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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　王太晖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在口区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

　　一、明确２０１３年工作的总基调

２０１３年是转型发展的关键年、攻坚年，也是一
个打大仗、过大关、迎大考的一年，要做足迎接困难

和挑战的准备。今年工作的总基调是：众志成城，克

难攻坚，愚公移山，大干快上。

尽管在全区上下的艰苦努力下，２０１２年工作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些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

口转型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转

型发展是我们的“口梦”，只有转型

口才能重振雄风，而 ２０１３年是全区转
型发展过程中任务最繁重、工作最艰

难、矛盾最集中的一年，有一批重大复

杂的任务要努力完成：

在重点区域中，西部“城中村”改造

已经完成了２个村，正在推进４个，２０１３
年要实现剩下７个村的全部挂牌，进入
全面拆迁阶段，力争完成拆迁２００万平
方米。东部汉正街地区今年要两条线同

步运作，推进消防安全综合整治和老市

场升级改造以及项目征收拆迁，力争完

成拆迁６０─８０万平方米。汉江江滩整
治在２０１２年清障２千米的基础上，今年
至少要推进至江汉六桥，争取到三环线。

在重点项目中，凯德、恒隆分别投资

３０亿元和１００亿元的现代服务业项目，
今年必须开工建设；完成葛洲坝集团总部入驻、大武

汉家装三期开业；瑞典宜家和红星美凯龙要加快建

设，为明年开业做准备。

完成了这些任务，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就会

为口的转型发展打下非常扎实的基础，口转型

发展就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口梦”的

五年目标就可以顺利实现。闯不过去，就会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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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旧矛盾，未来就会难上加难。

所以，２０１３年是转型发展的关键年、攻坚年，工
作的难度、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我们要做足迎接挑

战和克服困难的心理准备，严格按照区政府工作报告

和景新华区长的部署，把工作落到实处。以愚公移山

的精神，一天一天、一件事一件事做扎实。而且不能

慢，还得快，还要用大干快上来要求我们当前的工作

状态。不大干，任务就完不成；不快上，我们与其他城

区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２０１３年工作的总基调
就是众志成城，克难攻坚，愚公移山，大干快上。

二、重点强调三个方面的工作

在全面深入推进“三件大事”、加快转型发展的

同时，提请大家注意把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综合管理

和维护社会稳定切实放在心上。

一是要高度重视产业转型升级问题

“三件大事”主要集中在拆，在拆迁过程中，一些

新项目已经上马，上就要上与转型发展相适应的新项

目，上就要上与现代服务业相适应的好项目。好不容

易拆出来的地方，不能又回到发展的老路。惯性的力

量是非常强大的，口有一项非常扎实的本领，就是

善于办市场。稍不留意，一个地方就变成了市场。所

以，凡是破土动工的新项目，街道、部门一定要盯死。

我们不排斥市场，但一定是转型升级后的市场，

比如大武汉家装，新入驻的月星家居经营就很好，接

下来还将引进高品质的灯饰城。那么好的地块，投

入那么多，建就要建成符合中心城区业态、符合现代

商贸概念的新型市场，而不能是经营业态低端、车辆

乱停乱放、类似于汉正街的传统小商品市场。西部

一些经济适用房项目就要注意，配建的商业一定不

能再走老路，一定不能是原来“扁担”、“麻木”、小货

车遍地的老市场，而必须是现代市场的概念。

现代市场有什么标准？有哪几条规矩？相关职

能部门要研究，按照这些标准来规范、引导市场发

展。如果政府不规范引导，任其发展，搞的就还是老

东西。我们顶着压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拆出来的

地块，就一定要引进像恒隆、凯德、宜家、越秀、葛洲

坝这样的项目。这些项目为口的转型发展树立了

标杆，大家都要朝那个方向去努力。如果现在不提

前研究规划，不及时加强管理引导，就是“小乱杂”，

会给我们的城市管理带来灾难。希望相关部门从现

在开始就要加强管理和规范，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

在“三件大事”推进过程中，城市管理只能加

强，不能削弱。口正在大拆大建，我们的基础很薄

弱，街道的精力也有限，城管工作确实很辛苦。口

当前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人口结构，下岗职工、失地农

民和市场带来的流动人口是口人口的主体，伴随

这样人口结构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是粗放的，给

城管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所以，做好城市管理，需

要大家付出更多的精力、更大的心血。要依托重大

在建项目、重要城市节点，一片一片改造，改造好了

就把它守住，一点一点地改变，积少成多，口的面

貌就会慢慢好起来。

现在我们还是放任的状态，本来我们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就是粗放的，如果管理方式也是粗放

的，那口就没有好形象。隔三差五我会在全区转

一圈，看到哪里有问题就给哪里打电话，希望同志们

也要养成一线办公的习惯。特别是街道的书记、主

任们，每天上班都要在辖区转一转，一转就知道问题

在哪里。看到一点苗头就要去管，事情就管得了。

事情搞不好可以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但只要

有责任心，用心、尽力就做得到、搞得好，就怕我们见

怪不怪，放任自流。大家的主要精力都搞拆迁去了，

没有人来管，城市管理就会一塌糊涂。去年我们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整改一年，“三合一”小作坊的清退

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回潮只要一天。好不容易拆完

的地方，几天不看，就成了废品收购站。大家千万要

珍惜我们的拆迁成果，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会上播放的短片中暴露出的问题必须要加强管

理。这些问题都是长期没有管理到位才形成的，相

关部门就是失职，就要追责。教育系统的门面必须

尽快全部清理，都象十一中、十七中这样门前干干净

净的多好！城管局西部出口路的建设细节问题就做

得很好，把人行道建好、路面砖补齐、绿化做精细。

城市管理每个部门、每条街道都要有责任，城管委还

要加大调度力度。

三是要做好维护稳定工作

“三件大事”的推进涉及大量拆迁工作。拆迁

工作在稳定问题上做得好不好有两个标准，第一个

是当前不崩盘，第二个是将来不留后遗症。不是说

一拆迁、一拆违，就一定会引发稳定事故。就像六角

亭街刚才发言中所说的，征收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

群众工作做得好，征收工作就顺利；群众工作水平

差，进展速度就慢，而且可能后患无穷。

我们在推进每项工作的时候，都要把稳定的责

任放在心上，尽可能考虑周全，工作做细，真心去解

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我们有的同志刚到街道，要

注意加强学习，从现在开始，从点滴抓起，更加注重

细节，防患于未然。要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增强干

部的责任心，及早发现苗头，尽可能把问题消除在萌

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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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１日在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冯群翔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冯群翔在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

各位代表：

我受区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

予审议。

２０１２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２年，区人大常委会在中共口区委领导
下，从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实际出发，充分发

挥代表作用，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

先后召开８次常委会会议和２４次主任会议，组织开
展２８次视察检查和调研活动，听取和审议“一府两
院”１６个专项工作报告，就相关重大事项作出决议
决定；严格监督检查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促进依

法行政、公正司法；严格法律程序，依法任免全区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切实督办大会议案和代表建议，推

动解决民生重难点问题，为促进我区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

一、把握全区大局，倾力支持转型

发展

本届区人大常委会认真研究口

全面转型这一重大历史时期人大工作

面临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明确了坚持区

委领导，支持政府工作，监督依法行政，

关注民生民利的总体工作思路，把人大

工作融入全区发展大局，把人大作用转

化为加快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

参与“三件大事”组织实施。区人大

常委会把支持做好“三件大事”作为人大

工作的重点，高度关注汉正街长远发展

与近期搬迁改造，专题听取汉正街整治

工作情况汇报，督促加大整治搬迁力度。

常委会组成人员深入化工企业搬迁现场

检查指导，充分肯定工作专班在促进企

业搬迁腾退、谋划园区产业转型中取得的成效，对古

田生态新区建设和化工企业搬迁面临的问题，提出建

设性意见。常委会高度重视城中村改造工作，多次组

织人大代表实地视察，从人大工作的角度，积极帮助

解决具体问题。主任会议成员多人挂点重点项目，直

接参与“三件大事”的组织领导和有关具体工作。

推动财政预算有效运行。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２０１１年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
支审计报告，审查和批准了２０１１年度本级财政决
算，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２０１２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的报告。常委会在财政监督方面提前介入预

算编制，增强了预算编制的合理性。为促进全区年

度经济工作目标顺利实现，常委会先后到区财税等

部门和部分街道调研检查，督促加强收入征管，加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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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管理，落实年度经济计划。

助推旧城改造加快步伐。为适应口城市建设

快速发展要求，特别增开一次常委会，专题审议我区

２０１２年度旧城改建类征收项目。会前，主任会议对
拟征收项目认真初审，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意见。

常委会会议及时作出了关于批准区政府２０１２年度
旧城改建类征收项目的决议，为旧城改造的顺利推

进提供了保障。

促进重点项目建设。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２０１２年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针对增强项目
策划能力，提高项目运作效率等问题，提出要强化项

目意识、加强资金保障、增强项目实施计划性等审议

意见。围绕重点项目建设，常委会全年组织视察检

查和专题调研１１次，帮助协调解决有关困难。

二、坚持代表主体地位，不断改进代表工作

区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实施代表法，不断改进

代表工作方式，丰富代表活动内容，努力为代表依法

行使职务提供服务。

增强代表履职能力。为适应换届后新代表履职

需要，常委会组织口地区市、区人大代表集中培

训，邀请人大工作知名学者作了《代表职务与代表

履职》的专题报告，同时请两位基层一线的老代表

交流履职经验，为代表履职提供有益借鉴。

促进代表联系选民。常委会积极探索，研究制定

了《代表联系选民暂行办法》。在街道，建立代表工作

室，组织代表走访选区，密切联系选民；在选区，公开代

表联系方式，为代表了解群众意愿、征求群众意见、反

映群众心声创造条件，代表与选民联系进一步增强。

提高代表参与程度。先后组织８０余名市、区人
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

认真听取和吸纳列席代表的意见；组织市、区人大代

表４００多人次参加各类专题调研和视察检查活动，
让代表了解区情，致力发展；推荐５０余名市、区人大
代表担任执法监督员和行风评议员，让他们直接参

与对重点工作的监督检查；全年代表走访选区达

３００多人次，协调相关部门解决群众反映拆迁安置、
社保低保、就业养老等问题１４０余件。

三、加强民主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促进社会发展，需要依法行政；维护社会稳定，

必须公平正义。支持和监督“一府两院”依法行政、

公正司法，是区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点工作。

加强行政工作监督。常委会先后组织部分委员和

人大代表组成４个执法检查组，分别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保障法》等４部法律法规在我区的实施情况，

分步骤进行全面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

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有关部门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

常委会结合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对区水务局、文

体局、民政局、审计局进行了工作评议。如把汉江北岸

口段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列为重要审议议题，

一并评议区水务局工作，收到较好的效果。

加强司法工作监督。常委会组织开展了２０１１
年度公检法三机关办案质量检查。在三机关自纠自

查的基础上，常委会组织专班重点检查了刑事、自侦

和经济侦察案件办理情况，并将检查延伸到基层科、

所、队。同时，组织口地区市、区人大代表对三机

关的办案质量、办案作风、办案效率、廉政勤政情况

进行了民意测评。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公

安分局注重队伍建设，坚持依法办案，测评满意和基

本满意率同比均有较大幅度提升。

四、关注社会事业，着力推进改善民生

改善民生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区人大常委

会把促进改善民生摆在人大工作的突出位置，从具

体问题入手加强监督协调。

注重环境保护。结合市人大开展的环保世纪行

活动，督促我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推进环境评价与

保护工作。跟踪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落实，先后对

餐饮业油烟治理、污水处理进行现场检查，督促相关

部门加快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关注教育事业发展。常委会多次组织人大代表

深入学校，针对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学校建设和校

园安全等重点问题，开展视察检查。对合理配置教

育资源、缓解“入园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

出指导性意见。同时，结合督办市人大关于做大做

强我市职业教育的议案，协调市有关部门加大对我

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

重视食品安全。常委会结合审议区政府《落实

〈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整改情况的报告》，开展食

品安全执法检查，重点跟踪小餐饮规范管理专项整

治，督促相关部门加大对伪劣食品生产、销售企业和

商贩的处罚力度。

关心养老保障。为促进口老年工作发展，常

委会先后到发展社区、放心早餐生产公司和家政服

务公司，调研养老服务项目，与区老年工作机构、企

业、街道、社区，共同研究老年人权益保障、养老社会

保障问题，推动政府加大对养老保障投入。

五、加大督办力度，议案建议办理成效明显

在本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围绕口转

型发展、跨越发展和改善民生等重大问题，积极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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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策，形成大会议案３件，代表建议１２３件。对此，
区人大常委会把认真督办大会议案和代表建议作为

尊重代表职权，接受人民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认真

对待。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议案建议办理，制定专

项工作方案，组建专门工作班子，加大人力财力投

入，为群众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

对《加快编制汉正街产业规划的议案》，常委会

多次深入调研，在规划的功能定位、开发体量和用地

方面提出明确意见，要求区发改委主动参与市规划论

证，推动规划编制工作。对《打造特色文化街区的议

案》，常委会提出要以打造荣华特色文化街区为重点，

推进全区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区政府全力推进武胜

国际文化城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文化产业项目开发

力度，街道、社区群众文化设施建设全面提速。《对建

设汉西一路南段的议案》，在资金难以到位、工程推进

困难的情况下，区政府建设部门积极协商市相关单位

调拨资金和自筹资金，强力实施沿线拆迁和道路施

工。目前，道路工程基本完成，年内确保建成通车。

对代表提出的《关于尽快搬迁口汉江堤外砂

石厂的建议》等１２３件建议，常委会逐一梳理，多方
督办，推动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截至１１月底，
代表建议的回复率、走访率、满意率均为１００％，办
结率达７４８％，比上年提高近５个百分点。

六、强化自身建设，努力增强工作实效

区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不断完善工

作机制，改进工作方法，增强履职能力。常委会坚持

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人大

工作，努力按照为民、务实的要求，以民主、法治的精

神行使职权；常委会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按照法定

程序审议和决定重大问题；主任会议成员不断改进

工作作风，积极参与重点项目建设、综合整治、社会

维稳等一线工作；各工作委员会自觉围绕常委会工

作议题，深入调查研究，强化统筹协调，为提高常委

会工作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大各街工委突出代

表工作主旋律，基层人大工作迈上新台阶。

回顾过去一年，常委会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

绩，这是区委加强领导的结果，是区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和全体人大代表，以及区街两级人大工作者共

同努力的结果，也得到了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

区人民检察院的支持配合。在此，我谨代表区人大

常委会，向关心、支持常委会工作的各位同志和各界

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回顾过去一年，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常委会的

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班子成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

力与当前任务还有距离；促进改善民生的举措及效

果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差距；对常委会审议意见

处理情况的跟踪督办和落实反馈还需要进一步完

善；为代表依法履职搭建平台、提供服务保障有待进

一步加强。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

认真加以改进。

２０１３年工作展望

２０１３年，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围绕转型

发展、跨越发展主题，继续全力支持做好“三件大

事”，充分尊重人民意愿，充分发挥代表作用，进一

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大依法监督力度，加力维护

民生民利，不断提升人大工作水平，为加快建设民主

富强、美丽生态口作出新的贡献。

一、深入学习，用十八大精神统领人大工作

党的十八大报告是总结和谋划科学发展的伟大

纲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把思想统一

到十八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贯彻十八大提出

的各项任务上来，是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用

时代的要求审视人大工作，用发展的眼光研究人大

工作，用创新的精神推动人大工作。

深刻领会十八大关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要求，

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参与管理地方国家和

社会事务，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代表比例，让人民更多地参与地方国家大事

决策。深刻领会十八大关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要

求，不断探索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扎实推进基层民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监督权。深刻领会十八大关于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的要求，切实加大对依法行政和公正执法的

监督力度，督促和支持“一府两院”全面推行政务公

开、审务公开和检务公开，为人民群众参与经济、政

治、社会等活动创造条件。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发扬

民主、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不断改进人大工作，努力

提升区人大常委会整体工作水平。

二、突出重点，强化监督实效

切实加强对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

政预算执行等经济工作监督，完善对全口径预算和

决算的审议监督，强化审计工作报告效力。继续把

“三件大事”等重点建设项目，以及年度旧城改建类

征收项目等重点工作，列为监督重点。加强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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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教育卫生、弱势群体帮扶等民生问题的工作监

督，促进民生改善。坚持对公检法办案质量检查，促

进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依法对本行政区

域内，不属于区人民政府直接管理的国家机关和社

会组织执行法律法规情况实施监督。

着力推进制度创新，把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

告与执法检查结合起来，把开展专项工作评议与检

查了解人大选举任命的干部工作业绩结合起来，扩

大监督视线，拓宽监督渠道。正确处理监督与支持

的关系，通过监督实现支持，提高促进发展成效。

三、关注民生，推进社会事业发展

推进公共财政建设，加强公共服务项目的预算

审查，不断创新预算监督审查方法，加大对重大公共

服务建设项目的审查监督力度。强化法定增长等支

出的审查监督，及时把住科技、教育等支出的法定增

长标准。围绕重点公共服务建设项目开展视察检

查，加强对就业再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调查研

究，提高财政资金对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

力度。

高度关注民生，推动教育卫生、食品安全、环境

保护、社会保障、交通管理、社区组织建设、群众文化

生活等社会事业发展。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专项工作

评议，提高评议质量，对评议意见整改情况跟踪督

查，促进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水平。

维护群众合理诉求，围绕代表建议，选择部分社

会影响较大，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作为督办重点，全程跟踪，推动热点难点问题解决。

把信访工作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的重要渠道，加大重要信访件督办力度。

四、改进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支持、规范和保证代表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为代

表在大会期间行使职权服务，为代表在闭会期间发

挥作用服务，为代表提出建议和反映意见服务，是区

人大常委会的基本职责。要继续抓好代表的学习培

训，不断增强代表的履职能力。扩大代表知情权，通

过多种形式，向代表提供全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等各方面信息。实行主任会议成员和人大街工委走

访联系代表制度，街工委每年至少走访联系一次辖

区代表，了解代表工作学习情况，为代表履行职责解

决实际问题。

扩大代表对常委会工作的参与，完善邀请代表

列席常委会会议和工作委员会会议制度，有计划的

安排每一位代表本届内至少列席一次常委会会议。

组织代表参加各项执法检查、视察调查等活动，充分

听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丰富代表活动内容，

运用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切实提升代表活动实效。

推动代表联系选民，每位代表每年至少回访一次选

区，认真听取选民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落实代表向选民述职制度，督促代表接受选民监督。

加强对议案建议的督办力度，落实议案建议办理工

作责任制，不断提高办理实效。

人大代表要珍惜法律赋予的权利，正确处理执

行代表职务与做好岗位工作的关系，强化代表职务

意识，积极参加活动，真正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

上深入群众，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切实发挥在参与

管理地方国家事务中的主体作用。真正成为政情民

情的知情人，民意民利的代言人。健全代表履职的

激励机制，对积极联系选民取得突出成效的代表和

优秀议案建议的提案代表，给予表彰奖励。

五、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提升依法履职水平

区人大常委会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不断深化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规律

的认识，积极探索发挥地方人大在全局工作中更大

作用的新思路、新举措。坚持科学发展的时代主题，

找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跟踪“一府两院”的

工作难点，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拓展行使重大事项

决定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的新途径。坚持民主集

中制原则，行使各项法定职权，强化制度执行，规范

常委会工作。坚持走群众路线，加强与人大代表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接受人大代表和人民群

众的监督。

强化机关内部管理，推进机关文化建设和作风

建设，加强业务学习，扩大信息公开，形成团结、开

放、为民、务实的工作氛围。人大机关干部要立足新

起点，顺应新要求，提高素质，转变作风，胸怀全局，

脚踏实地，多做实事，务求实效。

街工委要按照常委会的工作部署，积极组织代

表开展活动，协助代表履行职责；加强代表工作室建

设，进一步推动代表联系选民，真正把代表接待室建

设成为传递人大工作信息的窗口，代表联系选民的

桥梁。

各位代表，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

口也正处于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让

我们在中共口区委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扎实

工作，锐意进取，为推进口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口科学发

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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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　景新华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在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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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区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２０１２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２年是本届区政府的开局之年，也是口全
面推进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起步之年。在市委、市

政府和区委的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

下，我们紧紧依靠全区人民，积极应对转型时期的矛

盾和困难，坚持打基础、强基层，抓重点、破难点，立制

度、建机制，轰轰烈烈干事、实实在在出活，重点区域

改造提速，重大项目有力推进，重要工作实现突破，较

好地完成了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

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４２４２亿元，同
比增长１１５％；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额２２６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８％；全口径
财政收入达到 ６５４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８％，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达到２６９亿
元，同比增长２５１％；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能耗下降３９％；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
３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２５万元，同比增长１４％。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新成绩，转型发展、跨越发展迈出

坚实步伐、实现良好开局。

一、“三件大事”取得重大进展

领导挂帅、专班运作、集中攻坚，整

治、搬迁、改造工作全面提速，“三件大

事”破冰前行。

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向纵深推进。

市委、市政府成立市汉正街文化旅游商

务区领导小组，组建融资平台，汉正街

及汉江开发上升为市级发展战略，功能

定位日渐清晰，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逐步完善。综

合整治全面发力，落实消防网格化管理，加大交通管

制力度，强化工商、城管、税务等综合执法，２万余处
消防隐患完成整改，７家省、市消防挂牌督办单位先
后摘牌，１０家市场相继关闭。土地收储取得实质性
进展，首个征收项目工业学院片有望实现当年启动、

当年挂牌，银丰片征收户数达到７０％。
化工企业搬迁加速推进。搬迁启动片社会拆迁

基本完成，累计拆迁２０８４户１３万平方米。协助化
工企业加快新厂建设、做好腾退准备，１２家非化工
企业和单位签署收储协议，５家企业安全平稳腾退，
６家单位场地平整完毕。理顺国有、集体土地权属
关系，通过置换等方式促进土地有效利用，搬迁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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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控制性详规编制完成。一期地块顺利挂牌，二期

地块具备挂牌条件。土地污染详查工作同步推进。

“城中村”改造步伐加快。重拳整治长丰地区

“三合一”乱象，１万余家村湾小作坊全部清退，村级
工业园企业分离率达９８％，无证幼儿园全部取缔，无
证诊所、无证网吧、违规锅炉等专项整治成效明显，区

域流动人口减少１４万人，火警减少２／３，安全形势大
为改观，违建势头得到坚决遏制。借势启动困难最

大、任务最重的长丰村和东风村改造，长丰村拆迁过

半、东风村启动拆迁。继罗家墩村、额头湾村改造基

本完成之后，今年长青村、农利村还建房结构封顶，汉

西村、建荣村土地摘牌，永利村、红星村方案批复，其

余３村改造抓紧推进，全年完成拆迁１２７万平方米。

二、经济工作稳中求进

完善机制、加强调度、全区联动，全面提升管理

服务水平，区域经济持续平稳发展。

项目建设成效显著。坚持把项目作为经济发展

的第一动力，成立区重大办，优化项目管理流程，落

实每周调度机制，组建１６个指挥部推进３０个重大
项目，领导挂点、街道主责、部门协同的项目推进新

格局基本形成。土地收储进展良好，实现银行及社

会融资５３亿元，武胜公交枢纽站、葛洲坝城市花园
等项目征收完毕，新华书店片、江家墩片等地块加快

拆迁。全年完成旧城拆迁征收５３万平方米，实现土
地挂牌４２３公顷。重大项目投资突破１８０亿元，凯
德武胜广场、湘商大厦建成开业，大武汉家装二期、

保利香槟国际、联发九都府、融侨锦江等项目主体竣

工，星汇云锦、盛世滨江等项目开盘销售，宜家销品

茂、红星美凯龙开工建设。

新型产业加快培育。积极谋划产业转型升级工

作，初步确定现代商贸、电子商务、专业金融、文化创

意等十大产业重点。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规划、行动方

案和扶持政策相继出台，汉正街都市工业区被确定为

全省唯一的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２０万平方米
核心园区加紧建设，中文百科、中国网库、我的百家、

武汉企派等近百家电子商务企业竞相落户，首批５０
家传统企业启动电子商务应用，中百集团、威仕达成

功申报国家电子商务试点项目，电信、邮政、银联等配

套服务企业同步跟进。文化创意产业加速集聚，２３
家企业入驻江城壹号。促进金融业差异化发展，获市

政府批准设立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口专业金

融园区，金融业重点企业税收同比增长８９％。加快
总部经济载体建设，葛洲坝总部大楼、武汉城市广场、

汇丰企业天地一期主体竣工。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１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３６０亿元。

招商品质明显提高。加强招商基础工作，建立

土地资源库和企业信息库，招商网络不断完善。突

出地块招商、产业招商和以商引商，着力招大引强，

与香港高端商业开发商恒隆集团、新加坡最大的商

业地产运营商凯德集团达成投资意向，建信人寿、长

安保险等省级保险企业总部先后入驻，元祖食品、迈

瑞医疗、三井物产等１１９０余家企业落户口。招
商引资总额突破１００亿元，同比增长７３％，超额完
成全年目标。

投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完善领导挂点、企业

“直通车”等制度，积极开展企业大走访、政企座谈

会、银企对接会等活动，重商、亲商、安商氛围日趋浓

厚。投入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４７１０万元，协助企业
获得扶持资金 ２３００余万元、实现融资 ３９亿元。
优化服务业和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流程，一次性告知、

并联审批等制度得到落实。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率

先搭建市区联动科技融资平台，新增孵化面积１２万
平方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２１％。规范建
筑开发各环节涉税工作，实现房地产综合税收１５亿
元。促转楼宇企业４４家。完成１５家企业改制。一
批企业发展潜力逐步显现，航天电工进入主板上市

辅导期，３家企业签订“新三板”股改协议，４家企业
被认定为市创新型试点企业，８家企业入围全市百
强，９家企业税收突破亿元大关。

三、城区面貌明显改观

强化统筹、加大投入、重点突破，推动城市建管

上水平，口环境有了较大改善。

城市建设力度加大。成立区基础设施建设总指

挥部，编制首个区级城建计划，城建综合投资突破

１０亿元，创历史新高。长江大道、江汉六桥、京汉大
道武胜路立交桥等市级重大工程有序推进，汉西一

路南段即将建成，南泥湾大道西段实现亮化、东段争

取年内完工，竹叶海路等宜家项目配套工程相继竣

工，丰美路等保障房配套道路加快建设，改造破损路

５０７万平方米。西部环境建设迎来重大历史机遇，
古田生态新区综合规划编制完成，第十届中国国际

园林博览会主会场选址长丰，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

建设全面启动。二环线、三环线绿化提档升级，汉口

春天公园启动建设，解放大道、口路、崇仁路等重

点道路美化工程进展顺利，全区新增绿地６２万平方
米。江滩整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关停占滩单位１４
家，完成清障２千米，腾退滩地１０万平方米，江汉二
桥至古田三路闸口段２０万平方米江滩公园建设全
面启动，滨水沿线灰尘、噪音、防洪等环境问题逐步

解决。完成汉口西部截污和三环线排水管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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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更新社区排水管网７１千米。
城市管理全面加强。调整充实区城管委，完善

“大城管”工作机制和考核体系，条块协作、区域联

动能力逐步增强。城管综合投入达到２９亿元，同
比增长３２％。强力整治城市“顽疾”，展开“双十”
行动，打响渣土运输、“黑的”营运等２２个专项整治
战役，治理违法占道５１万处，规范广告招牌１５３４
块，亮化楼宇２０栋。掀起“拆违风暴”，拆除违法建
设３１８万平方米，新增违建实现“零增长”，拆违工
作连续８个月在全市排名第一。完成１０００吨生活
垃圾压缩中转站征地，环卫作业机械化水平逐步提

高。创新“门前三包”管理举措，１５条示范路段整治
成效初显。加强排渍保畅工作，暴雨渍水现象明显

减少。通过一年努力，城区环境日益整洁，我区“大

城管”工作有望实现中心城区“保五争四”目标。

环境保护能力提升。全面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环境监测能力标准化建设在全省率先达标。强

化环保执法，整治燃煤污染锅炉２０台、油烟扰民点
源６３个，二氧化碳排放下降４１％，减排二氧化硫
７１６６吨、氮氧化物３１２５吨，空气质量优良率同比
提高５个百分点。健全湖泊管理长效机制，建成环
湖路２千米，竹叶海和张毕湖岸线固稳工程基本竣
工，湖面退养工作接近尾声。深化“两型”示范创

建，强化项目节能评估和合同能源管理，５个项目获
得节能奖励资金５００万元。

四、民生事业持续发展

落实政策、扩大覆盖、促进公平，提高公共服务

和社会保障能力，群众生活进一步改善。

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完善。促进教育均衡发展，３
所幼儿园完成改扩建，小学标准化建设加快推进，初

中标准化建设基本完成，新一职教中心部分竣工。

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中、高考成绩保持全市先进

水平，涌现出“全国特教园丁”杨小玲等一批优秀教

育工作者。成功申办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
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举办全区性广场文化活动

２０余场次，成功举行区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星
海合唱团赴台演出广受赞誉，口群众文化活动中

心启动建设。完成 ４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
级，家庭医生、中医诊疗等特色工作继续深化，符合

政策生育率达到９５２３％，我区荣获全省社区卫生
服务示范区、阳光计生示范区等称号。双拥、民兵预

备役、国防动员、对台、民族、宗教、侨务、妇女儿童、

对口帮扶、档案、广电、地方志等工作也取得新成绩。

就业创业工作扎实开展。落实就业政策，加大

就业基地建设和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组织招聘会

３４场，新增就业 ２３５８３人次，帮扶困难群体就业
３１３５人次。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完成创业就业培训
６８５４人次，发放小额贷款 ３６０６万元，扶持创业
２６３９户，带动就业１００２８人。在全市成功举办电子
商务创业项目暨人才选拔大赛，２３个项目脱颖而
出。新人力资源大楼投入使用，劳动力和人才市场

服务功能得到提升。深化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

协调解决纠纷５００余起、案件２５８件，为劳动者追回
报酬１６５３万元。

社会保障更加有力。新增“五险”参保人数８６
万人，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事业单位等组织纳入工

伤保险统筹。按时足额发放低保及相关补贴８４０８
万元，救助困难家庭１５３０户次，资助贫困学生８８５７
人次，落实大病救助资金５０２万元。加强保障性住
房建设管理，５４１２套保障房主体完工，发放住房补
贴１３９１万元。开展“一键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
点工作，福利院养老大楼主体竣工，６５岁以上老人
全部免费体检、９０岁以上老人全部享受高龄津贴。
成功承办全国聋人乒乓球锦标赛，我区荣获“全国

残疾人阳光家园示范区”称号。区政府承诺的“十

件实事”全面完成。

五、社会管理不断创新

立足基层、夯实基础、强化服务，加强社会管理

阵地、队伍和机制建设，社会和谐程度进一步提升。

社区建设加快推进。以完善社区服务、培育社区

文化、保障社区平安、加强社区民主等为主要内容，大

力开展幸福社区创建，２５个试点社区３２５个创建项目
全面启动。加强“五务合一”建设，通过改扩建、民防

设施改造等途径，投入１５亿元建成社区服务站９２
个、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社区服务中心４０个，社区办公
用房全面达标，社区服务条件明显改善。顺利完成社

区换届，合理调整社区规模，整合社区２８个，社区总
数精简为１２５个，一批群众认可的社区群干走上工作
岗位。宗关街、荣华街社区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初见成

效，困难群体相对集中、配套设施比较薄弱的紫润明

园南、北社区综合创建全面启动。

安全态势总体平稳。坚持安全第一，将集中整

治与长效管理结合起来，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安

全监管，建立１９个安全生产工作专班，完成３２家企
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加强简易升降机、建筑拆除

工地等专项整治，整改安全隐患２８９万处。构建专
群结合的“大消防”监管格局，加强专业消防队伍的

备勤、出警和执法能力建设，组建社区和企业义务消

防队１４７个，全区火警同比下降２８８％。集中开展
水厂、古田长途客运站整治，站内设施、周边环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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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秩序、治安状况明显改善。深化食品安全“三级

联创”，查处黑心作坊６６家，取缔小餐饮１５６家、规
范小餐饮４８２家、整改无证小餐饮３４６家。危房监
测管理得到加强，物价监管、农副产品检测等工作有

序开展。

社会局面保持安定。大力实施警务机制改革，

设立６个警务综合服务站，２７０名干警下沉到社区，
一线警力得到充实。启动安全社区、无盗社区创建，

群防群治工作不断加强。推行“三网合一”，优化网

格划分，规范网格管理，各类问题发现和处置能力明

显增强。完善“大调解”机制，专业调解委员会作用

进一步发挥。采取领导包案、专班负责等方式加强

信访工作，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１３９９１件次，化解信
访积案６６件。妥善应对征地拆迁、项目建设、“城
中村”改造中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高。

六、政府自身建设得到加强

完善制度、整合力量、改进作风，促进职能转变

和提能增效，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依法治区稳步实施。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各民

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监督，认真办理人大议案、代表

建议和政协提案２８７件，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１００％。
坚持重大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制度，

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成立区行政复议委

员会，行政复议能力得到提升。“法治口”建设深入

推进，仲裁、法律服务等工作有序开展。

政府管理不断创新。推进机构改革，成立区招

商局、区考评办、区重大办、区城改办，合并区委区政

府研究室、督查室，实行区统筹办、区国资公司合署

办公，机构设置更趋合理。强化政府机构职能清理，

推行公务员岗位责任制，实施财政供养人员“瘦身

计划”，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绩效工资改革稳步推

进。加强制度建设，制定专项资金监管、政府合同审

查等２０余项工作制度，行政行为得到有效规范。完
成政府网站改版，开通政务微博，提升公共服务平台

功能，政府与公众互动渠道更加畅通。

“治庸问责”继续深化。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加

强对“十个突出问题”的整改，政府承诺事项逐步兑

现。大力整治庸懒散，整合行政投诉、治庸问责投诉

和公共服务平台投诉三大渠道，通过直查快办先后

问责２６人。积极参与“百姓问政”，认真开展民评
民议，走访社区３００余次，采纳建议２００余条。重点
加强政府投资审计，审计金额突破１００亿元。加强
政府廉政建设，严肃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２４件，
挽回经济损失１３亿元。

各位代表，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我们深深感

到：口发展取得的每一项成绩，既是全区上下艰苦

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社会各界凝心聚力、团

结协作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各位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向所有关心支持口改革发展的同志们、朋

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一年来的实践启示我们：做好政府工作，必须勇

于担当，保持干事创业的激情；必须忠于职守，发扬

真抓实干的精神；必须善于协作，凝聚团结奋斗的合

力；必须敢于胜利，坚定赶超跨越的信心。同时，我

们也清醒地看到，口发展依然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新型产业培育相对滞后，财税增长乏力的现状短期

内难以改变，市政建设、民生改善的需求与财力不足

的矛盾日益凸显，部分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转型发

展攻坚阶段的各种风险不断增大，少数政府部门和

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大局意识还需进一步增强，破

解发展难题的办法还需不断创新。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将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２０１３年工作意见

２０１３年是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也是口全面推进转型发展、跨越发展

的关键年、攻坚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开启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和国

际化大都市建设逐步发力，迈出了全面提升城市能

级的新步伐；特别是通过一年多的埋头苦干，口转

型发展已经打开了新局面，全区上下励精图治、砥砺

奋进的士气更旺、劲头更足。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

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

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转型

发展、跨越发展的新胜利！

２０１３年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牢扭住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主题，围绕发展新经济、建设新生活主线，深入

推进“三件大事”，着力培育新型产业，积极构建生

态文明，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为

打造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而努力奋斗。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１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１８％，
全口径财政收入增长１５％，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
１１％；新增绿化面积１３０万平方米，单位地区生产总
值能耗下降３７％；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４５％，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１２％。

围绕上述目标，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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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

一、深入推进“三件大事”，努力夺取攻坚年的

决定性胜利

当前，“三件大事”都已进入攻坚阶段，我们必

须继续举全区之力，紧盯目标、乘势而上，打好转型

发展的关键之战。

整治征收并举，加速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

２０１３年是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必须实现重大突破
的一年。我们将保持综合整治高压态势，力保消防

安全，强化交通管制和物流整治，加快市场搬迁，促

进建成区域产业转型。加大收储工作力度，完成银

丰片征收，重启汉正街东片拆迁，推进长江食品厂东

片拆迁，争取启动九如片、新安片、一职教东片征收，

形成连片成块、整体推进的格局。按照文化旅游商

务区和现代服务业创新示范区的定位，引进战略投

资者和高品质开发商，实施一批具有产业和功能带

动作用的重大项目，启动工业学院片开发建设。

搬迁开发并举，加速化工片区改造。２０１３年是
化工片区进入实质性开发的一年。我们将积极推动

企业异地建厂、搬迁腾退、职工安置、总部留驻等工

作，力争完成远大制药、力诺双虎等化工企业搬迁。

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实施的要求，引进有实力的开发

商成片开发，启动一期建设，完成二期供地，力争三

期挂牌。争取各级环保专项资金，加快腾退地块污

染详查和土壤修复。争取国家新一轮老工业基地改

造专项扶持政策，建设老工业基地整体改造示范区。

拆迁建设并举，加速“城中村”改造。２０１３年是
“城中村”改造全面发力、加快推进的一年。我们将

在持续开展综合整治的同时，力争长丰、东风等７村
全部实现土地挂牌，全面加快拆迁和还建房建设，完

成拆迁１３０万平方米，力争还建房开竣工７０万平方
米。按照全区产业布局，统筹规划开发用地和产业

用地，聚集一批新型产业，形成支撑口转型发展、

跨越发展的重要产业板块。

二、着力培育新型产业，努力建设现代商贸强区

商贸是口产业的优势。武汉建设国家商贸物

流中心，口大有可为。我们将坚持项目带动、基地

集聚、企业引领，构建以现代商贸为特色的现代服务

业体系。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

工作的龙头，完善领导挂点、街道主责、部门协同的工

作机制，进一步提高项目推进效率。突出汉正街征收

改造、续拆项目攻坚收尾和资金安全高效运转三大重

点，规范管理收储资金，统筹调配安置房源，积极探索

新区建设与旧城改造对接互动、协调发展的有效途

径。完成汉西建材片一期、宗关铁桥片二期等项目拆

迁，实现江家墩片、双强化工厂南片等地块挂牌，确保

征收拆迁７０万平方米、土地挂牌４６７公顷。加快宜
家销品茂、红星美凯龙、新世界中心二期、武胜文化

城、星汇云锦等项目建设，推动葛洲坝总部大楼、汇丰

企业天地一期、大武汉家装二期、武汉城市广场等项

目建成开业，确保重大项目投资突破２００亿元。
促进重点产业竞相发展。依托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专业金融园区、中小企业总部基地，突出十大产业

重点，实行“一个产业一个专班”，加快新型产业的引

进和培育。扩大现代商贸业优势，支持规模商业企业

发展壮大，引导规模商城逐步推行终端显示、集中结

算，依托宜家销品茂等高端商业综合体在汉正街、汉

西、古田地区打造核心商圈。突破性发展电子商务产

业，建设“智慧园区”，引进电商平台企业和配套服务

企业，快速聚集成长型电商企业，推动传统企业电商

化应用，打造全国知名的电子商务示范基地。错位发

展金融业，加快建设专业金融园区，大力发展保险证

券、行业金融等金融业态。壮大文化创意产业，确保

江城壹号建成开园，依托工业遗产策划打造创意园

区，推进旅游标准化创建工作。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总

部经济，加快培育智力服务、医疗健康服务、建筑与房

地产、现代物流和社区服务业，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增

长１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３％。
进一步提高招商质量和水平。整合各方资源，

建立区招商局全面统筹、重点突破，相关部门和街道

分类分块负责的“大招商”格局，调动全区上下参与

招商的积极性。建立项目效益评价机制，不断完善

综合招商政策，从源头上提高招商品质。突出产业

招商，围绕十大产业重点，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

的区域性总部和成长型企业，形成产业集聚的倍增

效应。强化地块招商，重点做好汉正街、化工片区、

汉西建材片、宗关铁桥片等区域招商工作。加强楼

宇招商，抓好新建楼宇“首次招商”和现有楼宇“二

次招商”，打造一批专业化楼宇，加大楼宇企业促转

工作力度。力争引进投资１０亿元以上项目２个，招
商引资总额突破１３０亿元，同比增长３０％。

增强服务企业的工作实效。促进领导联系企业

制度化、经常化，扩大企业“直通车”服务范围，畅通

企业诉求渠道，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支持企业做大做

强。将街道、部门服务企业的质量和效果纳入绩效

考核，努力打造投资发展环境最优城区。缓解企业

“融资难”，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银企对接活动，支

持企业在主板、“新三板”上市。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促进科技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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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探索孵化器建设新路径，不

断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推进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积

极化解改制企业遗留问题。加强税源培育，改善征

管服务，力争税收过千万元企业超过８０家。认真开
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三、加强城市建设管理，努力打造美丽生态口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群众福祉、关乎未来发展。

我们必须坚持“两型”发展理念，抢抓园博会、汉江

江滩、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建设机遇，全面推进古田

生态新区建设，让口变得更加美丽。

加强生态环境打造。倡导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大力开展群众性“两型”实践活动，深入

推进“两型”示范创建、企业清洁生产等工作，确保

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加快江滩建设步伐，基本完成

古田三路至江汉六桥段２１千米清障，积极推进月
湖桥至江汉六桥段８１千米建设，争取三年建成汉
江江滩公园，实现市民踏岸亲水的夙愿。珍惜湖泊

资源，加快推进竹叶海和张毕湖水质优化、岸线整

治，启动竹叶海公园一期建设，建成张毕湖公园。加

快园博园和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建成汉口春

天公园，推进解放大道、沿河大道、中山大道绿化美

化工程，精心打造西部最美出城路段，形成一批环境

优美的示范片区。争取三年新增绿地３００万平方
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翻番，逐步将口打造成为森

林环抱、大江环绕的生态新型城区。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城建攻坚计划，积极

争取市级支持，全面提升西部基础设施水平。完善

园博园及宜家项目市政配套，推动古田四路北段等

８条道路开工建设，确保张毕路、竹叶海路延长线等
４条道路部分完工，建成江发路、古田四路延长线等
道路。提高主次干道通行能力，配合实施地铁六号

线、地铁七号线、江汉六桥等道桥工程和长江大道、

三环线综合改造工程，启动长丰大道高架桥建设和

游艺路拓宽改造。完善水务设施，加强社区管网维

护和改造，启动福新泵站、竹叶海地区雨污管网、禁

口明渠改箱涵等工程建设。

加强城市综合管理。探索推进城管体制改革。

完善条块协同机制，优化城管资源配置，健全考核奖

惩体系，增强街道、部门工作合力，提高规范化、精细

化、常态化管理水平。整合排水疏捞、园林养护、环

卫保洁、路段执法等力量，建立片区联动互保工作机

制。改善环卫作业条件，提高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

建设１０００吨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坚决整治违法
建设，确保新增违建“零增长”。推进占道经营、暴

露垃圾等专项整治，改善重点区域、重点地段环境形

象。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强化社区和社会单位

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稳步提高市民文

明素质和城区文明程度。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严格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推进 ＰＭ２５监测、三环线
内“改燃”、环境执法绩效评估试点等工作，大力整

治餐饮油烟扰民等突出环境问题。

四、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改善群众生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将坚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统筹规划

