报批评１
人，给予党政纪处分４人。全面加强人大换届、公车
改革、惠民资金使用、项目征收、人员提拔等重点领

域和重点岗位的监督力度。

【抗洪救灾】　２０１６年７月，面对暴雨袭城，街道大
面积渍水，部分区域出现水深达１米的危急情况，
六角亭街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危巡查，由领导带

队深入排渍一线，对１０个社区渍水受灾情况及危
房、工地围墙、窨井盖等安全隐患一一排查，组织

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帮助受灾群众及时转移，联

系看望辖区独居空巢老人１２７人，为老人送餐３２
人次。加大投入，在街辖责任区邱家

*

、江汉桥闸

口配齐雨衣、帐篷及电脑电话等救灾通讯物资，调

集９０立方米黄土及时对闸口加固加高，确保堤防
安全。

【互联网＋】　２０１６年，六角亭街落实市、区关于深
化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精神，在全区率先完成

街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并挂牌运行，试点“云端口”

口智慧政务平台，受到市创治办高度肯定。建设

改造网格化综合管理指挥中心，重新划分辖区网格

７５个，完善网格员队伍，完成街道网格化常住户信
息录入，打造六角亭街公共服务综合信息系统新平

台，实现服务下沉。推广信息化的智能移动办公平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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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应用，推广“钉钉”移动 ＡＰＰ运用，通过线上的签
到考勤、审批报表等服务功能，加强干部管理，提升

办公效能。创建“六角亭街”微信公众号，推广网上

政务服务，发布街道工作动态，全年共推送消息３８
次，计２４３条。

（黄思思）

２０１６年六角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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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保利广场２３楼 股份制 ３２００ ２６３０２２ ５１６２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武汉有

限公司

武昌友谊大道５０８号万利广场Ｂ
座７楼

国企 ６０ ４２７１２５ ３０１５

中国船级社武汉分社（规范研究

所）
六角亭新路１２８号 国企 １４８ １３５４４ １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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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０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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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７７８０ ６７６

武汉市第一医院 中山大道２１５号 公立 ２８３０ １８２４６８ １２６１

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 京汉大道５０８号 民营 １０８ ４００３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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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１１００００ 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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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９６４５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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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１８４９ ６２９

北京搜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武

汉分公司

江汉区金家墩特１号武汉天街６
栋１９层

股份制 ８４ ８２９０ 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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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个社区居民委员会，户籍人口８３２万人，常
住人口１４万人。

【综合整治】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完善消防安全预防体
系，与１９个社区、４３个市场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
签订房屋消防安全责任书共２４０２８份。完善老旧城
区消防应急救援措施，与消防中队联合在利济南路

口建立微型消防站，设消防车２台，消防队员１２人。
建立三个小型消防站（西片小型消防站、中片应急

队、东片金正茂消防站）为基础的消防应急网。设

立５３个消防应急点，购置义务消防点消防器材１１
万余元，形成以片为主的应急联动机制。调整充实

社区义务消防队、市场义务消防队，共有义务消防队

６９支，队员８５０余人。继续对老旧公房、小餐饮场
所、待拆迁区域消防隐患进行排查，建档２１００处隐
患全部整改销号。定期开展碾压式专项消防整治，

清缴变相仓库，整顿十小场所，整治集体宿舍和“胶

囊房”，杜绝“三合一”“多合一”场所。巩固４６家已
摘牌单位（市场）消防整治成果，重大隐患挂牌市级

单位华贸二号楼已经整治完毕，全年没有发生较大

以上安全事故。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严格落实市政府禁货令，坚持
岗亭值守、夜间巡查、限高架阻隔等禁货措施，辖区

内大货车基本禁绝。加强主干道交通管控，重点整

治多福路“客载货”“三车”“黑面的”、当街卸货和

利济南路车辆违停现象，共查处大货车６７台、“客
改货”车辆１７４台，处罚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１９万

·７６２·

·街　道·



余起，确保主干道畅通。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６年，复星·汉正街项目完成开
工建设，地下工程土石方完成外运 ２０万立方米，
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国华商城（汉正广场）一期

完成项目验收，二期着手办理开工手续。汉正街

东片完成拆迁征收，已挂牌。长江食品厂东片 Ａ１
地块正在办理开工建设手续，收回 Ａ２、Ｂ地块纳入
区级土地储备。

【产业升级】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强力打造多福路服
装创意街区，加强服装原创设计功能建设，对翡翠

座和钻石座的的服装设计室和制版工作室进行整

合和包装，整体打造汉正街服装原创设计中心。

支持龙腾第一大道公司在广州天河区设立 １０００
平方米的龙腾汉派服装广州设计中心。翡翠座

３０００平方米的汉正街服装原创设计中心完成试运
营。加强校企合作，与武汉纺织大学、湖北美术学

院、中南民族大学等武汉服装设计类高校达成合

作意向，筹备设立汉正街服装院校实习基地，吸引

高校的服装设计人才来汉正街创业。引进一批成

型的服装设计团队入驻设计中心。第一大道写字

楼内完成签约设计团队３０余个、服装设计室和制
版工作室５０余家。带领服装商会，组团参加中国
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等各类服装设计展会 ６场。
请专家在汉正街定期举办服装设计沙龙，积极筹

备汉派服装设计展和服装设计论坛，逐步培育汉

正街市场服装创新的土壤。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持续推进商城提档升级。完成
第一大道钻石座升级改造，并开展招商工作，打造汉

派男装品牌中心。启动第一大道翡翠座和红宝石座

改造升级工作。完成多福路商城２至３楼的内部装
修改造。年内多福路沿线商城改造总建筑面积完成

８万平方米。加强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启动多福路
无线 ＷｉＦｉ全覆盖工程。完成长堤街—汉正街段
４００米的覆盖，第一大道６座商城、老三镇商城、金
正茂商城内部均完成ＷｉＦｉ全覆盖。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推进电子商务发展。积极参与

由中国纺织服装工业联合会主办的国家纺织服装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示范基地创建活动，汉正街服装市

场集群成功入围国家首批２０个示范基地行列。扶
持行业电商发展。通过提供办公场地、争取项目资

金、加强行业互动等方式，支持壹钮扣辅料网、翠园

礼业网、老汉正副食网等行业电商平台发展壮大。

２０１６年，壹钮扣辅料网在服务汉正街市场的基础
上，跨出武汉，成功冠名中国北京大学生时装周，在

成都、杭州、上海等地设立办事机构。翠园礼业网持

续打造以家居用品和商务礼品为主的网上销售平

台。小商品中心市场筹建电商服务中心，为市场商

户提供完备的电商服务，引导市场商户尝试线上销

售。引进电商龙头企业。对接苏宁易购，邀请苏宁

易购高层来汉正街实地考察；对接淘宝商学院，为商

户开展电商直通车培训。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新建大新社区党员群
众服务中心７００平方米，完成五彩、石码社区综合环
境改造工程，创建永庆老年宜居社区、万安“网格

化”自治服务社区，建设第三中心社区（永庆、石码、

旌德、五彩、永茂、燕山社区）。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在册低保对象 １８２７户 ３０４３
人，发放低保金１９２６１６元；医疗救助１５人，发放医
疗救助金５９３４４元；“三无”对象及孤儿２４人，发放
生活补助金２０３万元。中华慈善日“慈善一日捐”
活动募集捐款１１４５６元，慈善超市发放米、油等救助
物资１００２份，共计１０３６９２元。春节、“八一”建军节
期间慰问军、烈属１６４人，计３９４８０元；企业退休参
战人员５０人，１１万元；老战士２６人，７０２万元；困
难志愿兵４人，２４００元；关爱行动３人，计４０００元；
补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 ３２人，计 ７３７８２９元；“两
参”人员平均工资补发２２人，计８３９９５４元，组织参
加区“国防教育宣传日”活动１２次，“八一”期间走
访慰问武警武汉市消防支队汉正街小型消防站官

兵，送去方便面、矿泉水等慰问物资 ３０００元。给
２８１０位老人发放高龄津贴３６１４２００元，组织和举办
老年人绘画、书法学习班４期，学员１２６人，开展各
类活动 ２３次，年内参与活动老年人达 ４１００人
（次）。发放残疾人（重度残疾、精神病、听力语言障

碍）困难生活、护理、服药和信息补贴２０９６９１２元；残
疾人临时救助５８人，计４４９万元；残疾人机动车燃
油补贴６７人，计３５８２０元；特困残疾人子女及残疾
学生学费补贴４６人，计８８万元。成立街残疾人庇
护性劳动就业工作坊、宝庆社区 ＵＴ阳光舞蹈队，开
展为丧失自理能力重度残疾人提供居家服务１６人，
参加市、区残疾人职业培训１９人、引导和帮助就业
１１人。全年办理公租房申请和资格证４６６份，发放
房屋租赁补贴５５１户，计１７７５１５１元。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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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狠抓长效管理，继续
完善市容环境卫生督察及处理制度，以“严管重

罚”为主要手段，启用高清“电子眼”流动取证治理

高空抛物，追逮源头治理“牛皮癣”，严格执法，满

街小广告的现象明显改善，荆楚网、楚天都市报等

多家大型媒体进行及时的报道。加快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对长堤街（多福路至武胜路段）进行全面

升级改造，把百年老街打造成“特色步行街”。按

“区级架空管线达标社区”标准，集中整治红燕、存

仁、利济、竹牌、万安、共和、全新、药王、大新、新安

等 １０个社区架空管线，整治长度约为 ７０万米，
７１万居民受益。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公共服务
平台按时结案率达１００％，拆除违章建筑 ４５９６平
方米。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自备４台小型排水泵对社区进
行排涝作业，并组织人员查违房、查围墙、查电线、查

井盖、查工地等不安全因素，协助转移群众，保证防

汛期间居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渍水退后，及

时清理渍水造成的垃圾并全面消毒。

【政务服务】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政务服务大厅建设工
作按照全区统一标准全面完成。１９个社区便民服务
室均挂牌正式启动，人员配备到位，全街１９个社区３８
个窗口、１１２个网格人员、服务事项、业务网络接入全
部到位。２０１６年，汉正街新增就业岗位３３２４个，失业
人员再就业５０４人，困难群体就业４４８人，创业培训
５１人，大学生培训５２人，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２１０
人，农民工培训完成９０人，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审批
４７４８人次，金额６５２６万元；扶持创业３９２人，带动就
业１５６５人，用人单位年检完成３８１户，开展整治非法
中介机构专项行动１次；红燕、共和、万安、竹牌、存
仁、利济等６个社区完成劳动监察进社区专项活动普
查工作，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４８０本。

【文化工作】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加强对拆迁片区疑似
文物的保护，收集疑似文物３５件。协助市区文化部
门及上海复星集团实现汉正街银丰片义勇消防联合

会旧址的建筑平移工作，较好地落实汉正街辖区重

要历史点位的管理与监督工作。２０１６年，汉正街新
建社区文化艺术团队１支，体育团队１支，基本实现
一社区一团队、一社区一特色的文化工作新格局。

汉正街群众广场舞团队在第二届口区群众广场舞

大赛荣获银奖，汉正街歌手殷文洁在口区好声音

比赛活动中荣获铜奖。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全面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组织召开党政领导专题研究会 １２
次，培训调度会１３次。全街处级以上干部带头为联
系点社区及所在支部上党课３２场次，全街８６个支
部均按要求按程序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汉

正街２７７名失联党员全部找到，均处置完毕。年内
新发展党员２２人，转正１７人。创新街道“大工委”
和社区“大党委”工作机制，对１９个社区“社区大党
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社区

四级组织架构进一步调整规范；健全社区监督指导

委员会，成立１９个社区大党委。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着力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

重点推进石码社区 ｅ家微信平台，新增红燕社区
网上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整合综治、城管、消防、房

产等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打造出社区党建数字

化平台、民生服务平台、信访维稳平台，党员学习

教育管理平台。大力加强阵地建设。建成４个数
字化学习港（红燕、共和、竹牌、永庆）打造成示范

点，引领带动其他社区探索数字化学习新模式。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１９个“业余党校”社区分校和１个
“业余党校”市场分校实现挂牌，全街开展业余党

校教育活动 ２５２次，服务党员群众 ５０００余人次，
受到区委党校表彰。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产生出席中国共产党口区第
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２２名。完成１４名人大代表推
荐人选、２６名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以及８名政协
委员推荐人选的资格审查工作，配合做好区级领导

班子换届工作。

（田　伶）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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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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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生产总值

（亿元）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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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电 １４７８ ２５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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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４ １５ １４１４

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江北

支行

多福路中心商城一

楼
国有股份制 金融 １５０ ８ ４７９

４
武汉市桥房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合并）
利济南路 国有股份制 房地产 １３００ ２５ ７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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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９４０

６
武汉大陆桥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多福路附５８号 私营股份制 房地产 １７０ １２ ３４５４

７
武汉复星汉正街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沿河大道 １８７－１８９
号

私营股份制 房地产 ４５ １７２９４

８
武汉市春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沿河大道 １９０号暨
济商城５楼

私营股份制 房地产 １０ １２２４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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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先 进 集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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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地震安全示范社区】

荣华街中山社区

【全国个私协系统先进单位】

口区个私协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评价Ａ类】

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有限公司

【国家级众创空间】

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有限公司

【全国社区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口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地震安全示范社区】

荣华街中山社区

【湖北省法治宣传教育先进普法办】

口区依法治区（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

【湖北省住建系统“六五”普法工作突出单位】

口国土规划分局

【湖北省县级地震应急工作先进单位】

口区地震工作办公室

【湖北省环保系统绩效考核优胜单位】

口区环境保护局

【湖北省基层执法规范化示范所】

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韩家墩监督所

【湖北省审计计划统计工作优秀单位】

口区审计局

【湖北省地税系统绩效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口区地税局

【湖北省“３Ａ科技企业孵化器”】

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有限公司

【湖北省级众创空间】

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有限公司

【湖北省级卫生计生宣传品进村入户先进单位】

口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湖北省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示范街】

古田街办事处

【湖北省创建幸福家庭先进集体】

古田街办事处

【湖北省优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７２·



【湖北省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示范街道】

古田街

【湖北省创建幸福家庭活动成绩突出街道】

古田街

【湖北省级卫生先进街道】

古田街

【湖北省综合治理省级先进单位】

宝丰街站邻园社区

【湖北省健康促进社区】

荣华街中山社区

【湖北省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三级联创”示范

单位】

荣华街办事处

【湖北省充分就业社区】

六角亭街学堂社区

【湖北省级无邪教示范街道】

汉正街办事处

【湖北省级无邪教示范社区】

汉正街五彩社区

【武汉市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目标考核优胜单位】

口区人民政府

【武汉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武汉市常达商贸有限公司党支部

汉正街党工委

口区公安分局宜家警务综合服务站党支部

汉中街党工委

宝丰街党工委

长丰街紫润南社区党总支

口区人民检察院贪污贿赂犯罪侦查部党支部

口区统计局机关党支部

口区工商局（质监局）长丰所党支部

【武汉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口区人民检察院贪污贿赂犯罪侦查部党支部

【武汉市脱贫攻坚驻村帮扶工作突出单位】

荣华街集贤里社区

先 进 个 人

【全国科技活动周先进个人】

周　雪

【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

胡春莉

【第二届全国模范小巷总理】

高光华

【湖北省老干部工作先进工作者】

刘石刚

【湖北省优秀审计信息宣传员】

李思源

【湖北省纳税服务“业务之星”】

喻梅香

【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

谢亚平

【湖北最美一线职工】

甘云山

【民建湖北省社会服务先进个人】

周　雪

【湖北省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成绩突出先进

个人】

成亚平

【湖北省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先进个人】

周小红

【湖北省优秀村（社区）党支部书记】

易仁欣

【武汉市优秀共产党员】

方　园　余随安　郑　怡　陈长海　田　明

【武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徐　斌　肖天伟　陈宗福　吴剑锋　陈洪波

雷汉平　张　虎　徐　红　黄祥胜　阮　华

【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突出贡献个人】

徐盛敏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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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目录选编

中共口区委员会文件选目

发〔２０１６〕１号　中共口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
发〔２０１６〕２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
发〔２０１６〕４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口区文明街道、文明社区创建管理办法》和《口区文明单

位创建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２０１６〕５号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
通知

发〔２０１６〕７号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李克强总理视察湖
北武汉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

发〔２０１６〕８号　关于印发《口区贯彻落实〈湖北省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工
作方案》的通知

发〔２０１６〕９号　关于中国共产党口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发〔２０１６〕１０号　关于印发《中共口区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的通知
发〔２０１６〕７号　关于在全区开展巡察工作的意见

中共口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选目

办发〔２０１６〕２号　印发《关于在全区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实施方
案》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６〕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和加强公务用车管
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６〕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促进专项经费向街道倾斜的意见》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６〕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６〕５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实施方案》的

通知

办发〔２０１６〕６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明确防汛排渍抗灾责任分工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６〕７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实施方案》的

通知

办发〔２０１６〕８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２０１６年法治口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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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２０１６〕９号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６〕１０号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６〕１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开展综合行政审批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６年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区政协办关于印发《２０１６年口区协商工作计划》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深化全区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４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区、街道行政执法体制机制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５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深化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６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完善社区（村）治理体系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７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８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口区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９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加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１０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街道、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方案》的
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１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转发《口区纠风办关于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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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１２号　印发《２０１６年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１３号　转发《中共口区委宣传部２０１６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点》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１４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２０１５年度全区法治建设绩效考核情况的通报

办文〔２０１６〕１５号　关于印发《全区第十七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１６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６年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１７号　印发《关于在全区运用大数据开展惠民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１８号　关于成立区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小组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２０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成立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区“城市合伙人”计划工作委

员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２２号　关于成立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２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２４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精准服务企业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２５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组派区抗灾救灾工作组的紧急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２６号　关于成立中共口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筹备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２７号　关于做好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工作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２８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度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进一步规范报刊发行秩序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２９号　关于成立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３１号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区党代会和区“两会”精神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６〕３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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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人民政府文件选目

政〔２０１６〕１号　关于下达２０１６年全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及资金计划的通知
政〔２０１６〕２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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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３号　关于印发口区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２０１６〕４号　关于公布第一批区级行政执法主体的通知
政〔２０１６〕５号　关于印发口区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政〔２０１６〕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选目

政办〔２０１６〕１号　关于调整春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２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６年春运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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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４号　关于区粮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５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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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６号　关于转发《口年鉴》（２０１６年卷）编纂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７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武汉年鉴》口区情编纂工作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８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会务组织提高会议质量效率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９号　关于转发口区２０１６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１０号　关于印发省委巡视组巡视发现土地出让等问题整改工作方案
政办〔２０１６〕１１号　关于印发《口区关于路网、停车场建设推进不力等三个问题整改承诺事项责任分解

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１２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６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１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６年井盖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１４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６年架空管线连片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１５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６年拥抱蓝天行动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１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沿江港口岸线资源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１７号　关于印发口区健康促进区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１８号　关于印发口区创建省级健康促进区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１９号　关于成立汉江大道建设和征地征收工作指挥部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２０号　关于加快推进光纤到户建设的意见
政办〔２０１６〕２１号　关于印发口区Ｄ级危房排危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２２号　关于印发口区关于加强工地源头管理和建筑垃圾整治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２３号　关于印发口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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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办〔２０１６〕２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６年人防专业队整组训练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２５号　关于印发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２６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城镇独生子女年老父母计划生育一次性奖励政策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２７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６年全区黄标车淘汰工作实施方案等三项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２８号　关于印发口区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２９号　关于印发口区既有房屋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３０号　关于调整口区实施质量强区战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３１号　关于印发口区共建税务服务站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３２号　关于印发口区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３３号　关于成立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３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和补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３５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６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３６号　关于印发成立口区电梯安全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３７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６年餐厨废弃物收运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３８号　关于印发口区开展万家灯火平安梦消防安全社区行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３９号　关于印发开展国家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工程创建活动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４０号　关于成立全区“汉江湾·云谷”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４１号　关于调整区健康促进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４２号　关于印发调整孝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组成人员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４３号　关于印发《口区支持产业创新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４４号　关于成立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４５号　关于旅游景区监管不力问题承诺整改长效机制建设的意见
政办〔２０１６〕４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停车场规划不科学、建设滞后”问题承诺整改长效机制实施意见的

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４７号　关于印发口区“城市绿化水平不高”问题承诺整改长效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４８号　关于印发口区“路网规划不科学、建设滞后”问题承诺整改长效机制实施意见的

通知

政办〔２０１６〕４９号　关于启用“武汉市口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等２枚印章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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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选及题录

报 刊 文 选

总投资９６０亿元的重点项目全面铺开

百年脉重新定义　汉江湾“三生融合”
（文／张隽玮　康　鹏　杨　丽

张惠菊　马　威）

汉江湾，武汉百年工业脉络，正在历经着一次

“脱胎换骨”

２７平方千米的湾区，一次次的自我进化，灰色
变成绿色

未来正在发生

９２个重点项目全面开工，９６０亿元投资大开大阖
她正在力争打造成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

合”的示范样板

换道超越　划出“经济Ｓ形曲线”

这里生产出武汉第一块肥皂、第一桶油漆，也是

新中国“一五”“二五”时期布局的老工业基地，曾饱

受安全、生态、发展之困。

历时８年，口区完成９９家化工企业生产环节
全部关停搬迁，彻底告别化工时代，迈入汉江湾发展

的新时代。

投资３５亿元的瑞典宜家、投资３０亿元的新加
坡凯德、投资９４亿元的时代·新世界、投资９５亿元
的中建·御景新城、投资３５亿元的海尔国际广场、
投资３６亿元的招商江湾国际等重大项目，纷纷落子
布局。

现代服务产业、绿公司、总部经济正在集聚，大

数据、云计算工程加快崛起。过去—现在—未来，迭

代产业体系正在形成与孕育。

新动能取代旧动能异军突起，汉江湾换道超越，

划出一道“经济Ｓ形曲线”。
实实在在、酣畅淋漓，奏出武汉老工业基地转型

强音。“是苦干而不是硬等出来的。”结果基于意

愿，始于行动。

一座老工业基地的升级路径，印证着区域发展

的认识自觉与行动自觉。

扩大供应链　端出“民生幸福线”

四条轨道线路，一条低碳公交专线，串联社区及

重要功能节点。这是汉江湾最新的出行规划。

百年老校武汉四中教育园，覆盖小学到高中１２
年教育，建设全国最美、最生态、最有底蕴、体育色彩

最浓的教育园区。规划建设的汉江湾国际教育园，

从小学到高中７２个班，从师资到课程，与国际接轨。
汉江湾全民健身中心、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区

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区福利院养老中心、新第一职业

教育中心……一批新的教育、医疗、文体设施陆续建

成，全力打造高标准的公共服务示范区。

１３个“城中村”，１０个基本实现整村拆除，还
建房开竣工２３５万平方米，６５００户居民喜迁新居。
大片“城中村”变社区，村民变居民，传统生活方式

向现代迈进。

扩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汉江湾勾勒

出一条条“民生幸福线”。

绿色即资源　绘出“生态环境线”

三环上，一辆辆汽车疾驰而过。三环下，一辆辆

自行车徜徉绿道。

骑上自行车，从晴川桥出发，沿汉江江滩，到达

张公堤，穿行张毕湖，漫步竹叶海。

“两带三园”锁定口生态大格局。搬迁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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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滩６５家砂石场和占滩企业，腾退三环线周边近
３３３３３公顷土地，高水平建设１４５千米汉江湾绿
带、１０公里张公堤城市森林带和１３２万平方米的园
博园、１０６万平方米的张毕湖公园、７９万平方米的竹
叶海湿地公园，形成环绕汉口西部的大型生态绿环。

街头小游园让群众享受家门口的绿化。每一个

新增项目都按照“疏、高、退”原则，规划建设绿地、

绿道、街头游园。２０１１年以来，新建街头游园和小
森林１７个，居民群众在家门口即可触摸绿色、享受
生活。

口公共绿地面积从２０１１年的２４７万平方米
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６６２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从４４８平方米增加到１２５平方米，生态环境明显
向好。

从灰色变成绿色，用绿色安放城市的理想生活。

人与自然，在疏离之后重归和谐。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０６０２　来源：《长江日报》）

首批武汉“城市合伙人”·口英才起航

让“创业之音”响遍口每个角落

（撰文　董晓勋　郭平波　沈丹凤）

今日，经过多方推荐、审核，首批９名武汉“城
市合伙人”·口英才正式产生。他们每个人都是

所在领域的领军人才，他们将成为激活城市发展动

能的新引擎，他们也将在政府的服务下得到更优、最

好的环境和资源，在口转型发展史上，相信他们会

用智慧写上最精彩的篇章。

据了解，自武汉“城市合伙人”计划出台后，该

区成立“城市合伙人”计划工作委员会，研究起草

《口区落实武汉“城市合伙人”计划实施方案》《武

汉“城市合伙人”·口英才认定与服务工作实施

办法》《武汉“城市合伙人”·口英才认定标准

（２０１６版）》等相关配套措施，并做好人才遴选。９
名武汉“城市合伙人”·口英才均来自口辖区

的企业、科研院所。他们中有８人入选中央“千人
计划”、省“百人计划”、市“黄鹤英才计划”，有１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纵观９名武汉“城市合伙人”·口英才，我们
不得不对其在行业领域创造的“神话”而叹服。他