民生事业发展，努力让市民过上更好生活。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

次、可持续方针，着力促进社会公平。进一步扩大社

会保险覆盖面，提升社保经办机构管理服务能力。完

善低保动态管理，确保“应保尽保”。鼓励多渠道多形

式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新增就业岗位１４７万个。
结合产业重点扶持一批创业项目，增强小额担保贷款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职业技

能培训，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筑和谐劳动关系。

关爱困难群众，认真做好慈善捐助、慈善超市等工作。

确保福利养老院投入使用，创新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巩固残疾人阳光家园建设成果。

推动社会事业发展。拓宽投入渠道、优化资源配

置、提升供给能力，有效满足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改扩建幼儿园３所，完成１０所小
学标准化建设，建成紫润小学、易家墩小学和新６２
中，确保新一职教中心投入使用，启动一聋校康复中

心建设。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校管理水平，推

进教育信息化建设，促进各类教育协调优质发展。做

好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筹备工作。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大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建设口群

众文化活动中心，培育一批群众性文体团队，努力让

群众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规划建设区公

共卫生大楼，探索托管直办、服务外包等运作模式，健

全全科医生制度，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功能，努力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

疗服务。做好人口计生、双拥、民兵预备役、国防动

员、对台、民族、宗教、侨务、妇女儿童、对口帮扶、档

案、广电、地方志等各项工作。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强化服务理念，完善投

入机制，充分利用“五务合一”建设成果，深化幸福

社区创建，大力推进区域中心共享、弱势群体救助、

“养学乐”助老等特色工作，努力将社区建设成为居

民的生活家园、心灵港湾。减轻社区负担。整合社

会资源，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共驻共建活动。

加快保障房和“城中村”还建房集中区域的市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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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及社区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争取（与保障房）同步

交付使用，继续推进紫润明园南、北社区综合创建。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着力构筑重点区域专班整治、

重点问题集中整治、重点领域分类整治、基础扎实、

队伍健全、机制完善的长效工作格局，全面加强安全

生产监管，努力防范各类安全事故，杜绝较大以上安

全事故。健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深化社区

网格化管理工作，逐步更新完善社区视频监控系统，

提高社会面见警率、管事率，增强群众安全感。坚持

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健全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制度，进一步推动信访积案化解和突出

问题的解决。开展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试点工

作，完善小餐饮食品安全信用分类和量化分级管理，

巩固小餐饮整治成果。深化药品安全示范区创建，

加强物价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工作。

继续办好十件实事。

１建成保障性住房１６万平方米，落实廉租配
房１４００套、公租房１０００套，确保区内现有经济适
用房持证家庭全部落实住房。

２为６５岁以上（有需求的）老人免费安装“一
键通”，为８５岁以上老人按月发放高龄津贴。
３为２０００名６５岁以上患有重大疾病的老人

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４救助困难家庭 ５０００户次，资助贫困学生
７０００人次。

５为全区盲人配备声光盲杖，为１０００名残疾
人适配小型辅助用具，为困难或重度残疾人提供康

复、托养服务２０００人次。
６改造背街小巷破损路３万平方米，维修破损

人行道３万平方米，新建公厕１３座。
７创建３０个星级幸福社区，完成２０个社区绿

化提档升级。

８举办全区性广场文化活动２５场，建成社区
电子阅览室３０个。
９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３０００人次，为

６５００名就业困难人员提供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１０免费受理法律援助案件２００件以上，法律

援助做到“应援尽援”。

五、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打造人民满意政府

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工作的核心理念。我们将按

照为民、务实、清廉的总要求，把服务贯穿于政府工

作的各方面、全过程，不断提高服务群众、服务企业、

服务基层的能力。

打造依法行政、规范运行的政府。全面落实市

委、市政府和区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自觉接受

区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区政协民主监督，探索

以信息化方式改进议提案办理工作。健全决策机制

和程序，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开展

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清理，进一步规范政府行

为。加强“六五”普法工作，深化“法治口”建设，

支持开展调解、仲裁和法律服务等工作。

打造以人为本、为民谋利的政府。坚持群众路

线，用更多精力关注民生、用更大投入改善民生。充

分发挥政府网站、公共服务热线、区长信箱、政务微

博的桥梁作用，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真诚回应群众关

切。凡群众关心的事，全力去做；凡政府承诺的事，

件件兑现，真正把政府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以

实际工作成效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与信任。

打造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政府。勤于实践、勇

于变革、善于创新，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

体制机制弊端，学会用统筹的观念、系统的思维、综

合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稳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建立健全部门责任体系，强化公

务员岗位责任制，进一步理顺职能职责关系。深化

财政管理制度改革，落实财政供养人员“瘦身计

划”，不断降低行政成本。

打造求真务实、勤勉高效的政府。倡导执行文

化，营造干事氛围，集中精力干大事，集中力量办实

事。改进文风会风，开短会、发短文、讲短话、简办

事。健全绩效管理体系，加强政务督查督办，下大气

力解决不敢担责、裹足不前、互相推诿等问题。坚持

“一线工作法”，围绕发展大局和中心工作，促进问

题在一线解决、工作在一线落实、任务在一线完成。

打造风清气正、廉洁奉公的政府。深入开展廉

政教育，引导政府工作人员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

干事。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和预算绩效管理，发挥审

计监督作用，厉行节约、勤俭办事，确保财政资金科

学、规范、有效使用。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健全“治庸问责”长效机制，坚决纠正部门和行

业不正之风，严厉查处各类损害投资发展环境、侵害

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

各位代表，２０１３年是口全面推进转型发展、
跨越发展的关键年、攻坚年。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尤其需要我们具有胸怀全局的大气、敢于担当的勇

气、开拓创新的锐气、逢战必胜的豪气。我们要倍加

珍惜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氛围，倍加坚定转型发

展、跨越发展的信心，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精神，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

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区人

民，埋头苦干，扎实工作，全面开创口转型发展、跨

越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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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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９日在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政协口区委员会主席　国洪河

　　政协口区委员会主席国洪河在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上作工作报告

各位委员：

我受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

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会议的

同志提出意见。

２０１２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２年是口全面推进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
起步之年，也是新一届区政协的开局之年。一年来，

在中共口区委的领导和市政协的指导下，区政协

常委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共

十七大、十八大和区十一次党代会精

神，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

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三项职能，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

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为

促进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一、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

常委会联系工作实际，广泛开展以

“服务三件大事，提高履职能力”为主题

的系列学习实践活动，努力在学习实践

中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信心，为新

一届区政协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学习中理清工作思路。针对新

班子、新委员的特点，常委会坚持把理

论和业务学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先后制定《关于

开展学习年活动的通知》、《２０１２年学习计划安排》，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民政协基础

知识”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及时事政治”等为重

点，推荐了一批理论学习书目。常委们积极参加各

类专题学习并坚持自学，先后就“推进三件大事，促

进转型发展”、“履职为民，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

作”、“加强委员队伍建设与管理”和“扩大公民有序

政治参与”４个专题开办读书班，围绕“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和“台海局势”举办２次专题报告会，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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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习的成果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在培训中提高履职能力。以学习贯彻全国、省

市区“两会”精神和政协业务知识为主要内容，采取

培训、调训、专题报告会和会议研讨等形式加强对委

员培训。其中，主席和部分常委分别参加市政协举

办的新委员培训和全国政协的调训；邀请市政协专

家学者授课，举办新一届政协委员社情民意信息和

提案知识培训班。向全体委员下发“中共十八大报

告”单行本，供委员学习。组织开展了“人民政协理

论知识测试”，对全体委员的学习情况进行了一次

摸底，有针对性地明确了新一年委员培训工作的重

点。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培训，进一步激发和

提高了委员的学习热情和履职能力。

在交流中搭建学习平台。利用全国十城（市）

区政协联席会议和武汉市十三区政协主席会议平

台，在相互交流中开阔视野。利用《口政协》期刊

平台，开办“主席论坛”、“委员论坛”、“学习与辅

导”等栏目，在共同学习中增进共识。利用区人民

政协理论研究会平台，组织委员进行广泛交流研讨，

共征集论文３０余篇并汇编《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理
论与实践论文集》一书，其中《人民政协参政议政工

作的基础在议》等７篇文章被《世纪行》杂志和省政
协理论研讨文集采用，在理论研讨中积聚智慧。利

用口政协书画摄影家协会平台，首次开办“政协

讲坛”，邀请省市书画摄影家先后围绕书法知识、绘

画知识和摄影知识授课，注重学用结合，编辑出版书

画摄影作品集《之春》。

二、围绕重大问题开展政治协商

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口区委《关于把政

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实施办法》，坚持把促进

口转型发展作为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以助推全区

“三件大事”、“十二五”规划为重点，认真开展协商

议政活动。

着眼于全局协商。推动科学发展是党委、政

府的中心任务，也是政协必须服从和服务的大局。

区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组织广大政协委员

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和群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献计献

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各界别小组提交大会书

面材料１３份。区委、区政府领导分别深入小组与
政协委员坦诚交换意见，有效提高了全委会会议

质量。全委会闭幕后及时将政协委员所提意见建

议归纳整理，大会发言全部转为提案，交由相关部

门办理。关于“全力推进汉正街整治搬迁改造、建

设世界级滨水旅游商务区”、“通过统征储备加快

推进城中村改造”、“我区化工企业搬迁改造及今

后建设发展”等建议引起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

视，成立工作专班，列入绩效考核，正在全力加快

推进之中。

立足于区情协商。按照“服务区委决策，促进

政府工作”的履职思路，紧密联系区情，把服务全

区工作大局作为政协工作的基本取向，把口发

展战略定位作为政协工作的服务方位，把破解发

展难题作为政治协商的重要内容，找准政协工作

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常委会议专题听取了

全区反腐倡廉和治庸问责工作情况通报和区政府

半年工作情况通报，先后围绕“古田地区发展生产

性服务业”、“加强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

建设”和“推进化工企业搬迁整治”的课题分别召

开３次专题协商会议，提出富有建设性和可行性
的意见和建议。《人民政协报》以“重大事项纳入

协商，武汉就化工企业搬迁听政协建议”为题进行

报道。目前，化工企业搬迁腾退有序推进，社会拆

迁基本完成，古田生态新区成为市级重要功能区。

《关于我区基层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

报告提出后，区委、区政府以加强社区建设为契

机，全面启动幸福社区创建工作，逐步形成包含１０
大体系、１５００多个服务网点的社区服务体系。主
席会议把“加快推进汉江北岸综合整治”、“推进汉

正街传统市场搬迁”作为重点协商课题，调研成果

得到市政府唐良智市长的高度评价。

侧重于对口协商。对口协商是推进协商民主

的重要渠道。各专委会注重加强与对口协商单位

经常性的联系和沟通，组织政协委员先后就加强

城市建设和管理、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教育均

衡发展、化工企业土壤修复、建立医疗市场规范化

管理长效机制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问题，深入

区直２０多个部门和相关街道调研，进一步拓宽了
政协委员知情明政渠道。各专委会联合各党派、

团体精选调研课题，形成调研报告 ３０余篇，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果。

三、有效履行民主监督职能

常委会积极探索民主监督的有效途径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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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充分发挥政协提案、委员视察和民主评议的积

极作用，为助推区域发展和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做

出了努力。

发挥政协提案的推动作用。常委会把提案作为

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坚持“三办一委四联合”（区委

办、区政府办、区政协办和区政协提案委）提案办理机

制，采取大口交办、主席分工督办、委员现场视察促

办、面对面协商办案、开展提案办理“回头问效”等方

式，有效促进了提案的督办落实，形成了广泛参与、联

合办理、整体推进、协调高效的提案工作格局，为促进

我区转型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和改进部门工作发挥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围绕促进我区转型发展提出３４件
提案，“关于大力发展口电子商务的建议”的提案，

得到区委、区政府积极采纳，把发展电子商务列为全

区主导产业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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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保障和改善

民生提出５８件提案，内容涉及食品安全、医疗卫生、
教育和养老等方面。“关于健全社区为基础的老年人

服务体系的建议”和“关于创建和谐社会，加快养老院

建设的建议”的提案提出后，承办单位高度重视，区

委、区政府积极争取政策，多方筹措资金，总投资１８
亿元的新福利院养老大楼已主体竣工。年度提案走

访率、回复率１００％，满意率逐年提高，有１９件提案被
评为优秀提案。

扩大民主评议的监督作用。把开展民主评议作

为政协履职和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的重要工作，组织政

协委员对全区绩效管理单位进行满意度测评，推荐

４５名政协委员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特邀监督
员、行风评议员、专业评价员，参加党政部门组织的检

查评比活动５０余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认真
贯彻落实市政协《民主评议“优化市容环境”工作方

案》精神，成立区政协民主评议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

从７月份开始，历时４个多月，市区政协联动，先后组
织召开各界人士、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座谈会１０余
次，组织委员实地视察解放大道上延线、宗关水厂片

等多个地段，发放问卷调查表１００余份。对我区大城
管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和评议，帮助清查整治一批突出

问题，营造了解城管、支持城管、参与城管的浓厚氛

围。６月份，组织委员参与口区省级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评估验收工作，口区作为首家受检单位成功接

受督导评估组评估验收。

增强委员视察的影响作用。常委会把委员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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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以“助推

发展，关注民生”为主题，各专委会、各界别、各联

络委结合各自特点，采取不同形式开展视察活动，

组织委员到基层调研视察、到企业考察参观、到社

区走访慰问，收集社情民意 ２０余条，协调解决了
一批问题。全年每个委员参与调研视察活动平均

在２次以上。除单独组织开展视察活动外，还开
展界别之间、联络委之间、政协委员之间、政协委

员和人大代表之间联合视察。５月份，区政协和区
人大就推进长丰街“三合一”场所整治及城中村改

造工作联合视察，就一些难题进行广泛研究，提出

具体建议，取得较好效果。

四、积极开展参政议政活动

常委会充分发挥政协人才智力优势，组织各专

委会、各界别和广大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把智慧和力

量凝聚在共谋发展上。

抓住重点。坚持把与党政良性互动作为委员参

政议政的重要载体。６月份，围绕贯彻落实市政府
支持口转型发展《会议纪要》精神，以“优化投资

环境，促进口转型发展”为主题，举办区委书记与

委员座谈会。区委书记王太晖同来自区政协各界别

的２２名委员面对面交流，就口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形成共识。１０月份，围绕“进一
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主

题，举办区长与委员恳谈会。区长景新华就口当

前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政协委员、社区工作者

交换意见。《人民政协报》对此作了专题报道。坚

持把主席与委员约谈作为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今

年先后围绕推进化工企业搬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

设、解决民营企业招工难、加快长江食品厂片拆迁和

“城中村”改造等问题，组织召开４次主席约谈会，
听取相关职能部门和委员意见，整理编报社情民意，

积极向市政协反映，为促进区域和谐稳定发挥了重

要作用。

搞好节点。常委会把做好社情民意工作作为参

政议政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在反映社情民意和

区委决策、政府施政中找准结合点。充分发挥包容

各界、联系广泛、人才聚集的优势，通过委员撰写社

情民意，及时反映来自各界别群众中带倾向性、关键

性的意见和诉求。聘请特约信息员３６名、政协信息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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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２４名。被全国、省、市、区采用信息６３条。编辑
《社情民意》２７期，市政协采用１６篇，被市、区领导
批示３篇。其中《关于将原法商康成酒厂纳入武汉
市优秀历史建筑的建议》被市政协专报刘英姿副市

长，目前该建筑已被列入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备选

方案。

凸显亮点。解决特殊人群就业问题既是当前社

会普遍存在的一个难题，也是群众十分关注的一个

热点，更是政协开展参政议政活动的一个重点。今

年以来，围绕“探索建立特殊人群就业机制”、“社区

书屋建设”两个课题，市、区政协联动开展视察调

研。其中，围绕特殊人群就业的课题，就刑释解教人

员、社区矫正人员、社区戒毒人员等三类特殊人群就

业问题，开展了为期１个月的调研并形成专题报告。
市政协专门在我区召开全市探索特殊人群就业机制

现场交流会，中央综治办领导给予高度评价。武汉

电视台《政协论坛》栏目进行专题报道，我区被市政

协评为探索建立特殊人群就业机制工作先进单位。

围绕全区发展大局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面向区内

外公开招标，形成６篇有份量的调研报告，为区域产
业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五、注重加强自身建设

常委会坚持把加强政协自身建设作为适应新形

势、开创新局面的基础工程来抓，努力在创新思路、

把握规律、突出特色和提高能力上下工夫。

有效组织活动。以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委员

主体作用。在委员中广泛开展“参加一次调研活

动，写一份提案，反映一条社情民意，提出一条建议，

为群众办一件实事好事”的“五个一”活动，为委员

履职提供抓手、明确目标；在政协机关广泛开展走访

委员、走访委员企业、走访委员单位的活动，为委员

履职创造条件、解决实际困难。先后组织开展了

“政协委员界别活动周”和“我为口转型发展献一

策”活动，收到意见建议４０余条，彰显了界别特色，
展示了委员风采。有的被作为《社情民意》编报，有

的通过《口政协》刊发。委员们积极参与社会公

益活动和光彩事业，共捐款１４５万元。今年，评选优
秀政协委员５４名，优秀政协联络员８名，先进政协
委员界别小组５个，先进政协联络委４个。

有序开展工作。根据《口区政协委员述职办

法》，加强对委员参加政协会议和相关活动的管理

和考核；建立健全专委会联系界别制度和专委会之

间合作联动制度，不断完善专委会活动方式方法；加

强界别组织建设，完善界别小组召集人工作制度，充

分发挥政协界别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的平台

优势。积极参与全区重点工作，按照区委、区政府的

统一安排，区政协主席、各位副主席挂点和参与汉正

街传统市场搬迁改造、武胜国际文化城、长江食品厂

片拆迁、“城中村”改造等工作，为重点工作有效开

展、重点项目有序推进作了积极努力。

有力推动履职。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

型、和谐型”机关建设，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切实健全规章制度，着力提高统筹协调能力。深入

开展“喜迎十八大、争创新业绩”活动，组织开展理

想信念、职业道德和廉洁从政教育，营造重视学习、

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梳理完善

《口区政协规章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

有规可守、有据可依。不断加强政协机关干部队伍

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办事、办文、办会能力和服务委

员、联系委员的工作质量明显提高。区政协被评为

全省先进政协组织，机关支部被区直机关工委评为

先进党支部。

各位委员，即将过去的一年，区政协各项工作有

了新的进步，这是区委正确领导和市政协加强指导

的结果，是区人大、区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大力支持的

结果，是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工

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区政协常委

会，向所有关心、支持政协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各社会团体以及各界人士，向所有为

政协事业辛勤工作的各位委员、各位同志表示衷心

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在回顾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

到，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一是

为委员履职创造条件、营造环境的工作还需要进一

步加强；二是自身建设的整体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

提高。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要扬长避短，开拓创

新，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２０１３年工作意见

２０１３年区政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落
实中共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中共口区委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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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推进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和改

善民生履职尽责，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

口做出积极贡献。

一、坚持在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中增进共识

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政协的首要政治任务，真学、真懂

和真用，做到入脑入心。深刻领会中共十八大主题、

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科学内涵，明确“五位一

体”战略部署和“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十八大精神上来，始终同中共中央在思

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

二、坚持在助推口科学发展中积极作为

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政协履职第一要务。围绕

明年转型发展关键年、攻坚年的任务，共同为转变发

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献计出力。要贴近区委、区政

府中心工作，重点围绕加速推进汉正街传统市场搬

迁、化工企业搬迁、“城中村”改造、建设现代商贸强

区和美丽生态口等重大课题，充分发挥优势，认真

履行职能，积极建言献策，使政协工作更加符合口

发展需要。力求在参与中支持、在支持中服务、在服

务中监督。着力助推区委重大决策落实、部门作风

转变和重大项目建设。积极宣传推介口，做好资

金、项目、人才引进工作。

三、坚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体现责任

要始终坚持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履职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视察、调研、提案、民主评议

等多种形式，在监督中使公众权益得到保障，在协商

中使民意得到反映，在参政中使群众利益得到实现，

重点就园博园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以及人民群

众关心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保障、居家养老和食

品药品安全等热点问题，深入视察调研，开展各种专

题协商和对口协商，努力促进问题的改善和解决。

主动走进社区、深入基层，广泛收集反映社情民意，

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努力做好新形势下

群众工作。

四、坚持在推进协商民主进程中彰显特色

要切实发挥好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

的作用，按照中共十八大关于协商民主的新要求，进

一步健全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主动争取区委、

区政府的支持，不断增强协商民主的实效性。在实

践中不断完善协商民主的载体和形式，深入研究专

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的方法

和工作机制，切实提高协商民主水平。

五、坚持在加强自身建设中激发活力

要把提高科学化水平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

点，按照政协自身建设“五位一体”的要求，进一步

推进政协信息化建设，重点做好提案信息化工作，不

断提高履职的能力和水平。积极加强同各民主党派

的联系和协商，为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提供平台。

加强委员队伍建设，继续在委员中开展“创先争优”

和“五个一”活动，充分发挥委员在本职工作中的带

头作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

作用。积极探索委员界别小组活动的新方法，充分

发挥委员界别小组作用。发挥专委会在重点课题调

研、对口协商、联系委员中的基础作用，完善工作制

度、提升履职实效。加强政协机关建设，提高服务意

识和水平，促进政协工作务实、有序、高效。加强对

政协街道联络委工作的联系指导，发挥辖区省市政

协委员作用，形成共谋发展、共建和谐的强大合力。

各位委员，扬帆起航正当时，砥砺奋进又一春。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

央周围，在中共口区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求真

务实，锐意进取，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意识建言献策，

以更加亲民的工作作风履行职能，以更加开拓的精

神克难攻坚，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作

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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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大事


记

１１１　　　 　　　月月月

１０日
由口经济开发区与武汉网商动力公司联合举

办的第四届湖北网商年会在东湖湖滨大酒店召开。

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传出席会议，以我的百

分之一、安都服饰、红桃 Ｋ为代表的湖北电子商务
企业代表、猫人内衣、周黑鸭、良品铺子等为代表的

品牌企业、电子商务业内专家、电子商务服务商共

２００多人参加会议。

１２日
口区环境监测站顺利通过环境保护部检查。

１４日
武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胡曙光率市有关

部门领导专程慰问口区见义勇为英烈周艮海的亲

属并送去慰问金。

１７日
Δ口区召开第十四届区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

（扩大）会议。区长景新华发表讲话，重点就今后的

政府工作强调三点意见：领会精神，认清形势，准确

把握口发展新的历史使命；理顺思路，明确重点，

全力促进口的转型跨越发展；加强建设，树立形

象，切实增强新一届区政府的执行力。

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召开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中医药服务项目试点地区工作总结

会，口区作为湖北省唯一代表参加会议并作经验

交流。

１８日
口区举行各界人士迎春团拜会。区委书记王

太晖代表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向参加团拜

会的辖区驻军单位领导、各级劳模、各民主党派人士

代表、拔尖人才、科技专家及民营企业代表，向奋战

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全体同志，向所有关心支持

口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和新春的祝福。

１９日
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尹汉宁，湖北省文明

办主任蒋南平等省、市领导亲临汉水桥街营北社区

看望慰问第三届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董明。

尹汉宁部长对董明身残志坚、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

给予高度赞扬，鼓励她珍视荣誉，更好地发挥全国道

德模范在传承文明、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等方面的榜

样示范作用。

２９日至３０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冯群翔、区政协主席国洪河等区“四大家”领

导先后走访慰问武汉工贸有限公司、武汉市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口烟草公司、葛洲坝集团、武汉天然

气有限公司、湖北省石油总公司、武汉电缆公司、武

汉远大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等重点企业，向企业拜年。王太晖书记对各企业对

口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区

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企业，想方设法帮助企

业解决困难和问题，全心全力为企业做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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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日
Δ口区辖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武汉材料

保护研究所、武汉凯奇特种焊接设备有限公司、武汉

有机实业有限公司、华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铁大桥局桥科院、东风扬子江汽车有限公司等７家
企业被认定为市级创新型试点企业。

Δ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和区“四大家”领导一
行检查工业学院片、新华书店片、汉西建材片、宗

关铁桥片、１１３５片、长青村城中村改造等区重点项
目，慰问有关街道、部门和工作专班的人员，并充

分肯定前期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并向大家致以

节日的问候。

３１日
Δ湖北省人口计生委发文授予口区“湖北省

‘阳光计生行动’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Δ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区人大
主任冯群翔、区政协主席等“四大家”领导专程前

往宜昌市，向葛洲坝集团公司拜年。中国能源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兼中国葛洲

坝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葛洲坝集团股

份公司董事长丁焰章等集团领导会见口区领

导。王太晖书记代表区“四大家”领导向葛洲坝集

团公司致以新年的问候，对葛洲坝集团公司为

口区经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感谢，并希望

集团总部早日进驻口区。丁焰章董事长代表葛

洲坝集团对口区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

详细介绍集团公司的发展情况，表示将加快集团

总部进驻口区的步伐，为口区全面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

２２２　　　 　　　月月月

１日
２０１２年口区新春舞龙大赛在口体育广场

举行。湖北省文明办主任蒋南平，海军工程大学

副校长魏刚少将、政治部主任严光成少将，武汉市

文明办主任严宏以及区领导王太晖、景新华、冯群

翔、刘洁、许以华、潘利国、刘国利、程宏刚、荣建等

出席活动。

２日
口区长丰街召开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誓

师大会。

６日
Δ口区荣获“２０１１年度武汉市服务企业工作

先进单位”称号。

Δ口区正式启动非遗展示中心建设工作。
Δ武汉市政府召开２０１１年度全市推进工业发

展“倍增计划”总结表彰大会，口区荣获“２０１１年
度全市服务企业工作先进单位”、“全市工业经济运

行先进单位”、“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先进单位”称号。

１０日
Δ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对口区“提琴爱人”

的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恩爱、慈爱、大爱，‘提

琴爱人’夫妇的事迹令人感泣。爱情、亲情、友情，

是人间最宝贵的财富。‘提琴爱人’夫妇的精神和

追求应该在我们湖北得到彰显和弘扬。”

Δ口区召开２０１２年经济工作会。会上，区发
改委、统筹办、城改办、化工专班、开发区、汉正街、长

丰街等７个部门作交流发言，并提出２０１２年工作目
标和具体举措。

Δ口区召开全区街道绩效指标工作会。区委
副书记刘洁在会上强调，街道２０１２年绩效指标设置
要坚持高标、跳高摘标，要围绕民生、富民强生，要紧

扣绩效、创绩提效。同时，要把市绩效指标、区“三

件大事”、全市争先进位、创品牌创特色纳入街道绩

效考核标准，力争用更完善的机制、更严格的考核，

发挥好绩效管理指挥棒作用，促进街道工作全面提

档升级。

Δ在湖北省召开的全省统计工作会上，口区统
计局被评为“全省企业一套表改革工作先进单位”。

１１日
Δ口区委、区政府召开项目调度会，专题研究

部署１１３５片项目工作。区委书记王太晖指出，１１３５
片化工企业搬迁是全区“三件大事”中能够最早见

到实质成效的工作，是承载全区转型发展希望的诺

亚方舟。他强调要一鼓作气，快马加鞭，抓紧推进。

会上，调整充实指挥部，由副区长严学彬任指挥长，

副区长张勇强、刘传任副指挥长，明确成员单位和

部门职责。项目建设实行指挥长领导下的指挥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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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日常工作由指挥长和指挥部决定，以提高工

作效率，重大问题再报区委、区政府。

Δ武汉市市长唐良智视察口江城壹号文化创
意产业园。唐良智市长听取园区运营商上海圣博华

康公司的介绍，对园区正在策划和实施的各项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指出江城壹号项目弥补了武汉西部

文化创意产业的空白，提升了口整体文化档次和

居民生活品质，对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促进

口经济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要求

口区要大力支持江城壹号项目建设，进一步落实好

各项优惠政策，切实改善项目所在区域投资环境，努

力打造武汉最具品牌知名度的文化综合体。

１３日
口区召开市级绩效指标预设协调会，区领导

刘洁、刘红鸣、彭前旭等与重点市级绩效指标责任单

位负责人共同研究市级绩效指标预下达情况。会议

指出，绩效目标工作要从源头抓起，区直各部门要抓

紧分析和反映口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紧密

沟通、积极协调，力争市级绩效指标合理下达，为年

底全区顺利完成市级绩效目标奠定基础。

１４日
在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发改工作暨重大

项目表彰会上，口区被授予２０１１年度“武汉市重
大项目建设立功单位”、“武汉市重大项目前期推进

（策划）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武汉越秀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蓝焰物流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区“城中

村”改造办公室荣获“武汉市重大项目建设先进单

位”称号，金三角城市综合体项目被评为“武汉市重

大工程先进项目”。

１５日
口区区长景新华、区委副书记刘洁等前往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拜访公司领导。双

方就湖北移动公司落户口进行了深入洽谈，并就

建设湖北移动办公大楼等事项进行协商。

１６日
Δ口区工业学院片安置补偿方案正式公示。
Δ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行

政中心人大议事厅举行。会议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群翔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邹蔚原、施德华、

刘国利、肖永红、鲍春峰、余雅明及１４名常委会委员
参加；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刘红鸣，区人民

法院院长李军，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江巧云及部分

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首次将旧城改

建类项目这项工作纳入监督范围，并列入本次会议

议题。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度
口区旧城改建类征收项目的报告，批准将２０１２年度
口区旧城改建类征收项目１９个、征收土地１２３公
顷列入全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会议还听取

和审议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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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告，讨论

通过《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２年工作要点》。会议任命
王万年为口区商务和旅游局局长，吴兵为口区

招商局局长。会议还通过操俊峰请求辞去区人大常

委会委员职务的决定。

Δ口召开２０１２年城市综合管理大会。会上
表彰城管工作先进单位及个人，签订目标责任状，副

区长刘传部署２０１２年城管工作。区长景新华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１７日
Δ《楚天金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口区“提琴爱

人”袁春生、陈惠芳夫妇的感人故事。口区委书

记王太晖要求，相关部门要积极为他们解决一些实

际困难。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潘利国代表区委、区政

府慰问袁春生、陈惠芳夫妇。

Δ口区领导王太晖、景新华、刘红鸣、严学彬、
许以华、张勇强等到长丰街调研，并听取长丰街和区

城改办、公安分局、消防中队、“三合一”整治专班等

部门工作汇报。区委书记王太晖用“成效明显，来

之不易；目标明确，成果可期；务必谨慎，方可完胜”

三句话充分肯定长丰地区“三合一”整治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

１９日
口区委、区政府召开项目调度会，专题研究汉

江北岸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区委书记王太晖

强调，随着两江四岸整体开发的推进，汉江沿线的居

民越来越多，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汉江沿线综

合整治既是重要的发展问题，也是景观建设的问题，

还是涉及群众居住环境的民生工程，一定要高度重

视，提上重要日程，成立机构，整合力量，研究政策，

创新思路，破解难题，加快工作推进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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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
Δ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等区“四大

家”领导到汉正街调研。会上传达学习武汉市人民

政府市长唐良智主持召开的汉正街搬迁改造工作会

精神，听取工作汇报。

Δ共青团口区委召开十一届六次全体（扩
大）会议，团区委全体委员、各直属团组织负责人、

街道编制外副书记７０余人参加。会议传达中央、
省、团市委全会和口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表彰先

进单位及个人，总结部署全年工作。区委常委、区委

办主任许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要求全区各级团

组织要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开拓进

取，扎实工作，为推动口转型跨越发展再立新功。

２１日
商务部国际品牌管理中心主任许京一行在市驻

京办、市商务局有关人员陪同下考察口区汉正街、

武汉城市广场和江城壹号，并在口区行政中心与

国华商城、金正茂商场、第一大道等业主单位以及服

饰、皮具、红酒等行业代表进行座谈。

２３日
Δ湖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到长丰地区调研督导

消防安全整治工作。

Δ口区召开人大、政协议提案办理大会，区政
府、区人大、区政协相关领导参加会议。会议总结

２０１１年度全区人大、政协议提案办理工作，表彰
２０１１年度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并对２０１２年度议
提案办理工作进行部署。

２４日
口区汉西一路南段道路工程开工。武汉市城

建委副主任陈跃庆、市城投集团副总经理吴文，口

区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等出席开工仪式。

２６日
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武汉市长

唐良智等市“四大家”领导，市直部门领导及口区

“四大家”领导共计１００余人，到张公堤城市森林公
园口段和社会各界群众一起挥锹植绿，种植香樟、

海棠、雪松、水杉等树苗５０００余株，拉开本年全市
义务植树活动的序幕，也标志着张公堤城市森林公

园建设全面启动。

２７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等实地调研荣华街中山社

区、汉中街居仁社区，并听取区民政局工作汇报。王

太晖书记指出，民政工作非常重要，党和政府大量民

生工作都要靠民政部门来实施。口民政工作是在

全区经济指标不太好的情况下完成的，但许多工作

非常有特色，在某些方面还为市里提供了工作经验，

十分不易。

２９日
Δ口区总工会召开庆“三八”暨女职工工作

经验交流会。各街道、部门、企业的女职工委员会主

任，建功立业示范岗及先进女职工代表４０余人参加
会议。会上区妇幼保健院、地税局、城管局、体育馆

小学和沃尔玛超市女职工代表作交流发言。

Δ中残联教育就业部主任张新龙一行检查验收
口区全国“阳光家园”示范区创建工作。

３３３　　　 　　　月月月

６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等领导到长丰街督导“三

合一”整治、“城中村”改造及拆违工作。

８日
Δ口区召开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改制领导

小组会议。区政府区长景新华、区委副书记刘洁、副

区长刘传参加。会议部署２０１２年工作，提出全年
企业改制目标，全区２６家待改制企业，要求完成改
制企业１１家，其中国有企业１家，集体企业１０家，
并研究出台改制工作考评及激励办法。

Δ口区区长景新华、副区长周付民主持召开
全区长途客运站周边环境整治工作调度会。

Δ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到区委组织部调研，专
题听取组织工作和基层党建工作汇报。王太晖书

记要求，要突出重点，最核心、最首要的工作是打

造一支素质好、有激情、昂扬向上、充满朝气的队

伍。要谋划开展激发干部活力工程，通过有效措

施，把现有干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创新

干部的培养机制，综合考虑干部的专业、素养、品

德、业绩，建立不同层级、不同专业、不同年龄段、

不同成长路径的干部人才库，有针对性地进行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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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培养。要突出特色，在完成中央、省、市下达各

项任务的同时，结合口实际，切实抓好“基层组

织建设年”各项工作，夯实口转型发展、跨越发

展的组织基础。

９日
口区召开全区反腐倡廉工作大会。会议主题

是学习贯彻十七届中纪委七次全会和省、市反腐倡

廉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上年全区反腐倡廉和治庸问

责工作情况，研究部署全年相关工作。

１２日
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市纪委副书

记、监察局长薛红文等一行到口区调研。区委书

记王太晖就口区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今后五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构想、反腐倡廉和“治庸问

责”工作情况作了汇报。车延高书记对口区“四

大家”新班子及干部队伍建设给予充分肯定。

１３日
Δ口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汉正街

搬迁改造工作，区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等“四

大家”领导以及相关单位和部门责任人参加。会议

讨论２０１２年汉正街搬迁改造市级特色目标，对可行
性进行充分论证，并对目标任务进行分解细化，力争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Δ口区城管局等单位６００余人组成联合执法
队伍，对古田一路紧临汉丹铁路和轻轨停保场总面

积达２６万多平方米的 ３栋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
除。武汉市副市长秦军亲临拆违现场，并对口区

拆违力度大，在全市严惩违法建设行动攻坚战中敢

履难赴坚，敢啃“硬骨头”，有效遏制违法建设的势

头给予高度肯定。

Δ口区考评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市
委、市政府下达的绩效指标考核内容，分析工作进

展，明确下步措施。

Δ口区委、区政府召开全区安全生产暨消防
安全工作会议。区委书记王太晖指出，安全生产和

消防安全是当前口天大的事，必须尽一切努力，打

一场安全工作的翻身仗。会议总结２０１１年度全区
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部署２０１２年工作任务，
表彰２０１１年度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及消防安全工作
先进单位和个人。

１７日
口区委、区政府召开重大项目调度会，专题研

究安置房信息库建设情况。区委书记王太晖在会上

强调，房源是促进征收、加快项目建设的关键。要进

一步完善机制，发挥作用。依据促进拆迁、促进旧城

改造原则，摸索限价房、动迁安置房、经济适用房等

多途径对接房源的有效路径。

２０日
Δ口区召开政法维稳暨信访工作会议，区政

府区长景新华主持会议。会上表彰一批先进单位和

个人，总结部署２０１２年政法维稳和信访工作。区委
书记王太晖在会上指出，既要坚定不移加快转型发

展，又要千方百计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营造公

平有序、安居乐业的经营、生活环境。

Δ口区城管局、易家街组织５０余人，仅用４
小时拆除轻轨停保场周边２３万平方米违法建设。

Δ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河洁一行到口
区调研代表工作。张河洁高度评价口区人大及代

表工作，认为口人大工作总体思路清晰、定位很

准。区人大在换届后及时召开第一次常委会会议，

任命政府组成人员，时效在各城区是最快的。２０１２
年，武汉市人大将召开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会，希望

口人大进一步加强探索，积极总结经验，共同推进全

市人大代表工作再上新台阶。

２１日
口区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武汉城市广场项目

建设协调会，并听取项目建设与楼宇配套建设情况

的汇报。景新华区长在会上强调，要整体规划、加强

招商，力争把宝丰商圈打造成口的金融保险中心。

２２日
Δ口区召开驻乡干部座谈会，总结交流过去

两年“城乡互联、结对共建”驻乡工作经验，对２０１２
年“结对共创”活动进行全面动员。

Δ口区委书记王太晖等区“四大家”领导到
长丰街调研拆违、工业园区整治及“城中村”改造工

作。区城管局、公安分局、消防大队、长丰街及相关

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区委书记王太晖在会上强调

指出，通过近半年的努力，在指挥部强有力的指导

下，长丰地区各项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合一”场

所清退和拆违工作取得可喜的、革命性、根本性的突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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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成绩的取得非常不易，与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

密切配合以及长丰、东风村委会顾全大局、谋求发

展、牺牲自我利益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２３日
Δ口区召开“两型社会”建设工作部署会，市

综改办专职副主任程致舜，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刘

红鸣，３９家区直部门和１５家重点用能企业负责人
参加。会上中百仓储集团、区环保局、区妇联作工作

交流。

Δ由武汉精神宣讲团主办、口区委宣传部承
办的“武汉精神进口宣讲报告会”举行，市武汉精

神宣讲团成员、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潘利国，区先模

代表易虎、肖芳以及全区各条战线和街道、社区干部

群众代表５００余人参加报告会。

２７日
Δ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委办主任许以华到

区委政法委调研指导工作。王太晖书记对区委政

法委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强调没有稳定就没有发

展，没有稳定发展的成果也会丢失。他对下步工

作提出要求：针对工作重点深入调研，主动征求相

关单位和群众意见，凡是有利于推动工作的举措

要积极总结推广；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做好、做足

稳定工作预案，抓好各项维稳措施，为经济社会转

型发展保驾护航，努力提高人民满意度；坚持和完

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要正确指导和协调全区

政法部门开展工作，建立健全公检法司联席会议

制度、信息通报制度、重大疑难案件研判制度；加

大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力度，发挥政法干部法律专

业优势，对公检法司等单位的优秀人才，本着“进

得来、出得去”的原则，充分发挥“蓄水池”作用，促

进干部培养与交流的良性循环。

Δ口区委、区政府对汉正街综合整治和搬迁
改造工作进行专题调度。区委书记王太晖在会上强

调，要继续围绕“整治、搬迁、改造”三项重点工作，

明确目标、权衡缓急、重点突破、强力推进。

２８日
Δ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在口区主持召开全市

“城管革命”第二次推进会，市领导胡绪
!

、秦军及

各区区长参加，唐良智市长发表重要讲话。

Δ口区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湖北

省中山医院、艾格眼科医院组成２５人专家团队，在
宝善社区举办大型义诊活动，吸引５００余人参加，并
为１５０余名群众免费体检，建立家庭健康档案３００
余份。

２９日
口区召开２０１２年全区绩效管理暨项目建设

工作会。会议通报表彰２０１１年全区绩效管理工作
先进单位，向区控违专班颁发“转型发展、跨越发展

突出贡献奖”，区发改委、城管局、民政局、汉正街、

长丰街在会上作交流发言。区委副书记刘洁和区委

组织部部长彭前旭部署重点项目与绩效管理工作，

区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分别发表讲话。

３１日
Δ口区启动古田生态新区规划编制工作。
Δ口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主任会议，专

题听取区老龄办关于惠老政策实施情况的报告，并

视察好德益实业等公司养老服务项目以及宗关街发

展社区养老服务“一键通”信息服务平台运行情况。

４４４　　　 　　　月月月

５日
口区瑞典宜家项目开始桩基工程，预计全年

完成固投资金约５亿元，家居商场预计提前一年至
２０１４年完成建设。

６日
Δ商务部公示全国首批３５家“国家电子商务示

范基地”名单，口区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名列其中，

并成为湖北省唯一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Δ口区召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工作大会，
下发《口区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明确 ２０１２年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的三大任务：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加强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加强工程综

合配套设施建设。会上明确 ２０１２年全区保障房
建设任务是：新开工１４１００套，其中廉租住房５００
套、公共租赁住房１５００套、经济适用房１７００套、
限价商品房３４００套、城市棚户区改造 ７０００户，
竣工１３２０２套。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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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专题调研反腐倡廉和治庸

问责工作，并听取了区纪委（监察局）工作汇报。

１２日
武汉市应急管理工作现场会在口区召开。

会议通报近年来全市应急管理工作取得的成绩，

分析存在的问题，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急

工作目标。

１９日
Δ口区召开一季度市级重点指标分析调度

会。市级绩效考核指标中，招商引资总额、实际利

用外资增长率、新增就业人数 ３项指标达到挑战
值进度要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

增长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率、城市综合管理

工作４项指标达到合格值进度；服务业增加值增
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率、全口径财政收入增长率 ４项指标未达到
合格值进度；社会管理、人民生活、党的建设等２０
项指标正有序推进。

Δ口区政府组织召开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１
号议案办理工作联席会，并印发《关于加快编制汉

正街产业规划议案办理工作方案》，明确各成员单

位工作任务。

２５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副区长严

学彬等领导到区人民法院调研，实地察看立案信

访大厅、综合审判庭和科技法庭。区人民法院院

长李军作工作汇报，并反映区人民法院在信息化

建设、审判法庭维修改造、建设用地置换、内设机

构及派出法庭建设、法官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

２６日
口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模表

彰大会，并表彰市、区先进单位及个人。会上，特邀

请武汉说唱团进行了精彩表演。

２７日
Δ武汉市政府在口区召开支持口区转型发

展现场会，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副市长胡立山，市政

协副主席张文彤，市政府秘书长郭胜伟以及市相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并明确支持口转型发展的

具体事项。

Δ共青团口区委召开“跨越发展 青春使

命”主题纪念表彰大会暨文艺演出。会上，举行

口区青年微动漫启动开通首播仪式，并表彰先进

单位及个人。会上，来自全区各单位的团员青年

用小品、歌舞等形式，展示口青年蓬勃向上的青

春风采。

５５５　　　 　　　月月月

４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等领导到第

十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备选地址（长丰公园）、三

环线、张公堤、二环线、口体育广场等地实地察看

绿化工作进展情况，并听取区园林局工作汇报。

９日
Δ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副区长刘红鸣、区委办

公室主任许以华等实地检查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

场、宜家销品茂、星汇云锦、凯德购物广场、南国大武

汉家装二期５个在建重大项目施工进展情况。王太
晖书记要求相关部门限期解决企业提出的道路、供

电配套以及规划和建管手续办理等问题。

Δ口区政协主席国洪河、副主席荣建调研特
殊人群再就业工作，并听取工作汇报。国洪河主席

要求，做好特殊人群再就业工作对和谐社会建设意

义重大，各职能部门要积极探索，分清职责，相互配

合；着眼长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大对特殊人群

的人文关怀，注重学习教育，抓好典型宣传；进一步

摸清底数，找准问题，供市、区领导决策参考。

Δ全国妇联副主席甄砚一行到口区视察指导
工作，并听取工作汇报。

１０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委办公室主任许以华、

组织部部长彭前旭与全区１８名挂职干部座谈，并听
取他们在挂职期间的主要工作经历、体会，以及对全

区重大项目建设、年轻干部培养使用的建议。王太

晖书记以“牢记使命、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健康成

长”１６字深情寄语年轻干部。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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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到宝丰街实地察看葛洲坝

旧城改造项目进展情况，并听取在建项目、策划储备

项目及规划项目进展情况汇报。王太晖书记充分肯

定宝丰街项目发展的势头很好，要保持好、发挥好、

发扬好。并强调，宝丰街是口的中央商务区，要充

分利用好市、区对长江大道改造的大好时机，以优质

项目为依托，在推进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

起到经济支撑引领作用。

１５日
口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召开区直机关党组织书

记培训会。会上，重点讲解“喜迎十八大，争创新业

绩”五项主题实践活动，分析区直机关党组织建设

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并对加强机关作

风建设提出具体要求。

１７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等区“四大

家”领导到区交通大队调研。１—４月份，区交通大队
以违法停车、“三车”及客运站周边环境整治为重点，

加大执法力度，累计处置各类违法行为２１万起。汉
正街“禁货”工作坚持岗位不撤、整治不松、力度不减，

共劝返货车１７６４辆，查处各类冲岗车辆１３４４起。

１９日
口区委、区政府召开项目调度会，研究江家墩

片拆迁、１１３５片一期项目供地和公客厂片项目。区
委书记王太晖在项目调度会上强调，党员干部要学

会与企业打交道，有一颗服务企业的心、一条规范运

作的底线、一个精明智慧的大脑，保持清醒，不谋私

利，不越红线。

２１日至２４日
全国十城（市）区政协联席会三届九次会议在

口区召开。会议围绕“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提高

履职科学化水平”主题，总结交流各城区政协工作

经验和体会。武汉市政协主席吴勇出席会议并代表

市政协对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代表介绍

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希望全国十城（市）

区联席会成为一次向相关城区学习的好机会，珍惜

并充分利用这一平台，深入交流，共话发展，共同提

高，促进武汉市及口区的发展。

２２日
口区召开党建工作推进会。区委书记王太晖

出席并发表讲话，王太晖书记强调召开党建工作推

进会，目的就是通过做好组织、宣传、统战工作，为全

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和干事出活创造条件、营造氛

围、提供保障。

２９日
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北京）电子商务大会

上，商务部为全国首批 ３４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授
牌，口区汉正街都市工业园作为湖北省唯一的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接受授牌。

６６６　　　 　　　月月月

５日
Δ口区召开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工作座谈会，

区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发表重要讲话。此会

主要内容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材料，落实唐良

智市长在口现场办公会精神。

Δ武汉市政协推进探索建立特殊人群就业机制
专题调研现场会在口区召开。与会人员察看华舜

汉正过渡安置基地，并参加口区人力资源局、司法

局和武汉女子监狱联合举办的送法律、送岗位无缝

对接活动。

８日
口区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打击使用童工综合整

治专项行动，按照“以街为主、条块结合”原则全面

排查，对重点区域和行业进行“拉网式”排查。

１１日
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马大强、武汉市商务局副

局长孙朝忠等调研口区电子商务工作，参观“新

工厂”电子商务产业示范中心，考察武汉庞图和“我

的百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１４日
口区召开２０１２年防汛（抗旱）工作会议，部

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省、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

精神，宣读《关于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成人员及分

工调整的通知》，并分析本年防汛形势，提出防汛工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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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求。

２８日
Δ商务部商务司副司长蔡裕东考察口区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省商务厅副厅长马大强，市商务

局副局长孙朝忠，区领导景新华、刘传等陪同考察。

Δ口区首座央企投资建设的总部大楼———葛
洲坝总部大楼举行封顶仪式。

２９日
Δ口区召开纪念建党９１周年暨创先争优表

彰大会，表彰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
织和优秀共产党员。

Δ口区召开治庸问责工作推进会，听取全区
治庸问责工作和“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情况汇

报。区长景新华提出，此次会议既是工作总结会，也

是一次动员会和推进会，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以“十

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为重点，建章立制，严格管

理，强化问责，推动全区各项工作。

７７７　　　 　　　月月月

５日
口区召开全区重大项目管理工作培训会，区

“四大家”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和街道负责人参加

会议。会上就项目资金监管、房屋征收流程、动迁安

置房使用、属地纳税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辅导。

６日
口区妇联被授予“湖北省妇女创先争优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并在全省妇联系统创先争优会议

上交流发言，其工作经验先后在湖北省《学习与实

践》杂志及武汉市创先争优专题网站登载。

１０日
口经济开发区与中文百科在线及ｅ商网正式

签订项目入驻协议。中文百科是汉正街都市工业园

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正式引进的第一家电子商

务平台企业。

１４日
口区汉正街银丰片项目全面启动征收工作。

２０日
中央电视台《跨越》节目组到宗关街发展社区

进行拍摄，《跨越》是为迎接党的十八大拍摄的一部

反映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成果的电视片，发展社区文

体阵地建设受到了上级关注和肯定。

２６日
在第８５个建军节来临之际，口区委书记王太

晖、区长景新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冯群翔、区政协

主席国洪河等区“四大家”领导分别走访慰问海军

工程大学、军事经济学院、武汉市警备区等１３家驻
军单位，向部队官兵表示节日的问候。

２７日
口区委召开经济工作会，会议传达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湖北视察时的重要讲话及省、市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通报全区上半年市级绩效指标执行情况，区

长景新华部署２０１２年下半年全区经济工作。

３１日
口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五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区财政局受区政府委托

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２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区公检法三机关开展２０１１年度办案质量
检查工作的报告。会议任命李书荣、王朝晖、张虎和

陈华勇为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江世红为区水务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局

长（主任）职务。免去王朝晖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副主任职务，詹学明等４人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街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郑志平区水务局（区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局长（主任）职务。会议还通过区

人民法院的有关人事任免。

８８８　　　 　　　月月月

１日
Δ武汉市副市长刘立勇率市直相关部门负责

人，走访口区辖武汉市天然气、航天电工、二电线、

远大医药、新华印务５家重点企业，了解企业经营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对政府工作和相关政策的

意见和建议。

Δ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对口区基本公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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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改革情况进行调研。调研中现场考察口公

共服务就业机构、工会职业介绍所、汉兴阳光养老服

务中心、东方红二小、韩家墩街卫生服务中心、市四

医院、新加坡凯德商用公司等单位，对口区在劳动

就业、养老服务、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企业用工等方

面进行的探索和改革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本次调

研将为下一步开展“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改革试

点”提供经验和依据。

Δ口区召开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扩大）会议。会议宣读两办《关于区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的通知》和区综治委１０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的组
建方案。

７日
口区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推进服务

业升级相关工作。会议明确各部门职责：开发区负

责电子商务产业，卫生局负责医疗服务与健康产业，

商务旅游局负责商贸、会展及商务服务产业，交通局

负责现代物流产业，财政局负责特色金融产业，文体

局负责文化创意产业，科技局负责专业设计产业，教

育局负责教育培训产业，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中小

企业总部经济的培育。

８日
口区召开基层组织建设年工作推进会，听取

全区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五务合一”建设和基

层组织建设年工作推进情况。会上，各街道工委书

记，区民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城管局、经济和信息

化局、经济开发区党委（工委、党组）书记分别汇报

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五务合一”建设和基层组

织建设年工作推进情况。区委书记王太晖在会上强

调，中央和省委、市委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年工

作，扎实推进基层组织建设不仅是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决策部署的要求，更是全区工作实实在在的需

要。下一阶段，必须认真抓好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

心“五务合一”建设、社区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社区换届三项工作，不断提高基层组织的硬件建设

水平和服务群众水平。

９日
Δ口区区长景新华、区纪委书记余力军等一

行到武汉兰卫、锃嘉科技有限公司走访调研，帮助企

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景新华区长现场解答

企业提出的问题，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加强与企业

联系，切实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扶持企业做大做

强，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Δ口区委书记王太晖等领导调研全区卫生工
作，实地察看易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妇幼保

健院、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听取区卫生局的工作

汇报。王太晖书记指出，在口基础条件较差的情

况下，全区卫生系统的同志们共同努力，秉承改革创

新、服务群众的精神，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工

作，一些工作在全市、全省甚至全国都有影响，为

口争了光，赢得了荣誉，非常不容易。

１０日
口区举行《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暂行办法》

颁发实施后的首次统一招考。考试分笔试和面试两

阶段进行，２３名考生竞争１１个社区公益性岗位。

１４日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在口区召开《武汉市宗教

事务条例》执法检查座谈会，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彭志敏率市人大常委会《武汉市宗教事务条

例》执法检查组和七城区区人大与相关部门人员参

加会议。会上，专题听取江北片七区人大常委会关

于《武汉市宗教事务条例》实施情况的汇报。

２１日
口区智慧化城市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获全国

“２０１２年电子政务创新应用”奖。

２６日
口区组织年轻干部围绕如何推进“三件大

事”，开展学习研讨互动交流会。区长景新华出席

会议并要求，要努力倡导一种风气、营造一种氛围、

形成一种局面，让全区年轻干部真正融入到口改

革发展中去。

９９９　　　 　　　月月月

３日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卢国祥、秘书长

于建海到口区调研指导工作。卢国祥副主任充分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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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区委、区政府推进“三件大事”、实现口转型

发展、跨越发展的决心和气魄，认为口区人大常委

会工作有特色、有成效，并就如何做好下一步的人大

工作，提出了建议与要求。

６日
武汉市１３个城区政协主席座谈会在口区召

开。会议围绕发挥政协自身优势、认真履行三大

职能、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贡献力量进行交

流，并对各区进一步开展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提出新要求。

７日
Δ口区隆重举行教师节庆祝表彰大会，区委、

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和教育局等相关单位领

导、代表出席会议。会上，区委书记王太晖代表区

“四大家”领导向全区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崇高的敬意。同时，他强调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希望，是增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实力的保障。

教育是口的特色，也是优势，应该得到继承和发

展。会上还表彰了先进集体与个人。

Δ武汉市“统计信息化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
在口区召开，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李克勤、武汉市

统计局局长潘建桥，口区领导景新华、刘传及各

区统计局领导６０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口区统计
局作经验交流，并现场演示口区统计信息化应用

系统。

１１日
Δ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组长贾广东一行到口

区调研指导信访工作，并对重要信访问题进行督导。

贾广东组长对口区信访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要

求继续努力，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力争取得新成绩。

Δ口召开秋季防火工作现场会，对全区消防
工作进行专题部署。区长景新华出席会议并要求

四个到位：必须认识到位、措施到位、督导到位、处

置到位。

１４日
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区政府关于区

人大一次会议１号、２号、３号议案，即《关于加快编
制汉正街产业规划的议案》、《关于打造特色文化街

区的议案》、《关于尽快建设汉西一路南段的议案》

办理情况的汇报。

１７日
口区举办２０１２年科普日活动启动暨科普文

艺晚会。口区科协联合区文体局、宗关街，在发展

社区举办“２０１２年全国科普日启动仪式暨文化惠民
科普文艺晚会”，湖北省和武汉市科协领导，湖北省

委防范办副主任张晓钟，武汉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防

范办主任任强，区领导王太晖、国洪河、严学彬、许以

华、刘国利、刘传、丁新超等与５００余名居民一同
观看了演出。

１８日
《长江日报》以“杨小玲：补好跟腱继续‘鼓

舞’”为题再次对一聋校杨小玲老师先进事迹作整

版报道，人民网、新华网等大型网站及《楚天都市

报》、《武汉晚报》等本地媒体也分别作专题报道。

１９日
武汉市政协副主席石大鸿到口区检查贯彻落

实市政协工作会议和《中共武汉市委关于推进人民

政协履行职能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意见》

文件精神的情况。区委书记王太晖汇报口区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着重介绍通过“三件大事”推进口

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工作进展。区委办公室主任

许以华代表区委就贯彻落实市政协工作会议和文件

精神的情况作了汇报。

２０日
口区区长景新华带检查组现场检查宝丰二路

集贸市场周边、解放社区及常码侧路等小餐饮重点

区域，查看整改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议，督促落实小

餐饮规范管理目标。

２４日
口区中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智能物流信息服

务项目、威仕达软件有限公司社区电子商务服务项

目被国家发改委批准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电

子商务试点项目”，分别获得扶持资金４８０万元。

２８日
新加坡凯德商用在汉倾力打造的凯德·武胜广

场盛大开业。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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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０００　　　 　　　月月月

７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等区“四大家”领导实地

视察全区重点项目，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

人员，现场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区委

书记王太晖要求全区上下团结在干事的旗帜下，集

中力量、想方设法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１１日
口区召开领导班子内部制度建设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按照全省统一部署，９月底前完成区委领
导班子制度健全完善工作，１０月底前完成区人大、
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制度健全完善工作，１１月底前
完成区直各部门和各街道制度健全完善工作，做好

年底迎接省委抽查准备。

１３日
口区委、区政府召开第二十一次重大项目调

度会。区委书记王太晖强调，口正处在转型发展

最艰难的时期，各部门一定要互相补台、互相支持，

团结一起干事业，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局部利益

都必须服从口发展的大局。

２０日
星海合唱团、星海老年女声合唱团、口老年大

学合唱团代表口区参加“武汉市首届琴台音乐

节·广场群众合唱比赛”，获得“十佳群众合唱团

队”荣誉称号。

２８日
口区全面完成２０１２年社区道路排水改造工

程。该项工程共投资１１００万元，于６月１６日开工
建设，共完成社区道路１５３条（处），维修改造社区
道路３９万平方米，新建和改造排水管道１０２４米，
建成社区景观路２条，修建花坛２１座（处），全面完
成市区下达的各项建设目标任务，改善和提升了全

区社区环境面貌。

２９日
杨小玲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受邀在口区举行

首场巡回报告会。

３０日
口区委、区政府组织召开座谈会，区“四大

家”领导与湖北中烟工业有限公司、武汉工贸有限

公司、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等区辖入选“２０１２年
汉企百强”的８家企业及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
天然气有限公司等 ７家重点企业负责人畅叙友
情，共谋发展。区委书记王太晖向成功入选全市

百强的８家企业表示热烈祝贺和衷心感谢。他指
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城市发展的脊

梁，企业的竞争力代表着一个区域的发展实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８家口企业能够进入全市
百强，这既是企业的荣耀，也是口的荣光。全区

企业及各条战线、各个行业都要向这 ８家企业学
习，创先争优，争创一流。

１１１１１１　　　 　　　月月月

６日
口区召开“五务合一”建设推进会，区委书

记王太晖出席会议并要求克服畏难情绪，确保年

底实现全区“五务合一”建设全部达标。会议通报

全区“五务合一”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全区“五务合

一”建设达标社区７９个，达标率８５８７％；优秀社
区１８个，占１９５７％，“五务合一”建设工作在全市
排名靠后。

８日
口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全区党政机关

干部集中收看党的十八大开幕式。

１３日
Δ口区在武汉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实现

团体总分十六连冠，同时获得高中组、初中组、小学

组团体总分及小学男子团体总分４项第一。
Δ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区委办公

室主任许以华、副区长张勇强等徒步察看四明闸口

至古田三路闸口沿线１５千米的防洪清障现场，听
取区水务局关于２０１２年工作情况及２０１３年工作思
路的汇报。

２０日
Δ国内最大的单品电子商务聚集平台中国网库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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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入驻汉正街都市工业区，与汉正街都市工业区联

合打造“湖北电商谷”。预计经过３年发展，实现企
业间的电子商务年交易额４００亿元，外包服务收入
６亿元，提供２０００余个就业岗位，成为全省实体企
业开展“网上批发分销和大宗交易”首选的企业间

的电子商务交易基地。

Δ口区首批“新三板”企业新景新材料、孚曼
机械分别与兴业证券、申银万国签订上市业务辅导

协议。

１１１２２２　　　 　　　月月月

１２日
口区主办的 “口区招商网”（ｈｔｔｐ：／／

ｉｎｖｅｓｔｑｉａｏｋｏｕｃｏｍ）正式改版开通。

１９日至２１日
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召开。会议期间，审议通过区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二次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列席区十

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协商讨论《区政府工作报告》以

及大会其他重要报告，对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优秀

提案进行表彰。各位委员围绕口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主题，通过提案、社情民意、大会发言、小组讨论

等形式，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号召，区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

口区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以昂扬向上

的进取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开拓进取、奋发

有为，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而共同奋

斗！大会期间共收到提案１８２件，其中集体提案１５
件，提案委员会将根据提案工作细则审查立案后交

有关部门办理。

２０日至２２日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

开，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于２２日胜利闭幕。会
议听取和审查景新华区长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区政府２０１２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１３年工作意见。会议号召，全区
人民要认真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在中共口区委

的领导下，励精图治，真抓实干，开拓进取，锐意进

取，为打造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而努力奋

斗。会议审议并根据大会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的审

查报告，同意《关于武汉市口区２０１２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３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会
议决定批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３年区本级财政
预算。会议听取和审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冯群翔代

表区人大常委会所作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充

分肯定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２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
的２０１３年总体工作思路和主要任务。会议经过审
查，决定批准区人民法院院长李军所作的《口区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江巧云

所作的《口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大会以无

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王美容、孙嘉、郑树喜为区第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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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口区位于武汉市汉口西部，东接长
江，以青年路、航空路、民意四路、满春路为界与江汉

区毗邻；南濒汉江，与汉阳区隔水相望；西抵舵落口、

额头湾；北至张公堤与东西湖区接壤。２０１２年，全
区土地面积４１４６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１６９平
方千米。全区户籍总人口５３０７２０人，其中，农业人
口５２１６人，非农业人口５２５５０４人，有汉、回、满、土
家族等２４个民族。区辖１１个行政街道；１２５个社
区居民委员会，１１个村民委员会。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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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会

（个）

易家街 　７４８ １１７４３ 　３ ３
古田街 　５５０ ６４２４４ １３ １
长丰街 　１０９０　 １３５６３ １１ ５
韩家墩街 　４３０ ６０９９３ １０ １
宗关街 　４０７ ６１５７２ １１ １
汉水桥街 　２８２ ６００５８ １３
宝丰街 　１９０ ５４８００ １０
荣华街 　０７９ ４３５５８ １１
汉中街 　１３８ ５０８９７ １１
六角亭街 　０７４ ３１６９３ １０
汉正街 　１５８ ７７５９９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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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米。
口位于汉江和长江的汇合口，是汉口的发

源地。境内得水之利，自然形成港埠，商贸始盛，

人丁集聚，遂形成十里长堤和正街（汉正街）。近

代，境内汉江沿岸帆船林立，码头排列，商贾云集，

货达三江。京汉铁路开通后，境内建有玉带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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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大道、中山大道、京汉大道等快速路 １条、主
干道１８条、次干道２２条、支路６８条，轻轨１号线
贯通全区，汉江上６座桥梁连通武汉三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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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署设在汉阳。清康熙

年间，汉口巡检司由汉阳迁至汉口，汉口从行政上

与汉阳正式分离。清末，建立夏口厅后，汉口归属

夏口厅。民国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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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 ４
月，武汉市第二区人民政府成立，管理口片区。

１９５２年７月，武汉市第二区改为口区，下设 ２０
个街人民政府。１９５７年区政府下设１７个街道办

·２３·



事处，１９６１年调整为１４个，１９７８年调整为１２个。
１９８５年长丰乡划归区内，区政府下设１３个街道办
事处和１个乡政府，至２０００年调整为１０个街道办
事处和１个乡政府。２００６年，长丰乡改为长丰街。
至２００８年底，全区下设 １１个街道办事处。２０１１
年１月，全区相关街道办事处进行分解撤并，将汉
中街与崇仁街合并成立汉中街，将原易家墩街改

名为“古田街”，新成立易家街。同时，按街道管辖

范围，优化行政区域的划分，对部分社区和村的归

属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国国国民民民经经经济济济和和和社社社会会会发发发展展展概概概况况况

【国民经济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完成生产总值
４２０６８亿元，按可比口径（下同），比上年增长
１６２％，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０９４４亿元，增长
１０１％；第三产业增加值 ３１１２４亿元，增长 １２％。
二次、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２６５∶７３∶４９调整为
２６０∶７４０。年末全区登记失业率３４％。全年新
增就业人数２３６万人。

【工业】　２０１２年，口区完成工业增加值６０４４亿
元，比上年下降０８％，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
部国有和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非国有
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３８８８亿元，增长
１６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工业企业完成
工业增加值１２亿元，下降１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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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６６亿元，增长１１２％。全部工
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２６６６５亿元，增长 ２２１％。
截至年底，全区共有个体私营工业企业３２３１个，从
业人员２５８万人。

【建筑业】　２０１２年，口区有建筑企业１２０个，从
业人员１０３５人。全年有资质的建筑企业完成建筑
业总产值３９７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３％。全年完
成建筑业增加值４６亿元，增长１９２％。全年建筑
施工企业施工工程质量优良品率达２４％，建筑业劳
动生产率１４０６万元／人，增长６５％。全年完成房
地产投资１５２８亿元，增长１１５８％，其中经济适用
住房开发投资６９８亿元，增长２０８８％。全年建筑
企业施工项目５６个，竣工项目４９个；施工面积９２

万平方米，增长 ５７９％，竣工备案面积 ７３６３万平
方米，增长７１２％。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１２年，口区完成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２２６５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８１％。按产
业构成分，第二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９７５亿元，
增加３６％，其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９７５亿
元，增加３６％；第三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１６８４
亿元，增长 １８９％。第二、三次产业投资之比为
１∶２２２。

【国内贸易】　２０１２年，口区批发和零售业完成增
加值１１２３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５％。全年商业
企业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５８０２亿元，增长
８１４％，其中，批发零售贸易业完成零售额５４２０２
亿元，增长８７７％；餐饮业完成零售额３８１８亿元，
增长２６８％。截至年底，全区共有注册商品交易市
场８９个，商业从业人员１７３８万人。

【对外经济贸易】　２０１２年，口区完成外贸出口创
汇总额（海关口径）３４２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４６％。全年直接利用外资 ２５９亿美元，增长
４４７％。全区累计批准三资企业３７０个，其中２０１２
年新增三资企业１个。

【财政收入与支出】　２０１２年，口区实现全口径财
政收入６５３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８％，占全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１５６％下降至１５５％。全
年实现一般预算收入２７２２亿元，增长２６６％。全
年财政支出２７８０亿元，增长１２％。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２０１２年，口区共植树
４９万株。全区新增公共绿地面积５１６万平方米，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５３９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２７％。全年治理污染源５１个。全区区域环境噪声
平均值５４６分贝，比上年上升０３分贝，达到声环
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９６－２００８二类标准；交通干线噪
声平均值６９９分贝，下降０１分贝。全区道路清扫
面积１２５３５３万平方米，垃圾清运量１１００吨／日，
“门前三包”覆盖率 ９５％，环境卫生管理达标率
８０％。

【教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共有幼儿园５５所，在园幼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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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１３万人，比上年增长１８９％；小学４３所，在校
学生３０５万人，下降３７％；普通中学２３所，在校
学生２３１万人，下降６１％；中等职业学校４所，在
校学生４５２４人，下降７４％。６—１１周岁人口入学
率１０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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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初中
毕业生合格率９８８％，高中毕业生升学率８５％，其
中一批本科上线６２９人，比上年增长３２％，本科上
线２４２６人，上线率增长４％。全年新建、改扩建中
小学校竣工面积２５５０平方米。

【科学技术】　２０１２年，口区共有科研机构１３个，
全年实施科技计划项目４７个，投资总额２７４亿元。
全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７４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１８％。全年专利申请数达１８８１件。截至年底，
全区累计审批高新技术企业 １９个，全年完成产值
７４８亿元，增长２１８％。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到１７９
个，其中２０１２年新增３个，实现技工贸收入４９６亿
元，增长６１％。全年技术市场签订各类技术合同
２７项，合同成交额１２４亿元，增长８６５％。

【文化】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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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万册；从
业人员５８人。全年开展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２５项
（次）。全年文化市场管理稽查覆盖率、音像制品案

件查处率均达１００％。

【卫生】　２０１２年，口区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３５４个，其中医院３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０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３６个，其他卫生医疗机构２７９个，
有卫生技术人员 １２３万人，其中执业医师 ３８１４
人，有医院病床 １０８万张。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生
４６人，拥有医院病床１２９张。全年法定报告传染

病发病率为４３６８／１０万人，儿童免疫接种率９９％，
食品卫生监督覆盖率９９％。

【体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共开展大型群众性体育活
动２３次，参加活动人员１０５万人。体育人口达到
４２８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８０６％。组队参加市
级以上体育竞赛４２０人次，获得金牌７８枚、银牌６９
枚、铜牌８２枚。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区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２５６５３６２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８％；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 １１９０４元，增长 ８０％。城区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１６８９７８７元，增长０９％。城镇居
民恩格尔系数（全部食品支出占家庭或个人全部

消费支出的比重）３５％。全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单位４０９０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职工 ２３７４万
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单位４１２９个，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人员４５０５万人；参加失业保险单位３７３４
个，参加失业保险职工１４４３万人；参加工伤保险
单位３９６６个，参加工伤保险职工１５７５万人；参
加生育保险单位 ４００２个，参加生育保险职工
１６４７万人。全年城区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
贴共１２２９万户次，下降５３％，计２５１７万人次，
下降１１２％。生活保障费实际发放金额６９０１５
万元，增加 １８５１５万元 全区人口出生率
６６１‰，人口死亡率 ７８９‰，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２８‰，符合政策生育率９５２％。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共有文明单位
３１１个，其中，国家级文明单位１个，省级文明单位
２３个，市级文明单位７１个；市级文明街道２个，市
级文明示范社区３个；省级文明诚信市场７个，市级
文明诚信市场５个。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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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件大事”综述·

　　口区第十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出，未来五年
全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围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

中心任务，举全区之力做好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化

工企业搬迁、“城中村”改造“三件大事”，全面推进

产业转型、环境创新、民生改善，加快构建与武汉中

部地区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现代都市文明，努力建设

兼具发展实力、创业活力、宜居魅力的生态新型城

区。未来五年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全面完成汉正街

传统市场搬迁、化工企业搬迁、“城中村”改造，形成

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体系，构建具有更

强集聚辐射能力的城区功能，改变城乡二元格局，探

索出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子，为实现跨越发展打下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三件大事”是口实现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

中心工作，是消除安全隐患、淘汰落后业态、拓展发

展空间、优化产业布局的有效途径，必须举全区之

力、全力以赴抓好落实。２０１２年，在口区委、区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奋力拼搏、开拓进取，专

班运作、集中攻坚，整治、搬迁、改造工作全面提速，

“三件大事”破冰前行，取得重大进展。

汉汉汉正正正街街街传传传统统统市市市场场场搬搬搬迁迁迁

【概况】　自２０１０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对汉正
街市场实施整体搬迁以来，汉正街综合整治和搬迁

改造指挥部做了大量工作，使汉正街面貌有了一定

改善。２０１２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再次出台新的政
策，大力支持汉正街综合整治和传统市场搬迁工作，

成立市汉正街文化旅游商务区领导小组，组建融资

平台，汉正街及汉江开发上升为市级发展战略，功能

定位日渐清晰，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逐步完善。

口区将汉正街综合整治与传统市场搬迁作为

首要任务来抓，制定“综合整治促搬迁、征收改造促

搬迁、市场转型促搬迁”的工作思路，加强领导，完

善工作机制，理顺职能关系，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

作方案，从整治、搬迁、改造三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效。综合整治全面发力，落实消防网

格化管理，加大交通管制力度，强化工商、城管、税务

等综合执法，２万余处消防隐患完成整改，７家省、市
消防挂牌督办单位先后摘牌，１０家市场相继关闭。
土地收储取得实质性进展，银丰片征收户数达到总

户数的７０％。

【完善机制】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区政府调整汉正
街综合整治与搬迁改造领导小组指挥部组成人员，

区委书记、区长亲自挂帅，将汉正街市场搬迁改造工

作细分为２２项重点项目，区“四大家”１０名领导分
别挂点主抓。组建２０余个工作专班，形成全局一盘
棋，采取“条块结合、分步实施、重点突破、强力推

进”的工作方法，进一步增强工作力量，为坚定不移

地加快推进搬迁改造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征收改造】　银丰片项目征收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
启动以来，组建９个群工组和１个企业组，集中街
道、社区等方面人员１００多人，实行１天一会商、２
天一调度、５天一督促、１０天一考核的工作机制，以
大胆开拓、勇于创新的工作状态全身心投入到征收

工作中。截至年底，已签约 １１０８户，签约率超过
７０％。

【市场关闭搬迁】　２０１２年，汉正街综合整治与市
·５３·



场搬迁改造小组指挥部坚持以整治、关停、收购、

疏散等多项措施，促进市场搬迁。全年汉正街完

成关闭、搬迁市场 １０家。佳丽街服装市场、千禧
服装市场、美女街服装市场、日韩外贸服装市场、

巴黎梦服装市场、二十一世纪市场 ６家市场彻底
关闭。同时，对符合消防达标、管理到位、业态升

级三大要求的武房３号楼、浙江鞋城、顺天泰６号
楼、老三镇２—３楼等４家市场采取关闭整改，完成
转向经营、脱胎换骨。

【消防整治】　２０１２年，汉正街综合整治与市场搬
迁改造小组指挥部继续对重点隐患点位进行整

改，并创新管理模式，建立消防安全四级网格包保

责任制，将汉正街划分为１３个大网格、２６个中网
格、２９３个小网格和数万个终端网格点。坚持重拳
出击，铁腕整治，坚决消除各类隐患，建账的１９４８５
个突出隐患点位已全部销号。省、市挂牌的 ７家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全部摘牌。加大重大隐患整改

工作力度，成立专班，明确专人，细化方案，强化措

施。省级消防挂牌督办单位华贸１—４号楼、顺天
泰５—６号楼、海富大厦，市级消防挂牌督办单位
浙江鞋城、武房３号楼、万安 Ｂ栋、金昌商城完成
消防整改，实现销案摘牌。

【交通禁货】　２０１２年，汉正街综合整治与市场搬
迁改造小组指挥部加大交通管制力度，大货车闯

入汉正街问题基本控制。自２０１１年８月份开展禁
货工作以来，截至 ２０１２年底，共劝返货车 ２１万
余辆，查处２８００余起冲岗违法行为，牵引违停车
辆４００余台，处罚违反单双号行驶１４万余起，面
包车改装拆座４３００余起。针对汉正街经营旺季
的特点，改变工作思路，调整工作方式，由原有多

部门联合职守和核心区域内执法相结合改变为强

化物防同点位职守和核心区内外联动的执法相结

合。为彻底封死进入汉正街管控区域的主要通

道，在解放大道、沿河大道、中山大道、武胜路等重

要路段设立６个物防限高架，并安排２４小时同步
同点位岗位值守。组建汉正街核心区域内外联合

执法队伍，对核心区域内外实行全天候２４小时不
间断流动执法，形成“强化物防，同点守控，内外整

治，标本兼治”的“禁货”工作格局。全年汉正街地

区物流企业２２０户中，已取缔１０４户，其中取缔利
济南路露天停车场内２０户，取缔汉正街区域内无
证经营８４户。

【规范管理】　２０１２年，汉正街综合整治与市场搬迁
改造小组指挥部注重充分发挥工商、税务、城管、公

安、消防、交通等部门职能作用，保持整治的高压态

势，反复整，整反复。全年市、区联合组织 １３个部
门，每月出动上百人对汉正街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

执法整治行动，检查规范汉正街各类市场主体

１７９０４户，取缔无照经营２７８户，立案查处１０６起，
暂扣商品２０３３４件，罚没４６３９万元。

【规划招商】　２０１２年，汉正街综合整治与市场搬迁
改造小组指挥部积极向武汉市发改委上报《汉正街

地区产业发展意见书》，并多次邀请市发改委以及

规划编制单位野村综合研究所来口区进行实地调

研。截至年底，汉正街产业规划初步成果已经完成，

空间规划同步进行。积极配合武汉市汉正街综合改

造招商工作专班和市重点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密

切跟踪香港招商局集团、香港置地、香港信和、中国

中投、香港九龙仓、新加坡新桥等对汉正街开发感兴

趣的企业。

（田　伶）

化化化工工工企企企业业业搬搬搬迁迁迁

【概况】　２０１２年是古田化工企业搬迁整治工作攻
坚之年，口区化工企业搬迁整治工作专班（简称

口区化工专班）本着“服务企业，加强新厂区建

设，牢牢抓住化工企业搬迁前过渡性生产安全不放

松”的工作思路，采取分类指导、统筹规划、整体推

动、集中攻关的原则，按计划，分步骤实现停产、分

流、转场、搬迁。与此同时，区化工专班克服资金运

行量大、搬迁企业及拆迁居民多、历史遗留问题错综

复杂等难题，以创新思维、超常举措，较好地完成了

年度工作目标。

【化工企业搬迁整治】　２０１２年，口区化工专班注
重化工企业搬迁整治工作规划，加强协调与服务，推

动了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截至 ２０１２年底，完成
１１３５片项目社会拆迁收尾签约４５１户；标准件三厂
和世标机电紧固件公司顺利收储签约；金宝实业下

属的军通标准件厂、武汉仪表厂、世标机电紧固件公

司、标准件三厂和华润啤酒厂（供电设施）５家企业
按期腾退；实现房屋、厂房机械安全拆除７２万平方
米、社会拆迁房屋拆除３２万平方米无事故；平稳外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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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企业职工５０００余人。１１３５片项目内红星村集体
土地经过与片外武汉制瓶厂国有土地进行等面积置

换，并划为“城中村”改造用地，破解了１１３５片内红
星村村属零散土地收储、“城中村”改造用地整合和

制瓶厂改制收尾三大难题，使零散集体土地得到有

效利用。啤酒厂片和洲际工业园区片土壤详查顺利

完成，一期（啤酒厂片）土地实现挂牌交易，远大制

药厂部分车间顺利迁往阳新县新厂投产，力诺化学、

无机盐厂入驻化工新区新厂房拆迁征地，道路、厂房

建设正有序进行，为２０１３年化工企业停产搬迁奠定
了基础。

【安全生产监管】　２０１２年，口区化工专班坚持
强化对化工专业搬迁整治工作中安全监管，建立

事故应急予案和实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加强安

全检查，防止意外安全事故。同时，加强对企业开

展生产安全和消防安全的教育，不断提高安全意

识。１１３５片项目片内和片外有土地化工企业（汉
虎高分子公司、有机实业、钛白粉厂）过渡性安全

生产得到有效监管。此外，拟搬迁企业职工思想

稳定，无重大信访事件发生。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口
区化工专班受到区人民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先进

单位”表彰。

（江　蕾）

“““城城城中中中村村村”””改改改造造造

【概况】　“城中村”是城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城建
用地范围的原有农村聚落，是乡村到城市转型不完

全的，具有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的地域实体。“城中

村”改造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城市规

划、土地管理、市政建设、社会保障、户籍制度等各方

利益。口区共有１３个“城中村”，主要分布在武
汉市西部，占地约 ８５３４４公顷，涉及人口 ３９１０９
人。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区政府充分调动各职能部
门积极因素，加强通力协作共召开专题研究会议３０
余次，“城中村”改造取得显著成效。

【编制改造规划方案】　２０１２年，口区长丰街永利
村改造规划方案于９月２８日经武汉市规划局审议通
过，红星村改造规划方案于１０月２２日经武汉市规划
局审议通过。１２月２５日，长丰村、易家墩村、舵落口
村、常码村的改造规划方案经武汉市规划局审议，原

则同意长丰村、易家墩村、舵落口村３村的改造规划
方案，并将常码村列入全市首批“三旧”改造试点项

目，结合周边旧厂房、旧城区，一并实施改造。

【土地挂牌】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８日，口区长丰街汉
西村实现土地挂牌，并由武汉华鼎创投置业开发有

限公司摘牌。８月２４日，口区长丰街建荣村完成
土地挂牌，并由武汉广电开发有限公司摘牌。

【拆迁与还建】　２０１２年，口区完成拆迁 １００３３
万平方米，创武汉市历年“城中村”拆迁总量新记

录，其中，汉西村０２万平方米，长青村３２万平方
米，农利村３８３万平方米，红星村３８万平方米，建
荣村３１万平方米，长丰村５８３万平方米。完成还
建房开工３２万平方米，其中，汉西村还建项目于３
月２７日正式开工，开工面积２０万平方米；建荣村还
建项目于１２月３０日正式开工，开工面积１２万平方
米。４月，额头湾村还建项目竹叶海·嘉园广场，顺
利完成交房手续，共安置并回迁村民１１９２户，还建
项目总面积为１２７４０３５１平方米。

【完善工作机制】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中村”综合
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大组织协调力度，层层分解

全年绩效目标，制发《口区城中村综合改造绩效

２０１２年目标考核实施办法》，将绩效目标责任明确
到人、分解到村。进一步发挥街道、村领导班子作

用，加大督促力度，倒排时间节点，使各项工作逐一

得到落实。坚持发挥相关职能部门作用，形成多部

门联席会议制度，集中智慧，共同解决“城中村”改

造过程中面临的土地调规、国有土地整合等问题。

长丰街长丰村、东风村是口区两个最大的

“城中村”，其违建房多，村情复杂，安全隐患突出。

２０１２年，区委区政府决心从这两个村突破。１月，长
丰街长丰村、东风村与武汉市土地中心签订统征储

备协议，正式启动“城中村”改造工作。全年向两村

投入“三合一”整治清退补偿款累计１３亿元，全面
清退长丰地区“三合一”场所，彻底消除该地区消防

隐患。４月８日，长丰村启动拆迁，全年拆除腾退长
丰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５８３万平方米；长丰村改造
规划方案编制完成，并获得武汉市规划局审核同意。

４月，东风村启动编制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将于２０１３
年实质性启动拆迁；东风村改造规划方案也已编制

完成，完善后即可提交武汉市规划局审核。

（齐澍晗）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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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共共共口口口区区区委委委员员员会会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２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一
年，是做好“三件大事”、推进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

起步之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中共口区委

员会（简称口区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

导，紧紧围绕中共武汉市委确定的各项目标，积极应

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困难，坚持打基础、强基层，抓

重点、破难点，立制度、建机制，轰轰烈烈干事、实实

在在出活，重点区域改造提速，重大项目有力推进，

重要工作实现突破，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工作任务，

经济社会呈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

【口区经济工作会议】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０日，口
区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分析经济形

势，总结部署全区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市经济工作和市党代会精神，积极开展“喜

迎十八大，争创新业绩”主题活动，深入落实科学发

展观，突出主题主线，坚持“稳增长、促转型、惠民

生”，着力推进“三件大事”，着力培养新兴产业，着

力增强区级财力，着力发展民生事业，为转型发展、

跨越发展夯实基础。会议倡导，轰轰烈烈干事、实实

在在出活，凡是有利于干事出活的，要大张旗鼓地支

持、赞成和拥护；凡是不利于干事出活的，要毫不犹

豫地反对、批判和摒弃，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能有

丝毫含糊。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增强做好经济工

作的信心和决心，确保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区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口
区委召开十一届三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口

区推荐提名武汉市出席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

建议名单》。

【口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工作座谈会】　２０１２
年６月５日，口区召开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工作
座谈会。座谈会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讲话精神、落实

市人民政府支持口区转型发展现场会精神。座

谈会认为，要在全区营造一种“轰轰烈烈干事，实

实在在出活，干干净净做人”的官场文化，倡导敢

担当、“号深水”的工作作风，共同推动口转型发

展、跨越发展。

【口区纪念建党９１周年暨创先争优表彰大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口区召开纪念建党９１周年暨
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会议表彰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创
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会议要求，

要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动

员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更好地肩负起

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加快推进口的转型发展、跨

越发展。

【中共口区委中心组（扩大）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１２
月８日，口区召开区委中心组（扩大）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会议强调，十八大报告是党

在新时期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深入学习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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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最重要

的政治任务。会议指出，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要结合口实际，进一步厘清口的发展思路，培

养、涵养干事的气质，通过自身作风的转变，带动全

区干部作风的转变，埋头苦干，扎实工作，全面开创

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新局面。

【信息调研】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区政府研究室坚
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重服务大局，积极围绕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调

研，着力在把握全局性、提高创造性、增强实效性上

下工夫，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提高工作质量，做到谋

在服务中、参在点子上、干在关键处，充分发挥参谋

助手作用。全年完成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反腐倡廉

暨治庸问责工作会议、全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座谈

会等重要会议的主题报告，参与起草了宣传、政法、

组织、党建、全民创业、工会、妇联等专题会议的材

料，对推动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指

导作用。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办公室充分发挥党委信息主
渠道作用，强化信息工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不断完

善信息收集机制，提高信息工作质量。全年编发

《每日汇报》１５１期，６９条信息被武汉市委办公厅采
用。不断挖掘有深度的信息，加大信息调研力度，

《国内最大的单品电子商务聚集平台将正式入驻汉

正街都市工业区》等信息调研文章得到了市、区领

导同志的重视和批示。

【督促检查】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办公室围绕全区
中心工作，突出项目建设重点，创新和改进工作方

法，提高督查工作质量和效率。坚持把区委全委

会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工作部署的分解立项及

党委的督办工作与绩效管理目标体系有机结合，

通过召开绩效工作调度会，联合区考评办对全区

绩效工作进行组织协调、跟踪督办，并根据区领导

要求紧逼目标进度、深度开展绩效督查，运用绩效

电子管理系统，促进区委决策的贯彻落实。通过

不断完善督查信息传递平台，创新督办工作方式，

增强督查工作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实效性，全区项

目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全年先后开展百余次批办

件专项督办工作，办结率、回告率均达１００％，并得
到市、区领导的充分肯定。

（沈　波）

·保密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国家保密局（简称口区
保密局）以互联网计算机安全保密大检查为重点，

全面推进保密工作依法行政，切实加强保密宣传教

育和监督检查，较好地完成各项保密工作任务。全

年全区未发生失泄密事件，为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

稳定提供安全服务保障。

【保密宣传教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保密局认真策
划，继续在全区深入持久地开展保密宣传教育活动。

坚持加强全区保密干部和涉密人员教育培训。全区

各级保密组织按照《全区“六五”保密法制宣传教育

规划》的安排，举办各类保密学习班和知识讲座６２
次，受教育２０００余人次。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
保密干部、涉密人员的保密意识和业务素质。坚持