们中有生物医学、桥梁结构领域的高端人才，也有电

力系统、环保节能、互联网等领域的领军人才。他们

将享受专员跟踪服务，解决他们居留落户、住房安

居、子女入学、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对人才而言，事业就是感召力，环境就是吸引

力，服务就是凝聚力。我们要以人才为核心，整合产

业、平台、资本、政策等要素，构筑人才集聚强磁场，

将口打造成人才集聚高地，吸引更多合伙人来

口创新创业。”口区负责人说，留才的关键是留

心。“城市合伙人”计划倡导“开放、多元、包容”的

城市胸怀，赋予合伙人与城市平等的地位，把人才当

“伙伴”而不是“伙计”，政策出发点是“利于”而不

是“利用”人才，只有增强人才对武汉的认同感、归

属感，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创新创业热情。

口正处在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正

在全力打造现代商贸、工业服务、健康服务三大产

业。这就需要引进一批能够实现新兴产业从“０”到
“１”跃升的“高精尖缺”城市合伙人，实现人才与产
业在规划、资源、项目上的深度融合，最终达到一个

高端人才带来一个创新团队、催生一个新兴产业、培

育一个经济增长点的效果。

近年来，该区通过产业调整，已有“一区三园”

（电子商务集聚区、同心健康产业园、江城壹号文化

创意产业园、三新材料科技创业园）和正在申报市

里“创谷计划”的“汉江湾·云谷”，主攻大数据应用

与服务的产业方向，重点实施大数据基础云工程、电

子商务云工程、工业服务云工程和智慧旅游云工程

“四大工程”。这些都是引才、育才、成才的重要平

台，是“城市合伙人”计划的关键支撑。该区以发展

动力转换与城市有机更新为契合点，加快实施“创

谷计划”，为“城市合伙人”实现价值、成就梦想，搭

建广阔平台，让“创业之音”响遍口每个角落。

张　继
美国籍，美国芝加哥医学院药学和分子生物学

博士。入选第十批中央“千人计划”，第三批湖北省

“百人计划”，首批武汉市“黄鹤英才计划”和第四批

东湖高新区“３５５１光谷人才计划”。现任远大医药
（中国）有限公司研发总经理。

在美国从事创新药研发２０余年，主要专注于呼
吸道、免疫性疾病、抗肿瘤领域的新药研发。曾任美

国著名大型跨国制药公司先灵葆雅和默克资深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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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科学家，参与和领导多个新药研发项目，并在国

际一流生物医药领域杂志发表多篇重要专业论文，

拥有技术发明专利多项。２００８年回国后，先后就职
于中国远大集团、华东医药和远大医药研究总院，从

事领导和开展新药研发工作。

欧阳晖

加拿大籍，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生物化学博士，

入选第五批湖北省“百人计划”，第四批武汉市“黄

鹤英才计划”。现任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首席

科学家（生物）。

创新性地运用基因工程原理建立两种医药中间

体的生物生产方法，主持和参与了多种抗癌药物和

新型抗生素的研发工作，申请专利１８项。研究并阐
明了ＨＤＡＣ６在聚合体形成过程中的信号调节作
用，和其中潜在的抗癌药物作用位点。独立开发了

酶法半胱氨酸和酶法瓜氨酸技术，其中酶法半胱氨

酸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在远大医药实现产业化。

文习山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高电压技术专业博士，武汉

大学教授、博导，入选第三批武汉市“黄鹤英才计

划”。现任武汉市易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要从事电力系统过电压、高电压绝缘和雷电

防护与接地技术等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带领研

究团队在电力系统外绝缘、防污闪技术，电力系统防

雷与接地技术，电力系统过电压，电磁兼容等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２０余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拥
有国家专利１２项，主持自主研发的ＦＷ系列复合绝
缘防污闪涂料技术国内领先，已广泛运用于电力系

统特高压、超高压等各电压等级电网防污闪，有效保

障了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万明治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清华大

学经管学院、武汉理工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特聘专家

教授。现任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

兼具线上线下第一线实战经验，经过近１６年家
乐福中高层管理经历后，２０１３年加入苏宁集团创办
苏宁易购网上超市，走出传统零售互联网化坚实一

步。２０１５年担任中百控股集团董事总经理，参与大
型传统国企的互联网＋时代变革转型。专注于传统
企业互联网＋转型的研究与实践，是供应链扁平化

改革、零售企业ＳＯＰ标准化管理以及现代便利店等
多个领域的领袖级人物。２０１５年度荣获“中国零售
商业琅琊榜年度风尚人物”。

汪正兴

清华大学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第三批武汉市“黄鹤

英才计划”。现任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致力于桥梁结构振动控制研究及抗风、抗震装

备的研发，拥有美国专利１项，国家发明专利２５项。
其抗风抗震产品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已在蒙华铁路

公安长江大桥、扬州万福大桥、银川滨河黄河大桥、

广东江顺大桥、川藏公路迫龙沟特大桥等国内多座

大型桥梁上成功应用。

林穗文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化学环境工学博士，入选第

三批武汉市“黄鹤英才计划”。现任武汉旭日华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主要从事化学环境材料的开发，有近２０年的
行业从业经历，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放在分子筛

领域，研究的分子筛的固相合成及其在环保节能

领域的应用具有较强先进性与推广应用价值，其

中分子筛担载贵金属催化剂的同步合成法为世界

首创，不仅能使贵金属的担载与分子筛的合成同

步完成，而且能使被担载的贵金属纳米粒子具有

很好的耐热凝聚性。

蒋　明
纽约大学计算机博士，入选第四批湖北省“百

人计划”。现任湖北新明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

在图像处理与人工智能等方向发表国际论文

１０多篇，申请美国和中国专利２０余项，是二值图像
隐像分析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在科技创新和科

研成果转化方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发明推广的用

户包括谷歌、苹果、三星等公司。针对武汉市便民医

疗服务设计开发的“城市医伴”ＡＰＰ已正式上线。
陈国华

美国籍，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有机化学博

士，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后。入选江苏省“双创计

划”、第三批武汉市“黄鹤英才计划”。现任远大医

药（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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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美国药企（ＢＭＳ及 Ａｍｇｅｎ）资深科学家
多年，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自然科学研究个

人奖。专业方向为有机化学和生物技术，尤其是药

物合成工艺研发。具有丰富的临床前研究至 ＮＤＡ
申报的新药开发经验。发表了多篇 ＳＣＩ文章（累计
影响因子逾６０），申请ＰＣＴ专利逾１０项。
陈雅胜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工学、管理学双

学士，入选第四批武汉市“黄鹤英才计划”。现任武

汉胜飞科技有限公司ＣＥＯ。
曾任职于ＥＭＣ、ＳＡＰ、找驾校网，拥有丰富的技

术开发和研发管理经验。２０１４年９月，创办武汉胜
飞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物联网云视频研发及应用，

所带团队在弱电移动网络集成和云视频关键领域，

取得了技术突破和创新成果，应用到了商业、教育、

住宅、政府机构等各个领域。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０６２２　来源：《长江日报》）

服务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永不落幕的大赛”

第五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启动

（撰文　章铁军　李月明）

今日，由市政府主办，口区政府、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第五届武汉大学生“互联

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以下简称大赛）正式启
动。大赛设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２名、三等奖３名和
优胜奖４名，他们将分别获得１０万、５万、３万、１万
创业启动金。通过“一网、两库、三平台”的技术运

营和五大配套服务，大赛将更贴近实际生活、贴近市

场运作、贴近产业发展，成为服务全国大学生创新创

业“永不落幕的大赛”。

据了解，２０１２年，借国家电子商务基地落户
口之机，首届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

大赛启动。４年来，大赛共征集创业项目１５９５个，
参赛团队总人数突破１万人，影响大学生群体超过
１００万人，百度搜索收录大赛关键词１９１万条；从大
赛走出的２６０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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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有
６４个项目获省、市级创业资助总计２４６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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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过大赛引进的大学生创业团队
已经有１２５家在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国家电子商务示
范基地各个孵化器注册公司并入驻。

同时，大赛官方网站经过四年磨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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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历届大赛创业项目数据库和创业人才

数据库，“三平台”即创业赛事平台（创赛网）、人才

服务平台（汉才网）和创业融资平台（汉投网）。

大赛组委会承诺，本届大赛优秀团队及获奖项

目将享受融资服务、载体服务、安居服务、人才服务

及落地服务五大服务支持。

“四大载体”“五个一”服务

打造全国一流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

中国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汉口）
基地正式揭牌。该基地将通过“四大载体”、“五个

一”服务，打造全国一流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

２０１５年底，经市政府同意，口区正式启动中
国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汉口）基地建
设。该基地的建设是口区委、区政府围绕产业创

新深度改革，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落实“互

联网＋”行动和“城市合伙人计划”，全面加快区域
产业转型跨越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

据悉，“十三五”期间，该区将按照“市区共建、

专业管理、服务大众”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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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万名大学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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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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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五个一”服务：“一证通行”，工商营业执照、组

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一天办结”，

资料齐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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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服务等

业务网上申办；“一步到位”，创业者免费接受大学

生创业培训与辅导，享受科技企业孵化器“拎包入

住”待遇，连续四年减免场租；“一路无忧”，为创业

者提供４００套口大学生创业人才公寓，享受人才
服务“直通车”相关政策及户籍落地、子女入学等配

套服务。

创业者谈

余聪：做互联网时代行动最快的创业者

与这位８５后坐在一起，你会迅速在这名 ＣＥＯ
身上感受到互联网的特质———快！

“创业的任何时候，只有极速奔跑和领先才能

给我安全感”。余聪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他四年的

互联网创业心得。

说话语速快、走路快，就连吃饭都要比别人快。

在行动中试错，在行动中调整，在行动中修正，“重

要的是我们敢为人先，永远比别人执行快半步，互联

网创业必须只做行动最快的那个”。

２０１３年，余聪带着“易惠科技”项目拿下第二届
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十强，入

驻口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在这里，资金支持

无后顾之忧，场地支持切实可靠，余聪得以集中精力

开拓市场，继拿下淘宝聚划算区域销售授权后，又拿

下了淘点点、微信的合作计划。本月下旬，余聪“易

惠科技”将在湖北股权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上市。

拥有１３项核心国家科技专利技术，旗下项目
“旺蚂蚁互联网 ＋智能服务平台”被纳入国家商务
部《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电子商务示范项目》。余

聪借助大赛平台，以超跑理念拿出优异的四年创业

成绩单。今年上半年，“旺蚂蚁互联网 ＋智能服务
平台”已开拓了７２家省市级渠道代理，发展了２００
家平台加盟服务商，预计２０１６年年底可帮助超过１
万家传统企业开展“互联网＋”改造升级。

余聪认为当下“互联网 ＋”创业的真正含义是
对传统线下经济的整体升级和重新整合，其中的关

键是技术改造和升级。而互联网新技术，又恰恰是

传统行业最缺乏的。对于掌握了前沿互联网技术但

缺乏资金和资源的年轻一代创业者，只要能够运用

互联网新技术帮助企业在实际运营中取得实质效

果，就能在“互联网 ＋”的浪潮中淘到机遇和真金。
他说大赛给他提供了实现个人价值的机遇，希望学

弟学妹们积极投身大赛，在比拼中放飞梦想。

邓隆：做品质旅游的先行者

来自贵州六盘水的邓隆，从小就爱旅游，然而曾

经的跟团旅游体验却让他每每失望。“每次去外地

旅游，都玩得不尽兴，身心俱疲。”邓隆说，他在旅途

中常常想起自己旅游的初衷，年轻人外出见识世界

的美好，是为了享受精神的丰盈，“而不是为了体验

‘虐游’”。

如果有一种技术，能根据每个人对旅游的需求

和想法安排个性化的行程，既能节省旅游开支，又能

享受到旅游的乐趣该有多好。快高中毕业的邓隆萌

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做个旅游网站，用较

经济的花费帮助更多爱好旅游的人实现定制旅游的

梦想。

大学四年只为一个创业信念，邓隆找来五个小

伙伴，利用课余时间分工合作，把寝室当成自己的办

公室。邓隆和伙伴们东拼西凑找资金，把所有的时

间都花在了自己梦想的事业中。有时为解决一个技

术问题连熬几个通宵，做梦都在想着自己的网站。

终于在大学毕业前夕网站成型，余聪成立了自己的

公司。

２０１４年，第三届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
业项目大赛前往江汉大学举行“项目路演”，邓隆被

大赛扶持政策和电商基地优惠政策吸引，现场报名

参赛，当天就带领团队跟随大赛组委会入驻孵化器。

同年１０月，“非去旅游网”在口国家电子商务示
范基地正式上线，公司产品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欢

迎，一炮而红，仅半年时间就获得了近千万的营收。

邓隆紧接着开始了品质旅行的开发，他说，“我们把

‘非去’的理念定义为‘自由、放松、享受’，这就是我

们做旅游的初衷和梦想。”

在“非去”上，客户可以根据喜好自由组合景

点、目的地。选完后，网站将各目的地之间的乘车方

式以及所需信息汇集成行程表，生成地图导航模式，

供客户在手机上实时查看；同时生成预算系统，为用

户提供酒店比价服务，批量预订行程天数的酒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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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及景点门票。

“一切都从交互开始，让旅游的便利性变成现

实，给爱好旅游的人更好的体验。”邓隆说，其实他

所做的网站除了技术上的要求稍高外，更多的还是

９０后年轻人敢闯和创新意识起了大作用。他说，现
在各大旅游网站还是在坚守传统的旅游市场销售思

维，加上平台较大，并没有太多创新的动力。他们只

是抓住了市场的薄弱环节，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坚持，

最终实现小小的成功。

“现在９０后一说创业就是颠覆，但我们谈得更
多的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和坚持。”邓隆说。

汉江湾·云谷：创新创业的理想高地

这里曾是武汉近代工商业的发祥地，汉江湾古

田生态新城的核心区域———汉江湾·云谷。汉江

湾·云谷基地，利用老工业基地存量资源、实现城市

有机更新转型发展的示范区，是创新团队和人才来

去最自由、落户最便利、发展最宽松、生活最舒适的

创新创业高地。

口汉江湾·云谷创新基地选址时，该区提

出的主要要求就是要让创新创业人才留得下来、

吸引得住。最后根据区情和产业布局及发展方

向，决定在古田二路和解放大道交汇的２４９平方
千米范围内建设汉江湾·云谷创新基地。而该区

域内有厂房、有土地资源、有办公场所、有公租房、

有成熟的公共配套服务，还有国家发改委的优惠

政策等独有优势。

在该区域内，古田二路这条创新核心轴上，近几

年已引进新加坡凯德、香港招商、海尔等企业，能够

为高端产业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工作生活

配套服务。同时，还将在这里规划建设汉江湾国际

教育园，从小学到高中，硬件一流，从师资到课程全

部与国际接轨。同时，该区域内不仅有我省首家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而且已入驻了像勤智大数据

联盟、全球贸易通跨境电商平台（华中总部）、中百

店联网、湖北省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航天物联网研

究院及国家物联网技术创新平台、去哪儿网（华中

总部）、一路乐旅游等一大批企业。

根据规划，汉江湾·云谷创新基地产业发展方

向主攻大数据应用与服务的产业。重点实施大数据

基础云工程、电子商务云工程、工业服务云工程和智

慧旅游云工程四大工程。大数据基础云工程以高端

数据存储、分析、应用、交易的技术服务平台，打造华

中数据信息交换枢纽和数据信息存储中心；电子商

务云工程将加快跨境电商、社区电商、涉农电商等重

点领域发展，建立电子商务云服务平台；工业服务云

工程将大力发展产品研发、工业设计、质量认证、检

验检测、智能设备、企业管理等服务，建设工业云服

务平台；智慧旅游云工程拟整合景区、文化、交通等

部门和旅行社、酒店、餐饮等数据资源，开展个性化

旅游体验服务

为确保所有入驻汉江湾·云谷创新基地的人才

留得住，该区提出全面对接企业从初创、成长到成

熟、壮大的全生命发展历程，打造“众创驱动”孵化

服务平台、“创新３０”企业服务平台、“市场运作”
金融服务平台、“创客导向”人才服务平台、“智能物

联”智慧服务平台等五大创新服务生态体系，出台

“创十五条”政策，涵盖支持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鼓励人才创新创业、支持产业创新载体建设、支

持企业做大做强等方面。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０６２２　来源：《长江日报》）

建荣村“变形记”

———凝心聚力，口“城中村”改造的民生样本

（文／徐章龙　杨　丽　图／陈　卓）

回家的感觉真好！”位于古田四路的建荣嘉园

小区外，巨幅广告牌上的几个大字，正好道出了建荣

村村民的心境。

盛夏的骄阳，无法阻挡村民们选房的热情。从

８月１日起，他们陆续拿到钥匙，开始张罗着搬回阔
别四年的家园。

就在五年前，政府刚提出要对这个“脏乱差”的

城中村改造时，村民们十分抗拒，如今他们纷纷竖起

点赞的大拇指。

建荣村改造到底有何秘诀？笔者日前多方采访

发现，建荣村干部始终坚持公开透明以人为本，成功

破解了拆迁难题。

“村落”之变

破混沌筑巢引凤，居民生活大改善

建荣村的华丽“变身”，只是口区城中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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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缩影。

２０１１年，面对口发展、生态、安全之困，区委、
区政府按照城市有机更新的理念，把“城中村”改造

作为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城市功能、促进城乡一体发

展的根本途径，作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

口的重要抓手，写入党代会报告，提升到全区三件大

事之一的高度，提出用３至５年时间全面完成１３个
村的“城中村”改造，发展新经济、开创新生活。

这几年，口区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沉下一条心，保持定

力、愚公移山，一手抓好拆违控违，以摧枯拉朽之

势，集中开展“拆违风暴”“三合一”整治专项行

动，消除消防安全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一手抓好“城中村”改造，科学规划，统筹推进

城中村还建、开发，从根本上改善群众生活、促进

产业升级、提升城市功能。

据统计，长丰地区累计拆除违法建设 １０８万
平方米，清退１万余家“三合一”作坊，关闭１００多
家黑幼儿园、黑网吧、黑诊所。目前 １３个“城中
村”１０个基本实现整村拆除，累计拆除旧村湾５９３
万平方米，占拆迁总量的８９％，长丰地区面貌发生
根本变化。

区域经济发展活力迸发。对腾退出来的宝贵土

地，口区坚持严格的产业标准和生态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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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３６亿元的
招商江湾国际、投资３５亿元的瑞典宜家、投资３５亿
元的海尔国际广场、投资３０亿元的新加坡凯德等一
批重大项目相继落子布局、建成运营，带动传统产业

向以现代商贸、电子商务、总部经济为特色的现代服

务业转型升级。据统计，宜家家居和荟聚购物中心

开业以来已吸引消费客流２６００万人次，形成武汉西
部新的商业中心。

城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腾退近３３３３公顷土
地，建设１３２万平方米的园博园口展区、１０６万平
方米的张毕湖公园、７９万平方米的竹叶海湿地公园
和１０千米的张公堤城市森林绿带，城区环境得到极
大改善。建成长丰大道高架、园博大道等骨干道路，

优化公共交通，群众出行更加便利。

群众生活品质根本改变。１４０００余村民完成户
籍改革，还建房开竣工２３５万平方米，竣工１４４万平

方米，一批环境优美、配套齐全的还建小区拔地而

起，６５００户村民喜迁新居，农村变社区，村民变居
民。在长丰地区，目前已建成区福利院养老中心、区

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新一职教

中心，村民彻底告别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数读　口城中村改造这五年

●辖区内１３个城中村１０个基本实现整村拆除
●拆除旧村湾 ５９３万平方米，占拆迁总量的

８９％
●还建房开竣工２３５万平方米，１４０００余村民

完成户籍改革，６５００户村民喜迁新居
●腾退近３３３３公顷土地，用于建设１３２万平

方米的园博园口展区、１０６万平方米的张毕湖公
园、７９万平方米的竹叶海湿地公园和１０千米的张
公堤城市森林绿带

□拆迁艰难
带头搬迁的村民，曾被指责“拍马屁”

一开始听说建荣村要改造，村民谭女士的内心

是拒绝的。她家当时坐拥５个大门面，根本不愁没
人租，每年的租金收入高达４０多万元。

建荣村所在的长丰地区，是全市最大的“城中

村”聚集区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

的制约，“城中村”的规划、建设和社会管理等问题

长期处于混乱和低水平。特别是 ２００５年汉正街
火灾之后，口区针对汉正街地区开展综合整治，

大量“三合一”作坊转移到长丰地区。这里的消防

安全险象环生，长丰地区因此被称为全省最大的

“火药桶”。

凌乱的用地布局、落后的产业结构、“脏、乱、

差”的生活环境严重制约着口的社会经济发展和

城区形象，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已成为口转型发

展的现实选择和当务之急。

但在绝大多数村民看来，“养鸡下蛋”稳妥的收

租模式才是王道。于是，谭女士像其他众多村民一

样产生了抵触情绪，认为拆房子就是“杀鸡取卵”。

当然，也有村民一开始就渴望“城中村”改造。

比如村民田女士，在她的印象中，建荣村曾经就是

“脏、乱、差”的代名词，到处都是贴面楼、一线天，自

建的私房绵延数千米，万一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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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田女士的儿子上大学了，谈个女朋友都

不敢带回家，她盼望能通过“城中村”改造，为家人

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然而在众人的反对声中，田女士正当的诉求却

变成了“另类”。据她回忆，当时有其他村民指责她

“拍（村干部的）马屁”，这给她和家人造成了不小的

心理压力。

另一方面，建荣村委会正面临着“城中村”改

造和“三合一”清退双重任务的考验，想要劝说村

民清退租户、甚至拆除房子，听起来仿佛是“天方

夜谭”。

□突破难题
村民被诚意打动，帮忙劝服其他人

时任建荣村支部书记回忆，口区领导当时对

１３个村支书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句话让他找准了破解

拆迁难题的方向。区领导不仅要求村干部“清清白

白做人，轰轰烈烈干事，实实在在出活”，还严肃提

醒他们“不能房子起来了，干部倒下了”，“还建房的

品质不能低于商品房”。

方向有了，目标有了，纪律有了，明确工作思路

后，建荣商贸有限公司（村集体企业）董事会经过一

番商量，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为了不让主动参与改

造的村民吃亏，首创了由公司对已清退“三合一”租

户的村民给予补贴的新模式，也就是说，掏钱先把村

民的房子租下来。

这样一来，村民就没有了后顾之忧，消防安全隐

患问题得到很大改善。但要他们同意拆房子并非易

事！村干部于是决定带头拆，由普通村民和股东代表

推选出十个人，组成了一个“民间测量队”，去测量董

事会及村委会班子成员家里房屋的实际面积，全部录

像留证，保证测量的面积数据公开透明。此前村民关

于“村干部家暗箱操作”的担心，至此彻底打消

村委会鼓励村民“谁签约在前，谁优先选房”，而

且村干部虽然带头签约拆房，但一律排到２０名以后，
把前２０个选房的优先机会让给积极的普通村民。

在这些细节的感染下，田女士果断成为了第一

个签约的普通村民。村干部果然没有食言！当田女

士家拿到第一个选房号码时，伙伴们对她当初“英

明”的决定佩服不已。同样感到特别自豪的董女

士，也因当初较早“想通”，并成功说服妯娌几个同

意签字，如今家族里选新房的顺序都很靠前，她仿佛

成了家族里的“英雄”。

村民谭女士认为，正是建荣村委会公开透明的

做法，让越来越多的村民被打动。据介绍，建荣村拆

迁工作开启后的４５天时间内，就顺利拆除了８０％
的旧房。“后来村里还有少数村民不理解、不支持

拆迁，我们２００多村民还自发组织，一起去做他们的
工作。”谭女士回忆说。

□皆大欢喜
集体利益最大化，村民写诗赞新家

做完拆迁工作，下一步就是建造“还建房”。

建荣村还建房工程由开发商广电地产代建和监

管，通过招投标由中建三局和武汉丰太建筑有限公

司承建。这三家单位都实力强劲，具有丰富的城中

村改造经验。

全程参与建荣村“城中村”改造的工作人员黄

女士回忆，为了能与地产大佬公平对话，他们提前去

万科、恒大、碧桂园等高端住宅现场参观，仔细观摩

学习他们的设计经验和相关专业知识。如此一来，

建荣村村代表跟合作商谈方案时底气十足，可谓是

“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就是为了给村集体争取最

大利益。

据黄女士介绍，建荣村不仅聘请了审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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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聘请了监理公司，对工

程质量严格监管。

工程建设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在实际工作中摸

索出一套有效的工作流程：组成几个工作小组，其中

信息组负责核查分包商的“三品”，即每个项目最少

考察三家施工单位的“人品”（业内口碑）、“文品”

（施工资质）和“产品”（已建项目）。成本组则负责

报价、比价，做到货比三家不吃亏。合同组则在签合

同前，找律师会签防范法律风险，向政府报备按程序

办事等。现场质量监管组绝不让劣质材料、不合格

产品进入工地大门。

村民把这些工作都看在眼里。８４岁的老村民
郭爹爹，为此专门写了一首顺口溜的长诗，其中就提

到“楼层建设高标准，质量检查有专人。财务开支

安排紧，层层把关过得硬。”新房建好后，这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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矍铄的老人第一时间去体验了一把，小区的基础设