开展专题保密教育。全区各级保密单位组织播放保

密宣传教育光盘，要求领导干部和涉密人员观看，并

且开展讨论，取得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普遍认为有

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注重培训效果。区保

密局广泛收集相关资料，丰富、充实保密宣传教材，

让保密宣传更加贴近国际、国内热点，贴近实际工

作，增强学习效果。坚持利用多种渠道开展宣传教

育。深入基层，向各保密组织负责人宣讲保密工作

的重要性，不断强化保密意识。开展全区计算机保

密技术检查，推介区内保密工作先进单位的好经验、

好做法、好典型，并通过现场讲解和咨询指导，充分

地发挥保密宣传教育和指导服务的功能。积极组织

征订《保密工作》杂志和《保密知识简明读本》等专

业刊物书籍。

【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保密局
注重加强对保密要害部门、部位年审，切实加强管理

力度。为保障年审质量，区委保密委员会专门下发

工作要求，即年审工作分为四个步骤：单位自查、协

作组成员单位互查、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区保

密局）组织抽查、年审结果通报。通过此次年审，全

区６３家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的检查率、合格率均达
到１００％。

【互联网计算机安全保密大检查】　２０１２年，口区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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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局按照湖北省统一工作部署，及时完成对全区

互联网计算机安全保密大检查工作。制定工作方

案，对检查的对象、时间、内容及方式作出具体安排。

完善保密检查技术手段。为提高保密技术检查能

力，投入专项资金３６万元购置专门的保密检查工
具和数据修复工具，为保密检查提供技术保障。依

托各单位保密组织，开展自查和互查，重点开展对全

区党政机关和重要涉密单位的专项检查。全年完成

３５００余台计算机和６００余个移动存储介质的自查，
区保密局又对２０余家重点涉密单位进行抽查，检查
计算机３００余台，移动存储介质１００余个。在此次
检查中，坚持规范操作，规范程序，不走过场；强调完

善手段，保质保量，不留死角；边查边改，现场整改，

及时下发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同时，针对一些单

位在保密技术防护中存在的不足，加强保密技术指

导，帮助提高技防水平。经过此次专项检查，进一步

加强全区计算机信息网络和移动存储介质的保密管

理，提升了计算机网络的保密防护水平，消除了泄密

隐患，检查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保密督查】　２０１２年，口区保密局注重保密督
查，切实落实全市保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确

保国家各类考试工作中不出差错，进一步加强社

会网站保密管理。为坚决贯彻落实武汉市保密事

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口区委制定全区保密技

术设备装备计划，新购置一批保密技术检查设备，

进一步提升针对窃密泄密监测的预警能力。加强

对国家各类统一考试保密检查。为确保 ２０１２年
全国高考、中考试卷保密安全，保密局认真研究制

定《口区 ２０１２年高考和中考期间保密工作方
案》和《口区２０１２年高考和中考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预案实施细则》，切实加强辖区内高考和

中考保密工作。在高考、中考和公务员招录考试

前夕，区保密局会同区教育局、公安分局、人力资

源局，就试卷运输、存放、分发等过程和高考、中考

和公务员招录考试的试卷存放保密室进行严格检

查。同时，还对全国职业教育、司法等国家统一考

试的试卷保密室进行专项检查。全年共检查９次
４０个试卷存放点，各试卷存放点全部达到国家安
全保密标准，未发生失泄密情况。进一步强化社

会网站保密管理力度。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

根据国家和省、市保密工作部署，区保密局集中一

个月时间对辖区内社会网站进行有重点的清理检

查，共检查社会网站 ５０余个，进一步加强对政府
门户网站和社会网站发布信息的管理力度。

【保密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保密局注重加强现有
保密技术监控设备的使用管理。切实保障全区涉密

计算机违规外联监控设备的正常运行，实现对全区

涉密计算机２４小时监控，有效阻止涉密计算机连接
互联网的违规行为。充分履行信息公开保密检查职

能，在对区委、区政府的门户网站实施保密检查“全

覆盖”的同时，逐步落实对辖区内网站实施保密检

查的制度化，及时消除泄密隐患。坚持保密技术支

持服务。按照湖北省委办公厅通知要求，重点加强

党办信息化建设，严格落实保密标准，对网络内的重

点端口进行安全保密技术指导。积极配合区人口和

计生委，为全区计生工作制定《保密承诺书》，保证

全区计生服务对象的信息安全可控。

（刘　剑）

·组织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共口区委组织部（简称口
区委组织部）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

全区“三件大事”（即加快推进汉正街传统市场搬

迁、化工企业搬迁和“城中村”改造）选干部、配班

子，建队伍、聚人才，抓基层、打基础，强素质、树形

象，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
组织部注重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为

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选好干部、配强班子。实施

“两项计划”，着力提升干部队伍能力素质。实施

领导班子“思想政治教育计划”。积极适应换届后

领导班子的新变化，以德为主题，加强干部政治品

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党员纯洁性

教育。以区委领导班子制度建设为示范，健全完

善人大、政府、政协及各单位领导班子内部制度，

加强对各项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指导

各级领导班子按制度规范运行。深入开展谈心谈

话活动，采取登门访谈、主动约谈的方式，深入基

层与干部谈心谈话，了解干部思想动态，广泛征询

意见建议。实施干部队伍“能力培育计划”。根据

全区产业转型发展的需要，开设“一把手周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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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邀请专家举办讲座，重点加强现代服务业、电

子商务、文化创意、创新社会管理等专题知识培

训，不断提升干部履职能力。举办“青年干部跨越

论坛”，以干部锻炼成长和口发展热点为主题，

采取主题演讲、研讨交流、辩论赛等方式开展论坛

活动，让年轻干部在学习、思考、交流中提升能力

素质。按照中央省市要求，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安

全和谐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和党的

建设等五个专题，采取主题发言、互动交流的形

式，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题辅导班和

研讨班，培训区管干部５００余人（次）。同时，通过
专题报告会、读书会、基层理论宣讲等形式，推进

十八大精神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实现

了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全覆盖。建立“两项机

制”，不断提高干部管理科学化水平。建立“年轻

干部成长”机制。深入推进“年轻干部培养工程”，

坚持重在培养、加强磨炼、择优使用的原则，建立

干部分类培养机制，分层级、分专业、分年龄、分成

长路径建立后备干部人才库。建立重点项目服务

机制，在项目建设和重点工程一线培养锻炼干部。

全区共选派１８名优秀的８０后科级干部到工业学
院片拆迁项目、１１３５片化工企业搬迁项目等重点
工作专班中接受锻炼。选派１名处级干部到市重
点办挂职，１００余名干部到区重点项目建设专班、
区信访局帮助工作，３名干部赴黄陂、来凤等扶贫
点协助开展工作，２名３５岁左右的年轻干部前往
武陵山区挂职，让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增长才

干。接收１名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层干部到口区
挂职任副区长，并加强与央企的联系沟通。新录

用公务员１１名（含１名社区主职干部），接受安置
１０名选调生，干部队伍结构进一步得到改善。建
立“干部工作信息公开”机制。以被确立为全省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联系点为契机，加大干部工作信

息公开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力度，探索制定干

部工作信息公开办法，建立网上干部工作信息公

开平台，推行干部政策法规全面公开、干部选拔任

用过程适度公开、干部管理信息逐步公开，口区

干部工作信息公开做法在全省干部监督工作推进

会上交流。搭建“两个平台”，着力激发干部队伍

活力。积极搭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激励平台。

通过奖励培训、重点岗位锻炼、提职晋级等手段，

不断激发干部队伍活力。着眼提升干部能力素

质、实施奖励培训，选派 ３８名区管干部进行实务

知识脱产培训、３０名中青年干部赴浙江大学电子
商务专题培训，选派２０名中青年区管干部赴澳大
利亚专题学习文化创意产业知识。充分调动不同

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妥善解决任职时间较长、工

作实绩公认干部的职级待遇问题。１０名区管非领
导职务干部经实践锻炼提任到实职岗位任职，４名
４５岁以上实绩突出的干部被提拔为正职，营造了
昂扬向上、奋发有为、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干事

创业氛围。搭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岗位职责与

绩效考评管理平台。试行公务员岗位责任制，在

处级以上干部中推行履职承诺和工作记实，强化

干部日常工作实绩的记实与考核。积极探索建立

绩效管理实施办法、运行机制，围绕全区“三件大

事”，突出各单位核心职能，设置转型发展目标２５
项、特色品牌目标１１５项、基本职能目标１４６０项，
构建了导向鲜明、重点突出的市、区责任单位三级

目标体系。注重过程监控和事前预警，坚持绩效

目标月分析、季通报，加强对绩效目标的日常监

管、跟踪督办和科学考评。设置“绩效管理突出贡

献奖”，大力倡导“干事出活”的干事文化，进一步

发挥绩效考评激励导向作用。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组织部以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为主线，

坚持重大任务抓落实，重点工作抓突破，日常工作

抓规范，努力使党的基层组织建起来、用起来、活

起来、强起来，为推进口转型发展、跨越式发展

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大力推进党建

基础“五项工程”。坚持“区委领导、组织部门牵

头、民政协调、街道落实、部门配合”的运行机制，

深入实施“五务合一”全覆盖工程。财政列支

３０００万元“五务合一”建设专项资金，按照三个批
次，逐个确定社区规划、建设方案、时间表和线路

图。全区９２个社区全部完成“五务合一”建设任
务，面积达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党员群众服务中心达
５３个，占总数的 ５８％；社区阵地新增面积 ５９７６８
平方米，增长率达１９０％。同时，积极将各项惠民
资源和功能要素整合进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不断

满足居民群众服务需求。组织为社区捐赠图书６
万多册，社区图书室藏书量全部超过１０００册。设
立党员先锋、志愿者、平安秩序、医疗计生、帮扶救

助等１０个为民服务热线，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系
统对居民服务需求统一受理、协调和督办。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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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络技术平台，为辖区独居、空巢、特困和残

疾老人安装“幸福一键通”，提供紧急报警、生活照

料、信息咨询等全程关爱的居家养老服务。引进

无人交付式蔬菜直销零售模式，组建１０５个“家庭
医生”团队，划分责任区与社区对接，主动提供上

门服务。积极推进基层党支部晋位升级工程。组

织全区８１８个基层党组织认真开展分类定级，评
出一类党组织２５５个、二类党组织５３１个、三类党
组织 ３２个。按照“巩固先进、推动一般、整顿后
进”的要求，分类建立整改方案，认真整改突出问

题，３２个三类党组织全部晋位升级。二类党组织
晋位升级８０％以上。扎实推进“两新”组织建全
建强工程。制定《口区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指导员管理办法》，选派２２１名机关干部
到全区 ４０１家新经济组织担任党建指导员。同
时，聘请４名区级指导员，对口指导 １４家重点新
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着力提升全区“两新”组织

党建工作水平。全力推进党员素质提升工程。全

区１１８个社区党组织换届圆满完成，社区党组织
带头人队伍的年龄结构进一步优化，学历层次明

显提高，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加大基层党组织书

记培训力度，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实现全覆盖。

推进基层党建长效机制建设工程。推行“三级联

述联评联考”制度，坚持“述职述党建、评议评党

建、考核考党建、任用干部看党建”，建立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基层党建工作机制。全面推行

区域化党建“五个模式”。在街道普遍推行“大工

委”模式。在社区推行“１＋Ｘ”联合党委模式，形
成“社区联合党委—社区党支部—居民楼栋党小

组”三级组织网络。推行社区与物业服务企业党

建联建模式，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着重“四个整

合”，即组织整合、队伍整合、优势整合、工作整合，

加强对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公司、业主委员会的

统筹领导和沟通协调。推行“一园一区一片”园区

党建模式，在经济开发区创新成立欧洲工业园区

党委、汇丰企业总部区党委、北片企业区党委，探

索开发区（园区）党组织设置多元化和覆盖层次

化。推行商务楼宇党建模式，采取单独组建、联合

组建、挂靠组建、委派组建等形式，因地制宜地设

置楼宇党组织，其相关做法被《光明日报》、《党员

生活》刊发。着力打造党建创新“五个品牌”。精

心培育党建工作示范点，打造富有口特色的党

建工作“五个品牌”。以汉正街为重点，推行“流动

党员安家补助”、“医疗费减免补贴”等３０项服务
承诺，打造流动党员服务教育管理品牌。在社区

深入开展“五心服务”（暖心服务、安心服务、宽心

服务、舒心服务、开心服务）活动，打造基层党组织

服务群众“五心服务”品牌。在新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中开展“五项规范”建设（规范党组织领导班

子建设、规范党员教育管理、规范党建工作机制、

规范党员活动阵地、规范保障措施），打造非公企

业党建“五项规范”建设品牌。推行街道党工委向

党员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制度，大力推广“五议五公

开”工作法，打造党内民主建设品牌。从资金救

济、医疗救助、就业帮扶、法律援助、文教服务５个
方面帮扶困难党员，打造生活困难党员帮扶品牌，

其工作经验被省委组织部转发。精心组织“五项

活动”。大力实施“重大项目建设年”活动，全区

１３０个重大项目进展顺利，其中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４个、市级重大建设项目１０个。积极推进“加快转
型发展、勇当跨越先锋”活动，通过举办宣讲报告

会和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开展党史原著读书活

动等形式，大力弘扬“武汉精神”。深入开展“深化

治庸问责、提升行政效能”活动，建立联动服务体

系，全面落实责任制、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等

制度。及时跟进全区多次大型拆迁行动，有力推

进了长丰地区“三合一”整治。深入推进“结对共

创”活动，采取一对一、一对多的方式，区直单位与

全区１３４个社区“结对共创”，全力支持社区“五务
合一”建设，有力促进了社区和谐。“基层组织建

设年”活动成效明显，“万名干部进万村洁万家”活

动有序推进。省、市简报１０余次推介口经验。

【人才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组织部认真落实组
织部门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的职能，深入

推进《口区人才发展“十二五”规划》和“口英才

计划”，建立人才工作目标责任管理办法，加强对人

才工作的专题研究和指导协调。积极搭建大学生科

研创新平台，依托经济开发区园区企业、湖北中山医

院等重点企事业单位，建设大学生科研实践基地，促

进大学生创新创业。积极推荐参与省（市）高层人

才评选，推荐 ３家企业参评第二批“黄鹤英才计
划”、９名区级人才参评省（市）政府津贴和省（市）
有突出贡献专家、１人参评“湖北杰出科技创业人
才”，有效激励各类人才创先争优。认真落实人才

政策，组织开展专家体检等活动，保障专家各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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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多途径宣传人才，努力营造“四个尊重”的浓厚

氛围。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组织部围绕“素质
最佳、业务最精、效率最高、作风最硬、服务最优”

目标，深入开展“一创双争”主题实践活动。认真

学习肖明、李林森等先进典型，广泛开展“什么是

组工干部的党性，如何保持党员的纯洁性”大讨

论，组工干部党性、纯洁性进一步得到锤炼。深入

开展“五比五创”（比学习，创素质最佳；比干劲，创

效率最高；比服务，创服务最优；比业绩，创业务最

精；比作风，创作风最硬）主题活动，组工干部的政

策水平和综合素质不断提高。深入开展“组工干

部下基层”活动，采用主动约谈、上门访谈、集体面

谈等方式，与党员干部广泛开展谈心谈话，帮助干

部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２０余件。建立岗位责任制
和组织工作流程，大力推行项目化管理，促进了组

织工作的创新开展。２０１２年，口区委组织部被
评为全市模范组织部门。

（胡生彬）

·宣传思想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共口区委宣传部（简称口
区委宣传部）坚持贯彻和落实中央、省、市宣传部长

会议精神，大力弘扬“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

精神，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

求，改革创新，以服务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化工企

业搬迁、“城中村”改造“三件大事”为重点，不断深

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全力创建文明

城区，打造文化强区，努力构建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相适应的现代都市文明，为促进口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

化条件。

【理论武装】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宣传部以党的十八
大精神学习宣讲活动为重点，以“点拾台”、“新视

界”、“单双创”、“典型秀”四大特色品牌建设为载

体，加强理论调研，促进理论成果转化。区委中心组

被评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全市先进党委中心组，理论
学习工作获２０１２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绩效目标考
核专项奖第一名。以报告研讨促学，精心打造“点

拾台”。全年先后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

济研究部部长余斌、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段进等知名专家和学者作专题辅导报告 ８
场。同时，坚持每月组织网上视频报告会，形成现场

报告和视频报告相互补充的学习模式；组织开展多

种形式的党的十八大精神学习宣讲活动，共计３３９
场次，受众人数突破１５万人次，宣讲活动覆盖全
区；组织全区理论学习中心组结合工作实际，紧紧围

绕全区中心工作和各单位工作实际开展重点课题调

研活动，形成一批调研报告。在调研报告中，《中心

城区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模式———以武汉市

口区为例》在《学习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８期上刊发。此
外，与江岸、武昌、青山区委共同承办“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　推进沿江商务区建设”联组学习活动，并
结合口建设实际，举办建设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联组学习活动。以网络平台促学，做大做强“新

视界”。继续充实“新视界”在线理论学习平台，将

市图书馆《名家论坛》讲课资源、《宣讲家》网站纳入

学习平台资源库，引进高层次、宽领域的视频报告，

内容涵盖历史、哲学、经济、文化、大学公开课等。同

时，制发《关于规范全区党委（党组）中心组在线理

论学习管理的通知》，开通平台外网运行功能，实现

内外网并用，通过硬性指标要求，推行倒逼机制，强

化目标考核，组织对所有参学单位和参学干部进行

在线理论学习积分考核。围绕现实热点问题以及全

区中心工作，开辟专题版块，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开展

互动交流。以创建评比促学，树立先进典型。深入

抓好学习型党组织工程建设，加强对全区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推进情况的巡视督导检查和专题调研指

导，全年共开展集中督导７次，通过《口宣传》发
布专题简报５期，发掘并推介区地税局、荣华街、辛
家地小学等先进典型。全年评比表彰１５个先进学
习型党组织、１０个先进学习型领导班子、１０名学习
型领导干部、１０个先进学习型机关、１０个先进学习
型企事业单位、１１个先进学习型社区、１００户先进学
习型家庭，在全区营造出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的浓厚

氛围。以示范引领促学，发挥示范带动效应。继续

坚持把握正确导向、注重典型引路的原则，注重通过

交流观摩的形式推广典型经验，发挥典型的示范带

动效应。先后组织召开“敢为人先、追求卓越，促进

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理论研讨会、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暨六类先进学习型组织经验交流会、“十佳

学习型领导干部”座谈会、先进学习型家庭表彰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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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口区委宣传部、区民防办联合组织防灾减灾理论与
实践专题报告会

经验交流会，推广先进工作经验，发挥典型示范带动

作用，推进调研成果转化。组织召开全区青年干部

学习研讨互动交流会，区长与青年干部进行面对面

对话互动，研讨全区发展思路，赢得良好反响。

【宣传教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宣传、教育工作
坚持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努力

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社会宣传深入人心。

全年注重树立先进典型，涌现出一批市级以上先

进典型，包括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１人———董明，
全国身边好人３人———见义勇为英雄易虎、板车哥
严加满和公交司机张兵，省级身边好人１人———江
城最美护士肖芳，市级重大先进典型———２０１２年
武汉市十大杰出青年之首特教老师杨小玲。评选

表彰“卓越青春———我身边的武汉精神践行者”１０
名。通过户外标语标牌、园艺造型等载体广泛宣

传武汉精神，并积极部署武汉精神进机关、进社

区、进企业、进学校、进村湾“五进”工作。十八大

召开前后，通过举办文艺晚会和图片展等丰富多

样的形式庆祝十八大召开、解读十八大精神，展现

口建设成就，把党的十八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全

面推进口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工作

中。舆情信息工作有声有色。围绕“大局、大事、

大势”和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营造社会声势，为

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全年调研４次，形成《关于
口区“城中村”改造工作的调研报告》、《口群众

热盼汉江江滩整治》、《关于口区江滩整治工作

的舆情调研报告》、《口区社区图书室建设及市

民读书状况调研报告》４篇有深度、有
影响的舆情调研报告，为相关工作进

展起到积极作用，舆情信息工作继续

走在全市前列。“文化五城”建设卓有

成绩。２０１２年，武汉市建设“文化五
城”（大学之城、读书之城、艺术之城、

博物馆之城、设计创业之城）工作全面

铺开，除大学之城建设不涉及口外，

其他工作均与口区相关。读书之城

建设方面，精心培育读书品牌，重点打

造辛家地小学“辛悦部落阁”教师读书

会等６个书友会，组织“五百年口，
大汉口之根”系列巡回讲座５场，举办
图书漂流和图书换客活动 １０余场。
全区党员干部捐赠图书 ６万余册，各

社区均建成千册社区图书室。在口公园、轻轨

宗关站、融侨锦城小区兴建３座２４小时自助图书
馆。艺术之城建设方面，联系演出院团，利用国际

护士节、环卫工人节等契机，为全区单位和企业一

线干部职工、医生护士、学生、农民工等进行演出，

引起热烈反响。博物馆之城建设方面，协助全区５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口民族工业博物馆的改

造提升工作，实施规范化管理，全年免费开放。部

署参观博物馆活动，重点组织中小学生暑期参观，

全年组织参观市内各博物馆 ２００余次，１万余人
次。非遗保护方面，组织开展第七个文化遗产日

社区巡展活动。区内龙从发被推荐为全省优秀非

遗传承人，并与武汉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协议推广作品。谈炎记水饺制作技艺、
"

鱼

制作技艺两个项目均已成功申报武汉市第四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龙从发、潘正斌、孙昌弼、熊

建生、童建国 ５位非遗传承人被命名为武汉市第
一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新闻宣传】　２０１２年，口区新闻宣传工作注重以
为新闻宣传和舆情监控为重点，积极营造良好的舆

论环境。加强组织策划，开展正面主题新闻宣传。

全年紧紧围绕全区“三件大事”，先后举办１２场次
新闻发布会，并在中央媒体发稿４３篇，省级媒体发
稿４３１篇。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务微博管
理暂行制度、互联网舆情信息管理办法、新闻联络人

网络，确保对外新闻发布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理更加

通畅和高效。加强对新闻宣传的策划指导，会同媒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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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使新闻宣传有深度、有新意、有特色。紧紧围绕转

型发展、跨越发展主题，以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

生态口为重点，主动设置对外宣传工作，营造氛

围、扩大影响，注重提升口城区新形象，先后制作

《现代商贸强区　美丽生态口》宣传片、画册，以
及制作《百年浸润　商道厚积　武汉口》招商指
南。健全体制机制，正确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年初，

全区成立“口区互联网信息管理中心”，并安排专

人从事互联网舆情日常管理工作。同时，成立由各

单位新闻发言人为主体的网评员队伍，在网上参与

网评，形成正面舆论宣传。对搜集的重要舆情，迅速

编辑制作舆情专报，及时报送市网管办和区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及时制定应急措施。全年共向市委宣

传部报送舆情１１３６条，采用２９５条，编制舆情专报
１０９期。此外，建立考核机制，每月召开互联网舆情
月度工作分析培训会并印发月工作通报。通过健全

舆情监控与处置机制，全年先后处理“黑作坊事

件”、“胶囊公寓事件”等典型案例，经正面引导，有

效控制了负面影响。创新工作方法，充分发挥政务

微博功能。２０１２年４月，口区分别在腾讯网、新
浪网开通政务微博“口发布”。截至年底，在腾讯

上发布微博１８６５条，听众１２７５５１人；在新浪上发
布微博１４７３条，粉丝２９０４５人，均位居全市城区前
列。坚持每月至少做一个专题活动。９月份以口
区开展的电子商务创业项目暨人才选拔大赛为契

机，以“电子商务创业大赛”为话题进行评述，网友

在这个话题下发言达到 ３７６条。同时，以“口发
布”为平台对大赛情况进行实时广播，在武汉高校

引起较大反响。国庆节期间策划“旅途感知”，被网

友转发和评论了３８９次。政务微博粉丝数在一个多
月内从７万人增加到１０万人。妥善处理网民的各
种诉求，做到有问必复，共在腾讯微博上回复网友

１８６次，在新浪微博上回复网友１４１次，网民反映的
具体诉求能够得到落实。

【文明创建】　２０１２年，口区文明创建工作坚持以
创建文明城区为载体，努力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

市文明程度。深化市民素质教育。围绕“做文明有

礼的口人”主题，着力从素质教育入手，深入开展

精神文明建设系列活动。为引导人们言谈举止、公

共场合、邻里相处、行路驾车、旅游观光、网上交流文

明有礼，把《做文明有礼的武汉人》宣传作为市民素

质教育基本教材，利用中小学校、市民学校、职工业

余学校、家长学校和重点公共场所，设置温馨提示、

道德格言，设立文明监督岗，进行监督引导，广泛开

展教育培训活动。全年共向中国文明网报送创建动

态５５篇，新闻媒体刊发文明创建信息５０篇，各街道
制作公益宣传广告牌１０００块、横幅１１８０条、宣传
墙１４０个、展板２００个、黑板报１００块、宣传栏１４０
个，有效地扩大了社会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围

绕落实《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

系》目标任务，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开

展首届武汉美德少年评选工作，及时掌握未成年人

道德建设基础工作动态。口区被评为第二届全省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区。兴起学雷锋热

潮。全年通过义务劳动、结对帮扶、环保宣传、报告

会、座谈会、主题征文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关爱

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多个方面志愿服务。率

先在全市建立志愿服务工作新模式，联合区房管局

在社区组建由党支部、居委会、物业公司参与的基层

服务站。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常态化学雷锋便民利

民志愿服务活动。全区举办志愿服务活动超过１００
场（次），参与志愿者超过１０万人次，共为社会提供
志愿服务１００多万小时，已覆盖到企业、社区、机关、
学校，在全区形成良好氛围。发掘宣传一批道德模

范。注重从生动具体的道德实践活动中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文化。

通过发动广大群众推荐、评议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感

人事迹，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涌现

全国道德模范１人、已当选的中国好人３人。组织
开展道德讲堂建设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公

民文明素质，全区共有２０３家单位建立道德讲堂，开
展道德讲堂活动６０８场次。建立道德模范档案，抓
好多种手段宣传学习道德模范，开展多种形式的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职工”讨论。同时，及时

准确掌握道德模范的生活情况，努力为道德模范解

决实际问题，积极号召企业、学校、道德模范所在单

位为困难道德模范献爱心，解决实际问题。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突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题，

营造喜庆祥和社会氛围。充分利用广场、公园、社区

文化中心等场所，在全区社区、机关、学校、企业、军

营，广泛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爱国歌曲大家

唱”歌咏活动、“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进行中华经典诵读、传统节日民俗和文

体娱乐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文化氛围。

（汪　丹）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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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共口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简称口区委统战部）始终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

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精神及全国、

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和全市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围绕

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凝聚人心、化解

矛盾、理顺关系的职能作用，汇聚各界力量，广泛开

展“同心同行，建功立业”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为全

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多党合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高度重视统战工
作，列入到政治性、全局性的重要工作来抓，把加强

和改进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作为推动统战事业发展

的根本前提，着力提高引领统一战线的能力水平。

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区委、区政府将统战工作纳入

全区工作的大局来把握和谋划，区委多次听取统战

工作汇报并积极支持统战各项工作，主要领导亲自

参加全区统战工作会议。对统战部领导班子进行全

面调整，把政治素质高、工作经历丰富、热爱统战工

作的年轻同志调整到区委统战部，３名新的副部长
平均年龄４５岁，比前任班子年龄（５７岁）大幅度降
低，且都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进一步增加统战部工作

的活力。各街道设立组宣统科，落实专人负责统战

工作。全区初步形成区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

协调、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各负其责、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的大统战格局。积极支持统一战线的各项活

动，并对工作给予指导。区委书记多次听取统战工

作汇报，就统战部的自身建设提出要求。２０１２年９
月初，区长景新华亲自带领区“八党四联”负责人赴

上海考察健康产业，并出席双月座谈会，听取各民主

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对全区发展健康产业

的建议。区政府在资金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仍

然增加民主党派的工作经费。建立区级党政领导与

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制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要

求，区委制定包括区委常委、区人大、区政协主要领

导、区政府党员副区长在内的区级党政领导，与党外

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制度，确定１５名区级领导与１５
名党外人士联谊交友。全年他们通过登门走访、邀

请谈心、电话联络、书信往来等形式，已与交友对象

联系３次以上，沟通思想，加强引导。

【主题教育活动】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统战部突出
“同心”思想引领，在全区统一战线广泛开展“同心

同行，建功立业”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全年组织考

察、集中学习、座谈等各类活动４次，参加人员１５０
人次，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形成

聚精会神谋发展、齐心协力促跨越的良好舆论环境。

鼓励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根据自身实际“双岗建功”，

强化他们与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思想

共识。通过多方引导，全区统一战线思想认识进一

步统一到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并将服务口

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促进民生改善、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化为自觉行动。

【建言献策】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统战部充分发挥统
一战线独特优势，汇聚社会各界力量，积极投入到

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工作中，主动帮助区委、区

政府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全年

区委统战部代区委拟订１６个调研课题，主要围绕全
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背景下，实施“三件大事”的

对策建议向统一战线征集调研成果，完成收集调研

成果１５篇。同时，区委统战部将全区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交的调研成果进行审核，获

优秀的研究成果报送区委、区政府领导，供决策参

考。另外，口实施转型发展，原有的化工产业退

出，汉正街市场搬迁，腾出的空间发展什么产业？区

政府提出发展电子商务、专业金融和健康产业的思

路，并将打造推进口健康产业的重任交给区委统

战部。区委统战部组织区“八党四联”负责人广泛

考察调研、联系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在充分汲取各

方意见的基础上，会同区卫生局、经济开发区等拿出

口区发展健康产业的建议举措，并征求专家意见

后形成工作方案。

【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统战
部联合工商联主动介入经济主战场，积极发挥人才

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三大优势”，打造信息、

法律、融资、咨询等服务平台，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加

快转型升级，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口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组织开展“进万家民企，促

跨越发展”活动，相关区领导、统战干部以及街道、

区相关职能部门组成２３个小组，分头联系走访１５６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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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民营企业，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征求意见会１３场
（次），深入中小企业调研１２４８人（次）。收集各种
意见建议１００余条，为企业解决了６２个问题。对有
些属政策性的问题，暂时不能解决的，积极向政府有

关部门通报。２０１２年 ４月，成立同心·律师服务
团，走访企业４８家，当场解决企业提出的各种问题
７７个，其中经济合同纠纷３１个，土地政策、改制方
面２６个，历史遗留问题１３个，社会治安７个。截至
年底，共为辖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４９６件，书面建议
１１２件，受到辖区民企的欢迎与肯定。同时，此项工
作得到市委统战部的充分肯定，并在全市大会上作

经验发言。成立“同心·医疗服务团”，通过设立民

营经济巡回医疗队和医务室，为民营企业家和从业

人员提供医疗服务。坚持结合全区中心工作开展活

动，引导商会组织把工作重心从一般性的联谊活动

转移到切实为企业服务上来。如汉正街商会积极配

合做好市场搬迁腾退工作，取得初步进展。充分利

用商会招商，积极组织参与“民企携手湖北·共促

中部崛起”的招商活动。在第十二届“华创会”经贸

洽谈活动中，现场签约２个项目。１１月，邀请２０１２
年两岸电子商务产业合作交流考察团考察口区国

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就武汉、台湾两地电子商务

工作交流合作进行深入探讨。成立“光彩事业促进

会口分会”，表彰光彩事业的先进单位１０家和先
进个人１１人，并举行“关爱流动花朵”捐款仪式。
截至年底，共筹集善款６５０万元，将进一步增强统一
战线服务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的能力。

【促进五大关系和谐】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坚持协商
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原则，不断推进多

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区委坚持双月座

谈会制度，就全区重点工作和重大决策部署征求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区政

府有关部门也与区各民主党派开展对口联系活动。

民族关系和谐方面，全区上下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活动，社区民族工作在１３９个社区实现全覆
盖。全年全区排查、化解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类矛盾

纠纷１３起，没有出现群聚事件和炒作情况，维护了
社会团结稳定。１１月，省、市委统战部、民宗委领导
来口区分两次专题调研社区民族工作，对全区民

宗工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加大依

法管理宗教事务工作力度，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长江食品厂片旧城

改造中，因救世堂平移问题不能达成一致，开发商与

信教群众产生矛盾。区委统战部积极协调各方，做

了大量的沟通、调解工作，避免了矛盾激化。不断提

升侨务工作水平。全年两次接待澳大利亚中国企业

文化发展委员会会长、澳大利亚国际武术协会会长

计建民先生，探讨在澳华人华侨发挥作用，促进中澳

经贸、文化交流的新途径、新方式。积极筹备成立侨

联基层组织。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党外知识分

子工作。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选配１
名专职副主席，增强工商联领导班子力量。区知联

会发挥团结党外知识分子的纽带作用，定期组织学

习考察活动，增强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凝聚力。对台

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依法为台资企业服务，帮助

台资企业、台胞台属解决实际困难，切实维护社会稳

定。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全年共组织４批３６人赴台
开展考察、交流活动。

【加强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认真贯彻《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

意见》，把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列入全区干部工

作的总体规划。区委组织部、统战部紧密联系，共同

研究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加大党外干部的

培养、选拔和使用力度。优化干部结构，提高党外人

士参政的比例。全区人大代表中有党外人士４８人，
占２０％，比上届提高５％。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
１名副主任和９名委员都是党外人士，占４０％，高出
３０％的要求。区政协委员中，党外人士１５５名，占委
员总数的 ６０％。常委会组成人员中，党外人士 ３４
名，占常委总数的６８％，委员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党
内外比例符合要求。着眼梯队培养，加大党外代表

人士后备队伍建设。区委统战部会同区人力资源局

对２００６年以来新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党外干部进行
梳理，经考察研究后，向其中８名党外年轻干部所在
单位党组织发函，建议将他们留在党外培养。要求

各民主党派每年推荐有培养潜力的党外年轻业务骨

干进入后备人才库。

【走访慰问各界人士】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统战部严
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春节前夕，除组织参加全

区各届人士春节团拜会外，没有组织统一战线的团

拜活动。区委统战部积极参加八个党派的年终总结

会，加强了解与沟通。同时，统战部分两组对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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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民主党派主委、副主委、起义投诚人员、黄埔同

学等党外老朋友逐户进行家访，为他们送去节日物

资，送去区委、区政府对党外老朋友的关怀和问候。

（殷雪君）

·对台事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台湾事务办公室（简称
口区台办）坚持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对台工作的

方针与政策，继续扩大对台经济合作，加强对台交流

交往，为口改革、发展、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落实中央对台工作】　２０１２年是台湾岛选举之年，
年初中央对于台胞返台参加投票的各项工作进行了

周密部署和安排，口区委从落实政治责任的角度

高度重视，由口区台办组织召开全区统战干部、街

委办局负责人、各党派团体骨干的专题会议，传达精

神、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组织对全区５３名台胞和４
个台资企业进行全面走访，了解思想动态，采用合适

的方式与台胞台属们交心谈心，对于１３名决定返台
参加投票的台胞，在武汉市台办的支持下，为其往返

提供各项优惠和便利。为使区内适应台岛大选后新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７月初，口区台
办专门邀请市台办领导为全区统战干部、政协委员

和台胞台属作台海新形势专题报告会，就大选后国

民党、民进党的状态和台湾普通民众的心态进行深

入分析，增强正确处理对台事务和对台交流工作的

认识。

【赴台交流和招商引资】　２０１２年，口区台办积极
组团参加湖北（武汉）台湾周活动（共２批１０人），
积极宣传口区的投资环境，并开展项目招商活动。

抓住汉正街都市工业区被评为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

基地的契机，在武汉市台办、市台商协会、市电子商

务协会的帮助下，于９月初成功将参加海峡两岸电
子商务研讨会的台商请到口参观考察。１２月初，
口区又陆续组织赴台城市建设考察和与台湾省苗

栗县及头份镇的基层党务交流活动（２批 ２７人）。
在此期间，由口区级领导带队对台湾中华无店面

协会、东森集团（森森百货）、中华文化交流协会、台

北市工业协会等单位和社团进行拜访，并听取与学

习台北、高雄等大中城市垃圾处理的成功经验。

２０１２年，口区对台经贸工作取得良好的进展，辖
区台资企业除传统的４家（东冈裕信专营店、宝岛
眼镜、德林义肢、贝思特纸业）外，截至年底，台湾的

元祖食品、环琪塑胶厂也成功入驻，特别是元祖（年

税收约１５００万元）的加入，使区内的台资企业的综
合实力将大幅增强。

【认真处理涉及台胞台属的投诉】　２０１２年，口区
台办坚持把握涉台工作无小事的原则，在办理涉及

台胞台属各类事务中都认真把握对台政策，观念上

慎重、处理宽松。台海基会通过海协会协查台胞叶

涵女士婚姻状况，区台办直接到区婚姻登记系统和

所在街道社区进行调查；对于台胞反映的“城中村”

改造房屋拆迁问题，结合法律和政策，由区、街、村三

级认真沟通核查，给予其满意答复；对于二代台胞潘

洪宁办理低保一事，区台办直接与荣华街道领导协

调，最后特事特办。通过以上具体事务的处理，体现

党和政府对台胞的特别关怀，也受到辖区台胞台属

的一致好评。

（刘　军）

·信访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信访局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区关于做好信访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

“权益有保障、诉求有渠道、矛盾能化解、危机能控

制”的要求，坚持以深入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活

动为载体，以遏制进京赴省非正常上访、化解信访积

案、落实信访问题首办负责制为重点，大力推进“事

要解决”和信访秩序规范，着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全年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１４８５６件次，信访问题均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
音，圆满地完成信访工作绩效目标任务。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４
次专题听取信访工作汇报。区信访稳定工作领导小

组先后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协调会、调度会

５６场次，建立每周工作例会制度，确立每周一下午
为信访维稳工作调度日，通报情况，研判形势，督导

各项工作落实。区“四大家”领导认真落实信访工

作“人人有责”，每天轮流在“中心”值班接访，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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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访接访，无访阅信。同时针对各自的联系点，定期

开展下访活动，对群众反映的重大信访问题，亲自研

究、亲自协调，对每一起领导接访，落实领导包案处

理。全年区领导共接待人民群众 ２２１批 １４２６人
次，阅批群众来信１６０件次。各街、各部门党政主要
领导切实担负起信访稳定工作的第一责任，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亲自部署、靠前指挥；分管领导集中精

力、专责专抓；各重点问题工作专班，加强协调，积极

工作，化解、缓解矛盾。

【信访积案化解】　２０１２年，口区信访局坚持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常态化，定期排查和滚动排查相结合，

日常排查和重点时期高密度排查相结合的矛盾排查

化解机制，做到矛盾纠纷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

得住、处理得好。坚持联席会议制度，全面开展信访

积案攻坚，通过召开各级联席会议１４６场次、调整充
实专班１０个、区财政投入４２０万元（信访维稳专项
资金１００万元）、协调社会资金２８００万元，共协调
解决信访问题２８９件（其中化解信访积案６６件）。

【遏制进京非正常上访】　２０１２年，口区信访局加
强值班值勤和信息收集研判，及时掌握情况。在全

国“两会”、国庆节等重大活动、敏感时期，坚持打整

体仗，在全力化解矛盾的同时，加大稳控处置工作力

度。全区先后投入党政干部、基层群干８０００余人
次，对重点人员先后采取思想稳控、关爱稳控、包保

稳控等措施，共劝阻进京上访人员１０７人，收回火车
票８１张。继续加强驻京劝返工作力量，及时劝返上
访人员，筑牢遏制进京上访的最后一道防线，有效地

消除进京上访人员造成的不良影响。

【夯实基层基础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信访局着眼
于打牢信访工作基础，因地制宜推进区、街道、社区

（村）三级接访场所建设，保证接访场所有足够的面

积，有配套的设施设备，有严密的工作制度，有相应

的经费保障。着眼于提高信访队伍素质，注重信访

业务培训，全年共举办２期信访干部业务培训班，共
计３８０人次参加培训，有效地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的
业务素质和做好信访工作的本领。开展创信访工作

“三无”（无进京赴省非正常上访、无赴省到市规模

性集体访、无诉求合理的重复访）街道、社区（村）活

动，落实信访事项首办负责制，提高初信初访办结

率，群众到信访部门反映的初信初访问题，办结率达

９８％，首办案结事率达８５％。

【为群众排忧解难】　２０１２年，口区信访局坚持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

见，积极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全年先后共组织

召开协调会 ５０场次，督查督办信访件 １３２件，共
协调解决信访问题 ２８９件，收到上访群众的感谢
信和表扬信２０余件、锦旗１７面。２０１２年，区群众
来访接待中心被市委办公厅评为“全市十佳信访

接待中心”；区信访局先后被被市委办公厅、市政

府办公厅评为市信访工作先进单位，被区委、区政

府评为信访维稳工作先进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优胜单位、区重大项目建设优质服务单位和区

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局１０名同志均受到
省、市、区各类奖励。

（李　兰）

·老干部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老干部工作局（简称口
区老干局）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全会精神，

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区“三件

大事”，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深入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认真落实中组部“两个文件精

神”，积极开展老干部服务工作，不断促进老龄事业

的全面进步，圆满完成全年绩效目标任务，并被评为

武汉市老干部工作绩效目标管理“十佳先进集体”。

【落实老干部政治待遇】　２０１２年，口区老干局
认真组织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精

神，加大宣传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

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

势下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文件力度。加

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积极开展创建“五好”

党支部和“四好”党员活动，以迎接党的十八大召

开为契机，开展一系列红色经典活动来回顾中国

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以及取得的丰功伟绩，促进全

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和离退休干部积极向上的思

想状态。坚持组织老干部阅读文件、听报告、参加

重要会议等重大活动落到实处，利用报告会、培训

班等形式，开展丰富的主题学习活动。认真落实

老干部党费返还机制，为离退休干部和离退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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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党支部委员征订学习刊物。

【落实老干部生活待遇】　２０１２年，口区老干局在
全面落实离退休干部的各项生活待遇，最大限度地

优化老干部享受改革成果。全面优化看病就医及医

药费管理服务措施，保障离休干部医疗待遇落实到

位。增加“就诊医院”、解决区老领导的健康疗养经

费、全面落实提高离休干部生活补贴的发放工作。

切实关心照顾老干部生活。深入细致做好走访慰问

工作、组织区级老领导及离休干部健康体检、建立和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６日，口区老干部工作局组织全区市管离退休老干部开
展健康疗养活动

完善困难老干部帮扶机制，解决特困离退休老干部

的家庭困难，让他们晚年生活有一定保障。公用经

费、特需经费按规定得到落实。看望、慰问等业务工

作经费和离退休干部按政策规定享受的待遇有保

障。重大节日上门慰问老干部，及时主动看望生病

住院老干部和慰问去世老干部家属，对困难老干部

实施对口帮扶工作。

【老干部文体活动】　２０１２年，口区老干局加强老
干部活动阵地的建设，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

乐活动。全年举办各种形式的报告会４场；组织老
干部外出参观５次、重阳节大型广场庆祝活动１次、
参加市老干部知识竞赛１次、红歌赛１次、红色征文
活动１期；组织各类“庆祝党的十八大召开”为主题
的文化娱乐活动２０多项。老年大学教学上档升级，
老年大学开设学科１２０门，学员达到４０２３人、５９２０
多人次。增加老干部阅览室各类报刊杂志的订阅

量，在原有３０多种报刊杂志的基础上增加至５０多
种，并增加两台电脑，方便老干部上网、读书、读报，

为老同志学习提供了方便。对老干部活动密集程度

较高的乒乓球室、棋牌室进行粉刷美化，确保老干部

日常活动的正常开展。针对“四就近”试点社区的

老干部活动室建设，２０１２年在财政的支持下，投入
配套资金５万元，对社区“四就近”服务和老同志活
动提供必要的经费扶持，让老干部能就近参加社区

的活动、就近得到合理的照顾。

（郑爱民）

·区直机关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简称口区直机关工委）以“喜迎十八大、争创新

业绩”系列主题实践活动为主线，紧紧围绕“三件大

事”的中心工作，结合自身职能实际，不断创新区直

机关党建工作，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直机关工委突出“基
层组织建设年”活动要求，开拓思维，积极谋划，全

力打造党建创新“五个品牌”。按要求对２０个机关
党委、总支、支部进行换届、改选和增补，促进基层党

组织的健全和领导班子建设。举办区直机关书记培

训班，区直各机关党委、总支、支部书记和部分委员

共５５人参加培训，为提高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能力水
平，组织举办一期区直机关党务干部培训班，重点对

机关基层党组织换届有关规定、召开支委会、支部党

员大会流程、填写支部会议记录本方法、发展党员等

方面进行详细讲解。为做好预备党员发展工作，组

织３批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区委组织举
办的第５０期、５１期、５２期入党积极分
子培训班。结合“七一”表彰，开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区直机关创先争优先
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表彰活

动，区直机关共有２５个基层党组织受
机关工委表彰，其中１０个为“十佳”先
进基层党组织，有１５８名共产党员受机
关工委表彰，１０名被评为“十佳”优秀
共产党员。此外，全年全区还有 １７个
区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和１４名区直
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分别受市、区表彰。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直机关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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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继续深化“治庸问责”，有力地促进机关作风转

变。结合市治庸问责专班暗访发现的问题，在区直

机关开展调研工作，同区治庸问责专班一起研究制

定并以区治庸问责、优化发展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

的名义下发《关于进一步严肃纪律、加强机关作风

建设的紧急通知》、《关于印发〈２０１２年全区机关作
风建设工作意见〉的通知》两个文件，对机关作风建

设问题提出指导性的意见。注重和强化节假日巡视

督查工作，在中秋、国庆节前后，抽调专门人员组织

巡视督查组，对区行政中心大楼、长丰街、易家街、古

田街、韩家墩街地区的机关单位进行专项督查活动，

重点对办公秩序、工作人员精神状态、窗口服务部门

等进行了实地检查，将巡视督查结果以简报的形式

通报全区，起到了较好的宣传和警醒作用。重视制

度建设，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统计制度，开展区管

领导干部廉政谈话制度，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

众等机制。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直机关工委通过
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工作力度，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真正做到警钟长鸣，防

患于未然。开展廉政文化教育，组织观看红色电影

《忠诚与背叛》，开展“一把手”讲廉政党课和集中学

习宣传惩防体系制度活动。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做

好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工作，增

强广大机关党员干部知党、爱党、兴党意识。组织区

党代会区直机关代表选举工作，开展全区党代会精

神宣传教育，弘扬“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

神。努力提高办案质量，查处２件违纪违法办件，即
处理区规划国土分局刘帆违法案件，作出开除刘帆

党籍的处分决定；办理区治庸专班第２９９号转办件，
处理一起关于投诉区机关个别工作人员接待态度不

好的问题，没有出现当事人不服上诉或行政复议败

诉的情况。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直机关工委注重
文明素质培养，努力促进和谐机关建设。开展文明

单位复评检查活动，同区文明委一起，按新的文明考

评标准，对区直机关各级文明单位进行一次普遍检

查。开展“做文明有礼的口人”宣传教育活动，大

力加强公务道德建设，努力提高公务道德建设的成

效，努力建设为民、务实、清廉的服务型机关，编印下

发《口区直机关工作人员文明礼仪规范》。组织

文明交通志愿引导活动，促进全国城市文明程度指

数测评工作开展，深入推动全区文明城市创建，充分

体现机关干部的素质和风采。

【群团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直机关工委通过开
展丰富多彩的群团活动，丰富活跃机关文化生活，

倡导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理念。组织举办区直机

关工会主席培训班，完成区直机关工会的换届工

作。关心职工生活，继续开展金秋助学和第二届

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组织区直机关代表队参加

口区乒乓球比赛，取得团体第四名的好成绩。与

韩家墩街联合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拔河比赛。积

极参与评选“五四”红旗团支部、新长征突击手及

口区“十大杰出青年”活动，积极开展青年志愿

服务和青春惠农活动。精心组织区直机关羽毛球

比赛，区直机关共２２个单位１４４人参加比赛。成
功举办区直机关干部夏季游泳比赛，区直１９个单
位６６名机关干部参加比赛。

（黄学斌）

·党校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共口区委党校（简称口
区委党校）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坚持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

充分发挥党校职能作用，狠抓干部培训轮训、教学

科研、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结对共创等各项工作，

圆满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２０１２年，区委党校
获“武汉市结对共创先进单位”、“武汉市‘六五’

普法先进单位”、“口区委先进学习型机关”等荣

誉称号。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党校坚持把自身
建设放在党校工作的首位，充分发挥党校工作职

能作用，不断提高服务能力与水平。继续坚持“两

为”（为基层干部和中心工作服务）方针，强调以教

学树地位，以科研创名声的工作思路，强化三个建

设。强化思想作风建设。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

领，切实转变工作理念，切实把服务全区和服务党

员干部作为党校工作的指导思想来落实。在实际

中，坚持按区委要求，按阶段、按时间要求，强化自

身建设。除加强自身思想作风建设，还积极配合

·１５·

···政政政　　　　　　　　　治治治···



组织宣传部门开展加强全区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

设学习教育活动，取得明显实效。强化骨干队伍

建设。在发挥领导班子作用的同时，注重抓好中

层骨干队伍建设，通过竞聘上岗、民主推荐等方

式，选拔任用一批年轻的中层干部，形成树正气、

干实事的良好导向与氛围。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立足现有师资，不断加强素质培养。加大培训力

度，先后选派 ６名教师到省市党校培训。教学科
研上增压力，促使教师练内功，提高自身工作能

力。加强区域交流，资源共享，先后多名教师入选

市委党校“８＋１城市圈”中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师
资库，受到市委和兄弟党校的赞许。

【教学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党校坚持以服务全
区中心工作为教学重点，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全年

共举办区管领导干部、中青年干部、科级公务员、社

区负责人、非公企业党组织负责人等各类主体培训

班７期，共培训各级各类干部３００余人次；举办全区
各级各类干部开展菜单选修１０期，培训干部５５００
余人次。教学内容贴近区情，增强针对性。区委党

校着重把理论学习、观察分析问题、执行能力、党性

修养、实际工作能力与水平等作为教学重点，促使学

员能进得来、坐得住、学得进、有收获。不断创新教

学方法，形式灵活多样。注重探索教学形式，采取菜

单式、案例教学、互动交流、专题研讨、答辩式等多种

教学模式，使教学方法由机械向灵活，由理论向实

践，由灌输向启发转变，收到明显效果。教学管理注

重科学与规范，建立完善规章制度。完善“双轨管

理模式”，凸显学员主体地位；课题选择上把好“三

关”，即“选题关”、“提纲关”、“试讲关”，切实保证

教学质量；从教师授课管理到教学质量评估反馈，形

成一套较为完整、科学、规范的评价措施，有力地促

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整合社会

资源办学，逐步走向管理型模式。党校建立一支稳

定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常年聘请武汉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省市党校等知名教授来校授课。按照省市委

党校有关要求，党校加快转型步伐，逐步走向以管理

为主的办学模式，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学员满意度

明显提高。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党校科研工作坚持
把科研作为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手段，服务效果更

为明显。按照找准位置、主动服务，积极参与、热情

服务，发挥优势、有所作为的要求，努力促进科研水

平大提高。与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喜迎十八大，

弘扬武汉精神，加快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理论

研讨会，共收集反映口发展的理论文章３００余篇，
评选表彰一批优秀文章，反响较好。全年党校完成

科研理论调研文章２１篇，其中在市级以上杂志发表
文章５篇，另有多篇文章在市、区级研讨会上交流并
获奖。全年编印校刊《口论坛》和《前沿视点》各

４期。积极开展建言献策活动，发动教师、学员撰写
各类建议２００余篇，通过整理编辑为建议集，分别呈
送给区领导和职能部门，受到有关领导和部门的肯

定与好评。

【基层党校】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党校坚持把党校教
育培训向基层延伸，形成区域党员教育全覆盖。成

功主办全市党校系统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现

场会，在会上，区委党校和区３个基层党校作经验交
流，得到区委领导和市委党校领导的肯定，受到其他

城区党校普遍好评。组织全区党校系统学习党的十

八大精神，分专题培训，并下发学习辅导提纲和课件

资料，在基层单位组织宣讲十八大精神３０余场次，
培训人数３０００余人次，在全区掀起学习宣传的高
潮。积极组织编写基层党校工作通讯３期，反映各
基层党校的工作动态。及时报道在教学实践活动中

的好思路、好经验和好做法，共同搭建基层党校信息

服务平台。对基层党校开展争创“先进基层党校”、

“重视党校工作的领导”和“基层党校先进工作者”

的活动，通过交流、总结、表彰等形式激励先进带动

全局，形成全区党的教育培训工作网络，效果明显。

２０１２年，全区基层党校共主办各类型培训班 ４８０
期，培训党员干部６１万多人次，受到基层党员干部
和群众的欢迎。

（周　浩）

·史志征编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共口区委党史（地方志）办
公室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以“存史、资治、教化”为已任，不断

探索史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较好地完成全年各

项工作目标任务，史志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

的作用得到较好发挥。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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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口区历史》（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初稿
编纂】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党史办公室按照武汉市
委党史研究室要求，正式启动政卷初稿编纂工作。

该卷主要记述口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共口
区委领导全区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口的光辉历

程。该卷按照编写大纲，采用章节体，共分４编１４
章５３节。２０１２年，区委党史办完成资料征集和有
关初稿的编撰工作，已征集资料 ２０余万字，形成
初稿１０万字。

【党史大事记资料征编】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党史办
公室进一步转变和改进工作方法，充分利用政论政

务网络媒体提供的信息和资料，广泛征集区内大、

要、新、特事件，形成有内容、有图片、有价值文字资

料汇编，全年完成３万余字大事记资料，重点包括区
委、区政府领导全区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城市建设、

文化建设的成果，并完成２万字的大事记初稿，也为
党史工作积累了资料。

【《中共口区组织史资料》第五卷编纂】　２０１２
年，口区委党史办公室在完成初稿的基础上，继续

完善修改、审核《中共口区组织史资料》第五卷。

在审定工作中，严格按照“尊重历史、求实存真”的

原则和“广征、核准、精编、严审”的方针，确保编纂

质量。该书编纂时限为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１
月，总字数计１８万字。

【《口年鉴》编纂】　２０１２年，口区地方志办公
室注重加强年鉴编修工作，力争年鉴工作常编常新。

年初启动《口年鉴》（２０１２卷）征集编撰工作，５月
完成搜资任务，７月完成初稿，９月完成修改、核审工
作，１０月送长江出版社审定，１２月出版发行。全书
共设１５个类目，照片１００余幅，总计５３万余字，并
设英文目录。在编撰过程中，区地方志办坚持高标

准，尤其是在设计篇目、装帧、彩页、文字质量等方面

严格把关，精益求精，注重质量第一。同时，根据省、

市年鉴社的的要求，组织人力积极在区属有关部门

搜集资料、图片，并编辑完成口区２０１１年社会经
济发展概况，及时报送省、市年鉴社，受到上级单位

好评。

【《口区房地产志》出版】　２０１２年，口区地方
志办公室配合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编纂

完成《口区房地产志》审定稿。该书全面、翔实地

记述口地区房地产发展及其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是一部难得的详细记述辖区房地产管理的专业志

书。编撰历时两年，通过深入城建、房产和档案部门

查阅档案资料，最终编撰定稿，并在年底出版，该书

总计２３万余字。
（肖　莉）

口口口区区区人人人民民民代代代表表表大大大会会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简称口区人大常委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全

会精神，紧扣科学发展主题，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从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实际出发，

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监督“一府

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较好地发挥地方国

家机关的作用。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２
月１６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次会
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如下事项：表决通过区人

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区政府２０１２年度旧城改建类征
收项目列入本年度口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的决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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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报告；讨论通过《口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２年工作要
点（草案）》；经无记名投票表决，任命王万年为口

区商务和旅游局局长，吴兵为口区招商局局长；通

过操俊峰请求辞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决定。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３
月３０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次会
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如下事项：审议并通过区

政府办公室主任徐盛敏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区第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议案办理工作方案的报

告》，书面审议《区政府落实区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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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８次会议关于检查区政府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
的审议意见的报告》；经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关

于任命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区人大常委会各工作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任命区人大常委会街工

作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的议案》；决定免去闫福桓

区人大常委会教工委副主任、王万年区商务旅游局

局长职务，任命李艳为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５月
３０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次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如下事项：审议并通过区发改

委主任胡立武所作的《区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重大
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审议并通过区水务局局长郑

志平所作的《关于汉江北岸口段防洪及环境整治情

况的报告》，会议对区水务局开展工作测评，区水务局

通过满意度测评；审议并通过《武汉市口区人大代

表联系选民暂行办法》（草案）和《武汉市口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修正案）；补选

刘颖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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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无记名投票表决，任命江

小武、黄烈平为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

长，任命孟汉民为口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熊玉

桥等７人为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会议通过
口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迟旭东请求辞去市人大代

表职务的决定（草案）》。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７
月３１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会
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如下事项：审议并通过区

财政局局长李昌华所作的《关于武汉市口区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并通过区

人民法院院长李军所作的《口区人民法院关于开展

２０１１年度办案质量检查工作的报告》，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江巧云所作的《口区人民检察院关于２０１１
年度办案质量检查工作的报告》，区公安分局局长付

志平所作的《口区公安分局关于２０１１年度办案质
量检查工作的报告》；经无记名投票表决，任命李书

荣、王朝晖、张虎和陈华勇为口区人大常委会相关

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江世红为口区水务局（口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局长（主任）职务；会议决

定免去王朝晖口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詹学明等４人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街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职务，郑志平口区水务局（武汉市口区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局长（主任）职务；任命赫斌为口

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庭长，王扣明为武汉市口区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朱少明为口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朱继承为

口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沈慧为口区人民法

院仁寿法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免去陈鸿翔口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杨世洪口区人民法院审判

监督庭庭长职务，陈平安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庭长

职务，赫斌口区人民法院仁寿法庭庭长职务，高万

兵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职务，朱继承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三庭庭长职务，王扣明口区人民法院汉正街小商

品市场法庭庭长职务，朱少明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庭

副庭长职务，沈慧口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职务，张国民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

员职务。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９
月２６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六次会
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如下事项：审议并通过区

政府关于口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情况的报

告；审议并通过区审计局局长姜雯所作的《关于

口区２０１１年度区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对区审计局进行了工

作评议，审计局通过满意度测评；审查批准区财政局

局长李昌华所作的《关于口区２０１１年财政决算
（草案）的报告》，通过《武汉市口区人大常委会关

于批准口区２０１１年财政决算的决议》；审议并通
过区文体局局长杨斌所作的《关于口区公共文化

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工作报告》，并对区文

体局进行工作评议，文体局通过满意度测评；经无记

名投票表决，任命徐刚为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

明建为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免去刘红

鸣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李智雄口区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王

小菊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２３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七次会
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如下事项：审查通过《关

于召开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

决定（草案）》和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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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筹备工作意见；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办公室副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２２日，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在口会议中心举行

主任操俊峰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口区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１２年为群众办理十件实事的工作报告》；书
面审议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关于

２０１１年度办案质量检查整改情况的报告。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７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八次会
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如下事项：审议并通过区

审计局局长姜雯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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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和通过口区人大常委会《关

于接受王克耀等人请求辞去区人大代表职务的决定

（草案）》、《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

代表资格终止和补选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表决

通过《口区人大常委会公告（草案）》；会议讨论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异动

情况和补选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和审议区

政府办公室主任徐盛敏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办理

情况的报告》、《关于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讨

论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送审稿），提交区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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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在口会议中心举行。会议期间，代表

们肩负全区人民的重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

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畅所欲言，集思广益，

共谋口发展新篇。会议听取和审查区长景新华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认为，报告总结 ２０１２
年工作实事求是，谋划２０１３年工作充分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体现区人民政府的为民理念和务实作风。

会议号召，全区人民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

中共口区委的领导下，励精图治，真抓实干，开拓

创新，锐意进取，为打造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

口而努力奋斗。会议审查并根据大会财政预算审查

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同意口区财政局局长李昌华

受口区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武汉市口区

２０１２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３年财政预算（草
案）的报告》，决定批准口区人民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３
年区本级财政预算；会议听取和审查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冯群翔所作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区人大常委

会２０１２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１３年总体工
作思路和主要任务；批准区人民法院院长李军所作

的《口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江巧云所作的《口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会议共收到代表１０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原案）
２３件。经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提请大会表决
通过，３件议案列为大会议案：议案（原案）３号“关
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产业的议案”，拟为“加强电子

商务园区建设，发展电子商务产业的议案”，作为本

次会议１号议案；议案（原案）６号“关于加快古田四
路建设，打造古田四路文化创意景观商业街的议

案”，拟为“关于打造古田四路文化创意

特色街的议案”，作为本次会议２号议
案；议案（原案）８号“关于完善社区网
格化管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和服务的

议案”，议案（原案）９号“关于进一步关
爱空巢老人、残疾人、孤儿等弱势群体

的议案”，议案（原案）１９号“关于深入
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议案”，

拟并为“关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逐步

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议案”，

作为本次会议３号议案。此外，区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的

“关于加快编制汉正街产业规划的议

案”（１号议案）和“关于打造特色文化
街区的议案”（２号议案），区政府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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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当年目标，２０１３年度继续办理。对未列入本次会
议议案的 １８件议案（原案），拟作代表建议处理。
会议期间，收到代表提出的建议８３件。大会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选举王美容、孙嘉、郑树喜为口区第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永

新、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龙成到会祝贺。正厅

级巡视员、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王绍志和原区级

正职老领导应邀出席大会。口地区的市人大代表

和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全体委员及区

属有关部门、区辖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冯　畅）

·行使职权·

【监督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大常委会坚持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十八大精神，认

真研究口全面转型这一重大历史时期人大工作面

临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明确坚持区委领导，支持政府

工作，监督依法行政，关注民生民利的总体工作思

路，把人大工作融入全区发展大局，把人大作用转化

为加快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参与“三件大事”组

织实施。区人大常委会把支持做好“三件大事”作

为人大工作的重点，高度关注汉正街长远发展与近

期搬迁改造，专题听取汉正街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督

促加大整治搬迁力度。常委会组成人员深入化工企

业搬迁现场检查指导，充分肯定工作专班在促进企

业搬迁腾退、谋划园区产业转型中取得的成效，对古

田生态新区建设和化工企业搬迁面临的问题，提出

建设性意见。常委会高度重视“城中村”改造工作，

多次组织人大代表实地视察，从人大工作的角度，积

极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主任会议成员多人挂点重点

项目，直接参与“三件大事”的组织领导和有关具体

工作。推动财政预算有效运行。常委会会议听取和

审议２０１１年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
支审计报告，审查和批准２０１１年度本级财政决算，
听取和审议区政府２０１２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常委会在财政监督方面提前介入预算编

制，增强预算编制的合理性。为促进全区年度经济

工作目标顺利实现，常委会先后到区财税等部门和

部分街道调研检查，督促加强收入征管，加强财政管

理，落实年度经济计划。助推旧城改造加快步伐。

为适应口城市建设快速发展要求，特别增开一次

常委会，专题审议口区２０１２年度旧城改建类征收
项目。会前，主任会议对拟征收项目认真初审，与相

关职能部门沟通意见。常委会会议及时作出关于批

准区政府２０１２年度旧城改建类征收项目的决议，为
旧城改造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促进重点项目建

设。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２０１２年区重点项目建
设情况的报告，针对增强项目策划能力，提高项目运

作效率等问题，提出强化项目意识、加强资金保障、

增强项目实施计划性等审议意见。围绕重点项目建

设，常委会全年组织视察检查和专题调研１１次，帮
助协调解决有关困难。认真督办大会议案。在本届

人大一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围绕口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和改善民生等重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形成大

会议案３件，代表建议１２３件。对此，区常委会把认
真督办大会议案和代表建议作为尊重代表职权，接

受人民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认真对待。区政府高

度重视议案建议办理，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组建专门

工作班子，加大人力财力投入，为群众解决大量实际

问题。对《加快编制汉正街产业规划的议案》，常委

会多次深入调研，在规划的功能定位、开发体量和用

地方面提出明确意见，要求区发改委主动参与市规

划论证，推动规划编制工作。对《打造特色文化街

区的议案》，常委会提出要以打造荣华特色文化街

区为重点，推进全区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区政府全

力推进武胜国际文化城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文化

产业项目开发力度，街道、社区群众文化设施建设全

面提速。《对建设汉西一路南段的议案》，在资金难

以到位、工程推进困难的情况下，区政府建设部门积

极协商市相关单位调拨资金和自筹资金，强力实施

沿线拆迁和道路施工。对代表提出的《关于尽快搬

迁口汉江堤外砂石厂的建议》等１２３件建议，常
委会逐一梳理，多方督办，推动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

决。截至年底，代表建议的回复率、走访率、满意率

均为１００％，办结率达７４８％，比上年提高５个百分
点。加强行政工作监督。常委会先后组织部分委员

和人大代表组成４个执法检查组，分别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４部法律法规在全区的
实施情况，分步骤进行全面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促进各部门执法

行为进一步规范。常委会结合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

报告，对区水务局、文体局、民政局、审计局进行工作

评议。加强司法工作监督。常委会加强对２０１１年
度公检法三机关办案质量检查，并在三机关自纠自

·６５·

···口口口年年年鉴鉴鉴···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口区人大代表视察星汇云锦项目

查的基础上，常委会组织专班重点检查刑事、自侦和

经济侦察案件办理情况，并将检查延伸到基层科、

所、队。同时，组织口地区市、区人大代表对三机

关的办案质量、办案作风、办案效率、廉政勤政情况

进行民意测评。全年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

公安分局注重队伍建设，坚持依法办案，测评满意和

基本满意率均有较大幅度提升。

【代表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
实施代表法，不断改进代表工作方式，丰富代表活动

内容，努力为代表依法行使职务提供服务。增强代

表履职能力。为适应换届后新代表履职需要，常委

会组织口地区市、区人大代表集中培训，邀请人大

工作知名学者作《代表职务与代表履职》的专题报

告。同时，请２位基层一线的老代表交流履职经验，
为代表履职提供有益借鉴。促进代表联系选民。常

委会注重积极探索，深入研究并制定《代表联系选

民暂行办法》。在街道，建立代表工作室，组织代表

走访选区，密切联系选民；在选区，公开代表联系方

式，为代表了解群众意愿、征求群众意见、反映群众

心声创造条件，代表与选民联系进一步增强。提高

代表参与程度。先后组织８０余名市、区人大代表列
席常委会会议，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认真听

取和吸纳列席代表的意见。组织市、区人大代表

４００多人次参加各类专题调研和视察检查活动，让
代表了解区情，为全区经济发展献策。推荐５０余名
市、区人大代表担任执法监督员和行风评议员，让他

们直接参与对重点工作的监督检查。全年市、区代

表走访选区达３００人次，协调相关部门
解决群众反映拆迁安置、社保低保、就

业养老等问题１４０余件。

【关注民生】　２０１２年，口人大常委
会注重关注民生，并把促进改善民生摆

在人大工作的突出位置，从具体问题入

手加强监督协调。注重环境保护。结

合市人大开展的环保世纪行活动，督促

全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推进环境评价

与保护工作。跟踪主要污染物减排目

标落实，先后对餐饮业油烟治理、污水

处理进行现场检查，督促相关部门加快

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关注教育事业

发展。常委会多次组织人大代表深入

学校，针对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学校建设和校园安

全等重点问题，开展视察检查。对合理配置教育资

源、缓解“入园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出指

导性意见。同时，结合督办市人大关于做大做强武

汉市职业教育的议案，协调市有关部门加大对口

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重视食品安全。常委

会结合审议区政府《落实〈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整

改情况的报告》，开展食品安全执法检查，重点跟踪

小餐饮规范管理专项整治，督促相关部门加大对伪

劣食品生产、销售企业和商贩的处罚力度。关心养

老保障。为促进口老年工作发展，常委会先后到

发展社区、放心早餐生产公司和家政服务公司，调研

养老服务项目，与区老年工作机构、企业、街道、社

区，共同研究老年人权益保障、养老社会保障问题，

推动政府加大对养老保障投入。

（冯　畅）

口口口区区区人人人民民民政政政府府府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政府积极应对转型时
期的矛盾和困难，坚持打基础、强基层，抓重点、破难

点，立制度、建机制，轰轰烈烈干事、实实在在出活，

重点区域改造提速，重大项目有力推进，重要工作实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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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突破，较好地完成了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

的目标任务。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４２０６８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１５％；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２２６５９亿元，增长 １８１％；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
６５３９亿元，增长 １５８％，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达到
２７２２亿元，增长２６６％；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
降３９％。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３８％。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２５６５３元，增长１３８％。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坚持把项目作为经济
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优化项目管理流程，落实每周

调度机制，组建１６个指挥部推进３０个重大项目，领
导挂点、街道主责、部门协同的项目推进新格局基本

形成。土地收储进展良好，实现银行及社会融资５３
亿元，武胜公交枢纽站、葛洲坝城市花园等项目征收

完毕，新华书店片、江家墩片等地块加快拆迁。全年

完成旧城拆迁征收 ５３万平方米，实现土地挂牌
４２３３公顷。重大项目投资突破１８０亿元，凯德武
胜广场、湘商大厦建成开业，大武汉家装二期、保利

香槟国际、联发九都府、融侨锦江等项目主体竣工，

星汇云锦、盛世滨江等项目开盘销售，宜家销品茂、

红星美凯龙开工建设。

【新型产业培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积极谋划产业转
型升级工作，初步确定现代商贸、电子商务、专业金

融、文化创意等十大产业重点。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规划、行动方案和扶持政策相继出台，汉正街都市工

业区被确定为湖北省唯一的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２０万平方米核心园区加紧建设，中文百科、中国
网库、我的百家、武汉企派等近百家电子商务企业竞

相落户，首批５０家传统企业启动电子商务应用，中
百集团、威仕达成功申报国家电子商务试点项目，电

信、邮政、银联等配套服务企业同步跟进。文化创意

产业加速集聚，２３家企业入驻江城壹号。促进金融
业差异化发展，获市政府批准设立东湖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口专业金融园区，金融业重点企业税收

比上年增长８９％。加快总部经济载体建设，葛洲坝
总部大楼、武汉城市广场、汇丰企业天地一期主体竣

工。服务业增加值增长１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到３５５４３亿元。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２年，口区加强招商基础工作，
建立土地资源库和企业信息库，招商网络不断完善。

突出地块招商、产业招商和以商引商，着力招大引

强，与香港高端商业开发商恒隆集团、新加坡最大的

商业地产运营商凯德集团达成投资意向，建信人寿、

长安保险等省级保险企业总部先后入驻，元祖食品、

迈瑞医疗、三井物产等 １１９０余家企业落户口。
招商引资总额突破１０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４３８％，
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投资环境优化】　２０１２年，口区完善领导挂点、
企业“直通车”等制度，积极开展企业大走访、政企

座谈会、银企对接会等活动，重商、亲商、安商氛围日

趋浓厚。投入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４７１０万元，协助
企业获得扶持资金２３００余万元、实现融资３９亿
元。优化服务业和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流程，一次性

告知、并联审批等制度得到落实。支持企业科技创

新，率先搭建市区联动科技融资平台，新增孵化面积

１２万平方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上年增长２１％。
规范建筑开发各环节涉税工作，实现房地产综合税

收１５亿元。促转楼宇企业４４家，完成企业改制１５
家，一批企业发展潜力逐步显现。航天电工进入主

板上市辅导期，３家企业签订“新三板”股改协议，４
家企业被认定为市创新型试点企业，８家企业入围
全市百强，９家企业税收突破亿元大关。

【城市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成立口区基础设施
建设总指挥部，编制首个区级城建计划，城建综合投

资突破１０亿元，创历史新高。长江大道、江汉六桥、
京汉大道武胜路立交桥等市级重大工程有序推进，

汉西一路南段即将建成，南泥湾大道西段实现亮化、

东段争取年内完工，竹叶海路等宜家项目配套工程

相继竣工，丰美路等保障房配套道路加快建设，改造

破损路５０７万平方米。西部环境建设迎来重大历
史机遇，古田生态新区综合规划编制完成，第十届中

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主会场选址长丰，张公堤城市森

林公园建设全面启动。二环线、三环线绿化提档升

级，汉口春天公园启动建设，解放大道、口路、崇仁

路等重点道路美化工程进展顺利，全区新增绿地６２
万平方米。江滩整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关停占滩

单位１４家，完成清障２千米，腾退滩地 １０万平方
米，江汉二桥至古田三路闸口段２０万平方米江滩公
园建设全面启动，滨水沿线灰尘、噪声、防洪等环境

问题逐步解决。完成汉口西部截污和三环线排水管

网工程，改造更新社区排水管网７１千米。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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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调整充实区城管
委，完善“大城管”工作机制和考核体系，条块协

作、区域联动能力逐步增强。城管综合投入达到

２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２％。强力整治城市“顽
疾”，展开“双十”行动，打响渣土运输、“黑的”营

运等２２个专项整治战役，治理违法占道 ５１万
处，规范广告招牌１５３４块，亮化楼宇２０栋。掀起
“拆违风暴”，拆除违法建设３１８万平方米，新增
违建实现“零增长”，拆违工作连续 ８个月在全市
排名第一。完成１０００吨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征
地，环卫作业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创新“门前三

包”管理举措，１５条示范路段整治成效初显。加强
排渍保畅工作，暴雨渍水现象明显减少。通过一

年努力，城区环境日益整洁，全区“大城管”工作实

现中心城区“保五争四”目标。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２年，口区全面落实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环境监测能力标准化建设在全省率先达标。

强化环保执法，整治燃煤污染锅炉２０台、油烟扰民
点源６３个，二氧化碳排放下降４１％，减排二氧化
硫７１６６吨、氮氧化物３１２５吨，空气质量优良率比
上年提高５个百分点。健全湖泊管理长效机制，建
成环湖路２千米，竹叶海和张毕湖岸线固稳工程基
本竣工，湖面退养工作接近尾声。深化“两型”示范

创建，强化项目节能评估和合同能源管理，５个项目
获得节能奖励资金５００万元。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促进教育均
衡发展，３所幼儿园完成改扩建，小学标准化建设加
快推进，初中标准化建设基本完成，新一职教中心部

分竣工。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中、高考成绩保持

全市先进水平，涌现出“全国特教园丁”杨小玲等一

批优秀教育工作者。成功申办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
田径锦标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举办全区性广场

文化活动２０余场次，成功举行区第三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星海合唱团赴台演出广受赞誉，口群众文化

活动中心启动建设。完成４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
档升级，家庭医生、中医诊疗等特色工作继续深化，

符合政策生育率达到９５２３％，口区荣获“湖北省
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阳光计生示范区”等荣誉

称号。双拥、民兵预备役、国防动员、对台、民族、宗

教、侨务、妇女儿童、对口帮扶、档案、广电、地方志等

工作也取得新成绩。

【就业创业】　２０１２年，口区落实就业政策，加大
就业基地建设和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组织招聘会

３４场，新增就业 ２３５８３人次，帮扶困难群体就业
３１３５人次。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完成创业就业培训
６８５４人次，发放小额贷款 ３６０６万元，扶持创业
２６３９户，带动就业１００２８人。在全市成功举办电子
商务创业项目暨人才选拔大赛，２３个项目脱颖而
出。新人力资源大楼投入使用，劳动力和人才市场

服务功能得到提升。深化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

协调解决纠纷５００余起、案件２５８件，为劳动者追回
报酬１６５３万元。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２年，口区新增“五险”参保人
数８６万人，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事业单位等组织
纳入工伤保险统筹。按时足额发放低保及相关补贴

８４０８万元，救助困难家庭１５３０户次，资助贫困学
生８８５７人次，落实大病救助资金５０２万元。加强
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５４１２套保障房主体完工，发
放住房补贴１３９１万元。开展“一键通”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试点工作，福利院养老大楼主体竣工，６５岁
以上老人全部免费体检、９０岁以上老人全部享受高
龄津贴。成功承办全国聋人乒乓球锦标赛，口区

荣获“全国残疾人阳光家园示范区”荣誉称号。区

政府承诺的“十件实事”全面完成。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以完善社区服务、
培育社区文化、保障社区平安、加强社区民主等为

主要内容，大力开展幸福社区创建，２５个试点社区
３２５个创建项目全面启动。加强“五务合一”建
设，通过改扩建、民防设施改造等途径，投入 １５
亿元建成社区服务站 ９２个、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社
区服务中心 ４０个，社区办公用房全面达标，社区
服务条件明显改善。顺利完成社区换届，合理调

整社区规模，整合社区２８个，社区总数精简为１２５
个，一批群众认可的社区群干走上工作岗位。宗

关街、荣华街社区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初见成效，困

难群体相对集中、配套设施比较薄弱的紫润明园

南、北社区综合创建全面启动。

【安全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坚持安全第一，将集
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结合起来，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领

域安全监管，建立１９个安全生产工作专班，完成３２
家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加强简易升降机、建筑

·９５·

···政政政　　　　　　　　　治治治···



拆除工地等专项整治，整改安全隐患２８９万处。构
建专群结合的“大消防”监管格局，加强专业消防队

伍的备勤、出警和执法能力建设，组建社区和企业义

务消防队１４７个，全区火警比上年下降２８８％。集
中开展水厂、古田长途客运站整治，站内设施、周边

环境、交通秩序、治安状况明显改善。深化食品安全

“三级联创”，查处“黑心”作坊６６家，取缔小餐饮
１５６家、规范小餐饮 ４８２家、整改无证小餐饮 ３４６
家。危房监测管理得到加强，物价监管、农副产品检

测等工作有序开展。

【社会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大力实施警务机制
改革，设立６个警务综合服务站，２７０名干警下沉
到社区，一线警力得到充实。启动安全社区、无盗

社区创建，群防群治工作不断加强。推行“三网合

一”，优化网格划分，规范网格管理，各类问题发现

和处置能力明显增强。完善“大调解”机制，专业

调解委员会作用进一步发挥。采取领导包案、专

班负责等方式加强信访工作，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１３９９１件次，化解信访积案６６件。妥善应对征地
拆迁、项目建设、“城中村”改造中的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能力不断提高。

【依法治区】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政府自觉接受人
大、政协、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监督，认真办理

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２８７件，满意和基本
满意率达１００％。坚持重大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
证、风险评估等制度，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民主

化。成立区行政复议委员会，行政复议能力得到提

升。“法治口”建设深入推进，仲裁、法律服务等

工作有序开展。

【政府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政府积极推进
机构改革，成立区招商局、区考评办、区重大办、区

城改办，合并区委区政府研究室、督查室，实行区

统筹办、区国资公司合署办公，机构设置更趋合

理。强化政府机构职能清理，推行公务员岗位责

任制，实施财政供养人员“瘦身计划”，事业单位分

类改革、绩效工资改革稳步推进。加强制度建设，

制定专项资金监管、政府合同审查等２０余项工作
制度，行政行为得到有效规范。完成政府网站改

版，开通政务微博，提升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政府

与公众互动渠道更加畅通。

【“治庸问责”继续深化】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政
府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加强对“十个突出问题”的

整改，政府承诺事项逐步兑现。大力整治庸懒散，

整合行政投诉、治庸问责投诉和公共服务平台投

诉三大渠道，通过直查快办先后问责２６人。积极
参与“百姓问政”，认真开展民评民议，走访社区

３００余次，采纳建议２００余条。重点加强政府投资
审计，审计金额突破 １００亿元。加强政府廉政建
设，严肃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 ２４件，挽回经济
损失１３亿元。

（曹林发）

·重要会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２
月１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
政府第２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
政局关于２０１１年度全区财税工作总结表彰情况、
《口区招商引税奖励暂行办法》和《口区街道

及相关单位协税护税绩效管理办法》汇报，区发改

委关于２０１１年度重大项目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和
“两型社会”建设工作总结表彰情况和申报 ２０１２
年度省、市级重大项目工作汇报；区招商局关于

２０１１年度全区招商引资工作表彰情况汇报，区城
管委办公室关于全区城市综合管理有关工作汇

报，区城乡统筹办关于２０１２年土地储备、供应、征
收计划申报工作及资金管理办法汇报；区委、区政

府研究室关于《景新华同志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送审稿）》汇报，要求各单位将材料修改

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三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２
月１３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政
府第３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计局
关于全区第六次人口普查及评先总结表彰工作汇

报、区审计局关于２０１０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区建设局关于

研究下达２０１２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改造维
修项目建设投资及资金计划工作汇报、区财政局关

于《口区房屋征收项目奖励办法（送审稿）》汇报，

要求区审计局、建设局和财政局将材料修改完善后

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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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２
月２８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政
府第４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区安监局关于安全生
产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经济开发区关于建设

江城壹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有关情况汇报、

区综治办关于２０１１年综合工作汇报、区法制办关于
依法行政工作汇报，要求经济开发区、综治办将材料

修改完善后报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３
月５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政
府第５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区司法局关于司法行
政工作汇报、区发改委关于“两型社会”工作汇报、

区审计局关于审计工作汇报，听取并同意区公安分

局关于消防工作汇报、区人口计生委关于计生工作

汇报、区监察局关于监察与治庸问责工作汇报，要求

区公安分局、区人口计生委和区监察局将材料修改

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３
月１４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政
府第６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
关于街道协税护税绩效管理办法汇报、区总工会关

于推荐评选武汉市十五届劳模情况汇报、区政府办

公室关于议案办理工作方案汇报、六角亭街关于武

汉工业学院片项目工作汇报，要求区总工会将材料

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七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３
月１９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政
府第７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区行管局关于公共机
构节能工作方案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监察局关

于民评民议工作汇报、区考评办关于绩效管理工作

汇报、区教育局关于省级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区

评估迎检和项目建设工作汇报、区建设局关于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办理流程汇报、区发改委关于投资和

重大项目计划及“十二五”时期节能降耗工作汇报，

要求区监察局、区考评办和区发改委将材料修改完

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八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３
月２７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政
府第８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监察局

关于“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方案、区城管局关于

“违法建设问题”和“环境脏乱差问题”承诺整改方

案汇报、区交通局关于水厂和古田客运站周边环境

承诺整改工作汇报、汉正街关于２０１２年汉正街综合
整治与搬迁改造工作汇报、区房管局关于全区保障

性安居工程和危房管理情况汇报，要求汉正街将材

料修改完善后报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九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４
月９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政
府第９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力资
源局关于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暂行办法汇报、区经

济和信息化局关于２０１２年全区服务企业工作汇报，
听取区政府各位副区长关于分管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和下一步工作意见通报。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４
月１６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政
府第１０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监察
局关于２０１２年执法和效能监察工作汇报、区食药监
分局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汇报、宝丰街关于葛洲

坝扩大片房屋征收工作汇报，听取区招商局关于招

商工作汇报。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一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５月２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
政府第１１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
政局关于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升级工作汇报、区人力

资源局关于２０１１年全区机关和参公单位科及科以
下公务员年度考核工作汇报、区信访局关于信访突

出问题和积案有关工作汇报，听取区教育局关于推

进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和实施中小学教育资源整

合布局调整工作汇报，要求区信访局将材料修改完

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二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５月３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
政府第１２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
政局关于２０１２年融资计划工作汇报，听取区国资公
司关于银丰片项目融资情况汇报，要求区国资公司

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三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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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１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
政府第１３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水
务局关于汉江北岸口段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情况

汇报、区民政局关于社区建设工作汇报、区发改委关

于２０１１年重大项目实施情况和２０１２年推进计划情
况汇报；听取区国土规划分局关于云龙商贸公司违

法占用土地建设永利生鲜市场情况汇报、区经信局

关于国光织布厂资产处置情况汇报，要求区民政局

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四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５月２８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
政府第１４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
力资源局关于全区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情况

汇报、区化工专班、统筹办关于红星村与武汉制瓶厂

土地置换有关情况汇报、区法制办关于政府法律顾

问考核与选聘工作汇报、区发改委关于迎接全市

２０１１年度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有关情况汇
报；听取区交通局关于武汉物流信息中心项目建设

情况汇报。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五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６月５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
政府第１５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
济开发区关于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区人力

资源局关于人才高地建设有关工作汇报、区房管局

关于房屋管理工作汇报、区统筹办关于汉正街银丰

片项目征收工作汇报，听取区消防大队关于１—５月
份全区消防工作汇报。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六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７
月２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政府
第１６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安监局关
于安全社区创建工作汇报、区财政局关于加大财政教

育投入和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汇报、区交通局

关于整治“黑的”非法营运情况汇报、区综治办关于区

综治委更名及综治成员调整情况汇报，要求区综治办

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报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七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７月１３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
政府第１７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
育局关于紫润明园教育配建学校情况报告、区统筹

办关于银丰片区域房屋征收项目申请下达征收决定

汇报、区水务局关于《汉江北岸月湖桥至长丰桥沿

线防洪清障补偿方案》汇报、区社保处关于全区实

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汇报，听取了区质监

分局关于质量工作汇报、区环保局关于化工企业搬

迁腾退地块详查与修复情况汇报。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八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７月２３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
政府第１８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区交通大队关于
进一步加强汉正街禁货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考评办关于上半年市级绩效指标执行情况汇报、

区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２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汇报、区委区政府研究室关于《景新华同志在

全区经济工作会上的讲话（送审稿）》汇报、区综治

办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综合管理与服务网格化建设

工作方案》汇报，要求区考评办将材料修改完善后

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九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８月６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
政府第１９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区监察局关于全
区“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推进情况汇报、区质监

分局关于长丰地区燃煤锅炉和简易升降机现状情况

汇报、区教育局关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

生工作情况汇报、区统筹办关于玉带四村旧城改造

项目储备工作汇报，区水务局关于防汛工作汇报。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８月１４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
政府第２０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区人力资源局关
于全区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情况汇报，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食药监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小餐饮规

范管理工作汇报、区综治办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综合

管理与服务网格化及社区技防监控建设工作汇报、

区公安分局关于全区警务机制改革工作汇报，要求

区综治办、区公安分局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报区委常

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一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
年８月２０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政府第２１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区人力资源局
关于建立健全公务员岗位责任制半年工作汇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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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局关于推荐设立恒信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情况

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力资源局关于《口区

“以钱养事”管理暂行办法》汇报、区统筹办关于葛

洲坝扩大片项目征地情况汇报，要求区人力资源局

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二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
年８月２７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政府第２２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统筹办和古田街关于古田街生活三村１４０号地块房
屋征收工作汇报、区残联关于全区残疾人工作汇报，

听取区司法局关于法律援助基金募集工作汇报、区

文明办关于迎接全国和全市文明创建测评工作汇

报，要求区文明办将此项工作向区委常委会汇报。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三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
年９月１１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政府第２３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建设局关于２０１２年区城建计划部分项目调整情况
汇报、区环保局关于召开全区环境保护大会情况汇

报、区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１年度财政决算（草案）的报
告》汇报、区审计局关于《２０１１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汇报、区民政局关

于《我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汇报、

区文体局关于《加强我区公共文化事业与发展文化

产业情况的工作报告》汇报。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
年９月２４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政府第２４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水务局关于加强湖泊保护与污染治理工作汇报、区