施、绿化和配套等方面，都让他深感满意。

“一进小区人一惊，觉得自己变年轻。”郭爹爹

还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和对未来的憧憬，

“建荣晦气脱了身，地上黄土变成金”。

笔者日前在建荣嘉园的选房现场看到，村民们一

个个乐不可支。就拿田女士来说，她家原来旧房每年

的租金收益约７万元，如今根据拆迁补偿标准，２户
分得了６套新房，如果拿出部分来放租，租金收益不
减当年。“有个朋友来建荣嘉园参观后，感叹她买的

商品房都不如我们的还建房。”田女士说，建荣嘉园临

近园博园，位于口区的黄金旺地，区教育局还将为

小区规划建设配套的学校，今后的生活十分便利。

□业界观察

“城中村”改造工作充满着困难和阻力、艰辛

和曲折，凝聚了无数参与者的心血。长期关注和

研究城中村改造现象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研究员姚莉，就曾以建荣村为样本进行深入观察，

并由此总结出一套具有建荣村特色的“城中村”改

造经验：要完成好“城中村”改造，既要有胆识、又

要有智慧，既要重长远、又要重细节，既要心系群

众、又要依靠群众。

既要有胆识　又要有智慧

“群心之所想，则无不达”，在全市城中村改造

如火如荼开展的大背景下，口区委、区政府把城中

村改造作为“三件大事”之一，举全区之力加快推

进，为工作创造了良好环境。在机遇面前，全区上下

团结一心，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全力攻坚，正是这种

胆识和气魄促使各村努力啃下“城中村”改造这块

“硬骨头”。然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虽勇

气可嘉，但鲁莽不可取。“城中村”改造工作既是城

市品质的提升工程，更是牵动民心的民生工程，矛盾

多，困难大，不能简单盲目推进，必须有解决各种复

杂问题的智慧。正因为口区“城中村”改造工作

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想方设法破解难题，化解

矛盾阻力，用“热心肠”坐热“冷板凳”，用“小作为”

换取“大变化”，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才

取得了今天改造工作的大好前景。

既要重长远　又要重细节

“莫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城中

村”改造是口发展的阵痛，短期内会带来巨大的

发展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提升城市品质，让人民

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必经之路。口正处

于艰难的创业期和关键的培育期，必须更加注重长

远发展，政府一方面引导村民树立大局观，处理好眼

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少数人利

益与多数人利益的关系，舍小利，谋大利；一方面着

眼城市发展，更加注重城市规划、产业升级、城市管

理，涵养都市气质，增强经济活力，培育现代文明，为

口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天下大事，

必作于细。”面对“城中村”改造纷繁复杂的局面，必

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

临深渊”的态度，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

细节都仔细考量。特别是针对维稳压力大的现实，

“城中村”改造坚持时刻绷紧安全稳定的弦，做到抓

早、抓小，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化解矛

盾，确保当前不出事，事后不留后遗症，确保了工作

的平稳推进。

既要心系群众　又要依靠群众

“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府的任何工作都

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始终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口区“城中村”改造始终坚持

为了群众、心系群众，更加关注困难群众，无论整治、

拆迁、还建还是建后管理、新生活的打造，都把群众

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标

准，把对口的感情、对群众的关怀转化为工作的强

大动力。而“举大事，动众情，必协众心而后济”，人

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城中村”改造，村是主

体，村民是主人，口区始终坚持依靠村民来推动工

作，制定方案以村民利益为先，拆迁建设以村民意见

为重，化解矛盾以村民支持为要，充分调动村民的

“主人翁”意识，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基

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更好的团结村民共同完成

改造工作。为了村民、相信村民、依靠村民，不断激

发城中村改造的内生动力，是“城中村”改造工作取

得实实在在成效的根本原因。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０８０５　来源：《长江日报》）

·５８２·

·附　录·



口变身生态商贸新城

（记者　卢平川　汪　洋　通讯员　杨　丽）

“低着头，向前走，闻见臭味是口”。前些年，

一提及口，许多人会想到拥挤不堪的小商品市场、

弥漫着怪味的工厂、火灾隐患严重的“城中村”。

口区地处汉口西部，是武汉传统市场和传统

工业集聚区。随着城市经济转型，汉正街、古田工业

区、长丰地区都曾存在严重的生态和安全问题，一度

成为城市的痛点。

２０１１年，口区委区政府决心干“三件大事”：
搬迁改造汉正街传统市场、关停搬迁化工企业、改造

“城中村”，立志把口建设成现代商贸强区、美丽

生态新区。

随着“三件大事”的推进，口发生了脱胎换骨

的变化。

如今走进口，只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块

块绿地生机盎然，处处可以感受到新经济、新生态的

活力。

在汉正街，４３家传统市场关闭搬迁，１５万商户
外迁，大商务、大商业、大总部为特色的汉正街·武

汉中央服务区雏形初显。

在古田，９９家化工企业生产环节全部关停搬
迁，土壤生态修复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推进。

在长丰，清退村湾内“三合一”作坊万余家，“城

中村”改造累计完成拆迁总量的８９％。
对腾退出来的土地，口区以“国内一流、中部

唯一”为标杆招商引资。７５个重大项目先后落地，
投资总额约２２７５亿元。

投资３５亿元的瑞典宜家、投资１２亿元的红星
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均已开业，在口西部形成新

的商业中心。投资１５１亿元的武汉恒隆广场、投资
９４亿元的时代新世界、投资３０亿元的凯德古田广
场、投资３６亿元的招商江湾国际、投资３５亿元的海
尔国际广场正在加紧建设……

今年１至８月，口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增幅
４５３％，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 ３２７％，均居
武汉市各城区第一。

在腾笼换鸟的同时，口大手笔进行生态建设。

近两年，搬迁汉江江滩６５家砂石场和占滩企业，建
设１４５千米汉江湾绿带；腾退三环线周边近３３３３

公顷土地，支持建设１０千米张公堤城市森林带、１３２
万平方米园博园口展区；打造以生态湿地为特色

的竹叶海公园、张毕湖公园，面积均超过千亩。除

“两带三园”锁定生态大格局外，还新建街头游园和

小森林１７个，藏绿于民。全区公共绿地从２０１１年
２４７万平方米，增至２０１５年６６２万平方米，人均面
积从４４８平方米，增至１２５平方米，在武汉中心城
区的排名，也由第七位跃居前列。

监测显示，今年１月至８月，口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平均浓度每立方米９４微克，比２０１５年同期下
降２１７％，降幅居武汉各城区第一。区内２个湖泊
竹叶海、张毕湖水质明显好转，从之前劣 Ｖ类好转
为Ⅳ类，达到功能区类别标准。

口，正以商贸强区、生态新城的崭新面貌出现

在大众视野。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００３　来源：《湖北日报》）

古田飞出一群“不死鸟”

（记者　卢平川　汪　洋）

一批建立于５０年前的传统制造企业，在老工业
基地搬迁改造中，没有“关门、清算、走人”，而是破

茧成蝶，转型升级，越活越好。武汉口古田工业区

的这一奇迹，被称为“古田现象”，受到国家发改委

等高度肯定。

口区经信委昨日公布，古田工业区搬迁改造

的１０１户企业中，有５１家焕发生机。其中，远大医
药公司年利税超过４亿元，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公司
（简称武汉二线）年利税达１８亿元，１０多家公司跃
升全省行业龙头。

古田工业区面积５８平方千米，是华中工业文
明的重要发源地，新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就诞生

在这里。高峰时期，这里曾有２２０家工业企业。经
过本世纪初的改制，剩有百余家，其中９９家为化工
企业，大多装备落后、效益低下。由于安全和污染问

题突出，２００８年，武汉市决定对其实施整体搬迁。
口区没有“一搬了之”。对技术含量低、环境

污染重的３０家小化工企业，就地关停淘汰；对有一
定前途的２０家中小企业，引导到其他工业区集聚发
展；对具有市场优势的企业，则支持其留驻总部，只

将生产环节外迁异地、改造升级。

·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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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历时近８年，目前基本完成。远大医药、武
汉二线、航天电工、力诺双虎等企业留驻总部，并新

建营销和研发中心，带动１００多家工业服务企业在
口集聚。利用腾退的空间，口引进店联网、酒仙

网等电商企业２００多家。今年１至９月，口财政
收入增长２６％，增幅名列武汉各城区第二。

口区原经贸委主任叶和平分析，“古田现象”

之所以出现，原因有三：

———搬迁之前和搬迁过程中，一批企业彻底改

制，产权清晰、机制灵活，积累了良好的经营团队和

产品，具有发展的内生动力。

———通过土地级差地租，这些企业获得发展资

金，有能力异地建厂房、购设备、引进新技术。

———地方政府提供良好服务，为企业平稳过渡、

持续发展营造了有利环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汪海粟认为，武汉“一

五”至“三五”时期建立的工业企业，大多数已经凋

零。古田这批“不死鸟”能够焕发生机，堪称创举。

“从全省、全国范围来看，老工业基地改造需要腾笼

换鸟，但引进‘新鸟’，‘老鸟’怎么办？‘古田现象’

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趟出了一条新路。”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１０６来源：《湖北日报》）

“减法”做出“乘数效应”

（卢平川　汪　洋　杨　丽）

在宏观经济学中，投资乘数效应是指一笔初

始投资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使经济总量成

倍增加。

２０１１年，武汉口老工业基地搬迁正如火如
荼。本报一位资深记者在“走基层”采访活动中来

到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坦承：“别的城区都在热火

朝天做‘加法’，大规模招商引资，而我们主要在做

‘减法’，将—大批企业搬出去。”

２００８年至今，两届区委区政府接力，历时近 ８
年，口基本完成古田工业区搬迁改造。

“低着头向前走，闻着臭气到口。”这是多年

前人们对口的形象定位。如今，这一状况已大

为改观。武汉市环保局监测显示，１月 １日至 １０
月３１日，口区空气质量测点 ＰＭ１０均值浓度同
比下降 ２３５％，改善程度全市排名第一。ＰＭ２５

均值浓度５０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１８０％，中心
城区排名第二。

远大医药、武汉二线、航天电工等一批“不死

鸟”焕发生机，带动１００多家工业服务企业聚集，加
之引进２００多家电商企业，口经济成功转型升级。
今年前三季度，口财政收入同比增长２６％，增幅
居武汉各城区第二。

在改善生态的同时，口成功避免了“产业空

心化”陷阱。

“减法做出乘数效应！”这位资深记者点赞。

一场势在必行的搬迁

古田老工业区位于汉口西部，东起古田五路，西

至长丰大道和工农路，南临沿河大道，北达南泥湾和

长丰大道，占地５８平方千米。
这里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有过沉沦和衰落。

它是华中重要的轻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初

期，先后布局武汉制氨厂、制药厂、内燃机厂、柴油机

厂等百余家“武”字头企业，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台手

扶拖拉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聚集２２０家工
业企业，培育出火箭股份、力诺双虎两家上市公司。

德国专家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成为

全国企业管理的样板。

世纪之交，古田地区和其他老工业基地一样，大

批企业机制僵化、厂房破旧、设备老化、工艺落后、效

益滑坡，陷入困境。新世纪初，口区对工业企业进

行全面改制。一大批企业通过“双退”（即国有资本

退出控股地位、职工退出国企身份），实现体制机制

根本变革。但是，由于缺钱，这批改制企业大多只能

维持生存，技改和发展力不从心。

随着城市发展，古田工业区危险化学品的生产、

储运、销售安全隐患加剧。许多企业的车间与职工

宿舍仅一墙之隔，稍有不慎就会失火甚至爆炸。

一些企业排放的气体臭气熏天，居民投诉不断。

２００７年底，古田工业区有１００多家工业企业，
其中 ９９家为化工企业，每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１５００吨，占全区排放总量的９５％以上。这些化工企
业位于宗关水厂取水口上游１０００米范围内，一旦发
生污染事故，将直接危及汉口２００万人饮水安全。

为破解安全和污染难题，２００８年，武汉市委市
政府决定，古田工业区全部搬迁。

·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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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不“一搬了之”

在国内，曾有多个老工业区的搬迁，对老企业的

做法无外乎“六字诀”：关门、清算、走人。即将老企

业破产，资产清算，工人“买断”回家。

口区区长景新华认为：老企业固然有一部分

需要淘汰，但也有相当部分是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下

来的“宝贝”，应该予以保护和支持。如果对所有老

企业“一搬了之”，中心城区就可能产业空心化，变

成“睡城”“死城”。

该区成立搬迁改造指挥部，以常务副区长苏海

峰为指挥长，将搬迁企业主要分为三类，因厂施策。

———对技术含量低、环境污染重、安全保障差的

小型化工企业，实行就地淘汰。因无法稳定达标排

放、安全卫生防护距离不符合要求，３０家小化工企
业关停。

———对有一定规模和发展前景的企业，协调外

迁至工业园内安置。经协调，２０家中小型企业迁至
潜江、应城等地化工园区集聚发展。

———对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的龙头企业，引导它

们在外地建生产基地、对设备和工艺改造升级，营销

和研发中心留驻口。

远大医药公司在原料药领域一直处于国内领先

地位。按生产功能，该公司生产基地一分为三：原料

产品迁往阳新县富池镇，眼科产品搬到武汉经济开

发区，其他制剂布局东西湖区金银湖生态工业园；武

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是省内规模最大的电线电

缆企业，搬迁过程中，在东西湖区建立占地近１３３３
公顷的新产业基地。

通过搬迁，这些企业装备升级，产能得到释放。

为利用中心城区的市场和信息等优势，这些公司将

总部留驻口，继续发展壮大。

土地置换破解资金难题

上百家企业搬迁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

巨额资金。

钱从哪里来？

据介绍，此前早就有企业试图通过搬迁拓宽

发展空间，但因无法解决资金问题，不得不动用流

动资金甚至举债，结果搬迁完成之日，就是失掉市

场之时。

为解决古田工业区搬迁改造资金瓶颈，武汉

市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土地增值收益全

额返还、企业异地建厂税费减免、设立新兴产业

扶持资金、基础设施建设以市为主等。口区成

立土地储备事务中心和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通过土地收储，采取信托融资、社会融资、质押贷

款等模式，融资４１亿元，专款用于企业搬迁和居
民拆迁。

口区国资公司总经理宋小涛介绍，在资金使

用上，政府采取分期支付补偿款方法，将补偿总额阶

段性分拨，与企业异地购地、厂房新建、设备购置等

节点相衔接，让资金效益最大化。通过融资和土地

开发滚动推进，全面完成企业搬迁。

搬迁企业通过土地级差地租获得搬迁建设资

金，进行技术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武汉有机实业公

司获得政府提供的４８亿元收储资金，在武汉化工
新区购置土地，空间扩大近一倍。购置３套世界一
流装备，工艺跃升国内一流；武汉无机盐公司得到３
亿元土地增值收益，得以异地技改，产品跃入高新技

术水平。

有情操作为民解忧

古田工业区搬迁，涉及约 ４万产业工人、８０００
户家庭。他们一方面忍受着生产带来的污染，曾有

万余人联名致信市政府，要求启动搬迁；另一方面，

又习惯就近上班的各种便利，担心搬迁后就业、就

医、就学和住房等问题。

人往哪里去？

搬迁专班搭建政府、企业、职工三方对话平台，

主动了解群众诉求，积极化解难题。

对愿意随企业外迁的职工，政府部门与企业

协商调整新厂建设方案，新增单身职工宿舍和夫

妻房，协调安排交通车接送，２３００余职工随迁上
岗；依托引进的民营、三资企业，安置２３８００余人；
转岗社区服务４５５０人，退休５９００余人，通过优惠
政策扶持灵活就业３３９０人，政府提供公益岗位安
置５０余人。

经政府部门协调，企业将自管房所占房产比例，

全部让利给职工。通过社区公议、街道审核，政府对

特困户每户给予２万元困难补助。政府部门通过优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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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拆迁政策，增大保底户安置房源面积。搬迁片区

内２１１２户居民乔迁新居，户均居住面积由原来３０
平方米，增加到７０平方米。

对不愿和不能随企业外迁的职工，社保部门在

武汉首次出台化工企业个性化退休政策，解决千余

名职工安置问题。

由于依法依规有情操作，自拆迁启动至今，古田

工业区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搬迁企业轻装上

阵，平稳实现转型升级。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１０７来源：《湖北日报》）

“古田现象”勾起百年老店梦

（本报评论员　李思辉）

本报昨日报道，武汉口古田工业区，一批传统

制造企业在搬迁改造中，破茧成蝶，越活越好。仔细

研究我们会发现，这些企业中，就有远大医药、力诺

双虎涂料等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老牌企业。

远大医药创建于１９３９年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前
身为八路军卫生材料厂，７０多年的文化积淀，铸就
了“红色药企”的金字招牌；力诺双虎涂料，始建于

１９２８年，是武汉乃至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在
湖北的企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面对转型升级

的挑战，面对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现实，这些老企业

不仅没有垮掉，反而越发充满生机，令人欣喜。只要

营商环境优良，中国老企业也具有强韧的生命力，也

有条件涌出更多的“百年老店”。

之所以看重“百年老店”，是因为它既是企业家

的梦想，也是一个国家工业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志。

德国、日本工业发达，它们的百年企业也格外多。日

本是世界上拥有长寿企业最多的国家，超过１５０年
历史的企业多达２万家，这其中包括建于公元５７８
年的建筑企业“金刚组”、建于公元７０５年的“西山
温泉庆云馆”等等，它们的寿命都在１０００年以上。
而在中国，最古老的企业是肇始于１５３８年的六必
居，再加上张小泉、陈李济、广州同仁堂以及王老吉，

现存的超过１５０年历史的老店仅５家。
为什么我们的长寿企业这么少？历史上朝代更

迭、杀戮征伐的频繁阻断是一个方面；相当长的一段

时期，人们对企业重要性的认识极度匮乏，没有意识

到呵护企业成长、打造百年老店、千年老店金字招牌

的重要性，是另一个方面。改革开放带来思想的巨

大解放，正是因为我们逐渐看到企业的市场主体地

位，看到品牌作为一种国家和民族竞争力的巨大价

值，通过一系列深化改革，才拥有了华为、小米、京东

等一大批“风口”上的公司。这些中国企业与苹果、

亚马逊等国际大鳄展开全球竞争，展现了中国经济

的强劲发展动力。

古田工业区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一块小小

切片，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全国２４个老工业区搬迁试
点之一，输出“古田模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它在政策上给予企业更多自主权，让企业能够在改

制过程中获得内生动力，在搬迁过程中让企业获得

可观的土地收益用于提档升级，在日常管理中，政府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整体营商效率。政策条件

好、外部环境优、内生动力足，老企业就不会“一搬

即死”，老品牌就能越擦越亮。

今日中国，平均每天新登记的企业超过４万户，
创业创新热情高涨。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结构调

整过程中，我们既要鼓励新企业不断涌现、注入活

力，也要悉心呵护老企业，促其“凤凰涅?”，成为百

年老店、长寿品牌。“古田现象”勾起百年老店的梦

想，这个梦想属于满怀憧憬的企业家，属于创业创新

的土地，更属于每一个渴望国家富强的追梦人。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１０７　来源：《湖北日报》）

远大医药：搬迁实现“三级跳”

（记者　卢平川　汪　洋）

２０１４年７月，远大医药公司（简称远大医药）与
口区搬迁改造指挥部完成土地移交，成为古田工

业区第一个将生产工厂完全迁出的化工企业。

土地移交后，远大医药并没有挥手作别，而是将

总部留在口。

近日，在汉口月湖桥头的武汉城市广场写字楼

里，我们见到远大医药董事长谢国范。

谢国范今年６４岁，从１９９４年起担任这家企业
的负责人。他十分自豪地说：“通过搬迁改造，我们

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技术和产品升级、实施企业并

购，实现了‘三级跳’。目前在口的空间就是这

１３６５平方米写字楼，但去年上交的税收就有 ２０１
亿元。放在１０多年甚至６年前，这是我做梦都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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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

曾是无人愿接的“弃儿”

远大医药的前身是武汉制药厂，１９３９年创建于
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上世纪末，与许多传统国企一样，武汉制药厂出

现了严重亏损。为了搞活企业，武汉制药厂先后进

行内部承包、职工入股、聘请职业经理人等，但由于

机制不活，还是走到了倒闭边缘。

２０００年，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将武汉制药厂
作为全市首批国企改制试点单位，率先进行“两退”

（即国有资本退出控股地位、职工退出全民身份）。

尽管机制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没有现金流，企业发展

仍然困难。当时，国家政策规定，所有制药企业必须

进行ＧＭＰ（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改造，否则失去
生产资格。为了弄到 ＧＭＰ改造的４０００万元，谢国
范找遍所有银行，没有一家愿贷款。找到几家有钱

的企业，人家一看资产情况，发现所谓净资产大多为

应收账款，都没了后话。“当时，我们这家 ２０００多
人的企业，被别人视为病入膏肓的弃儿。”

２００２年底，总部在北京的民营企业远大集团作
为战略投资者，出资６０００万元，收购全部２０００万元
的职工股，投资４０００万元进行ＧＭＰ改造，企业获得
了生存机会。

搬迁带来转型机会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９年间，远大医药一直在古田工
业区维持性的发展，主要生产原料药。２０１０年，企
业销售收入 ６１６２７万元，净利润 ２６８６万元，税收
５１６８万元。

当年１１月，武汉市政府一纸文件，要求它将全
部生产环节搬迁至三环以外。“对这次搬迁，我开

始也心里没底。”谢国范说，早在１９９１年，企业曾有
一个安乃近产品改造项目，仅将生产线从公司前门

搬至后门，就花了８５００万元，搬迁结束后发现有缺
陷，又花两年时间、投资３０００万元，生产线才恢复正
常运行。“整体搬迁涉及所有生产车间和全体员

工，所需资金是一笔大数字，靠我们企业积累肯定不

可能。”

远大医药在古田地区有将近２０公顷土地，政府
决定出资８５５亿元收储，作为企业搬迁建设资金，

并承诺协助解决职工安置等相关问题。

经过认真研究，远大医药管理层决定不搞“平

移”式搬迁，而将公司产品分门别类，按贴近原料产

地和主要市场的原则，分别建立３个生产基地。原
料产品生产迁到阳新富池镇，投资９亿元，建立占地
１０６６７公顷的医药工业园；眼科产品生产迁到武汉
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１５亿元，建设占地４公顷的
远大天天明眼科用药基地。其他制剂生产迁到东西

湖区金银湖生态工业园，投资 ５亿元，建立占地
７７７公顷的远大医药基本药物技改项目。

利用搬迁改造资金，远大并购德国凯德诺、北京

九和、天津晶明、武大弘元、武汉科诺等上下游企业，

迄今旗下拥有２家分公司、８家全资子公司、９家控
股子公司。企业版图已逐步扩展全国乃至国际。

２０１５年，远大医药实现销售收入 ２４４８亿元，
净利润２２９亿元，从全国化学工业排名１００名以外
进位至第３８位。

政府支持如影随形

“搬迁成功，离不开资金，更离不开政府的支

持。”谢国范深有感触地说。

据介绍，搬迁启动时，远大医药在职与退休职工

总数近５０００人。不少退休职工认为土地增值了，要
求补偿；许多职工担心企业迁往外地，自己的工作和

生活会受到影响。

口区政府主动出面，组织２０多次座谈会，与
退休职工进行多层次广范围沟通，倾听员工诉求。

企业决定拿出近千万元，对离退休职工予以抚慰，赢

得他们理解。

针对部分职工不愿离汉工作问题，政府部门和

企业协商调整新厂建设方案，新增单身职工宿舍和

夫妻房，多次带领职工代表赴阳新查看新厂建设工

地、生产车间、职工生活区建设情况。决定安排６台
交通车每周两次往返接送轮班工人。最终，２８０多
名员工同意到富池厂区工作。

远大医药平稳实现了转型升级。目前，公司正在

募集产业投资发展基金，争取实现每年２至３个项目
的收购目标。谢国范信心满满：“今年销售收入可超

３０亿元。在‘十三五’末，公司将实现７０亿元的年销
售目标，远大医药将走得更远，做得更大！”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１０８　来源：《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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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二线”：脱胎换骨美丽蝶变

（记者　卢平川　汪　洋　通讯员　陈　凯）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简称武汉二线）

新生产基地位于东西湖新沟，靠近汉川市，占地

１２２公顷，从２０１４年３月开始建设，今年１月全部
投产。

新旧生产基地的过渡花了３年时间。期间，武
汉二线产值每年增加近 １亿元，效益仍平稳增长。
公司去年销售１６亿元，净利润８０００多万元，在口
区缴税７０００多万元，在东西湖区缴税３０００多万元，
两地政府皆大欢喜。

新旧基地之间约有１小时车程，今年６４岁的董
事长冯强还是保持着老习惯：只要不出差，工作日肯

定在８时３０分前赶到车间。
昨日，谈起公司的未来，这位１９９４年就担任厂

长的企业家仍充满激情：“我们公司通过这次搬迁，

淘汰了全部落后产能，空间扩大６倍，更新９０％的
装备，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未来五年，我们年销

售收入要保２０亿元，争３０亿元。”

改制凝聚人心

武汉二线的前身为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成立

于１９５８年。１９９７年，与其他１３０多家武汉市属中
小企业一起，划转口区管理。当时，年销售收入

２７００万元，与众多被划转的国有中小企业一样效益
低下，在生死线上挣扎。如今，其他企业均已销号，

而武汉二线却越做越大。

谈起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原因，冯强列举了加强

技术创新、重视产品质量、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等，

还特别谈到改制，“通过改制，我们企业产权明晰，

有了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

１９９８年，武汉二线改制为股份合作制，职工自
愿入股，入股是股东，不入股仍然是职工，而不是

“买断工龄”让职工走人。这与当时国有和集体企

业改制的通常做法大相径庭。这次改制，９５％的职
工自愿入股，无一名职工下岗；２００５年，武汉二线改
制为有限责任公司，９８％的职工自愿改变身份，变成
合同制职工，把补偿部分变成股份投入新公司。

两次改制，明晰了产权，武汉二线步入发展快车

道。２００９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公司逆
市而上，收购一家食品加工企业，投资近亿元进行技

术改造。２０１１年，公司销售额超过１２亿元，排名全
国电线行业民用线产销规模第一。

搬迁升级产能

武汉二线在解放大道２号的原址仅有２公顷土
地，尽管后来在市区新建了两处车间，但空间仍显逼

仄。２０１３年，口区政府要求武汉二线搬迁，公司
迎来产业扩张的机会。

在搬迁中，公司淘汰了全部落后设备，投入５亿
元进行技术改造，生产设备实现智能化。

电线车间主任李军介绍，装备先进的１３模铝大
拉机，在生产过程中边拉丝边退火，节省三分之一用

电，效率比老设备提高３００％。由于采用新型水性
拉丝液，工作环境干净整洁。

电缆车间党支部书记熊爱文介绍，以前原材料

送到工厂门口，需要工人先搬上板车，运到车间，再

由工人搬上机台，一个工序完工再搬到另一个机台。

现在，原材料送到厂门口，直接用电动叉车起吊到货

车上，货车运到车间指定存放区域，再通过遥控起吊

到机台上操作，整个过程基本不需要人工。

辐照车间是新增加的，专门生产新产品———辐

照交联低烟无卤电线电缆。这种产品不易燃烧，即

使燃烧也只产生少量烟雾。目前，武汉轨道交通建

设大量采用这种新型电缆。

总部留驻口

对于这个年利税１８亿元的成长性企业，各地
争相招纳，但武汉二线始终决定将总部、营销窗口和

研发中心留驻口。

公司党委书记郑明安解释：“二线的‘飞鹤’品

牌是在古田做起来的，消费者一直认定这个品牌在

口。口是中心城区，市场信息量大，生活方便，

有利于招聘研发人才。从历史和发展来说，企业都

离不开口，我们要把根留在这里。”

冯强认为，企业发展离不开成长环境。“口

重视企业和企业家。当年我们从市属划为区管，心

理上落差很大，但很快发现，在区里，政府对企业的

支持还大一些。有事想见区委书记和区长，他们从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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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拒绝。为企业的事，书记和区长经常陪着一起跑

省和市直部门。在口，政府部门没有吃卡拿要，对

企业总是热情服务。他们总是说，你们养活了这么

多人，缴了这么多税，应该得到尊重和服务。”

搬迁完成后，生产地址发生变化，根据生产许可

证实施细则要求需重新申请换证。今年８月，武汉
二线在换证过程中遇到问题，口区政府部门主动

协调，出具相关证明，使得公司新生产许可证顺利办

理，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运行。冯强深有感触地说：

“二线能够可持续发展，得益于政府营造的良好环

境，我们愿意将总部留在口，以回报这里对我们的

厚爱！”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１０９　来源：《湖北日报》）

“武汉有机”：坚守实业

（记者　卢平川　汪　洋）

“古田工业区经过几轮大浪淘沙，存活下来的企

业大多具有竞争力。这次搬迁，我们的装备和工艺更

加精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不惧怕任何对手。”

１０月１３日，在武汉化工新区，我们见到武汉有
机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武汉有机）董事长邹晓虹，他穿

着与工人一样的制服，外表十分朴素，语气透出坚韧。

邹晓虹今年５７岁，从武汉化工学校毕业后就在
这家公司工作，在经历种种艰难和起伏后，对企业前

途仍充满信心。

命运多舛的企业

武汉有机诞生于１９４６年，长期是口利税大户。
它是食品级及药品级苯甲酸、苯甲酸钠国家标

准起草、制订单位。从上世纪９０年代起，其主导产
品市场占有率均居国内第一、世界前列，可口可乐、

宝洁、强生、拜尔、巴斯夫等１０多个跨国公司将其列
为长期供应商。

它也是一家命运多舛的企业。在国有股一股独

大的情况下，武汉有机曾多次受到行政干预。１９９５
年７月，在一次“劫富济贫”式的“拉郎配”中，政府
部门强令其收购破产企业武汉化工原料厂；１９９８年
底，为帮助一家上市公司取得配股资格，上级突然决

定将其并入该上市公司。

２００３年９月，作为“靓女先嫁”的范例，武汉有

机管理层贷款出资８１８８万元，购买该公司全部国有
股，取得对企业的控股权，开启了全国中小国企改制

的“破冰之旅”。

改制成功，实现政企分开，但也让有机管理层

背上了沉重债务，加上职工有 １０００万股要求变
现，企业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资金严重不足，发

展受到影响。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山东力诺集团出资收购，取得控
股权。

一席话打动高层

２０１１年，当武汉市政府要求武汉有机搬迁到三
环以外时，力诺集团高层有过多次讨论。当时，集团

发展重点是太阳能项目，需要大笔投资。

武汉有机在古田占地１１３３公顷，政府提供补
偿款４８亿元。如果“关门、清算、走人”，力诺可拿
走４亿多元，投到太阳能项目；如果搬迁重建，不仅
拿不走这４８亿元，还要追加投资购买新设备，因为
原有设备只能当废品卖掉。

武汉有机众多职工当然不希望公司关门，反复

劝说力诺高层。力诺董事长审慎地问道：“我们为

何要继续投资？”

邹晓虹拿出一份当年的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榜单，
指着前面一排说：“你看，排在前面的沃尔玛、宝洁、

可口可乐，都是与百姓消费密切相关的。无论时局

如何变化，老百姓总要衣食住行，与百姓消费相关的

产业最长久。我们的产品是为这些５００强配套的，
虽然不是高科技，也没有暴利，但是发展平稳，可以

稳定地为政府缴税，解决百姓就业，无论经济好坏，

可以永远存在下去。”

力诺董事长点头，同意搬迁建新厂。

新厂于２０１２年底动工，占地２３３３公顷，投资
５３亿元。

装备工艺“高大上”

异地重建，武汉有机设备、工艺焕然一新：

新上苯甲酸全自动连续化生产设备，投入能源

回收装置，节能环保。

新上苯甲酸生产装置———单套装置年产能１０
万吨，世界最大。

新上１５万吨的球状苯甲酸钠连续造粒装置，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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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

新上采用苯甲酸生产下游产品苯甲腈的连续装

置，世界首套。

管道运输辐射全厂，７０％的蒸气可循环利用；生
产过程实现自动化，危险岗位全部实现机械操作。

更重要的是，老厂周边都是居民区，车间与住宅

犬牙交错，感觉整天坐在火山口。现在，工业园周边

有很长的隔离带，安全等级大为提高。

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建设污水处理厂，彻底解决了污
水问题。

去年７月，武汉有机在化工园区投产，老客户前
来参观，纷纷称赞：“鸟枪换炮！”

转型升级正当时

武汉有机一直注重研发，拥有２１项发明专利，
储备了利用回收苯甲酸氧化高沸物制备苯甲酸甲酯

的方法、亚丙烯双乙酯的合成方法等新技术。以往，

苦于没有空间和新工艺，一直难以变现。

搬新厂，有了先进的装备和工艺作为竞争利器，

武汉有机职工的信心更足了。

在从老厂搬至新厂的３年期间，武汉有机效益
稳步上升。２０１３年，武汉有机利润总额达２４１５万
元，２０１４年利润总额达３８０３万元，２０１５年尽管停产
２个月，但利润总额达６１１８万元。

新厂与老厂相距１个多小时车程，较之以往，上
下班有些不便，但多数职工仍赶到新厂继续工作，班

组长以上的管理干部无一人离职。

目前，公司积极筹建湖北省精细化工新材料研

究中心，将从事食品添加剂、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

体等系列产品的研发和应用。邹晓虹说：“我们的

目标是，布局全球市场，巩固行业中的统治地位，带

领全省精细化工行业参与全球化竞争。”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１１０　来源：《湖北日报》）

双虎涂料：擦亮老品牌

（记者　汪　洋　卢平川
通讯员　王志东）

搬迁，对武汉双虎涂料公司（简称双虎涂料）来

说，不算首次。７８年前，这家老牌企业曾因抗战迁
至重庆，战后又迁回武汉。

从口古田搬到武汉化工新区，已经一年多，双

虎涂料有哪些变化？近日，我们来到武汉化工新区

力诺产业园。

一进大门，几栋古朴、别致的建筑映入眼帘，这

是新厂配套所需的食堂、综合楼以及研发中心等。

高耸的厂房、塔楼和管道间，不时可见绿色的植

被、流动的水景。各条生产线正加紧生产，但听不到

机器轰鸣，看不见浓烟滚滚，也闻不到刺鼻气味。

新厂仍处于恢复性生产阶段，但今年销售收入

突破２５亿元已成定局，将超过往年２亿元的最高
峰。“双虎是承载城市记忆的老品牌，我们要重振

旗鼓，再创辉煌！”公司现任总经理苗俊杰是８５后，
如今重任在肩。

市场认可的老牌子

双虎涂料的前身，是“建华制漆厂”，１９２８年由
民族资本家林圣凯在汉口创立，商标先叫“飞熊”，

后来改为“双虎”。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公私合营、

社会主义改造、国企上市等，曾入选全国重点保护品

牌、中国涂料行业最具竞争力十强等。１９９２年，在
全国大型企业中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１９９６年在沪
市挂牌交易，成为中国涂料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但是，由于收购企业热衷资本炒作，无心经营实

业，导致生产经营混乱，双虎涂料一度沉沦。

２００１年，山东力诺集团并购重组，改为民营。
由于在资本市场元气大伤，此后多年一直不温不火，

勉强维持。

去年３月至７月搬迁改造期间，双虎涂料老厂
停产，新厂接不上，生产断档导致短期缺货，不法商

家趁虚而入，盗用双虎品牌制假售假。双虎涂料经

销商由以前８０多家，一度降至４０多家。
今年以来，双虎涂料生产经营恢复正常，经销商

重新回升到 ６０多家，“说明市场还是认可这个牌
子。”苗俊杰说。

设备自动化智能化

老厂面积不到百亩，在岗职工８００多人，新厂面
积扩大至１２４公顷，几乎是原来的两倍，人员反而
减少三分之一，仅５５０人左右，这得益于生产设备自
动化、智能化。

双虎涂料生产总监付雯莉说，建新厂花了３８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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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完全按现代化标准建设，生产全封闭，各车间

之间密闭式管道，就是原材料、半成品输送的渠道。

全封闭生产不仅大幅降低安全风险、原材料损耗、污

染物排放，也提升产品精细化程度，更具竞争力。

监测显示：双虎涂料搬迁改造后，生产效率提高

３倍，温控误差在０５℃以内，能耗下降３０％。采用
管道输送，降低粉尘排放９５％以上；通过活性炭吸
附，降低废气排放９０％以上；通过综合利用工业余
热，实现污水零排放……

双虎涂料树脂分厂控制室内，身穿蓝色工作服

的工人端坐电脑屏幕前，紧盯生产线上平稳变化的

数据。“现在跟坐办公室没什么两样。”２６岁的金楚
胜来自麻城，大学毕业后进入双虎涂料，曾在古田老

厂上班。他说，老厂生产线瓶瓶罐罐多，需要１００多
个工人；新厂生产线有１２００多个阀门，通过电脑控
制，５个人足够。一天２４小时不间断生产，三班倒
仅需十几个人。

记者看到，从原材料进厂入库到成品出库，全部

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即使是产品堆放，只要轻点鼠

标，设备都会自动抓取。

“百年老店”重拾荣光

龚邦利已经８５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担任双虎
涂料厂厂长，如今身体仍然硬朗，“当年厂里有一幅

对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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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叹，这样一个有历史积淀

的民族品牌，一定要做成“百年老店”。

重拾荣光，关键要苦练内功———找准市场定位，

提高产品质量。

去年１０月，在双虎涂料新厂区召开的防护涂料
技术及发展趋势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高性能、环

境友好型涂料是未来发展趋势，双虎也迈开转型发

展的步伐。

过去擅长做油性涂料产品，现在要尝试高性能、

水性涂料；过去主要做家装，现在要迈向工装……

黄鹤楼、鹦鹉洲大桥、武汉火车站等地标建筑，

三峡工程、京沪高铁等大型工程以及西安大雁塔、嵩

山少林寺等全国知名景点，都曾使用双虎涂料。如

今，双虎涂料开始为神龙公司、东风日产、重汽集团

配套生产汽车涂料。

苗俊杰表示，涂料行业国际大品牌较多，竞争激

烈，市场也趋于饱和，但涂料行业有一定的销售半

径，本土企业仍有发展空间，“未来将围绕汽车涂

料、工业涂料等核心主业精耕细作，重点推出各种环

保型产品，打造全国涂料生产龙头企业。”

目前，双虎涂料已完成武汉、上海研发中心建

设，海外研发中心正积极筹建中。从古田走出的这

头“华中虎”，正在积蓄力量，开始新的腾跃。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１１２　来源：《湖北日报》）

武汉无机盐：跃入蓝海

（记者　汪　洋　卢平川）

如果把整个市场想象成海洋，这个海洋由红色

海洋和蓝色海洋组成。“红海”是竞争极端激烈的

市场，“蓝海”则是崭新的领域，企业凭借其创新能

力获得更快增长和更高利润。

通过搬迁改造，武汉无机盐化工有限公司（简

称武汉无机盐）甩掉众多竞争对手，由“红海”跃入

“蓝海”。

“１至９月销售收入突破８亿元，全年将突破１０
亿元。”１０月下旬，我们来到位于武汉化工新区的武
汉无机盐新厂，董事长聂治平颇为自豪。

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５年，该公司年销售收入一直徘
徊在５亿元左右。今年是搬迁改造后正常生产的第
一年，公司产销、利税和职工收入都成倍增长，还吸

引了部分武钢职工前来就业。

２０多年前就想搬

武汉无机盐的前身是武汉无机盐厂，１９５２年建
于口古田，占地面积９３３公顷。１９５５年，它是武
汉唯一一家制氧厂，为武汉长江大桥供应钢材切割

氧气。长江大桥建成后，转向磷化工，到上世纪８０
年代末期，主打产品一直是三聚磷酸钠（洗衣粉的

主要原料）。

２００３年，非典肆虐，为保障各地消毒水供应，公
司日夜满负荷生产。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葛昌志回

忆：“当时门外采购的队伍排成长队。”

这种情景只是昙花一现。市场经济大潮中，无

机盐厂受传统国企体制影响，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走到破产边缘。

２００５年，在无人收购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东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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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西凑，出资买下无机盐厂，改制为民营股份公司，

１１００多人的企业骤减至６００余人。
改制后，人浮于事等问题得到解决，企业慢慢有

了活力。但因为缺钱，无法彻底技改，产品难以升级

换代；地处中心城区，发展空间受限，生产规模上不

去；设备老化，各种安全、环保问题随之而来……

聂治平介绍，早在２０年前，无机盐厂就曾酝酿
搬迁。改制以后，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和迫切。

卧薪尝胆创新品

新厂一度选址左岭，２０１１年９月支付了订金，
因政府规划调整，左岭成为光谷未来科技城的一部

分，不适宜建化工厂。经口区政府协调，改至武汉

化工新区，２０１３年７月在一片鱼塘上开建。
在准备搬迁的同时，该厂挤出资金开发新产品。

磷酸盐系列产品一般分为三个类别：工业级，用

于金属表面处理、合成洗涤剂等领域，这是低端产

品；食品级，用于纯净水、饮料、肉类加工等领域，这

是中端产品；电子级，则用于电器元件等领域，属于

高端产品。各个类别对纯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允

许的杂质从工业级的百分之几，到食品级的百万分

之几，再到电子级的万亿分之几。

长期以来，该公司一直生产工业级磷酸盐，与宜

昌兴发集团等企业竞争。由于没有靠近磷矿产地的

资源优势，该公司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只能苦苦挣扎。

２００８年开始，该公司集结技术力量，研发功能
性新材料。通过多年攻关，成功研制出动力电池正

极材料所需的磷酸铵盐产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打

开了市场。

２０１０年前后，研制出某跨国公司需要的液晶级
磷酸，杂质仅十亿万分之几，跨入准电子级行列。一

家跨国公司买走这种产品，加工成电子级磷化工产

品，然后再卖回中国，价值翻了数倍。“我们也要上

这种生产线！”聂治平暗下决心。

进军“中高端”

２０１５年４月，经过３年多建设，新厂一期项目
建成投产。

通过腾退土地获得补偿款，再加上贷款，该公司

投资６亿元，生产设备、工艺技术、环保设施等全面
提档升级。

有了金刚钻，敢揽瓷器活。

葛昌志说，公司搬迁改造不是简单的异地复制，

而是实现三大转变，即：由普通大宗型磷酸盐产品向

精细化、功能化、专用化磷酸盐产品转变；由传统工

业级产品，向食品级、电子级产品转变；由单一无机

盐产品向有机、无机磷酸盐产品并存转变。

目前，公司已拥有年产１５万吨中高端精细磷化
工产品的生产能力，形成电子级为先导，食品级为主

力，工业级、饲料级为补充的格局。今年已经完成的

８亿元销售收入中，八成以上由食品级磷化工产品
挣得。娃哈哈纯净水、金龙鱼油、双汇冷鲜肉、华润

啤酒的各种产品里，都有了该厂生产的食品添加剂。

葛昌志介绍，公司将尽快启动二期工程，计划用

３至５年时间，达到年产２５万吨精细磷化工品的生
产能力，争取年销售收入达到３０亿元，成为华中重
要的精细磷化工品生产基地。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１１３来源：《湖北日报》）

航天电工：主动搬迁

（记者　汪　洋　卢平川）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航天电工）是古

田工业区最后一家决定搬迁的工业企业。今年 ３
月，公司与口区政府签订协议，启动整体搬迁。

按照规划，航天电工将位于古田一路的老厂

区土地腾退，生产线分别搬往沌口和蔡甸。目前

新厂已完成征地和设计，预计明年年初开工，年底

建成投产。

航天电工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九研究

院，２０１５年销售收入３５亿元。上月，“神舟十一号”
发射升空，该公司生产的军工导线，用在传感器、连

接器等火箭控制部件的关键环节，相关技术性能指

标已超过进口产品。

与其他企业不同，航天电工是主动提出搬迁。

总经理高义琼说：“此举是为了抢占先机，打造百亿

集团。”

一度成为资本“玩物”

航天电工的前身，是武汉电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始建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８６年，公司率先实施股
份制改革，１９９５年在上交所挂牌，成为武汉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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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上市工业企业，也是我国线缆行业第一家境内

上市公司。

尽管上市了，但由于体制、机制没有改变，公司

反而走了弯路。

１９９６年，投资４５００万元引进技改项目，由于不
能配套，致使资金完全沉淀。这笔“失误”的投资，

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一半以上。

此后，航天电工经历几次股权转让，控股公司热

衷资本炒作，“包装一番就转手套现，厂里流动资金

枯竭，每个月都要筹钱发工资。”老职工张昌秋说。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成为第一大
股东。当年，企业销售收入只有７０００万元。

原班人马自我拯救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接手不久，公司经营一度不

见起色，总部高层曾有意向让企业关门。时任副总

经理的高义琼坚持认为，不是干不好，而是没干对。

在他的反复请求下，总部决定由他带领原来的管理

团队接着干。

上任后，高义琼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铲除管理松

懈、效率低下等弊端，引入竞争、淘汰和激励机制，还

花大价钱上马几条先进生产线。

公司迅速走出低谷。２０００年，完成销售收入
２２亿元。２００５年，这一数字改写为５５亿元，上缴
税收１１００万元；２００８年飙升至７６亿元，上缴税收
２０９６万元。

２００８年，公司投资１３亿元对原址进行技术改
造，新增重点设备４９台套。投产后，产品用于国内
多个重点大型工程，出口美、德、法等２０多个国家和
地区。古田厂区销售收入飙升至１５亿元。

主动搬迁拓展空间

近年来，航天电工一直平稳增长，销售收入每年

增长１５％，利润增长１０％。
但新的发展瓶颈很快出现。

一是产能受限。古田生产基地仅１０２７公顷，
只能承载１５亿元的产值。二是运力受阻。公司年
货运量达１３万吨左右，由于２０１３年武汉三环内禁
货，原材料以及产品运输成为难题。加上噪声等污

染对附近居民区有一定影响，投诉不断。

高义琼说，公司“十三五”期间要打造百亿集

团，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另拓发展空间。

为此，航天电工主动提出，投资４７５亿元，将古
田生产基地搬迁至蔡甸和沌口。蔡甸基地占地１２
公顷，沌口基地占地１３３３公顷。

搬迁后，新基地将主要生产类似技术含量高、利

润空间大的新产品，重点研发新型高端绝缘材料、

２２０千伏以上超高压智能电缆以及铜合金铁路用接
触网导线等。

把更多总部引到口

听说航天电工要搬迁，许多地方前来招商，有

的开出诱人条件。航天电工始终决定将总部留在

口。

高义琼说：口具有交通、信息、人才等优势，特

别是政府部门真心服务企业，为公司发展创造了良

好环境。

他举例道：２００９年，公司计划研发新材料，区政
府在财力困难的情况下给予资助，帮助建立湖北电

工铝合金材料工程研究中心。公司门前道路既狭窄

又无路灯，区政府实地调研，拨付资金，打通古田一

路南段的交通瓶颈。

除了自己留驻总部，航天电工还现身说法，帮助

口引进一批研发机构。去年９月，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第九研究院与口区签约，将上市公司航天电

子总部迁驻口，航天物联网研究院在口设立分

支机构。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１１５　来源：《湖北日报》）

改革和创新造就“不死鸟”

———关于“古田现象”的几点思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汪海粟）

在改制十余年后，“双虎”“有机”“无机盐”还

在，“飞鹤”“远大”“航天电工”还行。

湖北日报《关注“古田现象”》系列报道表明，

２００８年以来，武汉市口区在实施古田工业区整体
搬迁的同时，实现了地方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和财政

收入持续增长的双重目标，进而成为２０年前国企改
革“武汉模式”的升级版，成为全国老工业基地搬迁

改造的成功样本。

作为武汉国企改制过程的观察者，我认为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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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值得深入分析。

一、企业改制是主业不亡的前提

“古田现象”表明，产权制度与核心资源的微观

协同至关重要。

这些企业大多是世纪之交武汉国企改革的标志

性企业，双虎和武汉电缆的上市重组，远大医药的混

合所有、武汉二线的股份合作，以及武汉有机的管理

层收购，都是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广泛影响的典

型案例。改革使这些企业具备了按市场配置资源的

机制和能力，管理团队、技术工人、生产资质和专利

商标等核心资源得以持续。

虽然双虎和武汉电缆前期发展不尽人意，但公

司上市为通过资本市场重组创造了条件，具有了柳

暗花明的可能；虽然远大医药受空间条件制约，但民

营企业的机制使之有了应对激烈竞争的活力；虽然

武汉二线面临股份制与合作制难以兼容的困境，但

职工以转换身份的补偿金入股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问

题，也有了二次创业的激情；虽然武汉有机的管理层

收购至今仍存异议，但该项改革发挥了激励和约束

企业核心人员的作用。

正是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调动了

关键人员和技术工人的积极性，于是以冯强、谢国

范、邹晓虹、聂治平和高义琼为代表的企业负责人，

有了实现梦想和展现才华的机会。

应该讲，当年武汉数以千计的地方国企，有相当

部分具有核心资源，但许多企业未能通过产权改革

和身份补偿实现凤凰涅?，究其原因：一是未能构建

可持续的内在发展机制；二是掌握企业核心资源的

关键人员大量流失；三是未能找到走出困境的应急

资金。

二、政策创新是企业崛起的基础

在古田工业区开始整体搬迁的２００８年，这些企
业大致具备了下述特征：产权制度实现以“国退民

进”为主的多元化改革；业务定位于有市场需求和

比较优势的竞争性制造业；治理体系赋予原企业的

管理团队足够的决策权；发展后劲受制于环保政策、

厂区空间和资金来源。所以，尽管企业还在，品牌还

在，但发展速度和绩效不尽人意。

整体搬迁使这些企业迎来了焕发生机的机会。

从系列报道中，我们看到这些企业把握机会实现了

巨变：一是技术装备的升级换代，如武汉二线投入生

产设备实现智能化，武汉无机盐形成年产１５万吨中
高端精细磷化工产品的能力，双虎涂料生产效率提

高３倍；二是扩大厂区面积，如远大医药在阳新富池
建立占地１６００亩（１０６６７公顷）的医药工业园；三
是提高环境保护水平，如武汉有机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建
设污水处理厂，彻底解决污水问题；四是经营业绩均