经济开发区关于江城壹号项目建设情况汇报、区财

政局关于“营改增”试点改革工作汇报、区民政局关

于全区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汇报、区妇联关于

《口区妇女、儿童发展“十二五”规划》汇报，要求

区民政局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五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
年１０月２２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政府第２５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服务企业工作汇报、区法制

办关于行政复议工作汇报，听取区考评办关于前三

季度市级绩效目标执行情况汇报。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六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
年１０月３０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政府第２６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信访局关于化解信访积案工作汇报，听取区建设

局关于拆除工程安全监管工作汇报。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七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１３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政府第２７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招商局、财政局、统筹办关于工业学院片项目招商

工作汇报，要求将此事报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八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２３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政府第２８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区交通局关于整治和规范全区物流托运经营工作

汇报、区建设局关于加强建筑拆除工程安全管理工

作汇报、区经信局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

见汇报、区财政局关于口区“新三板”试点工作推

进情况汇报、区统筹办关于长江大道口段房屋征

收补偿方案汇报、区国资办关于口区国有企业职

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问题专项工作汇报。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九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２６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政府第２９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审计局关于《２０１１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汇报、区政府办

公室关于人大议案、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

工作报告，听取区委区政府研究室关于《政府工作

报告》汇报，要求区委区政府研究室将材料修改完

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三十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７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
政府第３０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
政局关于《口区 ２０１２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３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汇报、区商务旅游
局关于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情况汇报、区

委区政府督查室关于《２０１２年为群众办理十件实事
的工作报告》汇报、区统筹办关于口区２０１３年土
地储备、供应、征收计划申报情况汇报，听取区经信

局关于开展２０１２年口企业五十强排序发布情况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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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区教育局关于武汉四中承办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
生田径锦标赛情况汇报，要求区统筹办将材料修改

完善后报区委常委会审议。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２４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政府第３１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统筹办关于长江大道口段房屋征收工作汇报、

区交通大队关于２０１２年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汇报。
（曹林发）

·政府法制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简
称口区法制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实

现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以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

意见》为重点，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统筹安

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努力实现依法行政工作新

突破，为促进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提供有力的

法治保障和良好的法治环境。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２年，口区法制办围绕建设法治
政府目标，将推进依法行政纳入常态化工作。强化

依法行政工作重点。把依法行政工作作为加强政府

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工作摆到同等重要的

位置，制定《２０１２年依法行政工作要点》，确定依法
行政工作四大重点和１４项具体工作任务，对依法行
政规划涉及的年度工作内容进行再细化、再明确、再

分解，实现远期有目标，近期有指标，责任有人究，落

实有保障，务求法治政府建设有新进展。强化行政

首长责任。区政府和各部门行政首长要作为推进依

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统一领导，明确责任，做到依法

行政层层有责任，工作落实有依法行政工作责任体

系，为全区依法行政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全年

区政府常务会听取和研究依法工作６次，各行政机
关领导班子定期研究和部署依法行政工作。强化依

法行政报告制度。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依法行政

工作报告制度的通知》，及时掌握各单位依法行政

的情况。强化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部署依法行政

工作任务，积极开展依法行政考核评议，切实加强对

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分类指导，全区依法行政

工作得到平衡发展。

【规范行政行为】　２０１２年，口区法制办围绕依法
行政工作重点，进一步突出行政行为规范化建设。

政府决策行为规范合法。进一步完善《区政府重大

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对涉及２５项政府重大决策事
项，通过开展法律论证，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等方

式，进一步修改完善决策意见后，最终提交政府常务

会议集体研究决定。抽象行政行为规范有效。制定

房屋征收与补偿配套制度文件，规范征收工作流程。

增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从文件主体、权限、内容、程

序方面严格进行合法性审查，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

当的内容。全年经审查区政府及各部门共制发规范

性文件６件，纠正违法文件１份，文件审查率、备案
率、合法率均达１００％。制定《政府信息公开处理文
书格式文本》，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依申请的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减少和避免涉法涉诉风险。行政执法

行为规范合理。开展优秀执法案卷评查活动。按照

“统一标准、集中评查，重点讨论”方式，对１９家行
政执法机关的５８宗行政执法案卷进行评查，其中行
政许可案卷 ３１宗，９０分以上的 ３０宗，优秀率
９６７％；行政处罚案卷２７宗，９０分以上的２３宗，优
秀率８５２％。建立行政处罚文件说理式制度，下发
《关于推行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的通知》，要求各行

政执法机关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应制作说理式行政

处罚决定书，全面充分表述法律适用的理由，详尽解

释和说明自由裁量权最终确定的处罚幅度，取得当

事人对行政处罚行为的理解和认同。

【法律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法制办积极探索政府
法律顾问管理新模式，聘请６名资深律师组建政府
法律顾问团，充分发挥政府律师顾问团法律参谋的

作用，在推进依法行政、服务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

积极贡献。坚持论证重大决策。就长江食品厂主体

变更模式、银丰片融资模式、口金融园区组建等

５０项重大决策事项提出法律意见。坚持审查重要
合同。起草和审查化工企业搬迁协议、开发区招商

引资协议等各类经济合同协议２０８份。坚持参与重
点项目。参与工业学院片房屋征收、化工企业土地

收购股权收购、“城中村”改造等重点项目，为确保

项目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坚持代理诉讼案件。代理

撤销汇新公司与区土地储备中心仲裁裁决案、艳阳

天诉政府信息公开案等各类诉讼２４件。坚持处置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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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参与处置四川内江公司与原外经局债务

纠纷、国资公司与欧文斯股权转让争议、长丰失地农

民安置补偿纠纷等３２件各类纠纷。

【行政监督】　２０１２年，口区法制办依法向区人大
备案规范性文件，接受区人大组织的专项执法检查，

向人大报告依法行政工作已形成制度。建立司法建

议与回复制度，延伸法院行政审判职能作用，针对行

政诉讼案件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区政府督促

职能部门及时整改。依法参加行政应诉活动，按期

答辩、提交证据材料，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全

年共办理以行政诉讼案件６１件，通过沟通联系、反
馈信息，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有效化

解了行政争议。创新行政复议工作机制，区政府成

立行政复议委员会，聘请部门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专家学者等７名专业人士为委员会成员。委
员会实行政府主导、专业保障、社会参与的行政复议

工作模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行政复议案件案

审会的运作方式裁决行政复议案件。加强行政复议

规范化建设，制发《口区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建

设实施方案》，明确通过３年左右时间的行政复议
工作规范化建设的目标和五大主要任务，以及２６条
工作标准，分阶段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全年共办理

行政复议案件６件，其中维持２件、不予受理１件、
驳回１件、正在办理２件。

（张　艳）

·机构编制·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口区编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机构

编制工作会议精神，依据有关政策法规，以深化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为前提，以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为重点，以努力控制财政供养系数为己任，进一步

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

设，为大力推进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跨越发展提

供机构编制保障。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２０１２年，口区编办注重贯
彻落实各级招商引资政策，满足全区经济发展需求，

提升产业层次，整合招商力量。按照“建一撤一”的

原则，将区法制办挂牌到区政府办公室，不再单独设

置。组建区招商局，负责全区招商引资资源整合、项

目策划和具体招商引资等工作。根据武汉市委、市

政府的统一要求，组建口区考评办。探索大部制

改革路径，成立区委、区政府政策研究室和督查室。

整合区委政策研究室、区政府政策研究室，实行党政

研究室合署办公，组建区委、区政府政策研究室，在

区委办公室挂牌，聚合决策研究资源，提升决策咨询

和战略发展研究水平。撤销原区委督查室、原区政

府督查室，设立区委、区政府督查室，作为区委办公

室内设机构，强化综合协调职能，加大督查推进力

度。适应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求，调整组织机构设

置。加强政法综治维稳工作，在政法委增设内设科

室执法监督室。为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制

度，在区人民检察院增挂案件管理办公室。区人民

法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和长丰法庭，增

强政法机关办案力量。

【机构编制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编办为充分发挥
编制的资源性作用，围绕区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依

据不同时期，各部门和单位职能的强弱、任务的轻重

以及职责的增减，积极对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编制进

行调整。全年共调整９家行政单位、２５家事业单位
的编制。２０１２年，口区总编制数８３９０名，其中党
政群机关使用编制１３７９名，事业编制７０１１名。全
区实有人数 ８３３０人，其中党政群机关实有人数
１３６３人，全区事业单位实有人数６９６７人。武汉市
下达口区财政供养编制数７０８６名，实有财政供
养人数７８０４人。

【理清部门职责】　２０１２年，口区编办根据武汉市
的统一要求和口区的工作安排，以建设服务型政

府为目标，认真开展清理优化活动。坚持以相关法

律法规为依据，以部门“三定”规定为基础，进一步

理清部门职责，理顺工作关系，建立起横到边、纵到

底，相互衔接顺畅，责权对称的部门责任体系。

【机构编制核查】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口区编办
召开全区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暨机构编制核查工

作会议。会议围绕机构编制底数明晰、编制人员

性质明晰、财政供养人数明晰、主管部门归属明

晰、分类管理责任明晰５项标准，要求全区２８６家
机关事业单位在 ２个月的时间内按照单位填报、
编办初审、单位公示、编办终审 ４个环节逐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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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口区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暨机构编制核查工作
会议召开

进，并对机构编制、领导职数、实有人员、编外聘用

等信息进行详细的统计和全面核查摸底，为进一

步规范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完善机构编制政务

公开平台信息奠定基础。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２０１２年，口区编办以机构
编制核查工作为契机，分别对全区２２７家事业单位
的机构名称、规格、隶属关系、职责任务、人员编制、

领导职数、经费形式以及实有人员情况等事项进行

全面摸底，并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形成《口区关于

事业单位改革分类初步方案》的初步意见。同时，

按现有事业单位所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和从事公益服务３个类别进行初步划分。

【事业单位法人年检】　２０１２年，口区编办按照武
汉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的统一部署和要求，重点

加强对事业单位上年度工作总结、事业单位章程、经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的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上年年末的资产负债表的认证检查。全年完成年检

单位２３５家，年检率１００％，其中注销１０家，变更７１
家，初始登记１０家，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事业单
位年检工作，为全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工作打下良

好的基础。

【事业编制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编办为加强对专
业行业、专业部门人员编制的监管，结合全区实际，

依据有关政策规定将区教育局所属学

校的编制分解为专业技术人员编制、管

理人员编制和工勤人员编制，并实行分

类管理、精细化管理，控制无序转编，努

力保持专业技术人员的相对稳定。

【编制政务公开】　２０１２年，口区编
办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编制实名制，加

强机构编制政务公开网的更新维护，不

断提升机构编制政务公开的水平和实

效。坚持进一步加强区财政与编制政

务公开的知晓率和覆盖面，邀请全区１９
家单位负责编制工作的人员召开财政

与编制政务公开座谈会。坚持宣讲财

政与编制政务公开政策知识和机构编

制日常管理工作流程，促进机构编制工

作更好地服务于部门发展。

（李　黎）

·人力资源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力资源局始终把“民生
为本，人才优先”战略作为工作的主线，积极服务区

域经济发展，人力资源事业呈现出健康、有序、创新、

开拓发展的良好局面，为口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跨越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就业再就业】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力资源局以实施
扩大就业战略为统领，民生工作取得新突破，全区新

增就业人数达 ２３５８３人次，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３４％以内。优化市场资源调节就业。２０１２年，全
区共举办“春风行动”和各类招聘会３４场，发布招
聘信息１１４６８条，发放春风卡３５９８份，安排参会单
位５７４个，登记求职１６３９９人次、求职推荐１０７９９人
次，组织各类岗位１１４６８个，实现意向就业１０６３３人
次。通过开展“民营企业招聘周”、“高校行”、人才

大蓬车、监狱送岗、“大学生就业援助月”等专项行

动，提高了人岗对接率。积极落实各项政策，促进就

业。通过社保补贴政策，帮扶就业人员实现稳定就

业、灵活就业，全年共发放企业社保补贴１５４８人次
２１９万元，发放灵活就业社保补贴１０７９６人次９７３万
元，储备创业项目１３个，共发放小额担保贷款３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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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扶持创业成功２６３９户，带动就业１００２８人。
改革培训机制，保障就业。认真开展对定点培训学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６日，口区举办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电子商务创业
项目暨人才选拔大赛”正式启动

校的认定申报工作，经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批准已确立有７家定点培训学校，涉及培训项目
３１个。在口区鉴定所原有的鉴定工种上又增加
了足部按摩师等５个新的工种。全年与企业、街道
联办开展各类培训共计８４４８人。强化制度管理，
规范就业。通过多方协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于５月份印发《口区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暂
行办法》（政规 ３号文），同时采取“三查一核一
录”的管理办法。“三查”即：查岗，查公益性岗位人

员本人是否在岗，用人单位有无随意将公益性岗位

人员调入规定的岗位以外工作；查人，查公益性岗位

上所使用的人员是否经认定后招聘的人员，有无擅

自更换人员的情况；查账，查用人单位是否按实际使

用人数申报“两项补贴”，有无“吃空饷”的现象，查

岗位人员的工资是否按时发放到位、社会保险是否

缴纳补贴到位等。“一核”即：对各用人单位是否配

备专职人员具体负责对公益性岗位人员的日常管理

和监督；是否建立考勤制度；是否确定公益性岗位人

员工作目标，是否建立考核办法等。“一录”即：将

全区公益性岗位增减人员审批资料汇总、归档，并指

导街道和有关部门将增减情况输入公益性岗位管理

系统。经过前期的梳理盘查及设岗招录，先后腾岗

安置７３名下岗位失业志愿兵在社区安保和市容监
督协理员等公益性岗位就业。８月份，还按照文件
规定进行了首次公益性岗位统一招考，共招录１１名
就业困难人员上岗，社会反响较好。

【公务员管理及人事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力资
源局以加快人事制度改革为支撑，干部管理水平取

得新提高。公务员岗位责任制工作全面落实。将公

务员岗位责任制工作与全区“十个突出问题”的整

改有机结合起来，并形成《口区人力资源局“十个

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书》和《口区人力资源局关于

对“十个突出问题”的整改方案》，并对全区６４家单
位进行分片检查，查找突出问题，总结有效经验和做

法。同时，研发“口区岗位责任制系统”，用信息

化手段全面推进岗位责任制工作，该项工作走在全

市前列。事业单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积极参与事

业单位分类改革，指导和帮助改革后各类事业单位

普遍建立岗位管理、公开招聘和人员聘用制度。全

年完成事业单位结构比例审核９２家。绩效工资工
作顺利完成。上半年，全面完成全区其他事业单位

在职人员２９５７人，退休人员４９０４人，共计７８６１人的
绩效工资审批工作。８月，顺利完成口区第二阶
段（即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及生活补贴的调整

审批工作，涉及在职人员３７０６人，退休人员３４８６
人，合计７１９２人。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力资源局以
推进人才优先战略为核心，人力资源开发取得新

进展。以人才建设为中心，在服务发展大局上下

工夫，毫不放松地做好“招才引智”工作，巩固和加

强“人才高地”基础建设。准确定位集聚人才。以

口区电子商务人才示范基地建设为契机，走访

全区多家电子商务企业，深入调研，了解企业发展

模式和用工需求，广泛征求意见，多方

协商讨论，形成口区《电子商务人才

高地建设实施意见》。拓宽渠道吸纳

人才。采取委托招聘、推荐就业等方

式，全年接收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４５７
名，引进医药化工、机械制造、营销管

理等各类高新技术人才５２０人。创新
形式引进人才。积极与知名人力资源

服务和猎头公司洽谈合作，与３０多家
电商企业负责人就举办电商创业大赛

达成共识。与区委组织部联合出台

《口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电子

商务创业项目暨人才选拔大赛”工作

方案》。９月２６日，口区国家电子商
务示范基地电子商务创业项目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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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大赛正式启动。“大赛”活动得到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领导和创业团队的

热诚响应和大力配合。截至１０月１０日，大赛共征
集参赛项目１５７个。１０月２６日大赛组委会和专
家评审共筛选出 ２３个优秀项目进入后期洽谈。
１１月２０日至２２日，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举
办创业实训，深化了参赛团队创业风险监控防避

意识。

【军转干部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力资源局进一
步落实军转干部的各项政策和各项待遇。全年对

１２１７名统筹养老关系在口区社会保险管理处的
退休企业军转干部发放节日慰问金，每人每月５００
元。８月，根据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对“工资补贴”的标准作了相应的调整，原月平均工

资由３２７５元提高到３８０４元。

【劳动关系】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力资源局坚持以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维权保障工作取得新成效。

以执法检查为抓手，发挥执法服务作用。发挥监察

执法“总抓手”作用，坚持“教育引导先行，督促整改

为主，处理处罚为辅”的原则，及时妥善处理好各类

劳资纠纷。全年共建立企业诚信守法档案１６３２户，
年检各类用工单位１６３２户，涉及人数１９９４２人；处
理举报投诉案件２５８起，按期结案率达到１００％，处
理突发事件２１起，为２２４５名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
１３８４７１万元。从创新思路上入手，提高仲裁办案
效率。坚持“宣传、预防、处理”并举的仲裁工作总

体思路，将劳动争议的预防作为工作的重点，指导４
家企业和９家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成立劳动争议
调解委员会。全年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５０１起，按
期结服率达到９６％，为职工追索各类经济补偿金共
计２７１６万元。在宣传教育上下重手，优化法律服
务环境。全年针对不同服务对象，举办劳动保障法

律法规专题讲座１３场。督促完成全区２６２户企业
４０４６人劳动合同签订工作，完成１１户企业行政审
批申请，涉及１５２２人。以提高服务质量为根本，推
进大三方协调机制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的要求，成立由口区人力资源局、

口区总工会、口区企业协会／区企业家协会组成
的口区劳动关系三方协商会议，制定三方协商会

议职责任务、工作制度。

【全国十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信息交流

会】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力资源局以“立足口，面
向全国”为开放式工作创新思路，着力培养人力资

源系统开放性工作思维，拓展工作新思路，探索工作

新形式。１２月３日至９日，成功举办全国十城区第
二十五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信息交流会，来

自全国其他九城区的代表３０人及武汉市兄弟城区
的代表２０人参加本次会议。会议以交流发言的形
式探讨以民生为本、扩大就业渠道、建立健全通过创

业带动就业的长效机制；研究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

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以及引进高、精、尖技术人才的有

效途径和长效机制；交流新形势下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的经验和做法。通过本次会议的广泛交流，深入

探讨，全区人力资源系统工作人员从中学到诸多新

想法、新创意。

【服务管理信息化】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力资源局坚
持以服务管理信息化工作为基础，人力资源系统工

作效能取得新飞跃。人力资源服务管理系统初具雏

形。在基本完成全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系统研发

工作基础上，与口区信息中心及武汉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各类系统实现对接，对全区的人

口信息和法人单位信息进行登记备案，形成全区

的人口资源信息和法人单位信息的数据库。充分

调动全区相关职能部门、街道社区力量，打造“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天候就业工作服务网络，

并办理各项人力资源业务工作，形成人力资源系

统门户网站。同时，不断完善各项能力，提高政府

对社会人力资源的掌握能力，确保政府及时、准

确、完整的预测人力资源形势，制定正确的政策服

务居民和企业。公共服务管理现代化顺利推进。

１１月，口区人力资源局正式启用人力资源新办
公大楼，办公大楼二楼设置现代化办事大厅，实现

网上服务，积极推动人力资源系统现代化无纸化

办公。办事大厅分类设置８个窗口，专项专办，并
根据办事人员的选择，通过叫号系统，将办事人员

分配至该项业务办理窗口，避免办事人员重复询

问和办事环境秩序混乱，实现办事流程高效、快

捷。服务人员统一着装，并进行专门业务培训和

礼仪授课，确保窗口服务工作热情专业细致耐心。

（林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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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简称口区政务中心），结合治庸问责、改

善投资环境等专项工作，以进一步简化和规范服务

流程为重点展开，力争进一步改进服务、提能增效。

全年区政务中心共办理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

１５７２６４件，其中即办件１１３５１７件，当场办结率达
７２２％，无一起差错，无一起超时。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日，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左三）、区长景新华（左一）到
口区政务中心检查指导工作

【完善服务业项目并联审批机制】　２０１２年，口区
政务中心全面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并完成开设专

门的并联审批窗口。由区工商分局选派１名工作人
员长驻政务中心窗口，负责并联审批的咨询、认定和

收件指导工作；政务中心增聘１名工作人员，负责并
联审批的收件、分派、督办和发证，并于６月份正式
启动服务业并联审批工作。为更好地落实审批新流

程，政务中心实施三大举措。分类进行一次性告知。

政务中心工作人员先将经常办理的企业登记类型进

行详细分类，共分为１３类６７项，然后逐一列出６７
项不同的企业注册登记所需进行的前置审批项目，

再逐一明确每项前置审批所需要准备的申请资料，

最后将这些资料全部存储在电脑中。当企业咨询

时，只需明确企业申请的类型，就能在电脑中查询、

打印出相应的并联审批服务指南，提高一次性告知

的效率和准确性。事前介入。政务中心探索事前介

入、预约服务的制度化服务规范。将现

场勘查的事后检查变为根据企业预约

事前上门指导，减少企业由于不熟悉相

关要求而进行返工的可能性，提高一次

性通过现场勘查的比例。加大宣传。

在窗口运作基本成熟的基础上，政务中

心加大对并联审批服务的宣传，让更多

企业知晓，以便让企业无需借助中介机

构就能够方便快捷的完成企业注册登

记。经过半年的磨合，服务业并联审批

工作逐步步入正轨，全年完成１４起新
企业注册登记的并联审批，且因手续简

便、办理快速，倍受企业欢迎。

【推进基本建设项目代办机制】　２０１２

年，口区政务中心按照《关于实施行政审批一次

性告知制度的若干规定（试行）》文件精神，把一次

性告知制度作为开展并联审批的重要环节，明确将

一次性告知制度和并联审批制度结合推进的工作作

为重点。区政务中心与区监察局合力推进建设工程

项目的并联审批工作，确保审批新流程顺畅运行。

加大培训力度。对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确

保操作规范，运行流畅，保证一次性告知和并联审批

工作的有效落实。加强协调沟通。区监察局和政务

中心多次召开工作协调会，召集区工商分局、发改

委、规划国土分局和建设局等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推

进过程中发现的困难和问题，建立并联审批工作的

各项制度，明确规定由牵头单位统一告知、统一受

理、统一协调、统一发证的运行机制。

【优化审批流程】　２０１２年，口区政务中心按照武
汉市监察局要求，对纳入全区现代服务业和建设工

程项目审批新流程所涉及的全部审批项目名称、依

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

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进行再次清理，逐项确定办理

环节、步骤、时限等内容，进一步对项目流程进行优

化。同时，对市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进行升级改

造，为现代服务业和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新流程的顺

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筛选部分中介机构入驻政务中心】　２０１２年，口
区政务中心按照武汉市监察局的要求，筛选入驻湖

北公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武汉大华会计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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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口区政务服务中心召开一次性告知工作推进会

有限公司和武汉精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３家中介
机构，方便到政务中心的办事人员自由选择和使用。

（刘丽芬）

·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综合平台·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政府总值班室围绕全区转
型发展、跨越发展工作目标，认真落实区政府公共服

务与社会管理综合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应急管理

各项工作任务，全力以赴在服务大局中思考谋划，力

争在维护大局中发挥作用。全年平台共受理办件

６６６８５件，办结率９８５％，综合满意率９８３％。全
区共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９５起，为维护全区社会
稳定大局作出了积极贡献。

【社会管理综合平台】　２０１２年，口区政府认真落
实全区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综合平台，坚持在服务

大局中创新思维，增强服务。全年充分运用视频监

控系统、数字化网格系统功能，打造全区数字化城市

综合管理平台，形成城市管理全覆盖、精细化管理格

局。区内市数字化城市综合管理平台６月份试运行
以来，坚持规范办理市级城管办件。截至１２月，共
受理“大城管”类办件２３９０４件，派发率１００％，办
结率９８１％。２０１２年，口区政府总值班室认真贯
彻落实武汉市关于深入、常态、规范开展治庸问责相

关工作要求。４月，全区将区治庸问责投诉电话、区

行政投诉电话并入区政府公共服务平

台，统一以平台 ８３７７７７７７电话作为唯
一对外公布的政府公共服务电话，２４小
时受理群众来电。整合工作拓展民生

诉求渠道，创新治庸问责工作思路，取

得较好成效，对促进全区各责任单位提

升依法行政、高效施政、实干兴政的能

力发挥积极作用。２０１２年，口区政府
社会管理综合平台组织参与“百姓问

政”区长访谈活动，全面承担接听、受

理、督办等工作，共受理群众来电 ４８
件。全年平台定期分析梳理平台办件

中出现的重复投诉和复杂问题，采取报

请领导督办、召开协调会等形式，使市

民的诉求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得到有

效解决。全年完成协调解决解放大道

电信小区门前、紫润名园小区围墙倾斜等严重影响

群众生活环境事件２０余件。

【应急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政府注重在转型中加
强应急管理力度，不断提高处理突发应急事件的能

力水平。全年妥善处置公共安全突发事件２３起，主
要涉及路面塌陷、电缆漏电、火灾、非正常死亡、施工

工地安全事故等。协助处置堵塞主要道路、围堵政

府大门非正常群访事件 ７２起，主要涉及农民工讨
薪、“城中村”改造、拆迁、企业改制、医患纠纷、其他

诉求围堵道路及政府大门等。全年各类突发公共事

件的发生起数以及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上年均有较大

幅度下降。２０１２年，口区政府总值班室按照武汉
市应急办统一要求，结合口实际，分别制定灾害天

气、生产事故、危化品、食药品、火灾等１６个区级专
项预案。根据专家意见和实践结果，对预案内容进

行不断地修订和完善。按照预案要求，全区相应成

立以生产安全、消防安全为主要内容的１９个整治工
作专班，对重点部位、重点地段突发公共事件风险隐

患进行普查和监控。明确工作重点和相关责任人

员，确保能够规范、有序、快速处置突发事件。２０１２
年，口区政府总值班室共向市应急办、区委、区政

府报送突发事件处置情况、应急演练、应急培训等各

类应急信息３０余条，其中《应急要情专报》１６期，
《值班快报》５期。共向各基层单位发布恶劣天气预
警、应急值守提示等信息１０余条，基本实现预警信
息的快速报送。２０１２年，全区开展火灾扑灭、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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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防洪抢险、食物中毒、危化品泄露救援等主题

演练活动２０余起。同时，广泛开展应急知识进社
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四进”活动，着力提高

群众自救互救意识。

（叶　芳）

·机关事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简称
口区机关事务局）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三全四服

务”，坚持廉洁、服务、节俭的原则，坚持老实做人清

白做事，认真学习贯彻《机关事务管理例》，大力弘

扬机关事务文化，紧紧抓住建设节约型机关这一主

线，完善制度标准、强化资源统筹，努力做好公共机

构节能工作。以管理科学化、保障法制化、服务规范

化为目标，强化管理职能，提高服务水平，增强保障

能力。为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提供更为有力的保

障，用后勤人真诚细致的服务，使机关干部职工顺

心、舒心、放心、安心、省心。

【更新服务理念】　２０１２年，口区机关事务局全面
树立主动服务、精细服务、微笑服务理念。机关事务

无小事，干好小事是大事，树立主动服务意识，改进服

务态度，提高服务技能，抓好服务细节，创新服务方式

和服务手段，为服务对象提供最需要的服务，解决最

关心的问题。切实做好行政中心运转保障工作。加

强行政中心办公区设备设施运行维护工作，关键岗位

实行２４小时值班，严格执行服务承诺，做好机关电
力、锅炉、制冷、消防、空调、电梯、监控等系统设备运

行管理，切实做好中央空调机组、管网的运行测试和

维修保养，确保了大院内冷、暖气供应正常。及时处

理设备运行故障及紧急问题，设施设备的完好率达

９９％以上。机关物业管理步入规范化轨道。全年完
成各类机关物业维修４００余次，全年共接待大小会议
２０００余次，圆满完成机关各类会议的接待服务工作。
配合园林局搞好了机关大院园林花卉的维修和保养，

保证了会议用花、领导房间用花和大院景观花的常摆

常新。绿化、保洁工作得到区机关广大干部职工的认

可和肯定。积极做好机关干部职工药费报销及子女

统筹费的发放工作。全年办理医保调出调入人员９６
次，办理ＩＣ卡遗卡补办２８人次，报销在职退休干部
医疗费３１７３３万元，发放子女统筹费４１２６万元。

机关文印室始终坚持“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主动服

务、超前服务、高效服务、创新服务”，实行全天候值班

制度，做到随叫随到。加强岗位练兵，不断提高文印

质量和水平，确保文印材料准确、及时、保密。机关车

队做到主动服务、贴近服务、跟踪服务、上门服务。认

真做好机关公务车辆各项费用的缴交工作，全年缴纳

车辆保费总计３９万余元，车船税５３万余元，核算折
扣后节约保费１３４万余元；全年缴纳区机关车辆路
桥费（ＥＴＣ）总计１７５万余元，并按财政局要求办理
２０１１年路桥退费５８万元。合理安排公务用车，全年
考斯特客车出勤１１５台次，商务车出勤１２９台次，没
有发生任何差错和事故，最大限度地保证机关各项公

务活动的需要。加强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和职业道德

教育，为各部门用车提供安全、及时、便捷、周到的服

务。机关食堂做到饮食服务更加人性优质。坚持换

位思考，变被动服务、滞后服务为主动服务、靠前服

务，服务举措推陈出新。坚持送餐上门，搞好机关近

７００人就餐，保质保量提供饮食服务。为干部购买生
活用品提供方便，保证机关食品进货渠道，保证食品

安全。积极做好机关接待用餐，加强接待用餐管理，

制定合理的接待用餐菜单。严格安全管理和食品卫

生监管。

【节能增效】　２０１２年，口区机关事务局落实公共
机构节能管理职能，充分发挥行政中心节能表率作

用。坚持将节水、节电、节油等节能项目细化到人，

实现节能工作监管、奖惩、目标与单位共创，与个人

挂钩。坚持定期举办联络员统计员培训班，加强节

能工作的调研和实地考察，进一步了解全区公共机

构节能工作情况。坚持广泛宣传，营造氛围，提高节

能意识。２０１２年６月，与区发改委等１０多家相关
部门共同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共制作展板 ３０余
块，发放宣传册及相关宣传资料上千份。坚持引进

先进技术，加强节能改造。在与武汉鑫飞达保持原

有节能项目的同时，进一步推行回收模式，提高资源

再利用率。全年投入资金２万余元实施金燃工程，
对机关食堂燃具进行节能改造，达到单位节燃气

２０％。对区行政中心地下车库进行节能灯具改造，
通过改造年节约电费１７７６０元。

【机关事务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机关事务局注重
机关各项管理工作，强化措施求实效，让干部职工省

心。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努力打造“平安型”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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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安全形势，加强对安全工作领导。制定２０１２年
安全应急预案，明确各部门安全工作责任人。组织

实施２０１２年“安全月活动”的宣传发动工作，并组
织消防安全、防盗安全培训，使全局工作人员的安全

保障能力得到明显提高。认真组织实施、落实各项

安全工作内容。在大型节假日前夕都对机关大楼进

行全方位的消防安全检查。为确保消防设施及器材

的有效使用，按照规定，全年更换行政中心１２５个灭
火器。投入６０００余元维修行政中心大院红外线系
统，保障设施的正常使用。投入２５万元对信息中心
气体灭火系统改造。协调上访群众的疏通引导工

作，共疏导上访群体事件２０１起，全年未发生一起上
访群众矛盾激化事件。强化财务监督管理，全力实

现资金利用最优化。加强经费管理，积极与财政沟

通协调筹措资金，较好地完成年度细化预决算工作，

全年为机关共筹措资金１３０７８万元，其中预算内资
金１１３７２万元，往来资金１４８５万元，保证机关日常
工作的正常运转。完成局二级单位的内部财务审

计。按时发放各项工资、福利及奖金，确保干部职工

的切身利益。完成部门预算决算公开信息和专项资

金公开信息的录入和上传工作，将部门预算和专项

资金的公开信息上传至口信息网。完成财政供养

人员信息上报工作。加强财务内部管理和核算，开

展防治“小金库”长效机制建设及专项治理自查自

纠工作；完成内部财务审计工作，通过审计健全二级

单位财务制度，加强内部环节的监控和管理。加大

国有资产的管理力度，做到科学管理、规范管理。建

立分类科学、配置合理的资产管理体系，健全资产管

理档案，推进资产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精

细化，严格履行国有资产采购和处置程序，做好采购

和处置登记，像管理资金一样管理资产。加强废旧

资产的处置利用，全年共购进资产 ２３９件，金额
６７３６４５元，处置各类资产７２件，金额２３９８７８４元。
全年共回收废旧书报１６５６１公斤，金额１５８０３元，
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和保值增值。加强车辆秩序管

理，做到安全行车、规范停车，统一有序。加强对区

机关聘用司机的录用和跟踪考评工作，３９名聘用司
机全部签订年度聘用合同。认真贯彻定点维修、定

点加油、定点保险的规定，健全完善机关车辆档案，

加强对车辆管理、运行安全情况的通报，坚持和落实

车辆的检查和维护制度，对车辆维护保养情况及时

进行登记，保证车辆处于良好的状态不带故障上路。

加强礼堂、公文交换站的管理，努力争取政策，支持

局属单位发展。礼堂积极应对市场形势变化，调整

思路解决难题，想方设法增加经济效益，确保自主经

营、租赁经营全年目标的完成。公文交换站加强干

部职工保密知识和安全知识教育，全年共安全传递、

交换公文７５万余件（其中密件８２００余件），做到无
文件丢失、无泄密失密现象，无行车安全事故、确保

文件及时安全送达。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机关事务局大力倡导
机关事务文化，加强勤俭促廉洁，让后勤干部职工齐

心。坚持服务宗旨。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恪守服务职

责，突出服务主线，提高服务能力，扎实为党和政府中

心工作服务、为机关运转服务和为干部职工服务。规

范服务保障标准，科学配置机关资源，严格资源使用

处置，为机关提供优质服务保障。树立节俭理念。坚

持勤俭办事，量力而行，精打细算，切实降低行政成

本。遇事谨慎，做事务实，行事低调。改变接待方式

方法，摒弃不良接待习惯，培育以节约简朴为特征的

“现代接待文化”。增强创新意识。为树立改革创新

意识，拓宽创新视野，增强创新动力和信心，开展“我

为后勤工作献一策”活动，用创新的思想谋划新思路，

研究新问题，出台新举措，推动新发展。发扬奉献精

神。通过开展“老黄牛”精神教育，使全局干部牢固树

立岗位意识和责任意识，忠于职守，不斤斤计较，不患

得患失，坚持干一行，爱一行、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淡

泊名利，受得了委屈，吃得了苦累，甘于做无名英雄。

把机关事务工作当成事业来干，而不是当成养家糊口

的职业甚至赚钱的副业来干，扎根岗位，脚踏实地，认

认真真地做好管理、保障、服务等各项工作。坚持廉

洁自律的原则。后勤干部管钱、管物，有一定的权力。

要用好权、服好务，就必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积极贯

彻落实《廉政准则》，把党风廉政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保证廉政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树立清正

廉洁的良好形象。班子成员更是率先垂范做好表率。

同时还严格要求后勤干部职工在与钱、物打交道时，

一定要秉公办事，不谋私利，把握自我，做到自重、自

省、自警、自励。加强保障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服务人

员技能。按照服务规范化、专业化要求，全年通过举

办培训讲座、技能竞赛、外出学习交流等方式，以及

“优秀共产党员”评选活动，加强业务技能培训，提升

服务保障水平，打造能力强、作风好、形象佳的一流服

务队伍。

（张　敏）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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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政政协协协口口口区区区委委委员员员会会会

·概　述·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６日，政协口区委员会主席国洪河一行调研星汇云锦
项目建设情况

【概况】　２０１２年，政协武汉市口区委员会（简称
口区政协）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七

大、十八大和区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团结和

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三项职能，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

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为促进口转型发展、

跨越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　２０１２年，口区政协广
泛开展以“服务全区三件大事，提高履职能力”为

主题的系列学习实践活动，努力在学习实践中提

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信心，为新一届区政协开

局奠定坚实基础。针对新班子、新委员的特点，常

委会坚持把理论和业务学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先后制定《关于开展学习年活动的通知》、《２０１２
年学习计划安排》，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人民政协基础知识”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及时事政治”等为重点，推荐一批理论学习书目。

全年先后就“推进全区三件大事，促进转型发展”、

“履职为民，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加强委员

队伍建设与管理”和“扩大公民有序政

治参与”４个专题开办读书班，围绕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台海局势”

举办２次专题报告会。以学习贯彻全
国和省、市、区“两会”精神和政协业务

知识为主要内容，采取培训、调训、专

题报告会和会议研讨等形式加强对委

员培训。其中主席和部分常委分别参

加市政协举办的新委员培训和全国政

协的调训，邀请市政协专家学者授课，

举办新一届政协委员社情民意信息和

提案知识培训班。组织开展“人民政

协理论知识测试”，对全体委员的学习

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有针对性地明

确新一年委员培训工作的重点。通过

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培训，进一步激发和提高委

员的学习热情和履职能力。利用全国十城（市）区

政协联席会议和武汉市１３区政协主席会议平台，
在相互交流中开阔视野。利用《口政协》期刊平

台，开办“主席论坛”、“委员论坛”、“学习与辅导”

等栏目，在共同学习中增进共识。利用区人民政

协理论研究会平台，组织委员进行广泛交流研讨，

共征集论文３０余篇并汇编《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理
论与实践论文集》一书，其中《人民政协参政议政

工作的基础在议》等７篇文章被《世纪行》杂志和
省政协理论研讨文集采用。利用口政协书画摄

影家协会平台，首次开办“政协讲坛”，邀请省市书

画摄影家先后围绕书法知识、绘画知识和摄影知

识授课，注重学用结合，编辑出版书画摄影作品集

《之春》。

【围绕重大问题开展政治协商】　２０１２年，口区
政协坚持把促进口转型发展作为履行职能的第

一要务，以助推全区“三件大事”、“十二五”规划

为重点，认真开展协商议政活动。区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期间，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围绕全区中心

工作和群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献计献策，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各界别小组提交大会书面材料 １３
份。区委、区政府领导分别深入小组与政协委员

坦诚交换意见，有效提高全委会会议质量。全委

会闭幕后及时将政协委员所提意见建议归纳整

理，大会发言全部转为提案，交由相关部门办理。

关于“全力推进汉正街整治搬迁改造、建设世界级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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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旅游商务区”、“通过统征储备加快推进‘城中

村’改造”、“口区化工企业搬迁改造及今后建设

发展”等建议引起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成立

工作专班，列入绩效考核。区政协常委会议专题

听取全区反腐倡廉和治庸问责工作情况通报和区

政府半年工作情况通报，先后围绕“古田地区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加强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

体系建设”和“推进化工企业搬迁整治”的课题分

别召开３次专题协商会议，提出富有建设性和可
行性的意见和建议。《人民政协报》以“重大事项

纳入协商，武汉就化工企业搬迁听政协建议”为题

进行报道。“关于口区基层社区管理和服务体

系建设”的调研报告提出后，区委、区政府以加强

社区建设为契机，全面启动幸福社区创建工作，逐

步形成包含十大体系、１５００多个服务网点的社区
服务体系。区政协主席会议把“加快推进汉江北

岸综合整治”、“推进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作为重

点协商课题，调研成果得到市政府唐良智市长的

高度评价。各专委会注重加强与对口协商单位经

常性的联系和沟通，组织政协委员先后就加强城

市建设和管理、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教育均衡

发展、化工企业土壤修复、建立医疗市场规范化管

理长效机制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问题，深入区

直２０多个部门和相关街道调研，进一步拓宽政协
委员知情明政渠道。各专委会联合各党派、团体

精选调研课题，形成调研报告 ３０余篇，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果。

【民主监督】　２０１２年，口区政协坚持把提案作
为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坚持“三办一委四联合”

（区委办、区政府办、区政协办和区政协提案委）提

案办理机制，采取大口交办、主席分工督办、委员

现场视察促办、面对面协商办案、开展提案办理

“回头问效”等方式，有效促进提案的督办落实，形

成广泛参与、联合办理、整体推进、协调高效的提

案工作格局，为促进全区转型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和改进部门工作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围绕促

进口区转型发展提出 ３４件提案，“关于大力发
展口电子商务的建议”的提案，得到区委、区政

府积极采纳，并把发展电子商务列为全区主导产

业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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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保障和改善民

生提出５８件提案，内容涉及食品安全、医疗卫生、

教育和养老等方面。“关于健全社区为基础的老

年人服务体系的建议”和“关于创建和谐社会，加

快养老院建设的建议”的提案提出后，承办单位高

度重视，区委、区政府积极争取政策，多方筹措资

金，总投资 １８亿元的新福利院养老大楼已主体
竣工。全年提案走访率、回复率１００％，满意率逐
年提高，有１９件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坚持把开
展民主评议作为政协履职和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的

重要工作，组织政协委员对全区绩效管理单位进

行满意度测评，推荐４５名政协委员担任司法机关
和政府部门特邀监督员、行风评议员、专业评价

员，参加党政部门组织的检查评比活动 ５０余次，
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协《民

主评议“优化市容环境”工作方案》精神，成立区政

协民主评议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从 ７月份开
始，历时４个多月，市、区政协联动，先后组织召开
各界人士、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座谈会 １０余次，
组织委员实地视察解放大道上延线、宗关水厂片

等多个地段，发放问卷调查表 １００余份。加强对
全区大城管工作的全面检查和评议，帮助清查整

治一批突出问题，营造了解城管、支持城管、参与

城管的浓厚氛围。６月份，组织委员参与口区省
级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验收工作，口区作为

首家受检单位成功接受督导评估组评估验收。坚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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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以“助推发展，关注民生”为主题，各专委会、各

界别、各联络委结合各自特点，采取不同形式开展

视察活动，组织委员到基层调研视察、到企业考察

参观、到社区走访慰问，收集社情民意２０余条，协
调解决一批问题。全年每个委员参与调研视察活

动平均在两次以上。除单独组织开展视察活动

外，还开展界别之间、联络委之间、政协委员之间、

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之间联合视察。２０１２年 ５
月，区政协和区人大就推进长丰街“三合一”场所

整治及“城中村”改造工作联合视察，就一些难题

进行广泛研究，提出具体建议，取得较好效果。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２年，口区政协坚持把与党政良
性互动作为委员参政议政的重要载体。６月份，围
绕贯彻落实市政府支持口转型发展《会议纪要》

精神，以“优化投资环境，促进口转型发展”为主

题，举办区委书记与委员座谈会。区委书记王太晖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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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来自区政协各界别的２２名委员面对面交流，就
口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形成共识。

１０月份，围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
服务体系建设”主题，举办区长与委员恳谈会。区

长景新华就口当前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政协

委员、社区工作者交换意见，《人民政协报》对此作

专题报道。坚持把主席与委员约谈作为参政议政的

重要渠道。全年先后围绕推进化工企业搬迁、推进

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民营企业招工难、加快长江食

品厂片拆迁和“城中村”改造等问题，组织召开４次
主席约谈会，听取相关职能部门和委员意见，整理编

报社情民意，积极向市政协反映，为促进区域和谐稳

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坚持把做好社情民意工作作为

参政议政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在反映社情民意

和区委决策、政府施政中找准结合点。充分发挥包

容各界、联系广泛、人才聚集的优势，通过委员撰写

社情民意，及时反映来自各界别群众中带倾向性、关

键性的意见和诉求。聘请特约信息员３６名、政协信
息员２４名，被全国和省、市、区采用信息６３条。编
辑《社情民意》２７期，市政协采用１６篇，被市、区领
导批示３篇。其中《关于将原法商康成酒厂纳入武
汉市优秀历史建筑的建议》被市政协专报刘英姿副

市长，该建筑已被列入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备选方

案。全年围绕“探索建立特殊人群就业机制”、“社

区书屋建设”２个课题，市区政协联动开展视察调研
其中围绕特殊人群就业的课题，就刑释解教人员、社

区矫正人员、社区戒毒人员３类特殊人群就业问题，
开展为期１个月的调研并形成专题报告。武汉市政
协在口区召开全市探索特殊人群就业机制现场交

流会，中央综治办领导给予高度评价。武汉电视台

《政协论坛》栏目进行专题报道，口区被市政协评

为探索建立特殊人群就业机制工作先进单位。围绕

全区发展大局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面向区内外公

开招标，形成６篇有份量的调研报告，为区域产业调
整和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政协坚持把加强政协
自身建设作为适应新形势、开创新局面的基础工程

来抓，努力在创新思路、把握规律、突出特色和提高

能力上下工夫。以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委员主体

作用。在委员中广泛开展“参加１次调研活动，写１
份提案，反映１条社情民意，提出１条建议，为群众
办１件实事好事”的“五个一”活动，为委员履职提

供抓手、明确目标；在政协机关广泛开展走访委员、

走访委员企业、走访委员单位的活动，为委员履职创

造条件、解决实际困难。先后组织开展“政协委员

界别活动周”和“我为口转型发展献一策”活动，

收到意见建议４０余条，彰显界别特色，展示委员风
采。委员们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光彩事业，共

捐款１４５万元。全年评选优秀政协委员５４名，优秀
政协联络员８名，先进政协委员界别小组５个，先进
政协联络委 ４个。根据《口区政协委员述职办
法》，加强对委员参加政协会议和相关活动的管理

和考核；建立健全专委会联系界别制度和专委会之

间合作联动制度，不断完善专委会活动方式方法；加

强界别组织建设，完善界别小组召集人工作制度，充

分发挥政协界别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的平台

优势。积极参与全区重点工作，按照区委、区政府的

统一安排，区政协主席、各位副主席挂点和参与汉正

街传统市场搬迁改造、武胜国际文化城、长江食品厂

片拆迁、城中村改造等工作，为重点工作有效开展、

重点项目有序推进作出积极努力。加强“学习型、

服务型、创新型、和谐型”机关建设，积极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切实健全规章制度，着力提高统筹协调

能力。深入开展“喜迎十八大、争创新业绩”活动，

组织开展理想信念、职业道德和廉洁从政教育，营造

重视学习、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浓厚氛围。进一步

梳理完善《口区政协规章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有

章可循、有规可守、有据可依。不断加强政协机关干

部队伍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办事、办文、办会能力和

服务委员、联系委员的工作质量明显提高。口区

政协被评为湖北省先进政协组织，机关支部被区直

机关工委评为先进党支部。

（康永辉）

·重要会议·

【区政协十三届二次常委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３月 ３０
日，口区政协召开十三届二次常委会议。会议听

取刘传副区长代表区政府所作的关于化工企业搬

迁整治及１１３５片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对化工企业
搬迁整治工作和１１３５片项目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
充分肯定，并提出要谋划好古田生态新城未来的发

展。首先应整体规划，专家论证，规划找准定位，突

出特色，要尽快拿出１１３５片总体规划，与大企业、大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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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合作，整体开发，提升口品位。要重视搬迁后

土地修复工作。根据土地规划用途，确定土壤修复

方案，经济高效的完成土壤修复。要帮助企业解决

用地指标和新厂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给予企业

合理的补偿。设法把这些大企业的研发中心、企业

总部和销售中心留在口，着力打造现代生产型服

务业中心。要出台和谐搬迁的指导性文件，形成政

府指导搬迁、企业支持搬迁、职工理解搬迁的良好格

局，切实维护搬迁职工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会

议听取区纪委副书记王明星关于全区反腐倡廉和治

庸问责工作情况。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

和治庸问责的宣传教育工作，筑牢从源头上反腐败

的防线；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健全对“一把手”的

权力制约机制；加强工程建设开发防腐，确保口在

大开发、大项目、大建设中风清气正的建议。会议还

听取区政协提案委关于十三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及

立案和重点提案确定情况的通报，印发全国政协十

一届五次会议精神传达提纲。

【区政协十三届三次常委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３１
日，口区政协主席国洪河主持召开口区政协第

十三届三次常委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提案

办理工作的意见》精神；通报民主评议“优化市容环

境”工作方案；听取区政府半年工作情况通报；协商

决定关于朱波夫同志任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主任

的人事安排；并就“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引领古

田地区转型发展”课题进行专题协商。与会常委对

课题调研报告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报告立意新、定位

准、内容实、具有可操作性，并围绕古田地区转型发

展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区政协十三届四次常委会议】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
日，口区政协主席国洪河主持召开口区政协十

三届四次常委会议。会议围绕“加强社区服务体系

建设，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进行专题协商，并以此为

主题召开区长与委员恳谈会。会议还听取区民政局

“关于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工作情况的通报、

区政协课题组“关于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促进

社会管理创新”课题调研情况。会议提出，要加强

社区队伍建设，提高社区工作者服务水平、整合全区

信息化资源，切实增强社区服务效能，加强社区社会

组织的培植力度，强化社会组织在社区工作中的作

用、开展区直部门和事业单位干部联系社区活动、发

展社区养老事业、社区发展突出特色，实行差异化发

展等意见和建议。

【区政协十三届五次常委会议】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０
日，口区政协主席国洪河主持召开十三届五次常

委会议。会议协商讨论并原则通过区政协十三届二

次会议关于调整、增补委员、常委建议名单；执行主

席及主持人建议名单；列席人员建议名单；委员编

组、小组召集人建议名单；选举办法（草案）、大会选

举总监票人、监票人、总计票人、计票人建议名单；议

程、日程安排（草案）；“创先争优”活动优秀政协委

员、先进政协界别委员小组、先进政协联络委、优秀

政协联络员的建议名单和优秀提案；增补区政协提

案委员会副主任和调整区政协街道联络委副主任的

建议名单；有关委员小组更名和部分委员小组召集

人调整和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

会议还组织常委们学习中共十八大会议精神，发放

学习读本。

【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１日，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三
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口区会议中心举行。来

自全区２６个界别的２５４名政协委员欢聚一堂，围
绕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建设美丽生态口建

言献策、献计出力。武汉市政协副主席侯晓华代

表市政协向大会致辞，口区委书记王太晖代表

区委作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国洪河代表第十

三届口区政协常务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和郭建

敏代表第十三届口区政协常务委员会作的提案

工作报告；全体委员列席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讨论区长景新华代表区

人民政府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１３名
委员分别代表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各委员小

组作大会发言；对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及优秀提案

进行表彰。此次会议在广泛民主协商的基础上，

２１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补选王克耀、朱波夫、刘
刚、肖波、张少华、夏新 ６名委员为政协武汉市
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大会期间，共收

到提案１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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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永辉）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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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纪纪 检检检　　　监监监 察察察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共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口区监察局（简称口区纪委、区监察局）围绕全区

中心工作，着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深入推进“治庸问责”工作，为全区各项事业的和谐

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坚持贯
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建立区委常委挂点联

系工作制度，督促落实区级领导每月安排１天作为
信访接待日，定期落实接访下访制度；进一步加强责

任分解和检查考核，并把检查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

班子总体评价和对领导干部绩效评定、激励约束、选

拔任用的重要依据。认真落实《农村基层干部廉洁

履行职责若干规定》，深入推进“城中村”“八个一”

专项治理，积极开展“城中村”党务、村务、财务公开

大检查和“三资”清理“回头看”。全面启动基层党

务公开工作，深入推进党务公开常态化、规范化、制

度化运行，在区司法局、汉水桥街、宗关街发展社区、

房集团第七房管所、长丰街常码头村进行试点，逐

步规范党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形式、时限和评估体

系，全区１４４个社区全部完成纪检机构建设。

【治庸问责及行政投诉】　２０１２年，口区治庸问责
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落实“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

改。明确督查落实、考核考评、投诉直查、复查回访、

问责查处５项督察问责工作机制。成立由区纪委副
书记为组长，各室主任为成员的督察及问责工作专

班，每个室对口联系一至两个突出问题，加强对“十

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工作的有效指导。聘请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行风监督员组成５个督察组，全
程参与承诺整改工作。建立健全“治庸问责”长效

机制，建立办公室成员单位月度工作例会制度，区纪

委监察局牵头负责办公室综合协调、投诉办理、流程

再造、评议考核等日常工作与委局机关各室对口挂

钩。将治庸问责投诉电话８３４２６０６５和行政投诉电
话８３４２６０３０并入区公共服务平台，以８３７７７７７７作
为唯一对外公布的政府公共服务和投诉电话，２４小
时受理群众来电。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落

实一次性告知制度和并联审批工作。组建口区万

人评议人员库，每季度组织一次民评民议、优化投资

发展环境集中测评工作，对与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的６２家市直单位和３４家区直单位，围绕履
行职责总体情况，以及政务公开、服务意识、工作效

率、工作作风、勤政廉政等情况进行集中问卷满意度

测评。建立问题单元暗访工作模式，不定期开展明

察暗访工作，同时对企业和群众投诉反映强烈及媒

体曝光的问题，启动直查快处机制，在第一时间查清

问题后追究主要单位及相关人员的责任。全年全区

累计受理投诉１３８５件，其中市行政投诉中心转办
１０４６件，区内受理３３９件，办结率为１００％，做到群
众投诉“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共问责处理１１
起２６人，在全区产生强烈反响。

【源头治腐】　２０１２年，口区纪委（监察局）坚持深
入开展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进一步深化对区管领

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

重大事项。建立区管领导干部廉政信息管理系统，录

入全区现任市管领导干部和正处级实职领导干部相

关廉政信息。开展区直重要岗位的风险预警防控工

作，在六角亭街工业学院片试点开展重要工作廉政风

险评估预警机制建设。严格落实“三公”经费支出控

制数，深化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巩固公款出国（境）旅

游等专项治理成果。宝丰街等５家单位向区纪委全
会报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并接受评议。

【廉政宣传教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纪委（监察局）以
迎接党的十八大为契机，组织全区５０００余名党员干
部观看红色电影《忠诚与背叛》。邀请省纪委常委刘

黎明作“以廉为伴、与幸福同行”为主题的反腐倡廉专

题报告，区“四大家”领导、区直单位“一把手”及副处

以上领导干部共６００多人聆听报告。举办全区纪检
监察干部业务培训班，全区８０多名专职纪检监察干
部对电视问政、案件审理、信息报送等工作进行系统

学习。拍摄反腐倡廉电教片《贪婪的代价———伍某、

朱某、许某等典型案件剖析》，除组织区级领导干部和

区属各单位党政“一把手”以及企业负责人、村“两委

会”主职干部近３００余人集中观看外，还制作成光盘
发放给各单位，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一次专题

警示教育活动。组织全区１２０余名新提任区管领导
干部实地参观洪山监狱，由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余

力军作任前廉政谈话。

【案件查处】　２０１２年，口区纪检监察系统共受理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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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来信来访和电话举报８６件（次），属纪检监察
业务范围内的有 ６６件（次），共初核案件线索 ２４
件，立案查处各类违纪案件２２件，其中涉及处级干
部６件，科级干部５件，一般干部９件，其他人员２
件，移送司法处理５人，挽回经济损失１３亿多万
元。严肃查处区商务旅游局原局长王某，口燃料

公司原经理丁某、副经理段某等一批有影响的大案

要案。进一步深化信访公开办理，采取办信人员初

选，信访室负责人精选，信访、检查、案管合选，分管

领导定夺的“三选一定”办法，及时筛选和提供可查

性强的案件线索，为查处大要案服务。细化“请审

制”、“聘审制”、“助辩制”内容和措施，采取多种形

式，把握审理工作质量，确保案件质量。注重对办案

工作的总结，协助案发单位加强预防腐败机制建设，

较好地发挥了案件查办的治本功能。

【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２０１２年，口区纪委（监察
局）注重政风行风建设，完成医疗机构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工作。组织全区相关医疗机构针对医药购销

及医疗服务中突出问题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对全区

行政事业性收费、行业协会学会收费、经营服务性收

费等开展专项清理检查，采取全面检查和重点督查

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区清理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全面

检查和重点督导。

【执法监察】　２０１２年，口区纪委（监察局）切实加
强区内建设项目的监督与检查，尤其对区内８个中央
新增投资项目开展专项稽查，确保资金规范管理，项

目有序推进。建立健全财政预算、资金拨付、资金使

用的全过程跟踪监督机制，重点开展对社会保障、教

育等涉及民生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积极开展财政

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１０户财政专项资
金支出绩效评价。加强对重点项目的监控，确保重大

财政专项资金和融贷资金安全，６名项目财务总监被
派驻到３５个项目全程监管。派员到汉正街驻点督导
整治工作，通过对整治现场的明察暗访、摄像开展督

查工作，将巡视、督查的情况向整治指挥部汇报、向整

治责任单位反馈并进行通报，促进整改工作有效推

进。不断加强对长丰工作专班履职和执行力情况的

检查，督促“三合一”整治和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建

立区纪委常委挂点重点项目机制，全程督办监察重点

项目推进情况、重点部位和领域的工作开展情况。

（吴　俊）

民民民主主主党党党派派派和和和工工工商商商联联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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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履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积

极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在思想建设、参政议政、组织

发展等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

【政治学习】　２０１２年，民革口区工委加大理论学
习的力度，重点开展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学习。定期召开政治集中学

习，坚持把“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贯穿于日常学

习活动中。要求党员不但要认真学习，而且要把学

习和干好本职工作结合起来。为方便广大党员平常

的学习交流和宣传民革组织，利用现代网络媒体手

段，建立民革口区工委ＱＱ群，进一步拓宽了党员
干部平时交流学习工作的渠道，达到了为广大党员

提供交流平台的目的。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２年，民革口区工委加强政治学
习，提高政治修养，进一步增强参政议政意识。要求

全体党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要多关注自己身

边的问题与现象，深入到普通群众中，广泛调查研

究，了解基层群众的工作与生活。在２０１２年口区
“两会”上，民革口区工委以集体及个人的名义提

交的两会提案共计２３个，其中集体提案１１个。民
革口区工委提交的集体提案《关于加强古田地区

文体设施建设的建议》作为大会发言提案，被评为

优秀提案。全年向市民革宣传发表稿件１３篇，报送
市委会理论研究文章６篇，社情民意调研３件；在区
级发表参政议政理论文章３篇，发表统战理论研究
１篇。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２年，民革口区工委注重加强自
身建设，使民革组织发展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本着

“坚持标准，注重质量”的原则，按规划有步骤地开

展组织发展工作，把组织发展工作与加强区工委的

建设以及参政议政的需要结合起来，严格按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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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充分听取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党组织和群众的

意见，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努力吸纳政治素质

好、作风正派、学有专长、富有生气的中青年加入组

织，全年发展２名新党员。根据工作需要，严格按照
规定程序，增补高正浩同志担任民革口区工委副

主委，为民革口区工委注入新的活力，使民革口

区工委党员队伍和班子构架更加规范有序。

【联谊工作】　２０１２年，民革口区工委积极开展祖
国统一工作，广泛收集各类祖国统一联谊工作意见

和建议近２０条，多数党员参加了两岸经济、文化、卫
生、教育、体育等相关领域的交流活动，并有２名党
员撰写相关内容的文章，体现出广大民革党员是党

和政府对台方针政策最坚决的拥护者、贯彻者和最

积极的宣传者。

（高正浩）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简称民盟口区工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

务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促进民生改善、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一行三建四讲

三争创”主题活动为主线，开展“同心同行、建功立

业”系列活动，凝聚了思想，服务了民生，取得了一

定成绩。

【思想建设】　２０１２年，民盟口区工委多次召开工
委（扩大）会议，结合区委统战部关于“同心同行、建

功立业”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方案，动员部署全区广

大盟员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如民盟武汉市第四

中学支部、民盟武汉市第十一中学支部、民盟武汉市

第二十九中学支部、民盟口区教育联合支部、民盟

口区文化支部等迅速组织了“喜迎十八大”主题

学习活动，通过学习，进一步激发广大盟员的爱国热

情和民族自豪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增强与中国共

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决心。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２年，民盟口区工委积极号召广
大盟员秉承中国民主同盟“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

优良传统，积极为口跨越和转型发展建言献策。

在深入开展“一行三建四讲三争创”主题活动中，要

求区工委领导班子成员积极带领成员加强自身建

设，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民盟口区工委将反

映社情民意，深入基层调研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和骨干盟员考评要求。广大盟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

同时，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百姓民生，多次对有

关青少年学生网络使用、单亲家庭学生教育、学校周

边餐饮卫生以及口区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口区

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老师绩效工资等问题进行了调

研。在建言献策、助推口区发展中，民盟口区工

委完成了《倡导课题研究、提升国民素质》、《建议增

加武汉十一高职称职数或比例》等建议案得到区教

育局、区人力资源局很好地落实。《关于加强居民

小区牌室管理的建议》、《关于尽快兑现非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老师绩效工资的建议》分别被列入口区

第１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７３号、９９号代
表建议案。《推进中学生课本循环使用构建“两型

社会”的建议》、《注入文化元素，提升区域品位》、

《关于口区汉西二路拥堵问题的分析及解决建

议》在区十三届政协会议上获得好评。《关于武胜

文化体育产业圈发展的思考》、《关于进一步规范武

汉市家政职业培训》、《关于完善“大城管”工作体

制》被评为区政协优秀提案。《打造精品文化产业

园区，推动口经济结构转型》等课题得到民盟武

汉市委的高度肯定。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民盟口区工委把做好发
展、物色新人作为民盟组织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

基础性工作。基层支部换届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２０１２年是新老交替的一年，在民盟口区工委的高
度重视下，各基层支部平稳有序地完成换届选举工

作，一批年富力强的盟员走上基层支部的领导岗位。

此次换届工作达到预期目标，各支部盟员表现出较

高的热情，体现民盟口区工委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新一届民盟支部领导班子正表现出新的活力。新支

部的成立彰显了特色。民盟口区工委自成立以

来，第一次成立“文化支部”，文化支部的成立，壮大

了民盟口区工委基层组织队伍，同时也增添了民

盟口区工委基层组织特色。民盟武汉市第二十七

中学支部恢复成立，进一步完善民盟口区工委基

层组织结构。盟员的发展增添新活力。２０１２年，民
盟口区工委共发展新盟员２１名，其中男同志１３
人，女同志８人，平均年龄３７岁，硕士２人，本科１７
人，高级职称１２人。发展的新盟员呈现年轻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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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高职称等特点。新盟员参与盟务活动的热情

高，在本职工作和参政议政、社会服务方面尽力展示

盟员的风采。

【服务社会】　２０１２年，民盟口区工委要求各支部
以“同心同行”为主线，认真做好社会服务工作，定

期开展各项社会服务活动，广泛发动盟员积极参与

社会慈善事业和“献爱心”、“送温暖”等公益活动。

２０１２年，盟员祝亮平组织相关人员在湖北剧院、华
中科技大学、东西湖新沟镇街等地，举办多场“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题公益报告活动。针对青少年

学生身心成长的特点，祝亮平在浠水县华桂中学，通

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真情实感，从身心和谐、家庭和

谐、社会和谐几个方面，为师生诠释传统文化对于构

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盟员沈梦老师为民盟武汉

市委与一元街文明办举行文明礼仪培训会。盟员省

特级教师田祥高、高中斯参与民盟武汉市委在浠水

县华桂中学“同心农村教育烛光行动”基地的支教

活动。民盟口区工委组织“同心”生态林的捐款

活动，根据自愿参与的原则，募集到１万元上交到民
盟武汉市委会。盟员省特级教师田祥高还在罗田县

一中为教师们传授自己的教学经验并上了示范课。

民盟武汉市第十一中学支部在黄陂王家河三合村开

展“爱心儿童书屋”的捐赠活动。

（黄泽平）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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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履

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职能，各项工作

取得一定成绩。综合一支部被市民建评为“优秀支

部”，区委会主委李光被武汉市委评为“优秀信息

员”、被武汉市科协授予“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会

员陈国祥被湖北省科协、省人力资源保障厅评为

“湖北省科协工作先进工作者”。

【政治学习】　２０１２年，民建口区委以党的十八大
胜利召开为契机，多次组织会员以集体观看电视直

播、网上组织生活等形式积极学习、宣传会议精神。

各支部及时将会员思想汇报、学习心得等上传至组

织ＱＱ群，互相学习交流。李光主委撰写的《学习十

八大心得体会》被民建中央网站和中共武汉市委办

公厅《每日汇报》节选登载，综合一支部的《从十八

大报告中读出的信心决心专心和雄心》也被民建中

央网站登载。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民建口区委始终坚持“政
治可靠、代表性强”的标准，全年共发展新会员 １０
名。新会员平均年龄３４岁，均为大学文化程度，界
别涉及大型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才、新兴的民营企

业家、优秀法律工作者及医疗卫生工作者等。２０１２
年，民建口区委根据《民建武汉市委员会创建优

秀支部活动方案》，将支部创优各项工作细化为会

员管理、组织发展、支委班子工作、为参政议政服务

等１０项具体目标，逐条对照打分、自查；定期更新
《支部工作目标分解表》，按时间进度考核支部工

作。贯彻《支部主任工作职责》，各支部主任与主

委、副主委一起，向全体会员述职。全年各支部均能

达到“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活动有记载、出勤

率有保证”等“四有”目标。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２年，民建口区委会共提交团
体、个人提案、议案１１件，并在质量上取得新突破。
主委李光撰写的《关于发挥口医疗资源、打造华

中健康产业园的建议》、会员宋南方的《借力园博

会，提升长丰片城中村改造升级》、涂斌的《关于加

快建设口区中小企业总部经济集聚区的建议》等

多件提案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开发区支

部彭正文的《关于强化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和应用管

理，促进口经济产业转型发展的建议》、《关于我

市交通建设方面的几点建议》、《关于在口创建

“口十五个世界冠军摇篮博物馆的建议》被区人

大列为建议案，并先后向市民建、区政协、区委统战

部提交《关于加强口区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的建

议》、《关于增设电动自行车禁行标识的建议》等社

情民意共５篇，较好地提高了民建在区内外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２０１２年，经民建口区委推荐，区委
统战部考核，增补１名政协委员。至此，全区共有
２４名会员当选为本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其中政
协常委４人，人大常委１人，人数、规模均为全区民
主党派之首。

【会务活动】　２０１２年，民建口区委积极开展各项
活动。１月３日，举行迎春团拜会，市民建、区委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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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部领导与百余名会员齐聚一堂，共庆新春佳节。５
月和１０月，先后组织老会员支部到石榴红村以及参
观武汉市容市貌等两次活动。１１月，由综合一、二
支部组织的４０余名会员赴天紫湖开展了“感受新
农村”大型摄影活动，摄影专家索祖钢、罗孝春两位

会员任评委，对会员们的摄影作品进行评选，共有六

位会员分获一、二、三等奖。

【服务社会】　２０１２年春节，民建口区委上门走
访、慰问历任主、副委和支部主任、家庭困难老会员

等共４０余人次，将慰问品、慰问金送到他们手上，向
他们转达组织的关心和爱护。７月，民建口区委
积极响应市民建“人人捐种一棵树，共建一片同心

林”号召，为张公堤公园建设捐款１１９００元。
（向　仁）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
会（简称民进口区工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

和中共十八大会议精神，根据市委统战部关于２０１２
年“内强外树”工作建议，大力弘扬“敢为人先、追求

卓越”的武汉精神，同心同德、汇智聚力，紧紧围绕

口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转型发展和跨越发展，

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参政

议政和双岗建功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

【思想建设】　２０１２年，民进口区工委在中共十八
大隆重开幕之际，及时组织各支部会员收看十八大

开幕式，进一步增强了政治共识、道路共识、价值观

共识。区十七中支部老会员沈贵川借书法绘画的形

式，展现统一战线成员的精神风采，抒发热爱党，热

爱祖国，热爱武汉的高尚情怀，并荣获市直统战系统

“喜迎十八大”书画展三等奖。认真组织“同心思

想”实践活动。积极组织参加口区统一战线开展

的“同心同行、建功立业”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制定

《民进口区工委“同心同行、建功立业”实践活动

方案》，并通过活动真正使全体会员在思想上与党

同心同德、在目标上与党同心同向、在行动上与党同

心同行。２０１２年５月，区工委副主委张莉参加民进
湖北省第六次代表大会。贾薇撰写的《增强履职责

任意识，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在区政协理论研究会

年会上交流。郭建敏撰写的论文《政协委员要学会

发言，用好话语权》在湖北省政协理论研究会年会

上交流。区民进会员同心林捐款达８７００元，组织
星火支部杨轶敏、陈惠两位学科带头人到江夏区金

水武当新村小学参加送教下乡扶贫捐赠活动。教校

支部主任张文组织全区知名心理咨询师成立心理咨

询志愿者队伍，在宗关街发展社区设立社区居民心

理咨询站，面向基层居民举行心理讲座，开展心理辅

导，满足居民心理需求，缓解生活压力，疏理不满情

绪，营造社区和谐局面。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民进口区工委进一步加强
组织建设，尤其注重组织发展工作。全年吸纳６位
业务素质高、代表性强的优秀人才入会，一批年轻会

员茁壮成长。６月，民进口区工委副主委夏新代
表区工委参加区发展电子商务的双月座谈会，并围

绕“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发表５
个方面意见，受到与会领导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注

与好评。副主委张莉参加口区统战部组织的省组

织部党外干部调研班座谈会，就“如何加强与落实

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问题发

言，引起其他民主党派的共鸣，受到与会领导的关

注。扎实落实基层支部换届工作，全年６个支部顺
利完成换届。在支部换届工作中，区工委根据会员

所在单位和年龄对支部结构进行调整，将二十六中

和十一中的会员从所属四中支部转入中学联合支

部，改变四中支部人数多、会员分散和中学联合支部

会员年龄老化的问题，增强支部活力。在教师节表

彰大会上，中学支部主任王爱民、十七中支部张莉老

师被武汉市教育局表彰为“优秀教师”。４月，会员
张莉、何浩和罗萱参加口区教育局校级干部“人

才工程”公开选拔考试，经过激烈的竞争，他们均以

突出的成绩全部通过两轮考试，跻身于区教育局副

校级后备干部人才库，充分展现民进口会员的专

业技能和个人素质。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２年，民进口区工委积极注重
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有重点开展课题调研。为

迎接在武汉举行的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区

工委选派陈荣华、张文、赵勤、何浩４位同志去西安
世界园艺博览会进行学习调研，实地考察，获得大量

的调研资料，形成的调研报告获２０１２年武汉市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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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成果奖。区工委把《借力武汉国际园博会，促

进口跨越发展》作为区政协年会大会发言，为

口区借武汉市举办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之

际，改善周边环境，促进区域发展提出５个前瞻性、
针对性、操作性很强的建议。积极关注民生，踊跃参

政议政。全年市、区两级委员、人大代表１２人共提
提案、议案３１件。区工委的大会发言提案《关于加
强幼儿园建设和管理，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的建议》被区政协确定为重点提案，表彰为区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优秀提案。郭建敏提出的《关于强

化电动车规范管理，消除安全隐患的建议》被市政

协推荐表彰为优秀提案。贾薇、李国庆、张文、陈宗

旺被表彰为区优秀政协委员。在民进武汉市委召开

的２０１１年度参政议政和会务工作表彰会上，有１１
位会员受到表彰。综合支部荣获“民进市委会先进

支部”称号，郭建敏、何浩获参政议政三等奖，贾薇、

喻华获参政议政先进奖，张莉、何浩获宣传通讯工作

先进奖。在民进武汉市委召开的庆祝第二十八个教

师节大会上，区工委张莉、张文同志均获“双岗建

功”优秀教师称号。老会员陈荣华获市参政议政二

等奖、市宣传通讯工作优秀奖。全年报送市委会社

情民意共８篇，被市政协《社情民进》采用１篇，被
中共武汉市委采用１篇。

（郭建敏）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
会（简称农工党口区工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和农工党十

五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同心”

思想，积极参政建言，各项工作都取得新成果。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２年，农工党口区工委以提案、
调研报告、社情民意、信息专报等方式提出意见和建

议，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力改善民生

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参加政治协商活动。在中共

口区委召开的双月座谈会上，就政府工作、经济发

展、文化繁荣发展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积极建言。

省、市、区各级政协委员在专题协商会上，就医药卫

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等方面的

问题作专题发言，党员在座谈会、协商会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受到高度关注，许多建议被采纳。在国家政

权和人民政协中发挥作用。２０１２年，农工党口区
工委有４名党员当选为省和区人大代表，１２名党员
担任省、市、区各级政协委员，１名党员在政府担任
副处级职务，１０名党员受聘担任特约检察员、监察
员、教育督导员等，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依法履行职

责，发挥积极作用。２０１２年，农工党口区工委在
省、市、区各级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分别向省、市、区

各级人大、政协提交议、提案２０余件，在区政协年会
上所作题为“破解征收拆迁难题　推进转型跨越发
展”的大会发言，受到高度肯定。全年撰写信息２０
余条。调研取得显著成果。区工委广大党员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积极关注民生，重视区情，撰写调研报

告３０余篇。在武汉市委主办的双月座谈会上，由市
委会和区工委联合完成的《加快武汉市医疗高端人

才建设步伐　缓解就医难问题的建议》调研报告，
得到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此发言稿被市政协《社

情民意》采用。８月，武汉市委主办的双月座谈会
上，由农工党市委会和区工委等联合调研完成《有

效利用城管革命联动机制　进一步促进老旧住宅物
业服务提档升级》发言材料，切实找准城市管理中

的薄弱环节，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得到唐良智市长的

高度重视，并作为专报上报唐良智市长。此外，市一

医院支部撰写《关于完善医疗纠纷应急处理机制的

建议》、市普爱医院支部撰写《加强交管执法　打击
车辆违法运行》、省中山医院支部撰写《关于发挥基

层医院作用，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建议》、市精

神卫生中心支部撰写《关于加快建设汉正街历史文

景街的建议》、区综合支部撰写《关于建设口区武

胜文化城工作的建议》等调研文稿，受到各级领导

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有的意见和建议被有关部

门采纳和应用。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２年，农工党口区工委围绕改善
民生，广泛开展义诊咨询活动。教师节前夕，区工委

副主委彭绍蓉带领农工党员，分别到市十七中、市六

十四中，为学校师生开展健康教育、医疗义诊咨询服

务活动，受到学校教职员工和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好

评。积极开展“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活动。为响应

农工党中央“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的号召，区工委组

织农工党员中的专家教授，到武汉极地海洋世界开

展医疗卫生科普、健康咨询和科技服务活动，深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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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民群众的欢迎。开展“同心林”活动。按照农

工党市委会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区工委积极参与市

委统战部组织的“同心林”活动，区工委全体农工党

员积极响应，为同心林共捐款１６９００元。区工委全
体党员在本职工作中，尽职尽责，勤奋工作，在本职

岗位和党派工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省中山医院

支部党员莫春艳积极参加湖北省援藏医疗队，荣获

“西藏山南地区优秀援藏医疗队员”称号；市普爱医

院支部彭晓红、省中山医院支部王乔等党员被评为

区优秀政协委员；区综合支部主任梁明华获平安医

院创建活动先进个人、区依法行政先进个人、区打击

“两非”工作先进个人、区绩效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区综合支部副主任黄明芳获区重大项目建设先进个

人、区环保局“十一五”先进个人；市精神卫生中心

支部主任张建军、区综合支部柴厚杰等党员被农工

党市委会评为优秀党员。

【政治学习】　２０１２年，农工党口区工委深入学
习贯彻中共十八大和农工党十五大精神，坚持以

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按市、区各级党委的决策部署

统一思想和行动，广大党员的政治共识更加坚定，

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思想基础更加巩固。主

题学习教育活动取得积极成效。坚持开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主题学习教育活动，把树立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主题学习教育活动的深

化和延伸。积极参加区委统战部组织的八党四联

联席会、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交流活动，在主题

学习教育活动中，突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主题，把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自身建设相结合，与

履行职能相结合。主题学习教育活动取得了积极

成效，广大农工党员的政治共识进一步增强，对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农工党口区工委以建设同
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参政党为目标，进一步加强区工委、各支部

班子建设，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加强组织发展和党员

教育管理工作，巩固政治交接成果，为履行职能提供

组织保障。区工委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彰显党派活

力。区工委实行领导班子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定

期召开有关会议，安排部署各项工作，齐心协力，团

结协作，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运行。区工委根据工作

需要，结合实际，进一步建立健全《工委会例会制

度》、《支部组织生活制度》和《支部委员会制度》，推

动各项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组织发展

工作稳步推进，发展新党员７名，党员发展更趋年轻
化，知识结构及代表性进一步增强。后备干部的梯

队建设进一步加强。区工委及时组织工委委员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

设的意见》精神，拟定后备干部队伍名单，加强后备

干部的梯队建设，市普爱医院支部副主任王岚被提

拔为市普爱医院副院长。支部开展活动形式多样。

区工委各支部，根据所在中共党委的要求，结合实

际，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考察等活动，如组织党

员观看中共十八大开幕式，组织学习农工党党章党

史、观看中国三大女高音歌唱家演唱会、赴阳逻调研

考察等，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明显增强。

（柴厚杰）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简称致公党口区工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区委、区

政府中心任务，结合党派实际切实开展工作。同

济总支主委宁琴教授率领的团队被评为教育部创

新团队，并主编完成１部专著，列为“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同济支部副主委宋晓东胜利完成援疆

任务。

【政治学习】　２０１２年，致公党口区工委继续坚持
在工委及支部开展政治交接教育实践活动，向致公

党老一辈领导人学习，学习他们自觉接受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不为名利、高风亮节的品质。在党员中开

展理论学习活动，学习内容包括中共十八大精神、中

央４号文件、统战理论、政治交接教育实践活动及
省、市委会文件精神等。围绕十八大精神的学习，区

工委及各个支部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学习

活动，例如教育支部利用 ＱＱ群组织党员学习十八
大精神，并交流学习体会。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致公党口区工委注重加强
组织建设，努力把本党建设成为政治上坚定、组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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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机制上健全、工作上创新的参政党，以适应时

代发展的客观要求。６月，致公党市委会下发《致公
党武汉市基层支部委员会换届工作方案》，区工委

高度重视支部换届工作，站在政治交接和建设高素

质参政党的高度，按照方案的规定与要求，认真布

置、有序实施，确保基层支部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

全年区工委共发展新党员４人，其中有同济医学院
的骨干教师，有市一医院的青年医师，有优秀的青年

律师和管理人员，党员结构进一步改善。认真抓好

学习培训工作，全年选派３名党员参加致公党市委
会举办的新党员培训班、参政议政工作培训班、宣传

工作培训班等。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２年，致公党口区工委关注全
区中心工作、社会建设，围绕提高参政议政水平，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邀请区工委内的资深学者、

专家、参政议政高手给年轻党员传经送宝，讲授统

战、政协知识、参政议政的方法和技巧。１１月“两
会”前夕，邀请老主委曾仁端给年轻的政协委员做

“如何当好政协委员，如何参政议政”的专题讲座。

坚持主动与区统战部、区政协联系、沟通，及时了

解党政领导的决策和意图，就可以参政参到点子

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区工委要求班子成员、工作

骨干、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要积极参加人大、政

协组织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从中了解更多信息，真

正做到集思广益，吸众家之长。经过换届，区工委

有省政协常委１名，市政协委员１名，区人大常委
１名，区政协常委 ３名，区政协委员 ４名。区工委
副主委陈辉代表区工委撰写的集体提案《关于

口区中小企业总部基地建设的建议》在政协年会

上作大会发言。在社情民意和信息工作中，陈辉

分别向致公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提交《国家荣誉

决不容被任何人亵渎》等３篇信息，向口区政协
论坛提交《人民政协参政议政工作应重在“民生民

意”》、《人民政协应与时俱进开创工作新局面》两

篇理论研究文章。在口区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上，工委提交集体提案１件，个人提案８件。党派
的集体提案《发展现代服务业，将口区努力打造

为现代商务中心》被评为优秀提案并获奖。

【组织生活】　２０１２年，致公党口区工委及各基层
支部继续发扬互助友爱的精神，关怀党员，通过走

访、慰问、组织丰富多彩的组织生活等各种方式，让

党员们感受到致公党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进一步增

强致公党的凝聚力。９月初，组织年轻党员到红安
县红军村参观李先念的故居，并请吴继洲主委讲中

国致公党党史。９月底，区工委借中秋节和重阳节
之际，组织中、老年党员到磨山植物园游玩。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２年，致公党口区工委认真履
行参政党职能，坚持同心同向，有思有为，结合自

身特点，把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作为参政党履行职

能的重要任务，社会服务工作展现出新面貌。支

持配合致公党市委及口区委统战部开展的各项

社会服务工作。为配合在张公堤建设的具有多党

合作文化品位、特色鲜明的“同心生态林”活动，区

工委积极响应致公党市委会“关注、支持、参与同

心生态林建设，每人捐种一棵树，共建一片生态

林”的号召，党员捐款共计９８００元，为武汉生态宜
居建设增添一片绿韵。普爱支部主委周建华率领

团队在常青社区开设健康大讲堂，深受社区居民

的好评。

（王　丹）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２年，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简
称九三学社口区工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

紧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及社会发展的根本要

求，不断加强九三学社的基层组织建设，切实履行好

参政党的职能。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组织活动及考

察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政治学习】　２０１２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委员带
头认真学习中共十八大精神，积极参加人大、政协及

九三学社市委组织的学习活动。材保所支社和一医

院支社组织社员积极参加十八大精神学习辅导专题

讲座。继续开展向杨佳学习活动，通过学习，使广大

社员不断提高专业素养、丰富自我，在参政议政中建

言履职。同时，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民主党派成员，

秉持优良传统，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展“同

心”思想的教育实践活动。把“同心”思想作为思想

建设重点，积极组织学习活动；通过同心聚共识、献

良策、助发展、惠民生等主题活动与自身实际和党派

履职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参加捐助建设“同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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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捐款６９００元。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２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把参
政议政作为民主党派的重要政治要务。多名社员

加入九三学社市委的各个专业委员会，担任各级

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成为参政议政的主力军，他

们发扬优良传统，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建言献策，

提交一批高质量提案。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社员

在省、市、区各级政协及区人大会上提交提案 １８
篇，参加调研课题２项，通过九三学社市委向有关
部门反映信息７条，在社讯或网站投稿刊载９篇。
获各级表彰的有７人次。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九三学社市委主委郭粤梅带
头到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走访，了解基层组织建设

情况，关心年轻人的培养和成长。湖北省“年轻干

部成长工程”党外班调研组到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和武汉市第一医院了解基层党派组织成员参政议

政、履职情况及本职岗位建功立业的事迹。这些活

动对基层组织的建设起到极大的鞭策和推动作用。

区工委还根据九三学社市委的要求召开民主生活会

和谈心会，加强基层班子民主建设。２０１２年，九三
学社口区工委发展新社员１０名。

【组织活动】　２０１２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结合
九三学社党派政治思想教育的需要，组织一次新

社员外出考察学习活动。通过此活动来交流思

想，形成共识。积极关心老同志的生活学习，重阳

节安排退休老社员游览东湖，欣赏植物园，举办茶

话会，座谈生活学习情况，交流社会发展信息。年

初，积极参加九三学社市委组织的迎春文艺演出，

全年挤出时间，组织社员进行体育活动，受到社员

欢迎。

（张三平）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支部·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区支部
（简称台盟口支部）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职能，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

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紧紧围绕区委、区政

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工作，取得了新成绩。

【学习教育活动】　２０１２年，台盟口支部以服务
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促进民生改善、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为主要内容，开展“同心同行、建功立业”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并围绕中共口区委专项调研课

题开展调研，形成《开启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新

征程》调研报告供区委决策参考。副主委邓爱丽撰

写的理论文章《发挥民主党派在政协履行参政议政

中的作用》被收入口区政协参政议政理论与实践

论文集。积极组织盟员参加省盟、市盟组织的学习，

全年支部组织盟员学习活动５次，参加省、市台盟组
织的学习会６次。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２年，台盟口支部在区政协第十
三届一次全会上递交的《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的

建议》集体提案１件，《整治交通，禁止摩的》、《加强
监管平台建设，保障群众食品安全》等个人提案 ３
件，内容涉及经济转型发展、城市管理、食品卫生等

方面的问题。区有关部门均上门给予满意答复，并

积极采纳相关意见。针对口区今后产业转型的方

向问题，支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大力

发展口电子商务的建议》的提案，同时也提交到

市政协得到市发改委的高度重视并很好落实。对于

该提案，区委、区政府积极采纳，专门召开双月座谈

会进行研究，成立了由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最终口区成功申报批准为国家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该集体提案被评为口区政协

优秀提案。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２年，台盟口支部坚持采取分散
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学习活动，并组

织支部成员积极参加省、市、区组织的各种学习及报

告会、培训班。同时积极组织盟员参加市台盟参政

议政信息交流会、全省盟员理事学习大会以及市社

会主义学院培训班。２０１２年，台盟口支部召开支
委会４次，盟员学习会６次。

【联谊活动】　２０１２年，台盟口支部每逢主要节
日看望慰问老领导、老盟员。组织盟员参加省、市

台盟、台联共同举办的迎春联欢会、国庆中秋联欢

会、“三八”妇女节、重阳等活动及支部举办的春节

团拜会。协助省、市台盟、台联编排自娱自乐的文

艺节目。

（吴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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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口
区工商联）坚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认真履行

职能，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人

士健康成长为重点，坚持为非公有制经济服务的宗

旨，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强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水

平、增强服务实效，为口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做

出了贡献。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工商联按照坚持标
准、确保质量、突出重点、优化结构的原则，将辖区

最有实力、最具代表性的非公有企业和个体户吸

收到基层商会中来。全年各基层商会、行业商会

发展新成员２３７名。４月，组织对基层商会、行业
商会、异地商会的秘书长进行业务培训，并邀请区

民政局的领导讲解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商会从

筹备、成立登记、变更、备案等程序，提高商会秘书

长的业务知识。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２年，口区工商联利用自身优
势，积极参政议政，为口发展建言献策。在区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期间，工商联界别政协委员提交集

体提案１件，联名提案２件，个人提案１８件。区工
商联撰写《口突发性发展民营经济的思考》和《

口统一战线民营经济突破性发展探析》等文章，上

报到市委统战部和市工商联后深受好评。区工商联

还分别于５月和９月组织召开２次工商联界别委员
座谈会，邀请区人力资源局、卫生局和经济开发区领

导介绍劳动用工、医疗服务和电子商务情况，通过交

流，畅议经济热点、共谋发展对策。

【服务社会】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口区工商联组织
召开中国光彩事业武汉促进会口分会成立大

会，并通过积极走访，在会员企业中募集资金３５０
万元。在年底召开的表彰大会上，对积极参与光

彩事业的武汉市竹叶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 １１
个先进单位和陈志松等 １１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
彰。２０１２年，新景新材料、蓝天科技、环洲投资 ３
家会员企业积极响应号召，为张公堤生态公园建