出现跳跃式增长；五是部分企业具备跨国和跨区域

发展的能力。

上述变化主要基于口区政府有能力通过土地

收储，采取信托融资、社会融资、质押贷款等模式，融

资４１亿元，专款用于企业搬迁和居民拆迁。
近年来，口经济迅速发展，基础设施根本改

善，环境质量大幅提高，地方政府可支配的以土地

使用权为代表的存量国有资产出现巨额增值，政

府土地融资能力得到市场认可。同时，政府运用

国有资产引导和扶持企业搬迁，促进产业结构的

调整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奠定了税收长期增长的

基础。

当然，武汉市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包括土地增值

收益全额返还、企业异地建厂税费减免、设立新兴产

业扶持资金在内的系列扶持政策也至关重要。

可以说，正是城市发展与国资功能的有序互动，

使上述企业完成了从“不亡”到“崛起”的质变。

三、有必要重新认识两个问题

第一，有必要重新认识国有中小企业的管理层

收购和职工持股现象。在关注“古田现象”系列报

道中，有多家企业实施了职工持股或管理层收购，这

种改革模式在当时曾引起重大争议。我们追踪研究

发现，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员工是企业培养和个人

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有人以各种原因离开

企业，带走企业潜在和隐形资源创立新企业，这种现

象很难避免。在改制过程中，为实现企业的持续健

康发展，将企业部分股权无偿和低价转让给管理层

和职工，既是对该类人员因历史贡献分割企业无形

资产的认可，又是企业未来支配该类人力资本必须

给付的代价。如果通过体制和机制变革促成企业经

营绩效重大改善，由此增加的上交税收则可实现国

有资产的增值。

第二，有必要重新认识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和

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近４０年，口区
国有企业越来越少，而政府可支配国有资产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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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这一事实表明，至少在区一级政府，竞争性

领域中国有中小企业的减少，不仅减少政府应对

亏损企业的支出，而且也涵养可增值的国有资源。

政府在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少了，而可以支配的用

于公共产品的国有资产多了。由此可以看出，国

有资产是国家服务社会、稳定政治和调控经济所

占有的各类资源，其本质是非营利。国有资产的

资本化是国有资产有序退出盈利性组织的前提条

件。国有资本的资产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将是

政府国有资产运行的常态，口区政府在古田工

业区整体搬迁中的国有资产运营中科学应对上述

两种变化，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１１８　来源：《湖北日报》）

老树发新芽　古田再出发
———“古田现象”座谈会发言摘录

（记者　汪　洋
通讯员　杨　丽　柳　中　整理）

一批建立于５０年前的传统制造企业，在老工业
基地搬迁改造中，没有“关门、清算、走人”，而是破

茧成蝶，转型升级，越活越好。本报历时两个月采

访，于本月６日至１８日推出《关注“古田现象”》系
列报道，聚焦武汉市口区老工业区转型升级，在社

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湖北省发改委等单位派出

专班前往口，实地了解“古田现象”。国内某著名

企业也与口区接洽，认为“古田现象”报道中提到

的“不死鸟”，均为历史较长的中小企业，能够发展

到今天，都可圈可点、值得总结。

１１月２４日，本报与口区委、区政府联合召开
“古田现象”座谈会，来自省政府参事室、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省发改委、武汉市改革办、口区委区政

府的专家、干部以及搬迁企业代表踊跃发言。

古田，站在再出发的新起点，蓄势待发！

“古田现象”的价值与意义

“古田模式”是转型升级的样本

省委决策支持顾问、省政府参事　梁亚莉

现实总是最好的教科书。武汉口区老工业基

地搬迁改造的“古田模式”，为我们提供了转型升级

的鲜活经验。

第一，企业因循守旧则死，因时求变则存。无论

曾经多么优势的企业，都不可能一成不变辉煌到底。

时代变了，如不能及时推进产业升级和体制变革，就

必然陷入沉沦。“古田现象”是困境中的企业绝地

求变、创新升级、重获生机的典型路径。这对于步入

“新常态”的今天尤其具有警示意义。目前“旧产业

体系”全面过剩，旧动能全面衰竭，意味着全面产业

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下决心转型升级，才能赢得

新的活力。一味沉溺于旧动能的惯性，只能步步走

向沉沦。

第二，实现跨区域的价值链分工，是企业、产业

乃至城市、区域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

趋势。“古田现象”的一个关键词，是“搬迁改造”。

这折射出按价值链分工的趋势：“人往高处走，水往

低处流”。对要素成本敏感的制造环节，总是倾向

于向成本更低的地方流动和集聚；而以人才为主要

要素的研发创新和营销服务等价值链两端，则总是

倾向于首先在大城市集聚。这就形成了企业和产业

在价值链上的“区域分工”：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和

企业总部留在武汉，而制造基地，则流向周边的成本

洼地，不同的地方聚焦于自身优势深化分工，又融为

一体，结果企业活了，产业兴了，地方更形成了全新

的动能。

“不死鸟”存活，因为团队还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汪海粟

“古田现象”中的这些企业，通常是地方名牌产

品的生产企业，假如没有几十年沉淀形成的品牌形

象、核心团队，即使活下来，也只是空壳。它们能够

存活的很大原因，在于核心团队还在，这些人是企业

的无形资产。

搬迁过程中，每家企业都获得了一定数额的补

偿资金，口区充分研究政策法规，把握发展大势，

通过顶层设计，让沉淀的国有资产有效流动，成为增

量国有资产，使企业有了创收能力，从而发展壮大、

独步天下，并且把总部留在口。

在“古田现象”中，多家企业实施了职工持股或

管理层收购，这种改革模式在当时曾引起重大争议。

我们跟踪研究发现，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员工是企

业培养和个人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改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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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将企业部分股权无

偿或低价转让给管理层和职工，既是对该类人员因

历史贡献分割企业无形资产的认可，又是企业未来

支配该类人力资本必须给付的代价。如果通过体制

和机制变革促成企业经营绩效重大改善，由此增加

的税收则可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

古田搬迁改造走在全国前列

省发改委工业处调研员　黄　培

２０１１年底开始，国家发改委着手研究全国老工
业基地改造规划。ＡＡＡ经过争取，武汉市口区纳
入规划。我省一同纳入规划的，还有宜昌、襄阳、荆

州、荆门、十堰、黄石６座城市。
跟省内、国内诸多城市不一样，口位于武汉中

心城区，传统工业企业搬迁后，腾退的土地原则上不

再搞工业，有其特殊性，因此成为全国首批５个试点
之一。

古田老工业区的改造，不仅仅是老工业企业的

搬迁，还要实现整个产业、生态、体制机制，乃至城市

功能的转型。国外称之为“城市再造”，是一个区域

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几年，古田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真抓实干，在全

国走在前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国家发改委内

部，流传着“北有哈达湾（注：属吉林市），南有口”

的说法。

希望古田老工业基地改造在全省、全国发挥示

范效应！

“古田现象”是激动人心的变革

武汉市改革办处长　李　斌

口正在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在古田地区形成

特有的经济现象———“古田现象”，这是非常激动人

心的变革。

老工业区改造是个难题。国外如英国曼彻斯

特、德国鲁尔、法国洛林，国内如沈阳铁西、上海杨

浦，均走出了不同的路径。

城市新区几乎是一张白纸，可以很好地描绘出

最新、最美的图案，老工业区的改造不同于城市新区

建设，是在已经布局过的基础上，在一张涂画过的草

稿纸上，再画一张图，难度更大，全国都在试点。

十多年前，古田地区汉正街都市工业园的发展

模式，曾引起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的高度关注。他

指出：“这一做法把改革、发展、就业、环境有机结

合，体现了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一

个创举。坚持下去，对全省、全国都有指导意义。”

老工业区改造是系统工程，中共口区委、区人

民政府有总体安排、专班运作，工作推进环环相扣。

老工业区改造是深刻的革命，也是持续的运动。

国外老工业区改造持续３０年乃至更长时间，上海杨
浦区１９９９年启动改造，历经四轮，完成了从工业区，
向知识创新区的转变。口古田工业区历经两轮改

造，还在推进中。

“不死鸟”的心声

严禁拿地建房有远见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国范

远大医药搬迁改造主要有三个方式：平移式搬

迁、嫁接式搬迁、发展式搬迁。通过重组、搬迁、并

购，从原来一家曾发不出工资的老国企，变身为民营

医药集团，企业版图已逐步扩展至全国乃至国际。

２０１５年，销售收入２４亿元，净利润２２９亿元，缴税
２０１亿元。

搬迁之初，口区委区政府就高起点规划，有一

条规定是，严禁搬迁企业自己拿地搞房地产。正是

这一富有远见的规划，让整个改造更加全面彻底。

当时我们也想自己拿地，如果走了这条路，精力可能

就不在主业上。况且当时并没有启动资金，资金链

迟早会断掉，搬迁也将陷入困境。

搬迁的成功，也离不开安全稳定的环境。当时的

远大医药，在职、退休职工总数近５０００人，职工宿舍
也有８００多户，稍有不慎，就会触发群体性事件。
口区魄力很大，工作也很细致，成立工作专班，入户家

访，开会协商甚至直接对话，积极与员工沟通，广泛征

求意见，为公司正常生产、顺利搬迁提供稳定的环境。

搬迁改造三方共赢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　强

搬迁前，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品牌名气

大，但是生产条件差，厂区狭窄，受政府规划控制，不

能改扩建，职工形容企业是“四老”，即厂房老、设备

老、产品老、机制老。每逢销售旺季，常常出现断货，

遇到国家重点项目如农村电网、城市电网改造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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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底气不足，担心用户到公司考察，从而影响承接

大项目，期盼早日搬迁，扩大规模。

这次搬迁改造，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在

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我们在东西湖获地１３３３公
顷，投资６亿元建新厂，添置新设备，原来不能做的，
现在可以做了。今年１月至１０月，完成工业总产值
８２２亿元，同比去年增长 ２０％以上，在口缴税
４０００万元。

通过搬迁改造，我们把企业总部留在口古田

地区，把生产加工基地搬迁到东西湖，发挥两个不同

区域优势在企业的集中配置，实现企业、总部所在区

域、生产所在区域三方共赢、皆大欢喜的局面。

沉寂多年　再创辉煌
武汉有机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　旭

按武汉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三环线内化工企业

全部整体搬迁，虽有太多不舍，但我们坚决服从大

局，将使用氯气的甲苯氯化系列产品搬迁到湖北潜

江，位于江汉油田盐化工总厂隔壁，通过管道输送主

要原料氯气，消除了安全隐患。甲苯氧化系列和精

细化工系列搬迁到武汉化工新区，与８０万吨乙烯进
行上下游配套。

回顾搬迁历程，口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极大

支持。当时我们在化工新区购地建设新厂，由于交地

时间一拖再拖，配套供电设施也迟迟不能到位，严重影

响搬迁进度。口区有关部门走出口，三番五次来

到化工新区，积极沟通协调，最终解决问题。

搬到化工新区后，公司装备、技术、工艺均达到

国际一流，能生产出全球客户所需不同版本标准的

产品。目前，公司正在谋划化工新区甲苯氧化装置

二期扩产项目，在潜江的甲苯氯化系列产品也在实

施二期、三期扩容。项目完成后，产品品质将继续提

升，武汉有机沉寂多年后，将再创辉煌。

搬迁是一次“凤凰涅?”

武汉双虎涂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苗俊杰

２０１５年８月，双虎涂料整体搬迁至武汉化工新
区，这次搬迁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厂址变更，更是

一次凤凰涅?式的转型升级，装备水平、智能化水

平、技术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部分领域甚至迈入了

国际领先行列。目前，绿色、低碳、环保可持续型工

业园区已经建成，预计月底举行正式投产仪式。

当然我们心中仍有不舍，我们７０％的员工仍在
口生活。口的每一条街道，曾经工厂里忙碌的

身影仍然历历在目。

根据力诺集团的战略部署，双虎涂料将在中部

武汉、东部上海、北部济南分别建设涂料生产基地，

将复制武汉园区的成功经验，形成三足鼎立辐射全

国的发展模式。还将在美国设立研发中心，进一步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口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地处长江经济带长江、

汉江交汇处，我们愿意寻找机会再次融入口，为

口区的发展再添动能。

简单复制没有出路

武汉无机盐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聂治平

很多企业一搬就死，是没有对接好市场，搬迁

中把市场搞丢了。无机盐公司搬迁，不仅无缝对

接原有市场，而且也新开发了产品，为将来发展做

足了储备。

搬迁改造既是城市扩容和功能提升的需要，也

是企业内在发展的需求。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第一，

根据化工企业特点，只有进入规范的园区，才能实现

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第二，如果只是

简单复制，没有出路，甚至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困

难。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制定了公司发展战略的

三个转变，即：由普通大宗型磷酸盐产品向精细化、

功能化、专用化磷酸盐产品转变；由传统工业级产

品，向食品级、电子级产品转变；由单一无机磷酸盐

产品，向有机、无机产品并存转变。

以前欧盟客户派人来看，走到生产车间门口，转

身就跑了，原因是生产线味道太重，不敢往里走。现

在来了，一看生产线，全部自动化，还上了机器人，个

个竖起大拇指，订单也跑不掉。

在口感受到尊重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义琼

跟所有的国企一样，我们遇到过许多问题和困

难：上市之前，公司资不抵债，没有钱发工资，连电

脑、电扇都没有；包装上市后，形式上市了，但内部体

制机制跟不上，职工身份改变了，观念没有变。民营

控股公司热衷于资本炒作，包装一番就转手套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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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流动资金枯竭。好在口有非常好的工业基础、

工业文化、工业氛围，区委区政府以及各级部门也有

天然的工业情结，提供保姆式服务。

现在，航天电工规模增长每年１５％，利润增长
每年１０％，滚雪球般发展壮大。此次搬迁改造中，
将最大限度调整产业结构、资产结构、人员结构，在

口古田地区打造航天科技华中总部。

论硬件、区位，口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为什

么愿意留驻总部？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立业之地，让

人怀念；在这里，企业几次转危为机，让人感恩；在这

里，我们做事受到尊重，也充满自信。

古田蜕变为汉江湾

“古田现象”下篇更值得期待

口区区长　景新华

年艰难的搬迁改造历程中，涌现了有很多感人

的人和事，确实值得回味。《湖北日报》将其归结为

“古田现象”，令人振奋。

从企业的角度，搬迁企业之所以叫“不死鸟”，

是以改革、改制为基础，这个工作很早就启动了，最

终实现“双退”（即国有资本退出控股地位、职工退

出国企身份）。改革、改制后，又不断创新、转型升

级，凤凰涅?。

从社会的角度，搬迁企业职工得到妥善安置，整

个过程都是政府主导、兜底，不论是以前的、在岗的

以及继续上岗的职工，都解决得很好，确保了稳定。

企业通过搬迁实现新发展，又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

同样承担了社会责任。

从政府的角度，搬迁改造围绕企业的需求，统筹

安排，在最后的关停阶段，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尽量

避免影响市场对接。

目前，“古田现象”只是完成了上篇，下篇会更

艰难，也更具有挑战性，但是更值得期待。

刚刚闭幕的区党代会提出，未来的汉江湾地区，

将打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

融合、转型发展的示范区。

搬迁改造中，腾退了大批土地，资金压力也很大，

但是我们并没有“一卖了之”，而是将重点放在产业谋

划上。根据规划，这个区域将主打工业服务业，成为

区域性的工业服务业聚集地。最近，很多高品质开发

商前来洽谈，我们有一个原则，必须把产业说清楚，必

须符合汉江湾地区产业布局，说不清楚免谈。

汉江湾，更值得期待！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１２９　来源：《湖北日报》）

锐意转型聚力跨越
口变身商贸新城演绎生态回归

（本版撰文　记　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杨　丽　柳　中　唐若飞）

区域发展篇

宜家家居、宜家荟聚、红星美凯龙三家商业巨头

齐聚口西部。与以往商圈不同，这里既是购物的天

堂，也是武汉首个“商业＋生态”的购物公园。核心区
周围，竹叶海公园、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张毕湖公园

环绕，还有园博园和汉江绿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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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五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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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从口西部无论是沿解放大道一路东行，

还是沿沿河大道向东走去，沿途之变化，并非“变

化”两字所能形容。这些变化得益于五年来，口

全区上下锐意转型、聚力跨越，埋头苦干、克难攻坚，

才使口脱胎换骨、凤凰涅?，变身商贸新城，演绎

生态回归。

２０１１年以来，面对发展、生态、安全之困，口
区牢牢扭住转型发展主题，举全区之力深入推进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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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功

能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

丽生态口。

经过五年的克难攻坚、砥砺奋进，三件大事取得

突破性进展，城区面貌焕然一新，各项事业全面进

步，口的发展打开了光明的通道。更重要的是，找

到了一条顺应时代要求、引领口进步的转型发展

之路，孕育了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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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口时代精神。敢

于迎着困难上，从最薄弱的环节最突出的问题抓起，

从不动摇、从不懈怠，造就了干事创业的干部队伍，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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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科学高效的工作推进机制，形成了轰轰烈烈

干事、实实在在出活的工作作风。

五年筚路蓝缕，五年波澜壮阔。回首五年，口

的每一个变化，都来自一步步扎实工作。

面向未来，口进入极其关键、大有可为、构建

格局的时期。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

念”，以转型、创新、升级为主题，深入推进三件大

事，着力打造汉正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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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发展现代商贸、工业服务、健康服务三大产业，率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

态口，全力打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生产、生态、生

活“三生融合”、转型发展示范区。

经济转型发展示范之城

“十二五”时期，是口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

五年。该区牢牢扭住转型发展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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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经济转型发展示范之城。

五年来，三件大事取得突破性进展。汉正街４３
家传统市场关闭搬迁，完成征收拆迁８０万平方米，占
汉正街征收总量的５３％，投资９３亿元的复地汉正街
项目加快推进，汉口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整体迁移，

保寿恢复历史原貌，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

迈出实质性步伐。９９家化工企业生产环节全部关停
搬迁，圆满完成４万余名企业职工安置、２１１２户居民
拆迁和５０万平方米厂房拆除，土壤修复、基础设施建
设同步推进，凯德古田广场、招商江湾国际、海尔国际

广场等项目加快建设，口彻底告别化工时代。１３
个城中村１２个基本实现整村拆除，累计拆除旧村湾
６００万平方米，占拆迁总量的９０％，还建房开竣工２４９
万平方米，６５００户村民喜迁新居，长丰地区面貌发生
根本变化。古田地区正在加紧规划建设以新经济、新

生活为主题的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

对三件大事腾挪出的宝贵空间，以严格的产业

标准和生态标准选大商、择好商，大力引进能够引领

特大中心城市现代、时尚、文明的生活方式、工作方

式、消费模式，增强城市功能的重大项目。“十二

五”期间，招商引资、实际利用外资、“三旧”改造征

收拆迁累计达到８５３８亿元、１８６亿美元、９６４万平
方米，分别为“十一五”时期的 ２５倍、３７倍、２４
倍；“十二五”期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５４７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３９２亿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３９亿
元，分别为２０１０年的１７８倍、２０５倍、２７８倍。预
计今年税收过千万元、过亿元企业分别达到１００家、
２０家，是２０１０年的１８倍、５倍。今年１至１０月，
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增幅、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增幅双双位列全市第一。７５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超
过２２５５亿元，带动传统产业向以现代商贸、电子商
务、总部经济为特色的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

宜居宜业的都市生态之城

面对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全市摆尾，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环境欠账较多的切肤之痛，口区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下定决心补齐生态环境短板。

“两带三园”锁定口生态大格局，搬迁汉江江

滩６５家砂石场、占滩企事业单位，腾退三环线周边
近３３３３３公顷土地，建设１４５千米的汉江湾绿带、
１０千米的张公堤城市森林带、１３２万平方米的园博
园、１０６万平方米的张毕湖公园、７９万平方米的竹叶
海公园。街头小游园让群众享受身边的绿化，规划

建设绿地、绿道、街头游园，新建街头游园和小森林

１７个、绿化面积３６万平方米，居民群众在家门口即
可触摸绿色、享受生活。

全区公共绿地面积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０７万平方米
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６６２万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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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企业搬迁和大规模绿化建设从根本上改善

了口的空气环境质量。今年１至８月，口可吸
入颗粒物ＰＭ１０平均浓度每立方米９４微克，比２０１５
年同期下降２１７％，降幅居武汉各城区第一。区内
２个湖泊竹叶海、张毕湖水质明显好转，从之前劣 Ｖ
类好转为Ⅳ类，达到功能区类别标准。

普惠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

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守住底线，补齐短板，突出重点，打造

亮点，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享受到转型发展带来的

生活品质的变化。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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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短板，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２０１１年以
来民生领域累计投入１１３亿元，年均增长２２％。建
立健全针对低保、低保边缘户、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生

活救助、医疗救助的有效办法，建设保障性住房

３１７万套，落实２００９年以来所有廉租房申请家庭
和人均面积不足８平方米困难家庭的住房。始终把
安全作为口天大的事，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失职追责，下大力气解决安全问题，汉正街５３家省、
市、区消防隐患挂牌单位摘牌，长丰地区累计拆除违

法建设１０８万平方米，清退 １万余家“三合一”作
坊，关闭１００多家黑幼儿园、黑网吧、黑诊所，没有发
生亡人火灾事故。换届以来，没有发生重大公共安

全事故，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突出品质，高标准打造公共服务示范区。立足

高标准，在西部地区集中建设新一职教中心、区福利

院养老中心、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区群众文化活动

中心和汉江湾全民健身中心等五大中心，民生阵地

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城

建累计投资１３０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４倍，长
江大道、长丰大道高架、古田桥、园博大道、南泥湾大

道等３７项路桥工程建成通车，“八纵八横”路网框
架基本形成。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新改建幼儿园１３
所、中小学５所，建成武汉四中博学教育园，成功举
办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规划建设汉江湾
国际教育园。大力开展“幸福口·乐在汉江”文

化惠民活动，让群众享受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数读

经济

———３项国家级改革试点：
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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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

三项国家级改革试点任务。

———倍数增长：

“十二五”期间，招商引资、实际利用外资、出口

创汇跻身中心城区前列，分别为“十一五”时期的

２５倍、３７倍、２４倍。
“十二五”期末，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分别为２０１０年的１７８倍、
２０５倍、２７８倍。

预计今年税收过千万元、过亿元企业分别达到

１００家、２０家，是２０１０年的１８倍、５倍。
今年１—１０月，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增幅、地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幅双双位列全市第一。

———７５个重大项目：
７５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超过 ２２５５亿元。“三

旧”改造累计征收拆迁 ９６４万平方米、实现供地
２３５３３公顷。引进投资３０亿元以上的重大服务业
项目９个，其中香港新世界、恒隆地产等知名企业在
我区投资均超过１００亿元。宜家荟聚、红星美凯龙
等８７个项目实现开竣工，越秀财富中心、葛洲坝总
部大楼等一批高品质商务楼宇投入运营。

民生

———６６２万平方米：
汉江湾体育公园、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正式开

放，园博园、张毕湖、竹叶海３个超千亩公园陆续建
成，“两带三园”生态格局基本形成。全区公共绿地

面积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０７万平方米增加到６６２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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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中心：

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群众文化活动中心、社会

福利养老中心、全民健身中心、新一职教中心等项目

相继建成运营。

———１８所学校：
新改建幼儿园１３所、中小学５所，建成博学教

育园，成功举办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３７条路桥：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超过１３０亿元。加快推
进轨道交通建设，长江大道、长丰大道高架、古田桥、

园博大道、南泥湾大道等３７条路桥建成通车，区域
内基本形成“八纵八横”路网框架。

———３１７万套：
建成保障性住房３１７万套。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２０８来源：《长江日报》）

云端寻梦结硕果

———武汉市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纪实

这是一堂别开生面的数学课。武汉市口区

崇仁路小学的师生都带着耳麦，人手一个平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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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课堂问答，小组交流，都在圈定的小范围内进

行。李雪芳老师像导游一样带着学生畅游“云

端”、翻转课堂，学生们如自由游弋的小鱼，热烈讨

论《密铺》一课中“为什么长方形、正方形能密铺？

圆形不能密铺呢？”孩子们出彩的观点还会收到教

师的“大拇指”。

这种跨越时空的信息化教学方式，在湖北省武

汉市已成常态，成为促进当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有效途径。“作为教育信息化建设专项试点城市，

近些年我们不忘初心，云端筑梦，武汉教育信息化建

设驶入发展快车道。”武汉市教育系统负责人说。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国家教育部门批准武汉市成为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规模化应用专项试点城

市。近四年来，武汉市教育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国家

教育部门、湖北省教育部门的具体部署要求，以“三

通两平台”建设为基础，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

质量为目标，把云环境下师生的需求作为推进教育

信息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政府主导、应用驱

动、机制创新”的原则，不断将教育信息化建设引向

深入，积极构建云教育新生态，武汉教育现代化建设

结出累累硕果。

政府主导，多措并举让教育赢在“未来”

１１月２１日，星期一，早上７时３０分，武汉市汉
口辅仁小学的校园里，老师们正沉浸在清晨的“云

端”。大家打开手机，“汉口辅仁教师群”弹出了消

息，老师们期待的“专属频道”———“诗意清晨”“热

点思考”“在线教研”……

从“笔尖”到“指尖”，老师们很享受这样安静而

高效的早晨。上班伊始，教育云平台便给每位老师

推送了两条新消息：一条是“Ｈ”形教师课程选修单；
一条是教师体检套餐信息收集表。大家根据自己的

兴趣和需求，点击选修课程，选择体检套餐，回首弹

指间完成了两件事项。

这样漫步“云端”的清晨，仅是武汉市近年来

大力推进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战略的小

小缩影。

２０１０年，国家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指出：“信息
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

视。”２０１２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出台，同年１１月，武汉市获批成为教育部
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规模化应用专项试点

城市。

“加快推进教育云试点，构建武汉云教育新生

态，以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实现武汉教育

的跨越式、优质化、可持续发展，是实现武汉教育

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选择。”武汉市教育部门

领导说。

跻身“云端”后，如何推进教育云试点工作在本

地“落地生根”？武汉市的具体做法是：以政府为主

导，自上而下做好顶层设计，并打出“组合拳”统筹

推进教育云试点工作，抢抓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战略

制高点。

在武汉市政府部门层面，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多

次亲自过问教育云试点工作，市相关领导定期跟踪、

听取汇报，“把脉”问题并“对症下药”，确保信息化

建设顺利进行。

同时，武汉市政府部门还印发《武汉教育云示

范工程实施方案》，为教育云试点工作厘清了时间

表和路线图。武汉市教育部门印发《武汉市基础教

育信息化“十二五”规划及实施方案》《关于全市中

小学校“三通工程”建设与应用的实施意见》，为推

进教育云建设“护航”，提供政策保障和行动指南。

在上级领导的关心指导下，武汉市政府部门成

立了由教育部门、科技部门、财政部门、网信办等组

成的教育云示范工程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武汉市教育部门更是把教育云试点工作列为“一把

手”工程，成立由职能管理部门、业务应用推进部

门、技术支持部门共同参与的教育云试点工作专班，

并由主要领导亲自抓，统筹全市教育云试点工作，指

导区、校抓好具体工作落实。

四年来，在武汉市政府部门主导下，为着力建

设更加完善、更加“智慧”的信息化学习环境，市区

两级政府部门累计投入 ８亿多元，实现教育信息
化基础环境不断“提档升级”。２０１３年，全市１５８
万个中小学班级实现“宽带网络校校通”全覆盖，

并完成１７８间录播教室建设；２０１４年，全市中小学
５８万名专任教师计算机 １∶１配备，２０１５年至
２０１６年，全市投入近２亿元，实现了全市中小学生
计算机７∶１配备。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进教育云试点工作中，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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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采用“政府政策支持，企业参与建设，教育购买服

务”的办法，不断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着力

打造体系完备、资源丰富的武汉教育资源云。目前，

全市中小学学校、全部专任教师、５７％学生开通了空
间，逐步实现“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应用驱动，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无缝对接”

这是一位教师充分利用“武汉教育云”平台激

活学生学习热情，并实现专业发展的故事。

２０１３年暑假，武汉市第十一中学的化学教师戴
勇将以前收集积累的１６２８份教学资源、１６５０篇文
章约３６ＧＢ的“云资源”进行归纳、整理、分类，然后
上传到“武汉教育云”个人工作空间，免费共享给师

生。戴勇说，一些知识和实验教材相对滞后，“信息

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符合时代潮流，缩短了两者的

距离，学生可以直接进入云空间‘充电’‘加餐’，不

仅提高了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也极大地补充了化

学实验教学，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

近年来，为摆脱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两张皮”

的现象，武汉市以“三通两平台”建设为基础，以应

用驱动为杠杆，撬动区域教育优质发展，扎实推进国

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规模化应用专项试

点，在强化应用驱动方面狠下工夫，打造智慧教育，

有效促进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无缝对接”。

狠抓师资队伍信息素养提升，培养数字教师。

“教育信息化首先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资金问题，

关键是观念问题，干部教师的观念决定着教育信息

化推进的程度与水平。”孟晖说，信息化浪潮，武汉

市除了通过会议、研讨和考察等方式帮助教师“洗

脑”外，还积极对其“充电”。近四年来，武汉市教育

部门先后组织管理人员、专任教师、技术人员约６万
人次，围绕教育云平台应用、网络学习空间、数字化

高效课堂等内容，分级分层开展培训。

狠抓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建立数字资源体系。

在强化应用驱动方面，武汉市还十分注重优质教育

资源的空间建设，夯实信息化教育教学基础。在建

设过程中，坚持教学需求导向，主动与教材出版企业

牵手合作，为备课、上课、训练、评价提供易用、实用

的基础性资源，通过研发、购买、聚合等方式，为教师

专业成长和学生个性化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充分

发挥“网络空间人人通”在教学、科研和管理中的作

用。目前，武汉市逐渐开通的“网络空间人人通”应

用平台，不仅成为全市教师专业成长的摇篮、学生个

性化成长的平台，更成为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

“加油站”。

狠抓规模化应用，促进云教育的深层次运用。

为着力构建武汉云教育新生态，武汉市把促进优质

教育资源规模化、常态化、深层次应用作为教育云试

点工作的重中之重。譬如，该市积极组织智慧课堂、

同步课堂、课程社区、名师工作室和探究性学习等五

大应用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和教与学的方式；全面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

师”活动，通过人人上优课、网上晒优课、层层评优

课，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此外，为确保规模化应用落

到实处，武汉市还定期召开现场推进会，典型引路、

推动试点。

狠抓云教育生态构建，助推基础教育创新转型。

武汉市积极探索打造“教育云＋课程”“教育云＋课
堂”“教育云＋教师”“教育云 ＋学生”“教育云 ＋评
价”“教育云＋管理”新生态，在助推基础教育创新
转型发展上成绩显著。

一是探索“教育云＋课程”，丰富课程供给新模
式。“我一天天长大，妈妈一天天老了。她爱唠叨，

爱守在我身边，这都是她的爱。”这是武汉市口区

井冈山小学六二班学生刘雨禾同学在观看了班本微

课“感恩的心”后写下的一段话。

“互联网＋”时代，如何创新传统德育课程？作
为全国信息技术特色学校，井冈山小学依托武汉市

教育云平台，开展“可视化德育”，将班级物理空间

与云空间融合，将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小片段、小问题

以及好人好事拍成“德育微课”，引导学生实现“自

主建设、自我教育、自主发展”，让德育走进了每个

学生心里。

同时，该校对德育微课进行“深度开发”，构建

基于班级云空间的“可视化德育微课程体系”———

班本教育微课程，即依托班级云空间的平台展示互

动功能，呈现基于学生道德生活的序列课题。目前，

该校“名模班主任”团队开发了此类云空间微课程

《暖暖心语》《井小王婆夸童鞋》１８０节，涉及 Ｅ学雅
行、Ｅ行感恩、Ｅ护自理三大类的内容；特色活动微
课程。如，Ｅ辩法制、Ｅ动乐活、Ｅ创魔方；家庭社区
实践微课程，即发挥家长微课程开发和实施的作用，

·５０３·

·附　录·



将学生参与家庭生活、社会实践的表现以文字、图

片、视频等方式可视化呈现。三年来，家长们以“百

家讲堂”为主途径，开发Ｅ赏非遗、Ｅ游环球、Ｅ家实
践等三类微课程１７４节。截至目前，该校德育微课
程已达３００多节。

井冈山小学的“可视化德育”课程探索仅仅是

武汉市推动“教育云 ＋课程”建设迈出的一小步。
为鼓励师生成为课程建设的主体，改变传统的教师

供给单一课程供给方式，武汉市还建设成立了“武

汉中小学名校课程联盟”，实现优质课程资源共建

共享。如，武汉外国语学校的武外在线、英中在线、

外小在线、国际微课等在线教育平台、洪山中学的云

端农场课程、中华路小学率先建立的美术慕课联盟

都是武汉市中小学在云环境下探索特色课程建设的

生动注脚。

二是探索“教育云 ＋课堂”，打造“智慧课堂”。
一堂课４０分钟，老师只讲１０分钟，剩下的３０分钟，
全部由学生“做主”。学生们像开沙龙一样，看课程

相关资料，或看视频或听音乐；也可就疑难问题针锋

相对，互相讨论；还可通过“画鱼”“画蝴蝶”的方式

来梳理思维。武昌三道街小学将这种上课方式称为

“魔方课堂”。

授课老师、三道街小学科研处主任汪贤荣介绍，

之所以将这种课堂教学模式称为“魔方课堂”，就是

围绕魔方的六个面，将课堂目标问题化、课堂资源激

活化、课堂学习自主化、课堂任务合作化、课堂思维

图式化、课堂反馈可视化，达到六因子和谐统一，从

而达到信息化环境下课堂的优质高效。

“三道街小学的‘魔方课堂’很有特色，体现了

‘教育云 ＋课程’带给课堂教学活动的变化和魅
力。”基教部门负责人说，推进教育督导信息化的重

点在于“化”，这不是信息技术与传统课堂的简单叠

加，而是对传统“以教为主”的授课理念、流程的全

面重组和再造。

具体而言，在时间序列上，实现课前、课中、课后

的无缝对接，通过智能化学情分析进行真正意义上

的因材施教、互动学习，有效扩展传统课堂的边界；

在空间序列上，实现线上线下课堂一体化建设，引导

学生基于云技术进行前置性的自主学习，切实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

三是探索“教育云 ＋教师”，追求“智慧教研”。

近日，武昌区梅苑学校的数字教室里，备课组的教师

正各显身手比授课，教学研讨活动如火如荼，这是武

汉市近年开展“一师一优课”赛课活动的序曲。

梅苑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多年来该校

把“数字校园”建设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积极构建

“云端学校”、打造“数字名师”，以引领学校新发展。

云优课、云教研、云群组、云空间……梅苑学校“云

端超市”是该校教师创新应用信息技术的智慧结

晶，更是“数字名师”们成长的足迹。

“悠悠云端，‘生’长云里，‘师’成云中！四年多

来，我校实现了人人录优课、人人用优课、人人变优

师的愿景，近８０名教师被评为全国、省、市、区优秀
教师、骨干教师。”该校负责人介绍道。

目前，武汉市在“武汉教育云”网络平台上开辟

了６１个“名师工作室”网络平台，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助力教师专业发展。同时，武汉市还开设了“课

程社区”和“美在云端”特色社区，一大批中青年优

秀教师通过在个人空间和教育云客户端的“家校

帮”发表原创文章，共享教育教学经验，形成了“常

规教科研网络化，网络教科研常态化”的良好格局，

营造了全市中小学教师“人人建空间，人人用空间”

的良好氛围。

四是探索“教育云 ＋学生”，倡导个性化学习。
前不久，韩家墩小学第二届优秀学生个人空间评选

活动启动，经过学生自荐、班级初评，全校产生了８７
名优秀空间候选人。“我们班张靖煊的个人空间被

推荐到武汉市云平台首页啦！”“我们班的张语函也

登上了首页，粉丝都有１４０个了呢！”“走，这周末就
进空间投票去！”优秀学生空间评选大赛，成为该校

学生课余谈论多的话题之一。

“学生网络学习空间”是“武汉教育云”平台的

一个应用，作为口区教育云试点校的韩家墩小学，

借助以赛促建、以评促建的激励机制，切实提高学生

信息技术素养，并鼓励学生通过完善个人空间建设

展示自我，唤醒学生自我发展潜能，在增进了解中互

相学习、快乐交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近几年，武汉市教育信息化建设迈入快车道。

前不久，该市中小学已全部开通“网络学习空间”。

在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上，学生可通过网络实

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学习。同步课堂、数字化高效课

堂、名师工作室……学生坐在家中，轻点鼠标，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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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视频请名师面对面答疑。

“小空间，也能搭建孩子全面发展的大舞台。

目前，我市中小学已全面实现‘宽带网络校校通’、

初步实现‘优质资源班班通’、逐步实现‘网络学习

空间人人通’。”武汉市教育部门负责人介绍说。

五是探索“教育云 ＋评价”，注重多元化评价。
“我的目标是将属于我的‘云端’成长地图画满我的

个性、我的活动、我的生活、我的所有，让它陪着我一

起长大。”武汉市江汉区红领巾学校学生罗诗瑶说。

云端“成长地图”，是红领巾学校探索教育信息

化成果的一个缩影。在武汉教育云试点工作中，该

校借助网络平台，开辟了学生“成长地图”板块，在

探索中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云端教育综合评价体

系。该体系从“品德发展水平、学业发展水平、身心

发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履行志愿服务职责”等五

个维度对学生日常学习生活进行多元化评价。

２０１６年，该校成长地图开辟了“朋友成长圈”功
能。如今，不少家长和学生习惯将每天的收获和感

想在“成长圈”晒一晒，实现家校实时互动，共同促

进每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教育云正在改变传统教育评价方式，我们基

于教育云、大数据等技术，开展伴随式数据采集和即

时性评价分析，不断实现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并重、

考试评价与综合评价并重，有效推进了学校、教师和

学生的评价创新。”孟晖说。

六是探索“教育云 ＋管理”，提升教育治理水
平。去年，武汉市武昌区数字化高清平安校园系统

正式投入使用，监控系统覆盖全区８３个校区，不仅
实现区校分级管理、重点区域专人监管，而且还制作

了移动监管的ＡＰＰ客户端，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管
理者均可随时随地“远程监控”校园每个角落，发现

问题可通过系统及时指出、下单整改、在线反馈、可

视回访，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和实效。

除了建设校园安全管理系统外，武汉市其他各

区也积极探索“教育云 ＋管理”，将电子政务、校务
管理、师生管理、资产管理等模块有机整合，云端运

行，让管理更加科学、精准、高效。

“武汉教育云平台建设的重点不仅仅在于建

设，而在于应用。”国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编

制专家组组长、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指出，武汉

市教育部门在以网络学习空间提升教育质量、促进

教育公平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更难能可

贵的是，武汉市教育部门从网络学习空间的实际应

用效果出发，把关注焦点放在课程、课堂、教师、学

生、评价和管理等关键环节，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大规

模应用网络学习空间优化教育教学生态的有效途

径，在创新‘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的建设运维模式

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创新机制，构建常态长效的武汉云教育新生态

近日，武汉市教育部门与华中师范大学签署教

育信息化战略合作协议。华中师大将以自身研究团

队和科研成果为基础，推动武汉市教育信息化发展。

目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处于“应用”阶段，下一

步将走进“融合”阶段，重塑教育教学方式，教育环

境、理念、课程体系、评价方式等都会产生大的变革。

华中师大是教育部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战

略合作协议签署后，华中师大将在政策、科研、调研、

指导等方面为武汉市教育部门提供支持，推动该市

教育云应用模式创新与生态体系建构、教育信息化

培训、教育信息化工程项目咨询与绩效评估等。

近年来，为积极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武汉云教

育新生态，武汉市教育部门不断创新机制，全方位打

造教育信息化制度环境和机制保障。２０１３年，武汉
市教育部门先后与天喻公司、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等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２０１６年，华中
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成为武汉市教育部门

推进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合作伙伴，高校、政府、中小

学校和企业不断形成合力，打出“组合拳”，通过协

同创新机制，共同构建未来武汉教育的新生态。

此外，在推动教育云试点工作机制创新中，武汉

市教育部门还建立了统筹调度机制、检查督导机制，

市教育部门牵头半月研究调度一次，教育云专班定

期到区、校检查督导阶段工作，定期通报情况，狠抓

工作落实；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市、区共同分担，终端

建设由市区两级财政负责，网络以区为主购买服务，

平台资源由市统一购买免费提供全市中小学运用；

建立资源创生机制，探索建立内生资源聚合、审查和

保护机制，不断实现共建共享；建立激励表彰机制，

开展教育信息化先进区、数字校园示范校和教育云

试点工作先进单位评选，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情况

与评先、评优、晋级挂钩；建立绩效管理机制，将教育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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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试点工作纳入市、区、校绩效目标管理。

作为武汉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的领导者、参与者

和见证者，徐定斌指出，信息化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模

式，改变了师生的教学思维和教学环境，促进教学方

式与学习方式变革，实现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

学生与学生的有效互动，武汉教育信息化水平整体

得以提升，教育云试点工作已经成为武汉推进教育

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张靓丽名片。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１２４　来源：《中国教育报》）

政府购买服务　学校免费使用
———武汉模式创新加速教育信息化进程

近日，在武汉四中博学礼堂巨大的交互式显示

屏前，几位老师正在热烈讨论教学过程的设计，旁边

的教育技术支撑人员不时给出建议，帮助老师把想

法变成可以借助教学应用软件来实现的具体操作方

案。２５日，教育部２０１６年度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
现场会在这里召开。在武汉市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过程中涌现出的一批优秀老师提前汇

集于此，为大会做准备，力争把亮点展现给来自全国

各地的代表们。

技术人员与教师面对面磨课成为新常态

近年来，武汉市通过采购程序先后购买了天喻

教育的教育云平台和教学助手、家校帮、互动课堂等

应用软件。老师们在使用教育云平台和应用中遇到

问题，或者有新的教学构想需要技术支持时，技术人

员可以随时进行在线指导或入校服务。据了解，武

汉市近年来在教育信息化方面大胆创新工作模式，

“政府购买服务、学校免费使用”就是极具前瞻性的

创新模式之一。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武汉市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规模化应用专项试点城市。教

育信息化作为新生事物，单靠教育内部的力量难以

快速、有效推进，必须引导社会力量，尤其是信息技

术领域企业积极参与。但是，让企业以什么样的方

式参与到教育信息化工作中，如何构建政府、学校、

企业共同推进教育信息化的机制，这在当时并无成

熟经验可供借鉴。

为此，武汉市进行了大胆创新、小心论证。市教

育局邀请了教育部有关专家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共同组成专

家小组，对武汉市教育信息化的购买项目、标准、程

序进行详细调研和严格论证，形成了具体操作方案。

按照该方案，教育局每年对天喻教育所提供的教育

云平台、应用软件的使用效果和服务质量进行逐项

考核，按考核结果定价，再依照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

规定和流程进行采购。在此基础上，技术人员与教

师的互动沟通交流日益加深，两者共同探索信息化

环境下的新教学模式，已成为武汉市推进教育信息

化工作的新常态。

企业参与促进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

近四年来，武汉市、区两级政府共计投入８亿多
元，用于改善信息基础环境和购买平台、资源、软件

和服务。除天喻教育的教育云平台外，武汉市还采

用同样的方式购买了人教社数字资源、网络运营等

服务，基本建成了基于云构架的“三通两平台”，促

进了教育创新转型，加快了武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资料显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学校免费使用”这

一模式，武汉市１５５１０个班级、８３３４３名教师、１００万
名学生开通了空间，６１位市级名师、１００多位区级名
师在武汉教育云平台上开通了“名师工作室”，近

２９万名中小学教师可以利用“教学助手”软件开展
教学，近３万名教师开通了在线作业服务。

模式创新调动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了教

师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水平，激发了新的教育生产

力，促进了教育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在１０
月底举办的“２０１６全国新技术支持下的个性化学
习”高峰研讨和成果展示活动中，武汉市共有５７人
获得一等奖，６３人获得二等奖。推进教育信息化，
既需要技术的革新，也需要模式的创新。武汉市的

积极探索，从实践层面证明了这一方式的科学性和

可行性，提供了具有推广价值和可操作性的新经验。

（发布时间：２０１６１１２５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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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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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资 料

人 口 状 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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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４６２０ ２６１７３３ ２６２８８７ ５１８３９９ ６２２１ －

易家街 １２３７７ ６６２２ ５７５５ １１１３７ １２４０ －

古田街 ６５０２９ ３２６７５ ３２３５４ ６４８５３ １７ －

韩家墩街 ６５４２３ ３３０３３ ３２３９０ ６４７８３ ６４０ －

宗关街 ４８７８８ ２４４５１ ２４３３７ ４８４８７ ３０１ －

汉水桥街 ６０７９４ ２９７４６ ３１０４８ ６０５６８ ２２６ －

宝丰街 ５２５４５ ２５６４８ ２６８９７ ４９８７８ ２６６７ －

荣华街 ４２８００ ２０９０６ ２１８９４ ４２８００ － －

汉中街 ４９０７７ ２４１４１ ２４９３６ ４８６５８ ４１９ －

汉正街 ６８９６５ ３４８２５ ３４１４０ ６８８０２ １６３ －

六角亭街 ２９８９７ １４７８９ １５１０８ ２９７２０ １７７ －

长丰街 ２８９２５ １４８９７ １４０２８ ２８７１３ ２１２ －

其中：农业人口 ５９３ ３０５ ２８８ ５９３ － －

注：根据省公安厅要求，２０１６年度人口统计年报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

人口按年龄分组表

单位：人

项　目 合　计 男 女

全区 ５２４６２０ ２６１７３３ ２６２８８７

０—１０岁 ４２３０２ ２２２８５ ２００１７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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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合　计 男 女

１１—２０岁 ３００５８ １５８０１ １４２５７

２１—４０岁 １４１０５０ ７１６００ ６９４５０

４１—５０岁 ７５５２９ ３７０６８ ３８４６１

５１—６０岁 １１２８３６ ５６７５３ ５６０８３

６１—７０岁 ７５１７８ ３７５２４ ３７６５４

７１—８０岁 ３００２６９ １３５３９ １６７３０

８１—９０岁 １５６３０ ６５５４ ９０７６

９０岁以上 １７６８ ６０９ １１５９

人口增减情况表

单　位
出生数 死亡数 净增或净减数

人数（人） 增长率（‰） 人数（人） 增长率（‰） 人数（人） 增长率（‰）

合　计 ４３７４５ ８３４ ４００６ ７６４ ３６９ ０７０

易家街 ９４ ７５９ ８１ ６５４ １３ １０５

古田街 ５３６ ８２４ ４７８ ７３５ ５８ ０８９

韩家墩街 ６４９ ９９２ ４０５ ６１９ ２４４ ３７３

宗关街 ３９４ ８０８ ３６７ ７５２ ２７ ０５５

汉水桥街 ５４８ ９０１ ４９０ ８０６ ５８ ０９５

宝丰街 ４５６ ８６８ ３４０ ６４７ １１６ ２２１

荣华街 ３６１ ８４３ ３２５ ７５９ ３６ ０８４

汉中街 ３８８ ７９１ ４０８ ８３１ －２０ －０４１

汉正街 ４２８ ６２１ ７１３ １０３４ －２８５ －４１３

六角亭街 ２２１ ７３９ ２４７ ８２６ －２６ －０８７

长丰街 ３００ １０３７ １５２ ５２５ １４８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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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人口密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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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４６ － － １２７ １

易家街 ８８ ２１２ １４０６ ４ １

古田街 ５２２ １２６ １２４５８ １３ －

韩家墩街 ４５９ １１１ １４２５３ １１ －

宗关街 ３７１ ９０ １３１５０ １１ －

汉水桥街 ２６４ ６４ ２３０２８ １３ －

宝丰街 １８８ ４５ ２７９４９ １０ －

荣华街 ０８１ １９ ５２８４０ １０ －

汉中街 １３３ ３２ ５９４５６ １１ －

汉正街 １５７ ３８ ４３９２７ １９ －

六角亭街 ０７４ １８ ４０４０１ １０ －

长丰街 １０１７ ２４５ ２８４４ １５ －

注：此数据来源于武汉市勘测设计院。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表

项　目
绝对数（万元） 构成（％）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地区生产总值 ５９９３６４１ ５４７６０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第一产业 － － － －

第二产业 １４０６６８８ １２９８６９５ ２３４７ ２３７２

第三产业 ４５８６９５３ ４１７７３１７ ７６５３ ７６２８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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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表

项　目

按可比价格计算（单位：万元）

绝对数（万元） 以上年为１００的速度（％）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地区生产总值 ５８７３０３８ ５４７６０１２ ７３ ７２

　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 － － － －

　第二产业 １４１１６６７ １２９８６９５ ８７ ２３

　　工业 ６５０１７４ ６２８７９５ ３４ －１１

　　　规模以上 ３５４６９５ ４００２００ －１１４ －２６

　　　规模以下 ２９５４７９ ２２８５９５ ２９３ １６

　　建筑业 ７６１４９３ ６６９９００ １３７ ６７

　第三产业 ４４６１３７１ ４１７７３１７ ６８ ８８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８１９７８ ２７２６１４ ３４ ３７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６１６８２ ５５５３２ １１１ １３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４７６０５８ １４１６６６７ ４２ ７６

　　住宿和餐馆业 ７４００００ ７０２９８４ ５３ ６７

　　房地产业 ４９７５９４ ４８３８００ ２９ ７２

　　金融业 ３２０４６３ ２７０１６３ １８６ １２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６５８７３ ２３９３６４ １１１ １３０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５５７３６ ５０１７９ １１１ １３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２８５８ ２０５７８ １１１ １３０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３６６２１ ３２９７０ １１１ １３０

　　教育 １１９８１０ １０７８６４ １１１ １３０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９４９３５ ２６５５２９ １１１ １３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９５６３ ２６６１５ １１１ １３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２５８２０１ ２３２４５７ １１１ １３０

·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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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构成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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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９３６４１ ２３５２２４４ ９５５８５０ １１８９８０１ １４９５７４６

　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 － － － － －

　第二产业 １４０６６８８ ３８２４０８ １８５０７９ ５６３３７９ ２７５８２１

　　工业 ６４３６７２ ２６９６３４ ８６５７４ ２２８５６８ ５８８９６

　　　规模以上 ３５８２７７ １５００８２ ４８１８８ １２７２２４ ３２７８２

　　　规模以下 ２８５３９５ １１９５５２ ３８３８６ １０１３４４ ２６１１４

　　建筑业 ７６３０１６ １１２７７４ ９８５０５ ３３４８１１ ２１６９２５

　第三产业 ４５８６９５３ １９６９８３６ ７７０７７１ ６２６４２２ １２１９９２５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８４５３９ ２４４６１８ １７９２６ ６２９９７ －４１００２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６４１３８ ３２２８７ ３０６６ ２３６２２ ５１６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４８７８６７ ４０２０２２ ３９８３０２ １７１９９７ ５１５５４６

　　住宿和餐馆业 ７４８２８４ ４１２４５４ １６６６４３ １４９５０７ １９６８０

　　房地产业 ５５１２４９ １３７６４７ １０３１３９ ９７５７１ ２１２８９２

　　金融业 ３２４１４８ １０２６９０ ３６２０７ １３３５５ １７１８９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７６４５６ ２３８８６ ４９２１ ２１２０４ ２２６４４５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５７９５４ ３３７８１ ４４０５ ９０３５ １０７３３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３７６７ ２１１０３ ８３ １３２１ １２６０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３８０７８ １９４１６ ５６２０ ４５８５ ８４５７

　　教育 １２４５７９ １１２２４６ ２６２ ８６３３ ３４３８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３０６６７５ １６７４４４ ２５９４５ ４１７６９ ７１５１６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３０７４０ １８２３５ ３６８９ １６０２ ７２１５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２６８４７８ ２４２００６ ５６４ １９２２３ ６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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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销售总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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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６９３７４９ １４８１３４４２

总计中：轻工业 ５４６４１６６ ５２１４２０８

重工业 ９２２９５８３ ９５９９２３４

总计中：国有企业 １６６１０２ １５９４８３

集体企业 ０ 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０ ０

股份制企业 ７９６２４５８ ８０８３０６３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６５０５２５９ ６５１４９６１

其他企业 ５９９３０ ５５９３５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表（一）

项　目
企业单位数

（个）

亏损企业数

（个）

主营业务

收入

（千元）

利润总额

（千元）

亏损企业

亏损额

（千元）

利税总额

（千元）

本年应付

职工薪酬

（千元）

全部从业人员

年平均人数

（人）

总　计 ２８ ８ １６４７４６２４ ８２２５８６ ２９９５７７ ７２１４２２ １５０５４９９ ２０７９０

国有企业 ５ ３ ２８５５５７５ －１６４２０３ ２９５５９５ １３７９３４ ４１３３８８ ７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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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２ ４９１２３９１ １８１７７２ １２４ １４４７２６ ３４９０４５ ５０２４

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０ １３８１１９８ １０４４１３ ０ ２４５２４ ３９４２０ ７５１

私营企业 ６ ２ ３０１７７９ ２２５２９ ２７９３ ９２９３ ２１８４５ ３５０

其他企业 １ ０ ６４２０８ ３６ ０ １７５０ ７８６１ ２３９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１ ０ ３００８４１３ ３５０７０３ ０ ２９２７０２ ３８８２０４ ４８６７

外商投资企业 ３ １ ３９５１０６０ ３２７３３６ １０６５ １１０４９３ ２８５７３６ ２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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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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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６０６６４５ １４２０３６８３ ４７９２４１０ ２５９４８８１９ １７７４０７３１ ８２０８０８３

国有企业 ３３１６９７２ ６７３８１４３ ２５９８５４７ ９２１８１５９ ６３２３０２５ ２８９５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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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９３２９９ １４８２８３９ ４７９９１７ ５４９７９５３ ３７８３８５２ １７１４０９９

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３９１４ １４５７７ ６０００ ５５３２１２ １３９３５７ ４１３８５５

私营企业 ２６２９５３ ５０７４２ １９５７４ ３１５３６１ １７２７５５ １４２６０４

其他企业 ２８０３８ ６９３０ ４３７９ ３０９７５ １８５０９ １２４６５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２１４２８６２ ２２１３１６４ ７４１２０９ ５２５７４７１ ３５６５６６９ １６９１８０２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５５８６０７ ３６９７２８８ ９４２７８４ ５０７５６８８ ３７３７５６４ １３３８１２４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消费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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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６５９ ０ ０ １０ ０ １１７１ ０ ２８３ ０ ０ ０ ０ ３２１９２

消费 ９１７０２ ０ ０ １０ ０ １１７１ ０ ２８３ ０ ０ ０ ０ ３２１９２

库存 ９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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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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６５９ ９１７０２ ９１７０２ ０

焦炭 吨 １０ １０ １０

汽油 吨 １１７１ １１７１ ６６２ ５０９

柴油 吨 ２８３ ２８３ ２８３ ０

电力 万千瓦时 ３２１９２ ３２１９２ ３２０２２ １７１

建筑业企业年报生产情况表

项　　目 计量单位 总　计

企业个数 个 ７８

一、建筑业合同情况签订合同额 万元 １９３０２１１７

　１上年结转合同额 万元 ７２５９４１５

　２本年新签合同额 万元 １２０４２７０２

二、承包工程完成情况 － －

　１直接从建设单位承揽工程 万元 ５４６９０７０

　２从建设单位以外承揽工程 万元 １６０１７

三、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５４４１７７０

四、竣工产值 万元 １８５５１９０

五、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平方米 １１９９２００４

六、年末自有机械设备 － －

　净额 万元 ５４６７０

　总台数 台 ５３０８６

　总功率 千瓦 ２８６４３６

七、劳动人员情况 － －

从事主营业务活动的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４４０１１

　期末从业人数 人 ６１４７５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人 １３１３５

　　　持有一级资质证书人员 人 １４５２

补充资料：企业总产值 万元 １０９００３９５

·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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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企业年报财务状况表

项　目 计量单位 总　计

一、年末资产负债

流动资产小计 万元 １０７４９５３８

固定资产小计 万元 １４７２０５８

固定资产原价 万元 ２２０３１０８

累计折旧 万元 ７４５０５８

在建工程 万元 ３６３７８３

资产合计 万元 １６０１８７９３

流动负债合计 万元 ６５１２６５２

负债合计 万元 １０９９８０２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万元 ５０２０７６６

二、损益及分配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９０８５３９４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万元 １２８８２６

管理费用 万元 ４３９７０２

营业利润 万元 ３６９９６８

利润总额 万元 ４８０４３１

三、工资、福利费

本年应付职工薪酬 万元 ５７４８５５

应收工程款 万元 ６４４０８６

投资完成情况表

类　别 完成投资额（万元） 比上年增长（％）

合　计 ２２９５７２９ －４１５

·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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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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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
”

情
况

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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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助 企 业 制 修 订 标 准 数

标 准 查 新 数

农 业 地 方 标 准 制 修 订 数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示 范 基 地 数

制 修 订 数

采 标 发 证 数

复 查 发 证 数

采 标 标 表 备 案 数

重 要 国 际 培 训 班 次 ／ 人 次

资 格 培 训 班 次 ／ 人 次

Ｗ Ｔ Ｏ ／ Ｔ Ｂ Ｔ 培 训 班 次 ／ 人 次

次 数 ／ 人 次

受 检 商 场 市 场 场 所 数

立 案 查 处 数 ／ 限 期 整 改 数

检 查 企 业 数

合 格 企 业 数

２０
１６
年

度
完

成
数

７１
２
９８
４６
０
６

２４
６
４４

５
２２
２２

４５
／２



城镇居民收支表

指　　标 ２０１６年（元） ２０１５年（元） 比上年增长（％）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６６５２００ ３３６５５００ ８９１％

１工资性收入 ２００５６２６ １９５０３５０ ２８３％

２经营净收入 ６７５５４０ ５１８３２７ ３０３３％

３财产净收入 ３３３８９４ ３１２１６５ ６９６％

４转移性收入 ６５０１４０ ５８４６５８ １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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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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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６７ ２８３０ １８７ ２０９ ２ ３３２ １９１ ２７６ ０ １４０ １４４ ０ ２９０ １５ ３７１８

注：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同时１＝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０２３·

·口年鉴·



个体工商户发展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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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４０２ １６９２０６ ３００８０６ ２５３８４８ １９９２６０ １５３３７０

工　业 １３０９ ３９２７ ９１３１ ２３５０５ ４６２０ ３４４９

建筑业 ６５ １９５ ２７２ １３８ ８１３ ４２９

运输业 ３７９ １１３７ ２５０９ １８９５ １３３８ １０３１

商　业 ４４６６５ １３３９９５ ２２５９００ ２２３３２５ １５７２４４ １２１３０５

服务业 ９９８４ ２９９５２ ６２９９４ ４９８５ ３５２４５ ２７１５６

新办三资企业情况表

年份 单位数（个） 投资总额（万美元） 注册资本（万美元） 协议外资（万美元）

２０１６年
（１月—１０月）

２ ２０１４７ ２０１４７ ２０１４７

三资企业资金实际到位情况表

行业类别
单位数

（个）

注册资本

（万美元）

资金应到数（万美元）资金实到数（万美元）累计到资（万美元）

合计 其中：外方 合计 其中：外方 合计 其中：外方

总　计 ２ ２０１４７ ２０１４７ ２０１４７ ２０１４７ ２０１４７ ２０１４７ ２０１４７

工业 － － － － － － － －

房地产业 － － － － － － － －

建筑、装饰、租赁业 － － － － － － － －

娱乐、饮食业 － － － － － － － －

其他 － － － － － － － －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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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企业实际入库税收情况表

年　　　　份 实际入库税收额（万元）

２０１６年 —

内　　容 计算单位 市目标 实际完成值

２０１６年出口创汇 万美元 ５０５３８ ３４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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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荣环保科技技术（武汉）有限公司 １４７ １４７ １４７ １４７

标致雪铁龙（武汉）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

项　　目 计量单位 合　　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８７８１７２６

限额以上 万元 ５３７５３４１

限额以下 万元 ３４０６３８５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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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预算完成情况表

项　　　目 年度预算（万元） 全年收入（万元） 为年度预算（％）

合　计 ３８３４００ ３９２３５９ １０２３

一、增值税 ２６８００ ２４４００ ９１０

二、消费税 — — —

三、营业税 ８９６８８ １００１２０ １１１６

四、企业所得税 ２３１６１ ２１９６１ ９４８

五、企业所得税退税 — — —

六、个人所得税 １３０６４ １４３００ １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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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９

十、房产税 １０２１８ １０４９４ １０２７

十一、印花税 ３５７３ ４８１７ １３４８

十二、城镇土地使用税 ３３６３ ２６０１ ７７３

十三、土地增值税 ５４８８６ ４５６９０ ８３２

十四、车船税 ９７２ １２４４ １２８０

十五、耕地占用税 ０ １００４ —

十六、契税 ４２９８３ ４７８６３ １１１４

十七、专项收入 ５５２６ ５４４６ ９８６

十八、行政性收费收入 １４０００ １１１６３ ７９７

十九、罚没收入 ７７２９ ８５４２ 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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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６０

二十二、其他收入 ２５７ ２１８ ８４８

二十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 — —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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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情况表

项　　目 年度预算（万元） 全年支出（万元） 为年指标（％） 为去年同期（％）

合　计 ４２９９４３ ４１７６１９ ９７１３ １１６１４

一、一般公共服务 ４６９０３ ４６７９７ ９９７７ ８６９８

二、外交 — — — —

三、国防 ５２５ ５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０６

四、公共安全 ４０００３ ４００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７０

五、教育 １３８０３３ １３７７０７ ９９７６ １４５４４

六、科学技术 １６２５４ １６２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７６８

七、文体体育与传媒 ４９０５ ４９０４ ９９９８ ３１０５８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６８２４８ ６６８３４ ９７９３ １０４２２

九、医疗卫生 ３１７１５ ３１１８５ ９８３３ １１７７１

十、环境保护 ５４５４ ５４４３ ９９８０ ５２７４２

十一、城乡社区事务 ４０６２５ ４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８５８

十二、农林水事务 ２１００ １９８１ ９４３３ ６４３８

十三、交通运输 ８２３ ８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９４０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２８５８ ２８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３４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８５５ ８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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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９６ ３７４８

十九、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 — — —

二十、其他支出 ８３ 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７０

二十一、债务付息支出（新增） ５９ 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８４２９

二十二、教育基金支出 — — — —

二十三、社会保障基金支出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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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年度预算（万元） 全年支出（万元） 为年指标（％） 为去年同期（％）

二十四、城乡基金支出 １２７２３ １０５１６ ８２６５ ２４４５５８１

二十五、彩票公益金支出 ２２８４ １９２６ ８４３３ ２５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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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００ —

房地产交易表

计量单位 ２０１６年

房产登记发证户数 户
房屋登记发证到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５日
止共６４２３件，注销登记４９８１件

房产登记发证面积 万平方米
房产登记发证面积 ６３４１万平方
米，注销登记面积４８３８万平方米

房地产交易起数 起 １５４９８

房地产交易量 万平方米 １３９９４

存量房交易量 万平方米 ８１６３

房地产抵押起数 起 ２８３２（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５日止）

口区建设局全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表

序号 目标项目 计量单位 ２０１６年累计完成情况

１ 改造背街小巷破损路 万平方米 ４３

２ 安装路灯 盏 ７２５

３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项 １０

亿元 ５

４ 建筑业管理项目
项 ３９７

万平方米 １０８７４

５ 协税工作 万元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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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情况表

项　　目 计量单位 数　　量

全区树木 株 ４５０００

全区栽绿篱 千米 ８０

建花坛 公顷 ５０

育苗 公顷 ６

铺草皮 公顷 ４

区绿化覆盖率 ％ ４０

人平公共绿地 平方米 １２５

垂直绿化 米 １０００

绿地率 ％ ３５

新增绿地 公顷 ３１５４４

园林业务活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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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２９ ６５３ １７６９ ２２０７ －

财政拨款 ３４０４ ６５３
口公园１４４
竹叶海公园４００

２２０７ －

其他收入 １２２５ ０
口公园６５４
竹叶海公园５７１

０ －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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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设施情况表

项　　　目 计量单位 区城管委数量 各街道数量（估报）

１果皮箱 个 １７６２ ８１８

２公共厕所 座 １３０

３洒水车 ２０吨洒水车 辆 ９

１０吨洒水车 辆

８吨洒水车 辆 １２ １

６吨洒水车 辆

３吨洒水车 辆 ２６ １

４高压清洗车 １７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７

１０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５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１５

０７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２９ １９

５高压洗扫车 辆

６机扫车 辆 ９

７护栏清洗车 辆 ８

８自卸车 辆 １３

９吸粪车 辆

１０吸污车 辆 ５

１１垃圾压缩车 １６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２９

１０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８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１

５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５ ５

３吨及以下垃圾压缩车 辆 １９ ３１

１２垃圾密封车 ５吨垃圾密封车 辆 １ ４

３吨垃圾密封车 辆 ７ ３

３吨以下垃圾密封车 辆 ７

１３垃圾勾臂车 １２吨勾臂车 辆 １３ ４

０７吨勾臂车 辆 １０ ７８

１４铲车 正铲 辆 ６ ５

反铲 辆 １

１５道路清扫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０８７７８

１６清运垃圾（全年） 万吨 ４３８

注：以上数据为统计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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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基本情况表

单　位
在编职工人数

（人）

文化技术人员（人）

合　计 副研究馆员 馆　员 助理馆员 管理员

区文化馆 １２ １０ ２ ２ ６

区图书馆 １１ ８ ２ ４ ２

合　计 ２３ １８ ４ ６ ８

文化活动情况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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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５ ３０ ２４０ ２

区图书馆 １ ２５７１２ ３３０ １０ ３００ ３０ ３

居民文化室 １２７ １０９８０ ７０００ ０ ０ ７６２ ２

舞厅、歌厅、卡拉ＯＫ厅 １３ １６７００ ７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音像发行站，音像放映点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个体书摊 ４５ ３０００ ４５０ ０ ０ ０ ０

台球、游戏机经营户 ４ 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　计 ２０１ ４６２５１２ １７２８０ １５ ３３０ １０３２ ７

文化活动情况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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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

集体 １

区图书馆

个人

集体

１２０１６年武汉市新
春舞龙大赛优秀组织

奖；２武汉市首届戏
曲亲子达人秀组织奖

在“２０１６全国少
年儿童阅读年”

系列活动中，区

文化馆荣获市

级优秀组织奖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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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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

区图书馆
个人 １

集体

在湖北省第十三届

“童之趣”杯“读国学

经典，树优良家风”

征文大赛中，区文化

馆荣获优秀组织奖

在“２０１６全国少
年儿童阅读年”

系列活动中，区

文化馆荣获省

级优秀组织奖

全国

区文化馆
个人

集体

区图书馆
个人 １

集体

全国“和平杯京剧票

友邀请赛”荣获“金

牌票据房”

体育活动情况表（一）

类别 竞赛次数（次） 参加队数（个）
参加人数（人）

合计 男 女

总　计 １６ １６ ４４５ ２８３ １６２

中学生 ５ ５ ２００ １５２ ４８

小学生 １１ １１ ２４５ １３１ １１４

职工

体育活动情况表（二）

类　　别
竞 赛 名 次 集体成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至六名 先进区 先进单位

市级

中小学生
团体 ２８ １０ ２０ ２

个人 ５１５ ２２ ９４ ２００

老 年 人
团体 ５ ３ ２

个人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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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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至六名 先进区 先进单位

省级 中小学生

团体 １

个人 １０ １５ １０ ５

全国 中小学生

团体

个人

中小学校校舍情况表

学校数（所） 学校占地面积（平方米） 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

总　计 １２８ ９８９４７５８３ ６４１３０８７４

普通中学 ２２ ３９７１２１８５ ２１３３２５８９

职业中学 ２ １２２１０７ ９６９７２

小学 ４１ ３１９５６６４ ２１９８５３２５

特殊教育 １ １１１３６ ６４４６

幼儿园 ６２ １３９５４４５８ １０４７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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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０１５年开始，一聋校区纳入四中周边地块改造，整体在一职过渡。

专任教师年龄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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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 １６７ ４９９ １０１６ ９８４ ８２７ ５５５ １１７ １

普通中学 ２３ ８６ ２８０ ４７８ ４３７ ３７４ ３３５ ８５ １

职业中学 １ ６ ３３ ７５ ８９ ９０ ５５ ７ ０

小学 ６２ ７５ １８６ ４６３ ４５８ ３６３ １６５ ２５ ０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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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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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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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８ ７ ５１ １８９０６ １８８２９ ７２９１２ １９３５１ ３２９６６ ６９７０ ５２７４ ４７０ ５９３ ６３６ ３０４

普通高中 ７ ０ １ ２６６６ ２６８５ ７８４７ ２６３２ ３８５８ １００９ ８８５ ６５ ４９ １０ ３

初中 １５ １ １ ４５３２ ４３６９ １３３６５ ４５３５ ５９４８ １３２７ １２１４ ６１ ２５ ２７ ２

小学 ４１ １ １ ４９０７ ５７０３ ３２５５２ ５０２１ １４５８４ １９７１ １７９７ １４１ １５ １８ １７６

职业中学 ２ ０ ０ １５８７ １３３９ ３８４９ １６８９ １５６３ ３７７ ３５６ ５ ６ １０ ０

特殊教育 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８０ ２１ ８０ ３１ ２７ １ ０ ３ ０

幼儿园 ６２ ５ ４７ ５２１４ ４７３３ １５１１９ ５４５３ ６９３３ ２２５５ ９９５ １９７ ４９８ ５６８ １２３

民政优抚事业情况表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烈军属人数 人 ２７４３

革命残废人员数（伤残人员数） 人 ３９６

民政代管退休人员 人 １０６９

民政局机关离休人员 人 １

准予登记结婚人数 对 ４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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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３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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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济及优抚事业费使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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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２５５８２０３８ １７１１５９ ２４２８７ ６００１２５２９ ２４９０９

社会团体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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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５５ ２２ ２ ２ ２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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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１５０８ ２６８１４ ９１８ ５３ ５１７ １１３ ２５７ ６６８５ ６６８５ ７１９ ５４３１０ ３ １５９

长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３２９０ ２１１ ３５ ４ ９８ ５９ ９８ ５８３ ５８３ ６０ ３４９８ ０ ２４０

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７６７３１ ９８５４ ６０ ０ ９９ ２０８ ５２９ ２０５６ ２０５６ ９３ １９１２０８ ３ ３２０

宗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７４９６５ １０２０ ３０ ８ ８０ １９０ ３６３ １５１６ １５１６ ７０ １０６１２ ０ ２１０

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０８８３ ４３２４ １３８ ３９ ２５ １９０ ５２１ ４７５ ４７５ １００ ４７５０ ０ １９０

荣华崇仁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５３４８ ２３２５ １４０ ２ ５０ ６９ １５２ ３４７ ３４７ ８０ ２７７６ ０ １４０

宝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０３３６２ ７３０１ １２１ ０ ５０ ８５ １７７ ４２６ ４２６ ７６ ３２３７６ ０ ４５

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５６６４ ０ ０ ０ ３５ １０２ １９５ ３５６ ３５６ ７０ ２４９２ ０ ９０

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４６４ ０ ０ ０ ４０ １０４ ５２６ ４１６ ４１６ ９０ ３７４４ ０ １２

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３７９６ ２１８ ２３４ ０ ４０ １２８ ２８０ ５１０ ５１０ ８０ ４０８０ ０ ４２０

汉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４００５ １５６１ １６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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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系统人员情况统计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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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勤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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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高

级职

称

人员总计 ６９０ １８ ２４ ９８ ５５０ １７ ２４ ２４０ ２４１ ５３ １２０ １４２ ４８５ ９１ ３４８ １１２ ２０ １

包括：区卫计委 １８ １８ １７ １ １７ １

区计生协会 １ １ １ １

区红十字会 １ １ １ １

区公医办 ２ ２ ２ ２

区卫生计生执法大队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 ０ ４ ２０

区疾控中心 ５９ ５９ ３６ ４ ２ １７ ４ ３０ ２ １５ １４ １

区妇幼院 ３９ ３９ ３９ ６ ３２ １ １９ １０ ３

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２５ ０ ０ ０ １２５ ０ ０ ５６ ２７ １４ ２８ ５ １０５ １５ ６９ ２６ ９ １

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７７ ７７ １８ ３９ ６ １４ ８ ６３ ６ ４７ １１ ２

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７２ ７２ ２７ ３３ ６ ６ ４ ６２ ６ ４４ １６ ２

荣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８７ ０ ０ ０ ８７ ０ ０ １６ ４１ ３ ２７ １ ８３ ３ ６５ １６ ２

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６８ ６８ １７ ３６ １５ ０ ５９ ９ ５１ ８ ０

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６２ ６２ １７ ２９ ４ １２ ８ ５０ ４ ４５ ５

汉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９ ５９ ０ ０ １４ ３１ ２ １２ ６ ５１ ２ ３６ １４ １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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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情况统计表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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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３５ ２ ０ ４

门诊部 ５１ ５１ ４ １ ２

诊所、卫生室 １９２ １９２ ５ ４ １３

其他 １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３２８ ３０３ １１ ５ １９

已婚育龄女婚姻、生育情况表

全年实际

出生人数

一孩 二孩 多孩

人数

（人）

其中：

计划

外

（人）

一孩

率

（％）

人数

（人）

其中：

计划

外

（人）

二孩

率

（％）

人数

（人）

其中：

计划

外

（人）

多孩

率（％）

计划

生育

率（％）

晚婚率 晚育率

％ ％

出生人口

性别比

５３８２ ３８４６ １２ ７１４４ １４５１ ３ ２６９６ ８５ １１ １５８ ０ ０ ０ １０８８４

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独生子女家庭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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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数

（人）
％

人数

（人）

综合节

育率％

男女

绝育

（人）

上环

（人）

皮下

埋植

口服及

注射避

孕药

避孕套 外用药 其他

１４００４２ １０４８３５ ７４８６ ０ ０ １１６６４４ ５４５ ６３５２ ４８３３７ ３７７ ６６３ ６０８２６ ２２ ３７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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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妇女婚姻、生育年龄别表

项　　目 合计 １５—１９岁 ２０—２４岁 ２５—２９岁 ３０—３４岁 ３５—３９岁 ４０—４９岁

合　计 ２２４９２２ １０９９１ １４６７５ ３７３１０ ５３０７７ ４３４９３ ６５３７６

未婚人数 ７３８８９ ０ １２５４９ １６７４３ ２０７７０ １４１５４ ９６７３

已婚人数 １４００４２ ０ ２１２６ ２０５６７ ３２３０７ ３９３３９ ５５７０３

其中：当年新婚 ２０９８ ０ ２８９ １２４７ ４６６ ８３ １３

其中：２３岁及以上新婚 ２０１２ ０ ２２３ １２４７ ４４６ ８３ １３

其中：当年生育 ７４０６ ７ ３３４ ２７６７ ２８７７ １２１３ ２０８

其中：２３岁及以上生育 ７３３３ ０ ２６８ ２７６７ ２８７７ １２１３ ２０８

采取各种节育手术情况表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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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９９９ １４８ ６２０４ ４８３３７ ８４１ ７５８ ３３４ ３７７

育龄妇女节育情况表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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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１１６６１４ ６３５２ ４８３３７ ６６３ ６０８２６ ２２ ３７７ ３７

·５３３·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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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５ｂ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口区安全生产相关指标

　统计表　１９１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口辖区五险扩面情况表　２４１

２０１６年度教育部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

　现场会　２１１ｂ

２０１６年口地区中等职业学校一览表　２１８

２０１６年口区高龄津贴发放一览表　２３７

２０１６年口区高新技术企业一览表　２２０

２０１６年口区工业总产值亿元以上企业

　情况表　１８３

２０１６年口区公办幼儿园一览表　２１２

２０１６年口区国税纳税５０强企业一览表　２０３

２０１６年口区湖泊水质状况统计表　１６０ｂ

２０１６年口区技术合同登记一览表　２２１

２０１６年口区建筑企业资质升级情况一览表　１７２

２０１６年口区街道基本情况简表　５８ａ

２０１６年口区经营性用地出让地块情况一览表　１０２

２０１６年口区旧城改造项目一览表　１０２

２０１６年口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情况一览表　２３８

２０１６年口区民办幼儿园一览表　２１３
·６３３·



２０１６年口区“名牌产品”企业一览表　１８７

２０１６年口区普通小学一览表　２１４

２０１６年口区普通中学一览表　２１７

２０１６年口区人民政府十件实事办理情况　９９ａ

２０１６年口区商标一览表　１８７

２０１６年口区社会单位绿化情况统计表　１６３ｂ

２０１６年口区社区（村）一览表　２３３

２０１６年口区委党校办班情况一览表　７２

２０１６年口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人数一览表　２３８

２０１６年口区新增建筑企业一览表　１７２

２０１６年口区养老机构情况一览表　２３７

２０１６年口区医院基本情况一览表　２２８

２０１６年口区主要湖泊调查情况统计表　１５９

２０１６年口区宗教活动场所一览表　２４２ｂ

２０１６年武汉三新材料科技企业孵化器优秀

　孵化企业一览表　２１９

２０１６年武汉市口区党政群法检机关和区直属

　事业单位机构一览表　７６

２０１６年武汉市口区“三旧”改造（城中村）绩效

　目标跟踪管理进度表　３６

字母首

Ｄ级危房治理　１６９ａ

Ａ

爱心帮扶　７０ｂ

安保维稳　１４６ａ

安全标准化创建　１９０ａ

安全防范　８６ｂ

安全监督　１７２ｂ

安全教育宣传　１８９ｂ

安全管理　１７６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１８９ｂ

安全生产宣传　１９０ｂ

安全宣传　１５３ｂ

岸线清理整治　１６６ａ

Ｂ

办学达标验收　７２ｂ

宝丰街　２５８ａ

　　２０１６年宝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９

　　党建工作　２５８ａ

　　概况　２５８ａ

　　公共安全　２５９ａ

　　公共服务　２５８ｂ

　　公共管理　２５８ｂ

　　区域发展　２５８ａ

　　综合工作　２５９ｂ

保密工作　８３ａ

保密管理　８３ｂ

保密技术　８３ｂ

保密监督　８４ａ

保密宣传　８３ａ

保障房运营　１６９ａ

保障性住房　１６７ｂ

报刊题录　３０９

报刊文选　２７７

报刊文选及题录　２７７

编研与利用　２２４ｂ

编制实名制管理　７４ａ

标准化和计量　１８６ｂ

兵役征集　１５５ｂ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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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权证书》颁发　１０６ａ

Ｃ

财政　１９８　１９８ａ

财政监管　１９９ｂ

财政审计　２０７ａ

财政收入　１９８ａ

财政收入与支出　５９ｂ

财政投资　２００ａ

财政支出　１９８ａ

参与重点建设项目　１１３ａ

参政议政　１１３ａ　１１６ｂ　１１８ａ　１１９ｂ　１２０ｂ

　１２２ｂ　１２３ｂ　１２４ｂ　１２６ｂ　１２７ｂ

残疾人就业　２４３ａ

残疾人康复　２４３ａ

残疾人事业　２４２ｂ

查处违法　１６４ａ

拆迁工作　３５ａ

产业创新　１８３ａ

产业发展　３５ｂ

产业统计　１９２ｂ

产业招商　１９４ａ

长丰大道（二环线至三环线）工程建设　１５７ｂ

长丰街　２４９ａ

　　２０１６年长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１

　　安全生产　２５０ａ

　　城市管理　２５０ｂ

　　“城中村”改造　２５０ａ

　　党建工作　２５０ｂ

　　概况　２４９ａ

　　街道经济　２４９ｂ

　　社会事务　２５０ｂ

《长丰乡志》专家评审　８７ｂ

常委会议　１１０ｂ

诚信企业创建　１９２ｂ

城市管理与交通运输　１６４ａ

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　１５６ａ

城市建设和管理　１５６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５９ｂ

城乡统筹发展　１０１ａ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２３２ｂ

“城中村”改造　３４ｂ

初级农产品监管　１８８ｂ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２２６ａ

创建文明城区　２４３ｂ

创新办税　２０６ａ

创新服务　１９３ｂ

Ｄ

“打非治违”　１９０ａ

大病医疗救助　２３２ｂ

大气污染防治　１６０ｂ

代表工作　９１ｂ

档案建设与管理　２２４ａ

档案学会　２２４ｂ

党风廉政　８２ａ

党风廉政建设　１１５ｂ　１７９ｂ

党建工作　２０３ｂ　２０８ａ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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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宣讲　８７ｂ

党校工作　７１ａ

党员风采　１２４ａ

党组织建设　７９ｂ

道路维护　１６５ｂ

道路运输安全　１６７ｂ

登记制度改革　１８４ａ

堤防建设　１５９ａ

地表水环境质量　１６０ｂ

地方税务　２０５ａ

地方政权建设　９１ｂ

地籍地政　１５６ａ

地名普查　２３１ｂ

地质灾害防治　１５６ｂ

第五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

　大赛举行　１０５ａ

督促检查　６３ａ

“读书之城”　２２２ｂ

队伍建设　１４７ａ　１４９ａ　１６６ａ　２００ａ　２０３ａ

　２１０ｂ　２３１ｂ

对台工作　１１７ａ

对台交流　７３ａ

对台事务　７３ａ

多党合作　６８ｂ

Ｆ

发挥主力军作用　１２８ｂ

发展改革管理　１８０ａ

发展规划　１８０ａ

法规监察　１５６ｂ

法律服务　１００ｂ　１５３ａ

法律援助　１５３ａ

法制工作　１００ａ

法治监督　９１ａ

法治建设　２２４ａ

法治口　１４５ａ

法治宣传　１５２ａ

防汛备汛　１５８ｂ

防灾减灾　２３２ａ

防震减灾　１７１ａ

房屋鉴定　１６８ｂ

房屋交易　１６８ａ

非公有制经济服务　６９ｂ

“非遗”发展和文物保护　２２２ｂ

服务企业　１２７ａ　１９４ｂ

服务侨企　７０ｂ

服务群众　１３５ｂ

服务社会　１２２ｂ

妇女儿童维权　１３２ａ

妇幼保健　２２７ａ

附录　２７１

Ｇ

干部队伍建设　６４ｂ

岗位建功　１２１ａ　１２３ｂ　１２５ａ

工会经审　１２９ｂ

工会女职工　１２９ｂ

工伤待遇审核　２４０ｂ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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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　１８４ａ

工业　５９ａ

工资申报　２４０ａ

工作监督　９０ｂ

公安　１４６ａ

公共安全　１４６ｂ

公共服务平台　１０７ｂ

公共节能　１１０ａ

公共事务服务与应急管理　１０７ａ

公共体育服务　２２２ｂ

公共文化建设　２２２ａ

公民思想道德　２４４ａ

公务用车　１０９ｂ

公务员管理　１０３ｂ

公益活动　１２６ａ

公用事业　１７４

公租房管理　１６９ａ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１２９ｂ

供电　１７４ｂ

供电服务　１７５ａ

供气　１７５ｂ

供气服务　１７６ｂ

供水　１７４ａ

供水服务　１７４ａ

古田街　２４７ａ

　　２０１６年古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４９

　　安全稳定　２４８ｂ

　　创新治理　２４８ａ

　　改善民生　２４８ｂ

　　概况　２４７ａ

　　街道经济　２４７ａ

　　项目建设　２４８ａ

　　重点工作　２４７ｂ

古田三路（解放大道至南泥湾大道）道路排水工程

　１５７ｂ

固定资产投资　５９ａ

关心下一代　１３０ｂ

关注民生　９１ａ

光彩事业　１２７ａ

规范服务　１９６ｂ

规划编制　１５６ａ

国地合作　２０５ｂ

国防教育　１５５ｂ

国家税务　２０１ｂ

国库集中收付　１９９ｂ

国民经济　５９ａ

国内贸易　５９ｂ

国有资产管理　１１０ａ

国有资产经营　２００ｂ

国资监管　２００ａ

Ｈ

海外联络　７０ｂ

韩家墩街　２５１ａ

　　２０１６年韩家墩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３

　　城市管理　２５２ａ

　　党建工作　２５３ａ

　　概况　２５１ａ

　　公共安全　２５２ｂ

　　公共服务　２５１ｂ

　　区域发展　２５１ａ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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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湾·云谷”建设　２１８ｂ

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　３４ａ

汉口客服中心口营业厅　１７４ｂ

汉水桥街　２５６ａ

　　２０１６年汉水桥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７

　　城市管理　２５６ｂ

　　党建工作　２５７ｂ

　　概况　２５６ａ

　　街道经济　２５６ａ

　　平安创建　２５７ａ

　　社会事务　２５６ｂ

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改造　３３ａ

汉正街　２６７ａ

　　２０１６年汉正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７０

　　产业升级　２６８ａ

　　党建工作　２６９ｂ

　　概况　２６７ａ

　　社会服务　２６８ｂ

　　社会管理　２６９ａ

　　文化工作　２６９ａ

　　项目建设　２６８ａ

　　政务服务　２６９ａ

　　综合整治　２６７ａ

汉中街　２６３ａ

　　２０１６年汉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６５

　　安全稳定　２６４ａ

　　城市管理　２６４ｂ

　　党建工作　２６４ｂ

　　概况　２６３ａ

　　街道经济　２６３ｂ

　　民生工作　２６４ａ

　　重点项目　２６３ｂ

和谐劳动关系　１２９ａ

弘扬劳模精神　１２８ａ

后备人才培养　２２３ａ

湖泊保护与治理　１５９ｂ

“互联网＋工作”　１９３ａ

“互联网＋政务服务”　１０６ｂ

户外广告招牌　１６４ｂ

“欢乐社区行”活动　８６ａ

还建房建设　３５ａ

环境保护　１６０ａ

环境监管执法　１６２ｂ

环境空气质量　１６０ａ

环境卫生　１６５ａ

环境宣教　１６２ｂ

环境整改　１６２ａ

环境整治　３３ｂ

环卫设施　１６６ａ

换届工作　６９ａ　１１８ａ　１１９ｂ　１２６ａ

回馈社会　１７８ａ

会务活动　１１７ａ　１２０ａ

会议服务　１０９ｂ

婚姻登记　２３２ｂ

货运管理　１６６ｂ

Ｊ

机动车维修　１６７ａ

机动车污染　１６１ａ

机构编制　７４ａ

机构编制管理　７５ａ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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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参保　２４０ａ

机关综合保障　１０８ａ

基本情况　５８ａ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６４ｂ

基层建设　１５３ｂ　１９２ａ

基层民防　１７０ｂ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２２５ｂ

基层组织建设　１３１ａ　１３３ｂ

基础工作　１９４ｂ

疾病预防与控制　２２６ａ

计划生育　２２５ａ

纪检　１１４ａ

纪律建设　１１４ｂ

绩效考评举措　８５ａ

绩效考评　８４ａ

绩效指标　１９３ｂ

家庭文明创建　１３３ａ

价格认定　１８２ｂ

价格许可管理　１８２ｂ

监察　１１４ａ

监督抽检　１８９ａ

检察改革　１４８ｂ

检察　１４７ｂ

简政放权　７５ａ

建言献策　６９ａ

建制沿革　５８ｂ

建筑管理　１７１ａ

建筑节能　１７２ａ

建筑业　５９ａ

建筑质量监督　１７２ａ

健康产业　２２５ａ

健康城建设　１８９ｂ

交通管理　１５３ｂ

交通运输　１６６ｂ

教科研究　２１１ｂ

教学培训　７１ａ

教育　６０ａ　２０８ａ

接收与征集　２２４ｂ

接受监督　１５１ｂ

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７４ｂ

街道　２４５

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１０５ｂ

街面警务　１４７ａ

巾帼建功立业　１３１ｂ

巾帼志愿服务　１３２ｂ

金融监管　２００ａ

经济管理　１８０

经济和信息化管理　１８３ａ

经济开发区　１９５ａ

经济运行　１８１ｂ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７ａ

经营管理　１７６ａ

精神文明建设　６０ｂ　２４３ｂ

精准帮扶　１２９ａ

精准扶贫　８２ｂ

景观灯光亮化　１６４ｂ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２４ａ

就业创业　１０３ａ

举报投诉　１８９ａ

捐资助学　１２３ａ

军事　１４４

军转干部工作　１０４ｂ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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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开发利用　１６９ｂ

抗击洪涝灾害　２２５ａ

科技服务　１３５ａ　２１８ａ

科技人才　２１８ｂ

“科技周”主题活动　１３４ｂ

“科普日”主题活动　１３４ｂ

科普宣传　１３４ｂ

科普助推幸福社区　１３４ａ

科学技术　６０ａ　２１８ａ

科研咨政　７１ｂ

客运管理　１６６ｂ

扩面征缴　２４０ａ

Ｌ

老干部典型　８０ｂ

老干部工作　７９ａ

老干部活动　７９ｂ

老干部生活待遇　８１ａ

老干部政治待遇　８０ｂ

理论武装　６５ｂ

理论学习　１１２ａ　１１７ｂ　１２３ａ　１２６ａ　１２６ｂ　２０５ｂ

理论研讨　１３５ａ

理想信念教育　１２７ａ

立足本职　１１９ａ

联合执法　１９１ｂ

联系青年　１３１ｂ

联谊活动　７１ａ

廉政建设　２０５ａ

粮食工作　１８１ｂ

“两型”社会建设　１８１ａ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６１ａ　６３ｂ　７９ｂ　１７４ｂ

领导班子建设　６４ａ

领导干部会议　６２ｂ

六角亭街　２６５ａ

　　２０１６年六角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６７

　　安全综治　２６６ａ

　　城市管理　２６６ａ

　　党建工作　２６６ｂ

　　概况　２６５ａ

　　互联网＋　２６６ｂ

　　经济建设　２６５ｂ

　　抗洪救灾　２６６ｂ

　　民生服务　２６６ａ

　　项目建设　２６５ａ

落实“两个责任”　１１４ａ

落实“两项”补贴　２４３ａ

旅游市场管理　２２３ｂ

绿化执法　１６６ａ

Ｍ

媒体传播发展　８６ａ

“门前三包”　１６５ａ

民兵组织整顿　１５５ｂ

民防法规　１７０ｂ

民防建设　１６９ｂ

民防教育　１７０ｂ

民商事审判　１５０ａ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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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　２３１ａ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１１６ａ

民主监督　１１２ｂ

民族　２４１ａ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２４１ａ

目标管理　２２４ａ

Ｎ

纳税服务　２０２ｂ

内部管理　２０１ａ

农贸市场　１８５ｂ

Ｐ

排水工程　１５８ａ

排水建设　１５９ａ

品牌建设　１８６ａ

品牌文化　２２２ｂ

平安口　１４４ｂ

Ｑ

企业搬迁　３４ａ

企业保障　１８３ｂ

企业发展　１９９ａ

企业服务　１８３ｂ

企业管理　１７７ｂ

侨务工作　７０ａ

侨务信访　７０ｂ

桥梁“治超”　１６６ａ

《口年鉴》（２０１６年卷）编纂出版　８７ｂ

口区妇女联合会　１３１ｂ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１２６ｂ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１３３ｂ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８８ａ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选目　２７５

口区人民政府　９２ａ

口区人民政府文件选目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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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５ｂ

口区总工会　１２７ｂ

口综述　５８

孝高速征收　１６６ｂ

青年创业就业　１３０ｂ

青年人才　１３１ａ

青年志愿者　１３１ａ

青少年教育　１３０ｂ

青少年维权　１３１ａ

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９０ａ

区工会十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　１２７ｂ

区行政审批局挂牌　１０７ａ

区人大常委会会议　８８ａ

区政府常务会议　９２ｂ

区直机关工作　８１ｂ

渠道营销　１７８ａ

全面落实少数民族政策　２４２ａ

全民科学素质　１３４ａ

群团建设　８３ａ

群众团体　１２７ｂ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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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燃气管理　１６５ａ

人才队伍建设　１０４ａ

人才工作　６５ａ

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　１００ａ

人防工程建设　１６９ｂ

人口与计划生育　２２７ｂ

人力资源管理　１０３ａ

人民生活　６０ｂ

人民调解　１５２ａ

人民武装　１５４ｂ

人员培训　１０６ｂ

荣华街　２６１ａ

　　２０１６年荣华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６３

　　城市管理　２６２ａ

　　党建工作　２６２ｂ

　　概况　２６１ａ

　　街道经济　２６１ａ

　　社会事务　２６２ａ

　　综合治理　２６２ｂ

Ｓ

三资管理　３５ｂ

“扫黄打非”　２２３ａ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　２４２ａ

设施建设　７１ｂ

社会保障　１９９ａ　２４０ａ　２４３ａ

社会发展　５９ｂ

社会服务　１１６ｂ　１２０ａ　１２１ｂ　１２３ｂ　２２４ａ

社会绿化　１６３ａ

社会生活　２３１

社会事业　１９９ａ　２０８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４８ａ

社会组织管理　２３２ａ

社情民意　１２５ａ

社区创建　２３１ａ

社区矫正　１５２ｂ

社区志愿者　２３１ｂ

社区治理　２３１ａ

审计工作　２０６ｂ

审判　１４９ｂ

升级改造　１８９ａ

生产经营　１７７ａ

声环境质量　１６０ｂ

失业待遇审核　２４０ｂ

食品安全　１８８ａ　１８９ｂ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１８８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１８８ａ

史志工作　８６ｂ

史志书籍撰写　８７ａ

示范创建　１８９ａ

市场行为监督　１７１ｂ

市场监管　１８３ｂ

市场秩序整改　１８５ａ

市政道路工程　３４ｂ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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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建设　１５７ａ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１９０ａ

事故预防　１５３ｂ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及公示　７５ｂ

事业单位改革　７５ｂ

事中事后监管　１８４ｂ

收入征管　１９９ａ

收支平衡　１９８ｂ

水污染防治　１６２ａ

水务建设　１５８ｂ

税收征管　２０１ｂ

税务　１９８

税源建设　２０５ａ

税政管理　２０６ａ

税制改革　２０５ｂ

司法改革　１５１ａ

司法行政　１５２ａ

司法为民　１５０ｂ

思想建设　１１６ａ　１２０ａ

思想教育　１３０ａ

“四大家”学习恳谈会　６２ｂ

诉讼监督　１４８ａ

素质教育　２１１ａ

Ｔ

台胞台属服务　７４ａ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支部　１２５ｂ

特殊困难群体　２３２ｂ

特种设备监管　１８６ａ

提案工作　１１３ａ

提升网站服务　１９３ｂ

体育　６０ｂ　２２２ａ

停车场建设　１５７ａ

通信　１７８ａ

通信服务　１７８ａ　１７９ａ　１７９ｂ

通信建设　１７０ａ

统筹资源　２０７ｂ

统计工作　１９２ａ

统计管理和电子政务管理　１９１ａ

统一战线工作　６８ａ

统战成员服务　７０ａ

投诉与查处　１６２ａ

投资经营　２００ｂ

土地储备　１０１ａ

土地挂牌　３４ｂ

土地利用　１５６ｂ

土壤修复　１６１ｂ

退休年审　２４１ｂ

Ｗ

外事审批　１９３ｂ

网格化服务　１４７ａ

网格化管理　２４２ｂ

网络建设　１７８ａ　１７９ａ

网络建设与维护　１７９ｂ

危化品管理　１９０ａ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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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劳动者权益　１０４ｂ

维护稳定　１４４ａ

卫生监督执法　２２６ｂ

卫生　２２５ａ

卫生　６０ａ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２４４ｂ

文化　６０ａ　２２２ａ

文化产业　２２３ｂ

文化发展　６７ｂ

文化惠民　２２２ａ

文化建设　１４７ｂ　２０５ａ

文化市场安全　２２３ａ

文件目录选编　２７３

文明创建　６７ｂ

文明施工　１７２ｂ

文体活动　８１ａ　２４３ａ

稳控息访　７９ａ

武汉地铁６号线（口段）建设　１５７ａ

物价管理　１８２ａ

物价执法　１８２ａ

物业管理　１６８ａ

Ｘ

先进个人　２７２ｂ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２７１

先进集体　２７１ａ

项目跟踪　１９４ａ

项目管理与监督　１０１ｂ

项目建设　１９６ａ

项目融资　２００ｂ

项目推进　２１１ｂ

消防安全　３３ａ

消费维权　１８６ａ

小学教育　２０９ａ

小作坊监管　１８８ｂ

校园安全管理　２１２ｂ

新材料孵化器　２１８ｂ

新闻宣传　６７ａ　８６ａ

信访工作　７８ａ

信访工作责任制　７８ａ

信访积案　７８ｂ

信访稽核　２４１ａ

信息化建设　２２４ａ

信息调研　６３ａ

信用代码换证　７５ｂ

刑事检察　１４７ｂ

刑事破案　１４６ａ

刑事审判　１４９ｂ

行政处罚　１９１ｂ

行政规范　１００ｂ

行政监督　１０１ａ

行政经费　１９９ｂ

行政审判　１５０ａ

行政审批３．０改革　７４ｂ

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管理　１０５ｂ

行政执法　１６８ｂ

宣传工作　６５ｂ

宣传教育　６６ｂ

学前教育　２０８ｂ
·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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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１３５ａ

学习教育　１３５ｂ

学习型机关　８２ａ

Ｙ

阳光检察　１４８ｂ

阳光信访　７８ｂ

养护管理　１６３ｂ

养老待遇审核　２４０ａ

养老服务　２３２ａ

药品规范　１８９ａ

业务经营　１７８ａ　１７８ｂ　１７９ａ

业务网申　２４０ａ

业余党校　７１ｂ

医保生育待遇审核　２４０ｂ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２５ｂ

医政医管　２２７ｂ

依法行政　１００ａ　２０２ｂ

依法统计　１９３ａ

依法维侨　７０ｂ

依法治税　２０６ａ

议提案办理　１５７ａ

易家街　２４５ａ

　　２０１６年易家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４７

　　党群纪检　２４６ｂ

　　概况　２４５ａ

　　街道经济　２４５ａ

　　民生服务　２４５ｂ

　　社会治理　２４６ａ

　　重点项目　２４５ａ

意识形态工作　６６ａ

引进物流企业　１６６ｂ

应急管理　１０７ａ

应急救援　１９０ｂ

优化交通　１５４ａ

优秀科技人才　１３５ａ

邮政　１７７ａ

邮政服务　１７７ｂ

预算编制　１９９ｂ

园林绿化　１６３ａ

园林绿化建设　３４ｂ

院士专家进校园　１３４ｂ

越秀路（口路至双厂前巷）道路排水工程　１５７ｂ

Ｚ

造价管理　１７１ｂ

噪声油烟污染　１６６ａ

渣土管理　１６４ｂ

债券发行　２００ｂ

占道整治　１６４ｂ

战备训练　１５５ａ

招商工作　１９３ｂ

招商宣传　１９４ｂ

招商引资服务　６９ｂ

招商引资　１９５ｂ

招投标管理　１７１ｂ

征地拆迁　１５６ｂ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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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拆迁　１０１ａ

征收改造　３３ａ

政法　１４４　１４４ａ

政法队伍　１４５ｂ

政府采购　１９９ｂ

政府投资审计　２０７ａ

政府职能转变　７５ａ

政务　９２ｂ

政务公开　１９９ｂ

政务管理　２０６ｂ

政务微博管理　８６ａ

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１１１ｂ

政协口区委员会　１１０ｂ

政治　６１

政治协商　１１２ａ

政治学习　１２８ａ

知识产权保护　２１９ａ

执法为民　１４８ａ

执行实施　１５０ａ

执纪审查　１１４ｂ

职成教育　２１０ａ

职工文体　１２９ａ

职能履行　１１２ａ

职权行使　９０ｂ

职务犯罪　１４７ｂ

职业健康管理　１９０ａ

指标控制　１８９ｂ

志愿服务　２４４ｂ

制定规划　１９５ａ

制度建设　１１０ａ

制卡换卡　２４１ｂ

质量监督　１８６ａ

治安防控　１４６ｂ

智能推广　１７５ｂ

中共口区委十二届一次全会　６２ｂ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暨

　全区经济工作会　６１ｂ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十六次全体会议　６２ａ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十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

　全区经济工作会　６２ａ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　６２ａ

中共口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选目　２７３

中共口区委员会　６１ａ

中共口区委员会文件选目　２７３

中共口区委政协工作会议　６２ａ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区分公司　１７８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１６ａ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口营销中心　１７９ａ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２０ａ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１１９ａ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１７ｂ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２２ａ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口区分公司　１７８ａ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２３ａ

中文域名注册　７５ｂ

中学教育　２０９ｂ

重点项目　１８０ｂ

重要会议　１１０ｂ

竹叶海路（长宜路至张竹路）道路排水工程　１５８ａ
·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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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　１６２ａ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１６７ｂ

专记　３３

专项整治　１８９ａ

专项资金审计　２０７ａ

专业绿化　１６３ａ

转型发展　８４ａ

转型升级　３３ｂ

资产管理　１９９ｂ

资产运营　２０１ａ

紫润小路（紫润北路至城华路）道路排水工程

　１５７ｂ

自然环境　５８ａ

自身建设　１０１ｂ　１１３ａ　１１５ｂ　１１６ａ

宗关街　２５３ａ

　　２０１６年宗关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５

　　城市管理　２５４ａ

　　党建工作　２５４ｂ

　　概况　２５３ａ

　　街道经济　２５３ａ

　　平安创建　２５４ａ

　　社会事务　２５４ａ

宗教　２４１ａ

宗教事务　２４２ｂ

综合保障　１０８ｂ

综合改造　１６８ｂ

综合管理　１６４ａ

综合整治　１５４ｂ

综合执法　２２３ａ

组织工作　６３ｂ

组织活动　１１８ｂ　１２６ｂ

组织建设　１１８ｂ　１１９ｂ　１２０ｂ　１２２ａ　１２３ｂ　１２４ｂ

　１２７ａ　１２８ｂ　８１ｂ

作风建设　１１５ａ　１５１ｂ　１７１ａ　８２ａ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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