设捐款３万元。

【服务企业】　２０１２年，口区工商联积极开展“进
万家民企，促跨越发展”活动，分别成立２３个小组，
走访调研企业３００余家，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征求意
见会 ２０场（次），深入中小企业调研 ２０００余人
（次）。同时，收集各种意见建议１００多条，为企业
解决问题４８件（个）。区工商联加强与区民政局的
合作，完成对京山商会、南安商会的注册。与区经济

和信息化局研究制定《口区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经

济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大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的工作力度。２０１２年４月，口区工商联与区司
法局联合成立区“同心·律师服务团”，为企业提供

免费咨询、维权、调解劳资纠纷等服务，并将“同

心·律师服务团”的１１名律师分配到１１个街，每个
律师挂一个街道服务于街辖企业。组织“同心·律

师服务团”的律师与民企通过签订“一对一”意向书

的形式开展为民企“体检”活动，查找企业内部生

产、经营和规范治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企业提

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打下基础。此外，区工商联

还与区卫生局联手搭建民营企业家医疗保健平台，

免费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为企业员工提供免费体

检，并在２家企业建立医疗站。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２年，口区工商联利用自身优
势，积极开展招商引资，为全区经济发展服务。全年

完成引进湖北佳狮昌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经

营烟草包装材料及农用薄膜购销等进、出口业务，注

册资金２０００万元。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工商联多次赴结对
村调研、慰问和走访，并为蔡官田村落实抗旱资

金、新农村建设工作经费 ２６万元，顺利完成市、
区共建办的城乡共建工作及验收。在“万名干部

进万村洁万家”活动中，组织机关干部赴姚家集街

老尔山村参加活动启动仪式，并与村民一道清洁

村湾环境。

【商会活动】　２０１２年，口区工商联组织会员企业
参加台海形势报告会、法律法规培训５场（次）。１２
月，组织区工商联执委以上班子成员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专题报告会，努力把非公经济人士的思

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

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此外，积极组队

参加武汉市民营企业羽毛球和乒乓球赛，分别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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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团体第三名、羽毛球进入前八名的好成绩，

口区代表队还获道德风尚奖。

【宣传报道】　２０１２年，口区工商联注重宣传报道
工作，积极宣传口。全年在各种报刊、杂志网站刊

登信息３４篇（件），其中专辑７篇。
（向　仁）

群群群 众众众 团团团 体体体

·口区总工会·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总工会以党的十八大精神
为指针，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区委、区政

府“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工作中心，以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为抓手，以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职工的

“三万”活动为落脚点，努力推动工会工作全面发

展。口区总工会被授予“武汉市工资集体协商

‘百日行动’先进集体”、“武汉市先进工会女职工委

员会”、“全市工会系统创先争优先进单位”、“全市

工会组建工作先进单位优秀奖”、“全市工会服务职

工工作暨‘三万’活动优秀单位”、“武汉市‘双创’

劳动竞赛先进单位”、“武汉市工会工作优秀单位”

等多项荣誉。

【区工会十一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　２０１２年２
月９日，口区总工会召开十一届八次全委（扩大）
会议。会议按程序增替补口区十一届工会委员会

委员、常委、常务副主席，听取并审议《围绕“三件大

事”争创新业绩，推进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的２０１１
年度工会工作报告，表彰工会工作优胜单位和先进

单位。

【工会与政府联席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口区
政府与区总工会召开第七次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关

于建立街道工会与街道办事处联席会议制度和加强

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指导与检查工作机制，区政府就

会议议定事项下发《关于建立街道办事处与街道工

会联席会议制度和加强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指导与检

查的专题会议纪要》。截至年底，六角亭街、宗关街

等街道先后建立街道工会与街道办事处联席会议制

度，有效推动了街道及基层工会工作的开展。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总工会坚持“党建
带动工建、工建服务党建”的原则，努力营造党政

工合力推进建会的氛围。以卫生行业为点，依托

行业协会，于７月６日组建成立有２７家民营医院
组成的工会联合会，市总工会副主席宋红、基层组

织部部长姚玲参加成立大会。积极开展企业普遍

建会集中攻坚行动，全年新增基层工会组织 ７２７
个，新发展工会会员 ４３８６１人。继续在全区 １２６
个社区工会推动“工会组织亮牌子、工会主席亮身

份”的“双亮”工程全覆盖，工会组织建设得到进一

步加强。积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百日行动”，全

区同步签订集体合同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均为

４９２９家，签订区域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１３９份，行
业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４６份，区域（行业）性工资
专项集体合同示范典型各４家。指导民营医院工
会联合会开展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工资专

项集体合同，民营医院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分别在

省、市工会交流经验。古田街、荣华街被评为“湖

北省工会系统党工共建创先争优先进单位”。

【民主管理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总工会注重指导
企业建立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的厂

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落实职工知情权、参与权、建

议权、监督权。在企事业单位积极推动民主管理质

量星级评估工作，以点带面促进职工民主管理工作

上台阶，水厂路和体育馆小学创评为民主管理五星

级单位。积极参与围绕汉正街改造、化工企业搬迁

的企业改制工作，指导改制企业规范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引导职工理性反映诉求，妥善解决企业改

制遗留问题，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双创”劳动竞赛活动】　２０１２年，口区总工会
坚持在全区职工中广泛开展以“当好主力军、建功

十二五、促进新跨越”为主题的“创新业绩、创高效

益”劳动竞赛活动，积极推动“安康杯”竞赛活动和

重点工程项目“双创双保”竞赛活动，以创建“工人

先锋号”为载体，增强了班组建设。９月１２日，区总
工会组织口辖区内麦德龙、沃尔玛和家乐福３家
外资企业进行“口区大型超市职工技能比赛”。

市级重点项目金三角城市综合体即星汇云锦项目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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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最美工地”称号。“南泥湾大道”和“体育广

场”班组在全市园林系统组织的“班组精细化养护

管理大比武”劳动竞赛活动中，分别获得市级道路

绿化、广场绿化养护比赛项目二等奖。

【弘扬劳模精神】　２０１２年，口区总工会认真组
织武汉市第十五届劳动模范推评工作，评选出武

汉市劳动模范１４人，武汉“五一”劳动奖状 ２家，
武汉“五一”劳动奖章 ３人，武汉市工人先锋号 １
个。组织口区纪念“五一”劳动节暨先模表彰大

会，举办劳模事迹展览，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先进事

迹。为增进口地区劳模之间的工作交流，１２月
２７日召开劳模联谊会，选举产生口区劳模联谊
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口区劳模联谊会章程》。

新当选的口区劳模联谊会会长、正区级领导彭

有为积极带头倡导，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珍惜荣

誉、戒骄戒躁，发扬成绩、再接再厉，积极开展老劳

模新贡献活动。

【职工帮扶】　２０１２年，口区总工会继续深入开展
“春送岗位、夏送清凉、秋送助学、冬送温暖”的工会

系列帮扶工作。全年为３１５名困难职工子女落实发
放助学金３０余万元。为７４００人落实住院互助金
５００余万元，为４４名职工落实大病医疗互助金 ５０
万元。坚持抓工会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实施职

工创业项目６个，培育职工创业示范户６户，技能培
训３２９人，家政培训６０人。全年新增就业３１６人，
其中下岗再就业９６人，职业介绍３７１人，扶持职工
创业５３人。夏季高温期间，区总工会组织为水务疏
捞、环卫清扫、建筑工地等苦脏累岗位职工及部分企

业一线职工送清凉，慰问职工近千人，慰问金额１０
万元。在护士节、教师节、环卫工人节等职业工作者

节日组织慰问相关行业一线职工。

【职工文体活动】　２０１２年，口区总工会深入推进
“职工书屋”示范点建设，为职工学习技能、读书成

才搭建平台。利用节庆日和红色纪念日，举办职工

歌咏赛、征文赛、演讲赛、书画摄影展赛和趣味运动

会等活动，为职工送文化活动２场次。与开发区等
单位联合举办开发区职工趣味运动会，吸引园区内

２７家企业的３００余名职工积极参与。９月１４日至
１６日，举办口地区首届职工乒乓球比赛，辖区３５
个企业职工代表队３００名选手参加大赛，《长江日

报》、《武汉晚报》、《武汉晨报》和《长江商报》等新

闻媒体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举办全市中心城区

工会系统乒乓球邀请赛，市总工会等８个代表队参
加了比赛。

【维权维稳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总工会注重将信
访接待与法律援助工作相结合，完成接待（办理）职

工来信来访和政策咨询２６０余人次，并深入企业开
展“涉日企业稳定情况调研”，积极撰写调研报告。

与区司法局联手扩大困难职工法律援助工作覆盖

面，新聘职工法律援助律师团律师１２名。完善街道
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扩大劳调工作覆盖面，健全

街道、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网络６００家。集中调
处劳动争议调解案件５７件，涉案金额７０万元，力争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积极拓展工会

职能，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工会经审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总工会经审会
积极参与财务管理，把监督关口前移，不断推进财

务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加强税务代收、财政代扣

工会经费的工作协调与联系力度，促进工会经费

收缴增幅的不断提高。全面落实工会经审工作规

范化建设目标，开展对全区 １１条街道、开发区及
企业等１５家单位度年工会经费及送温暖专项资
金收支情况的实务审计，提出审计建议 ７０余条。
先后组织基层工会主席和经审干部１５０余人参加
《中国工会审计条例》、《武汉市工会审计条例》学

习培训及知识竞赛活动。口区总工会经审会荣

获武汉市工会经审工作一等奖。

【工会女职工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总工会注重开
展女职工建功立业活动和素质教育活动，组织庆

“三八”暨女职工工作经验交流会。组队参加市女

职工建功立业活动展示大赛，荣获二等奖。注重做

好女职工权益维护工作，多形式、多渠道学习宣传新

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签订女职工专

项集体合同４９０６家。开展单亲困难女职工情况调
研，工会出资３２万元，免费为２００名困难女职工进
行“两癌”筛查。

【服务基层活动】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３日，湖北省总工
会常务副主席黄国庆、武汉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雷腾芳率省、市“万名工会干部访万组送万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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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在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委常委、区总工

会主席许以华的陪同下，到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

司为车间班组发送关爱箱，慰问困难职工和生产

一线职工，与职工座谈交流、同劳动。在“万名工

会干部访万组送万箱”活动中，全区各级工会走访

企业３４０余家，深入企业开展“企业工会状况和职
工思想状况调查”，为１８９家企业（单位）的３９８个
班组发送关爱箱。通过“面、心、实”活动不断改进

工作作风，提高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职工的

能力水平。

【举办“道德讲堂”】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５日，口区总
工会在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举办班组长培训

班，邀请市总工会经济和劳动保护部部长彭荷香、武

石化经济部部长刘斌和“金牌班长”马少斌进行授

课。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班组长、车间主任

和储备人才培训班学员１２０多人参加了培训。８月
２４日，武汉市凯奇特种焊接设备有限责任公司邀请
武汉市劳动模范、市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徐静为

企业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和部分一线职工上“道德

课”，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

事教身边人”的形式把“道德讲堂”活动引向深入。

（王全良）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共青团口区委员会（简称口
区团委）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切实履行工作职能，夯实基层基础，

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突出重点工作，打造亮点品

牌，各项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口区团委先后荣获

“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全市共青团工

作先进单位”、“武汉市青少年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荣誉称号，区青创会被评为“武汉青年创业促进会

２０１２年度杰出委员会”，闲散青少年帮教工作试点
评分在湖北省位列第一。汉正街团工委荣获武汉市

唯一一家“湖北省五四红旗团委标兵”荣誉称号，区

环保局团委荣获“湖北省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

【思想教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团委注重正确引导
青年思想教育，尤其是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围

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理想信念教育为

核心，广泛开展“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革命

传统教育周”、“红领巾心向党”等主题教育活动。

承办武汉市第２７届革命传统教育周启动仪式，开
展“心向党、讲品德、见行动”系列活动，共组织宣

讲活动１１场次，举办青少年凭吊、红色寻访、中华
魂读书活动等百余次，参与青少年达４０００人次。
以开展青年分类引导为抓手，在 ２７３家非公经济
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开展《青年思想引导大纲》转

化工作，引导基层团组织、“两新”组织制定《青年

思想引导手册》。适应全媒体时代需求，全区各级

团组织、团干部开通认证微博７５个，微博、短信平
台、ＱＱ交流平台等被作为引导青年的有效手段广
泛应用。创作首部“小马相亲记”系列公益微动漫

短片，在门户网站广泛传播。以建团９０周年为契
机，选树一批“我身边的武汉精神践行者”暨“口

区十佳杰出青年”等优秀青年典型。积极推荐优

秀青年参加第九届武汉优秀青年的评选活动，全

区有２名青年获“武汉十大杰出青年”、“武汉优秀
青年”荣誉称号。

【青少年社会教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团委坚持注重
加强青少年社会教育，不断深化青少年社会教育工

作品牌。围绕“小时候·金色童年　快乐成长”的
主题，打造一街一特色精品项目１１项。依托社区青
少年学校，组织利用寒暑假、周末开展各类道德实

践、法律援助、健康服务、自护训练等服务２０００余
次，服务青少年２万余名，上级部门网站采用信息
１５８条，省、市级新闻媒体报道 ３０余篇次。全区 ４
家青少年托管点围绕“乐享读书周”等五大主题，开

展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青少年假期日间社区托管，

共计开展活动 ２２０余项，服务青少年 ９０００人次，
省、市级新闻媒体报道８篇。

【关心下一代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简称口区关工委）将“五好”关工委创

先争优活动贯穿到基层关工委的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活动创新等各个方面，打造

汉正街石码社区、韩家墩街云鹤社区、宗关街发展社

区等３个市级五好关工委创先争优示范点。以“星
级老少共建文明社区”创建为抓手，以制度为保障、

以阵地为基础，以活动为特色，不断深化“老少共

建”关心下一代品牌工作，积极培育推荐汉水桥街

海工社区等５家老少共建典型。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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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团委继续
组织开展政策引导，技能培训，项目贷款等多项措

施，“四大服务”促进青年创业就业。提供针对性

强的政策咨询服务。发挥区“青年就业创业导师

团”作用，走进新材料孵化器开展“每季一讲”报

告。举办“青春跨越———电子商务及新兴产业创

业交流会”，为创业青年面对面答疑解惑。开展形

式多样的技能培训。成立口青年创业就业促进

中心，举办创业大讲堂，共培训青年３９１人次。提
供全程细致的跟踪辅导。共建青年创业就业见习

基地３２家（新增７家），其中９家获团中央命名，
推荐上岗２０７人。推荐１名创业青年获得市青年
创业促进会５万元扶持金。推荐两家青年创业企
业获批湖北省青年创业先锋专项扶持资金。加大

宣传引导力度。与区人力资源局等单位共同举办

电子商务大赛，征集１５７个参赛项目，２３个特色项
目进入招商恳谈环节。联合相关部门先后走进湖

北工业大学和武汉科技大学，将创业政策和见习

岗位送进高校，为辖区企业招才引智。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６日，口区青年干部跨越论坛———“青春风华 论辩口”
青年干部辩论赛在口区行政中心举行

【青少年维权】　２０１２年，口区团委加强对青少年
的维权工作，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深入实施维权

关爱行动。以闲散青少年为重点，强化教育引导、注

重权益维护、优化成长环境，逐步健全预防青少年违

法犯罪工作体系，并多次在省、市交流经验，预防试

点工作在全省省级试点（共１６个县、市、区）评估中
位列第一。将关注普遍诉求与解决个案相结合，成

立“关爱明天青少年法制教育和就业培训基地”，举

办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暨“关爱明

天”座谈会，开展１２３５５青少年服务台
进企业法制宣讲主题活动，加大青少年

维权力度。

【青年志愿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团
委继续加强青年志愿组织建设，不断创

新服务内容，引领青年参与社会管理创

新。发挥青年志愿者的积极作用，以学

习雷锋精神为主线，围绕“和谐口”、

“绿色口”、“礼仪口”等主题，开展

心理咨询、文明劝导、城市清洁、敬老互

助、植树护绿、国防教育、卫生义诊等志

愿服务活动１５０余项，３０００余名青年
志愿者参加，服务人次达到 １５万人。

全区１０支专业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分别与社区坚持
结对服务机制，将专业服务队建设和社区志愿服务

事业相结合，开展专业志愿服务活动２０余项，服务
人次１０００余人。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团委注重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深化

创先争优活动，围绕党建带团建，深入开展“喜迎十

八大　争创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选树一批集体
和个人典型，并推广“十杰青年”先进事迹，做好与

普通青年的互相引领。《凝心聚力促发展　高举团
旗建新功》、《高举团旗心向党，敢为人先树业绩》主

题简报被区迎创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刊发。完成社

区团组织换届工作，在细节上指导，环节上要求，并

按每个社区１００元的标准下拨１２６万元换届工作
经费，配发团旗、团徽等换届选举用品。换届后，新

一届的社区团组织班子素质明显提高，组织根基进

一步强化。

【团建创新】　２０１２年，口区团委继续加强各级
团组织建设创新工作，其组织覆盖和工作影响明

显增强。进一步扩大团组织在两新组织的覆盖

面，新建非公企业团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团组织２２６
家，并通过在已建非公企业中广泛开展青年分类

引导大纲转化工作，加强对企业青年的管理与联

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街道团组织格局创新工作

成果，推进街道共青团区域化工作格局，在全区１１
条街道增配和更新部分编制外副书记，街道共青

团工作力量得到增强。进一步深化学校共青团、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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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组织建设，发挥青联组织的积极作用，开展

市、区青联全区重点项目观摩交流等大型活动１０
余次，推进团的工作整体活跃。

【青年人才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团委高度重视对
青年人才的培养，并为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提供平

台。全年选出２名青年荣获第九届“武汉十大杰出
青年”和“武汉优秀青年”称号，推荐１名创业青年
喜获“２０１２年武汉十大杰出青年创业先锋”称号。
联合区委组织部举办“青年干部跨越论坛”，组织开

展“青春风华　论辩口”青年干部辩论赛和“非我
莫属　论战口”主题模拟招聘会，挖掘培养青年
人才。联合区委宣传部举办“加快转型发展　勇当
跨越先锋”全区青年干部学习研讨互动交流会，以

全区“三件大事”为主题，为青年干部提供学习、交

流、展示的平台。同时，选送１名中层干部到区重点
项目挂职锻炼。

（王　磊）

·口区妇女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妇女联合会（简称口区
妇联）全面贯彻落实市、区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区

委、区政府的中心任务，创新工作思路、转变工作方

式、提升工作内涵，实施“四大工程”（家庭文明工

程、岗位建功工程、妇女维权工程、强基固本工程），

为口跨越发展、转型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口

区妇联荣获“湖北省创先争优先进集体”、“湖北省

级家庭教育工作先进单位”、“武汉市文明单位”、

“武汉市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工作先进集体”、

“武汉市‘三八’红旗集体”、“口区创先争优先进

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七型家庭”创建】　２０１２年，口区妇联以家庭文
化建设年为契机，开通新浪和腾讯微博，建设“网上妇

联”，扩大媒体时代下妇女工作的影响力。以“幸福

口，七色花开”为主题，大力开展“学习型”、“助廉

型”、“敬老型”、“爱心型”、“平安型”、“环保型”、“创

业型”等特色家庭创建。自行设计活动Ｌｏｇｏ，成立领
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和各项管理制度，细化各项考

核指标，逐步形成一街道一品牌、一社区一特色的创

建模式。韩家街的“爱·释手”图书漂流活动，荣华街

以“提琴爱人”为核心的爱心家庭交流活动，宗关街

“寻找幸福力”环保家庭创建活动，宝丰街“携手建设

创新型幸福社区，科技支撑跨越发展”主题科普益民

行活动，长丰街围绕“三合一”整治和“城中村”改造

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汉中街的“廉政文化进家庭”助廉

型家庭创建等开展得有声有色。围绕“两型社会”建

设，项目化推进节水创建，与市节水办签订节水型小

区、家庭创建合同书，发放宣传画册３０００份，免费为
居民发放价值近２万元的水龙头等各种节水器具。
韩家墩街四新社区、汉正街旌德社区被评为武汉市节

水示范小区。口区妇联“两型”家庭创建做法在全

区“两型社会”建设工作部署会上交流，并申请为市级

创新项目。

【家庭教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妇联以武汉市建设
“文化五城”和口区开展“书香口”全民阅读活

动为契机，以“邂逅一本书，传递一份爱，让知识在

爱中传递”为主题，开展“全民阅读进家庭”暨第四

届“书香伴我行·亲子共成长”家庭读书节系列活

动。以韩家墩街四新社区、宗关街发展社区、古田街

古三社区试点开展“爱·释手”图书漂流活动，号召

每个家庭与他人分享好书。开展“十佳好爸好妈好

孩子”评选表彰、“开卷有益·点亮人生”家庭读书

乐征文比赛、“亲子共读品名篇”书香口诵赏会、

“浸润书香·幸福满屋”家庭书房故事征集、书香门

第评选等系列文化活动。自行设计下发家庭亲子读

书卡千余份，共收到家庭读书乐征文、公益幸福秀

ｐｐｔ和视频、家庭书房故事近千个。

【巾帼志愿者】　２０１２年，口区妇联以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为契机，以“爱心传递你我他，巾帼情暖千万

家”为主题，深入开展巾帼志愿者服务活动。配合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组织巾帼志愿者开展“爱我家

园、从我做起”楼道清扫、“我的家园我爱护”签名承

诺、“大手拉小手”劝导文明过马路等活动，提高家

庭成员素质，美化居住环境。发动巾帼志愿者积极

参与金凤工程、圆梦助学行动、感恩公益行、“让每

一个贫困孩子都有一本字典”等扶助行动，开展

口区特困妇女两癌普查，关爱失独家庭等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特困帮扶活动，共帮扶慰问特困、留守、

单亲独生贫困家庭、孤残、困难流动儿童、孤寡老人

２６０余人，送去各种慰问金及物资近１０万元。围绕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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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妇女在子女教育、女性健康、家庭保健、夫妻礼

仪等方面知识技能的普及与提高，举办各种公益讲

座、家教报告会，累计参训人数达２万余人次，深受
妇女群众和广大家庭的欢迎。

【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编制】　２０１２年，口区妇联发
挥区妇儿工委办的作用，在全面完成口妇女儿童

发展规划“十一五”终期评估的基础上，多次召开妇

儿工委成员单位工作会，会同教育局、卫生局、民政

局等３８家成员单位起草《口区妇女发展“十二
五”规划》和《口区儿童发展“十二五”规划》（草

案），经过反复研究、磋商、论证并数易其稿，最终形

成《“十二五”两规划》（送审稿），提交区政府常务

会讨论通过，已正式发文。在此基础上，对各项指标

进行目标分解，推动关系妇女儿童生存发展重点、难

点问题的解决。

【岗位建功】　２０１２年，口区妇联围绕全区女性群
体展示自我、渴望成才的时代要求，搭建服务平台，

鼓励她们在口经济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中发挥

“半边天”的作用。指导开发区妇委会创建巾帼创

业基地，推荐女性创业典型，推荐开发区永盛科技有

限公司为市级女性创业基地。举办口区妇女女红

作品展示会，实施“女红创业计划”。充分发挥妇联

组织在促进妇女创业就业中的独特作用，大力发展

家政服务、手工制品、网上开店等适合社区妇女创业

就业的特色项目，开展就业培训７０人次、家政服务
技能培训３０人次，新增就业岗位１５０个。积极推进
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协助为１５名女性发放小额
贷款１０５万元。在妇女中广泛开展巾帼文明岗创建
活动，在教育、金融、医疗、社区服务等窗口行业和服

务行业中，以“五亮五比五创五评”活动为载体，增

强女职工的敬业意识，提高服务水平，涌现出一大批

先进典型。湖北省“三八红旗手”董明被评为全国

道德模范，武汉市一聋校杨小玲被评为湖北省巾帼

建功标兵。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东

方红小学四年级组获评湖北省级巾帼示范岗。举办

“喜迎十八大，巾帼创新业”报告会，编印《创先争优

显身手·巾帼建功竞风流》———口地区十大女杰

风采录，充分展示口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

时代风貌。

【妇女维权】　２０１２年，口区妇联联合区综治办、

区人民法院、区司法局建立“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人

民调解工作机制”，以社区维权服务站、妇女维权合

议庭、家事法庭为依托，发挥婚姻家庭案件诉调对接

机制的作用，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

接，通过把多样化维权服务融入妇女信访代理和协

理工作中，实现妇女维权工作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

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加大妇女权

益保护的力度。召开全区平安家庭创建工作推进

会，评选表彰１００户平安家庭，大力推广万兴社区检
察官工作室。联合公检法司等部门举办“预防和制

止家庭暴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开展特殊人群帮教活动，向６００名武汉女子劳教
所在教学员赠送女性励志书籍。壮大维权干部队

伍、法律顾问组队伍、人民调解员队伍、人民陪审员

队伍、巾帼维权志愿者队伍，积极为她们开展各类法

律专业知识、调解技能与技巧、家庭心理学等内容的

培训。组织“区妇联法律顾问组”法律专家到街道

社区开展法律咨询服务活动，及时为妇女权益保护

提供源头决策、法制宣传、爱心帮教、个案维权、法律

帮助等全方位服务。

【妇联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妇联在全区妇联
系统组织开展“喜迎十八大、巾帼创新业”各项主题

实践活动，以社区换届为契机，及时编写下发《社区

妇联换届选举工作指南》，把政治素质好、责任心

强、善于沟通协调、热爱妇女儿童事业、会做群众工

作的社区干部选配为社区妇联专职干部，并对换届

后的社区妇联主席开展业务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培

训。区妇联题为《适应区域化党建格局，推进区域

化基层妇女组织体系建设》的工作经验交流材料在

市委组织部、市妇联举办的全市党建带妇建工作推

进会上进行大会发言。万兴社区“妇女之家”被评

为湖北省级示范妇女之家。区妇联机关以结对共建

工作为抓手，立足服务妇女儿童、抓好项目对接，携

手共建社区及对口村共谋发展。与结对共建的汉中

街义烈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慰问活动，为特困户送

去物资和慰问金。联系武汉市农科院水生所专家为

对口村莲藕种植提供技术咨询，组织村里留守儿童

到市科技馆参观体验，为村妇女健身操队送去室外

音箱和各类文化书籍２００余本，受到当地村民极大
欢迎。口区迎创工作领导小组４次编发简报，专
题登载区妇联的迎创工作。

（葛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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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７日，口区中小学航空、航海模型竞赛活动在江家墩小学
举行，该活动由口区教育局和区科协举办，区青少年科技电教站具体承办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口
区科协）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紧密围绕区委、区

政府的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充分发

挥科技先导作用，积极开展科普活动、科技益民项

目、科普资源共建共享、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人

才建设工作等活动，组织发动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推

动口跨越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科普主题活动】　２０１２年６月，武汉市暨口区节
能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口举办。启动仪式上，

口区科协积极参与，特邀请武汉市科协科普大篷车到

活动现场开展宣传节水知识等科普活动项目，并为参

与活动的居民免费发放宣传手册百余份，耐心解答群

众的问题。节能宣传周期间，口区科协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营造宣传氛围，大力倡导节能低碳生活方式

和消费模式，引导公众科学消费、绿色消费，进一步提

高市民“两型”意识。口区环保学会积极组织参与

科技周活动，并配合行政部门筹备、开展“六五”世界

环保日科普宣教活动。９月１７日晚，口区科协联
合区文体局、宗关街办事处，在荣膺“江城十大最美社

区”称号之一的宗关街发展社区，举办“２０１２年口
区‘全国科普日’启动仪式暨‘文化惠民’科普文艺晚

会”，湖北省、武汉市科协领导莅临现场并与辖区５００
余居民一起观看整场晚会。此次晚会紧

紧围绕“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主题，旨

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按照２０１２年地方科协科普工作和
省、市科协科普工作会议精神，全区以此

活动为纽带，将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与“科

学发展、辉煌成就”主题教育活动相结

合，探索新兴科普形式，加大科普创作和

传播工作力度，宣传科技成就、学习科技

典范、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思想，宣

讲党的伟大成就，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

开营造良好氛围。９月１０日，口区科
协和武汉市食药监局口分局联合开展

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巡展活动，旨在深入贯彻《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食
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加大食
品安全科普宣传工作力度，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巡展深入到全区７个街道６２个社区，受益群众１０万
余人。

【“科技周”和“科普日”活动】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日
至２６日，口区科协紧紧围绕“健康安全科普益民
携手建设创新型口”这一主题，组织举办“２０１２年
口区科技活动周”，并制定《口区科协系统实施

２０１２年科技周活动方案》，编发《２０１２年口区“科
技周”活动指南》。活动期间，开展有实施培养、提

高青少年科技创新的活动、科普助推幸福社区建设

的益民活动、组织辖区公众进基地体验科技创新成

果、组织开展促进创新创造工作主题的活动和组织

集中式现场科技咨询科普宣传等五大系列近４０项
科普“大餐”。共举办科普讲座３０场，听众３０００余
人；科普展览、演练４７次，观众６０００余人。制作并
发放《健康每一天》ＣＤ光盘，等集《健康６６条》、《养
成良好的用药习惯》、《饮食安全宣传手册》、《警惕

家装污染》、《膳食平衡》、《冬日隐形杀手———煤气

中毒》和《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烟草》等科普读本

或册页２万余份赠予基层科协，发放科普挂图１８００
余张。制作科普展板２３块，组织巡展３４处，受益人
群６５万余人。组织大型活动２场，参加的科技工
作者、科普志愿者 １０００余人，参与群众 １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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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组织科普教育基地参观４次，参与群众３００余
人。组织青少年科技小制作比赛等科技活动 ２场
次，参加青少年２５００余人。９月，口区科协围绕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工作主题及“食品安

全与公众健康”的活动主题，开展丰富多样的群众

性科普活动。共举办大型报告会１场，听众５８０余
人；大型活动２次，参与群众近４０００人；科普讲座、
研讨会１６场，听众２０００余人；科普展览、观测２０余
次，观众３０００余人。组织科普场馆参观３次，参与
群众近２０００人；科普竞赛 ３次，参与群众 ２００余
人；街头宣传、签名承诺活动８次，受益人群３０００
余人。制作科普展板４０块，组织巡展３２处，受益人
群１０万余人。编印并发放科普宣传手册、资料１５
万余份，发放科普挂图１２６０张。

【社区科普】　２０１２年，口区科协按照国家、省、市
相继出台的“十二五”时期《科学素质行动纲要》实施

方案，认真科学谋划，积极开展调研和试点，大力推进

益民项目实施工作。着力推进实施社区居民科学素

质建设。口区科协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主动联合

区妇联、区民政局，印发《关于印发〈口区“百万市

民学科学———科普助推幸福社区行动计划（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年）”实施方案〉的通知》。确定全区以社区为重
点，以科普为手段，以益民、增加居民幸福感为目的，

通过奖补、表彰的方式，奖励补助科普益民示范社区、

科普助推幸福社区的创新活动案例和优秀科普志愿

者，表彰先进社区科普共建单位，推动社区科普深入

开展，提升社区居民的科学素质，促进和谐文明社区

建设。同时，明确提高社区居民科学素质工作的具体

任务，即依托全民科学素质领导小组工作平台，发挥

综合协调服务作用；联合相关部门，将实施社区居民

科学素质行动计划与打造“幸福”、“两型”等社区工

作结合；积极制定并落实相应工作机制，如经费保障

机制，辖区科普教育基地和广大科普志愿者参与机制

等，推动社区科普益民项目实施。支持鼓励基层申报

各类社区科普益民项目。针对全区“科普助推幸福社

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坚持“五抓”，即明确目标抓

项目，找准难点抓薄弱，制定方案抓推进，打造品牌抓

细节，完善制度抓机制等。全年先后组织１１个街道
科协申报１９个社区创优秀科普益民示范社区、６项
特色科普活动案例、１２名优秀科普志愿者和１０家科
普先进社区共建单位，区科协均将上述申报纳入各个

项目库跟踪培植，并按项目实际运行情况，积极向上

级科协组织给予推荐。积极协助宝丰街祥和社区科

普站申报２０１２年中国科协和华硕集团共建的“华硕
科普图书室”科普支助项目。该项目是对２０１１年度
祥和社区试点湖北省“社区科普益民计划”试点项目，

即宝丰街“社区健康科普讲坛”活动的奖励和补贴。５
月至６月，区科协按省科协精神，推荐申报宗关街发
展社区为“湖北省科普示范社区”并获批准，此后又进

一步推荐申报全国科普益民示范社区。

【为科技人员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科协坚持竭诚
服务于科技工作者，充分发挥其智力资源优势，开展

各种形式的科技服务，取得良好成效，有力促进了全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春节前夕，区科协负责人深入

武汉血液中心、中铁大桥局桥梁科研院、武汉市第二

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等辖区科研院所、民营企业，走

访、慰问科技人员代表，将党和政府对科技工作者的

关怀带给他们，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科协“家”的温

暖。２月１９日，区科协负责人陪同区政协主席国洪
河、副区长程宏刚来到海军工程大学，看望并慰问了

辖区科技人员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２０１０年度
全国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马伟明教授。４月，按照
《关于开展第三届武汉青年科技奖评选表彰工作的

通知》文件要求，区科协积极与区委组织部、人力资

源局和科技局进行会商，对全区符合条件的科技人

员进行筛选，最终确定推荐汤炼总经理和胡钢亮总

工程师作为全区参评市第三届武汉科技奖人才候选

人。５月３日，区科协领导到武汉晨晟防伪科技有
限公司和武汉市建工科研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实地

考察拟推荐第三届武汉科技奖人才候选人汤炼和胡

钢亮。６月下旬，区科协组织辖区内科技工作者赴
外地疗养，此次疗养的对象涵盖企业科技工作者、医

疗卫生单位的科普工作者、街道等基层科普工作者。

６月１４日，区科协组织武汉材保所防锈室主任罗永
秀研究员、武汉工业学院机械系汤卫真教授等两位

专家深入孚曼机械公司开展技术咨询服务活动。专

家们实地考察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并与企业负责人

详细探讨企业生产过程中所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和合

作项目。全年区科协加大走访企业的力度，通过各

种途径了解辖区企业科技需求，积极与大专院校、科

研院所联系，为企业牵线搭桥，帮助更多企业解决产

品研发、工艺改造和技术攻关等方面的困难，发挥好

科技工作者之家服务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作用。

（张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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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负负责责责人人人名名名单单单
（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中共口区委员会

中共口区第十一届常务委员会

书　记：王太晖
副书记：景新华　刘　洁（女）

刘红鸣（２０１２年９月任职）
常　委：刘红鸣　周付民　严学彬　余力军（女）

许以华　姚中阳　彭前旭　潘利国
区委办公室

主　任：许以华
副主任：王发龙　姜文舫（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任职）

谈宇贤　李　斌　夏　天
区委区政府政策研究室

主　任：李　斌
副主任：崔　翼
区委区政府督查室

主　任：张　兵
区国家保密局

局　长：刘　剑
中共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新一届常务委员会

书　记：余力军（女）
副书记：王明星　鲁志扬
常　委：鲁志扬　陈　明　舒　浩　李卫东

金拥军（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监察局

局　长：王明星
副局长：陈　明　柴厚杰
区纪委办公室

主　任：舒　浩
区纪委审理室

主　任：陆智勇
区纪委信访室

主　任：肖　岚（女）　程　煜（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纪委党风室

主　任：金拥军（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纪委教育室

主　任：雷志锋
区纪委检查室

主　任：李卫东
区纪委执法室

主　任：李章友　肖　岚（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纪委纠风室

主　任：李德志　齐　蔚（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纪委行政投诉中心

主　任：王明星
副主任：齐　蔚（女）　李德志（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治庸问责办公室

主　任：李德志
区委组织部

部　长：彭前旭
副部长：吴铁娃　杨小莉（女）
区绩效管理和干部考评工作办公室

主　任：杨小莉（女）
副主任：陈　蓓（女）
区委宣传部

部　长：潘利国
副部长：吴双墩　陈汉忠　杨　丽（女）
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陈汉忠
副主任：王亚楠（女）　廖　飞（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杨姝颖（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部　长：余力军（女）
副部长：李汉生　杨良义　袁海元　肖　波

曾宪涛　刘　军（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　任：袁海元　刘　军（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委政法委员会

书　记：严学彬
副书记：纪跃辉　谢晓凤（女）　余镇平　胡胜平
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纪跃辉
副主任：黄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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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维护稳定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余镇平
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王崇训
副书记：吴丽华（女）　张全润

吴　燕（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陈志高（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任职）

区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张汉桥　李志安（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党史办副主任：罗　兵
地方志办副主任：肖　莉（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刘建青
副主任：吴　燕（女）

修顺玲（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老干部工作局

党组书记、局长：邹清彪

副局长：张顺林　廖桃存
区委党校

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江志明

副校长：李仁惠　戴定凯（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　任：冯群翔
副主任：邹蔚原　施德华　刘国利　肖永红

鲍春峰　余雅明（女）
区人大办公室

主　任：周学著
副主任：王朝晖

区人大代表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

主　任：杨志华
区人大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主　任：石和江
区人大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　任：徐世东
区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　任：李晓阳
副主任：刘国伟

区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主　任：薛铁章
副主任：闫福桓

口区人民政府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政府

区　长：景新华
副区长：刘红鸣　周付民　程宏刚　张勇强

刘传（女）　徐　刚（２０１２年９月挂职）
区政府办公室

主　任：徐盛敏
副主任：张佑红　刘　军（女）　叶奇超　操俊峰

姚碧波　高　雷　范　宁　熊芳俐（女）
张　晋　李若飞　崔　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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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叶奇超
副主任：陈卫国（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政府总值班室

主　任：熊芳俐（女）
区政府法制办公室

副主任：邱华威（女）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张佑红

副局长：程光明　杨　清（女）
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于　峰　詹学明（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副主任：杨金喜　肖名实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　任：胡立武
副主任：周剑华　吴志国　李　勇

曾籦珉（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刘　燕（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副主任：曾籦珉

区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

副主任：詹文萍（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６９·

···口口口年年年鉴鉴鉴···



区物价局

局　长：吴志国
副局长：张晓虹（女）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中小企业发展局）

党委书记：陈义光

局　长：万艳红（女）
副书记、纪委书记：徐金祥

副局长：何　定　张爱明　夏　新
宋小涛（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口经济开发区

书　记：吴晓娟（女）
主　任：周剑华（２０１２年３月任职）
副主任：可　巍　吴　勇

韩俊峰（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教育局

党委书记：靳远涛

局　长：郑学军
党委副书记：袁　玲（女）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宋建华

副局长：胡振双　王　琼（女）
华锦山（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华锦山

李声浩（２０１２年８月任职）
工会主席：郭金平

区科学技术局

党组书记、局长：罗　威
副局长：田莉莉（女）　胡正举
区民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徐春林

副局长：宋诗武　张兰英（女）　马　任
区财政局（国资办）

党组书记、财政局长、国资办主任：李昌华

财政局副局长：李之东（女）　胡祖刚　万惠龙
国资办副主任：刘文杰（女）

区人力资源局

党委书记：李和平　郭　军（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局长：郭　军（女）
副书记、纪委书记：潘武洁（女）

副局长：李运同　张　虎　何　博
彭长征（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口社会保险管理处

党支部书记、处长：柳建芬（女）

陈　晖（女，２０１２年５月任职）
副处长：陈　晖（女）　朱绍儒

易　斌（２０１２年５月任职）
口国土规划分局

党组书记、局长：刘益德

副局长：房德龙　朱明乔
纪检组长：钟卫东

区建设局

党委书记：曾祥福

局　长：张　彬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章颂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副局长：江　兴　蒋昌洪

黄文伟（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环境保护局

党组书记、局长：何中波

副局长：邓先锋　夏桂芳（女）
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邹仕芳

副局长：夏　明　喻友峰
纪检组长：程　崴
区园林局

党委书记：何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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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民防办公室

主　任：吴小国
副主任：胡爱清　项　琳（女）
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徐　岗
副主任：江世红　张　智（女）　程　骏　岳　峰

曲红亮（２０１２年８月任职）
区建筑管理站

站　长：黄文伟
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党委书记：章加勇

党委副书记、局长：张启发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张年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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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杨其红　丁元清　戴淑珍（女）　唐颂华
张　波

区交通局

党委书记：康小汉

党委副书记、局长：陈志高

蒋昌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任职）
副书记、纪委书记：周结明

舒保祥（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副局长：张君英（女）　王爱书
区水务局（区防汛抗旱办）

党委书记：朱波夫　郑志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局长（主任）：郑志平　江世红（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副局长（副主任）：徐清华　黄来生

杨其红（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纪委书记：徐勤忠

总工程师：张　宁（女）
区商务和旅游局

党委书记：谢冠昌

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邦雄

副局长：谢芳敏（女）

区招商局

党组书记、局长：吴　兵（女）
副局长：王　凯
区文化体育局〔区新闻出版（版权）局〕

党组书记、局长：杨　斌
纪检组长、副局长：高　萍（女）
副局长：王干武

彭　菁（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卫生局

党委书记：易文斌

局　长：李　斌
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潘跃林

副局长：肖重九　李　坚（女）
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张　泉（女）
副主任：童　翔

成亚平（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审计局

局　长：姜　雯（女）
副局长：鄂德福　黄维松

刘运华（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毕成国

局　长：雷泽民
副局长：柳四元

区统计局

局　长：易　鹏
副局长：崔　侠（女）　佘德孝
区信访局

局　长：王发龙
副局长：陈才建　付敢华　张春生

刘连生（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市广播影视局（武汉广播电视总台）口管理处

处　长：黄新祥
副处长：杨望明　徐　力
区档案局（馆）

局（馆）长：王红坚

副局（馆）长：汪英玲（女）

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李　为
副主任：杜　丽（女）
区国家税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黄罗俊

副局长：刘效模　严国生　张晓波　李学宁
纪检组长：闻心昌

总经济师：贺启绍

总会计师：陈幼文

区地方税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丁建华

副局长：周东泉　郭　力　李日鸿
总会计师：陈　怡
纪检组长：张文侠

口工商分局

局　长：葛建桥
副局长：潘景文　涂水广　聂世海　孔庆娟（女）
口质监分局

局　长：付　民　李鹏杰（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任职）
副局长：张平安　叶智刚
口食药监分局

党组书记：李永进

·８９·

···口口口年年年鉴鉴鉴···



局　长：艾　力
副局长、纪检组长：张玉红（女）

程福斌（２０１２年４月任职）
副局长：程福斌　张德群（２０１２年４月任职）

政协武汉市口区委员会

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

主　席：国洪河
副主席：田超英　丁新超　荣　建　郭建敏（女）

李　光（兼职）
秘书长：李祖群

区政协办公室

主　任：李祖群
副主任：罗红艳（女）

区政协提案委员会

主　任：黄天安
区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

主　任：王克耀
区政协社会法制与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主　任：陈启勇
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主　任：章颂平　朱波夫（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区政协民族宗教与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

主　任：张菊芳（女）

口区人民武装、司法机构

区人民武装部

部　长：邓四海
政治委员：姚中阳

副部长：邓先兵

口公安分局

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曾宪民

局　长：付志平
副局长：高明德　姚　昕　周关夏　罗　军

陈　光
纪委书记：石学宏（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任职）
政治处主任：王洪涛

区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江巧云（女）

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王英杰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王英杰　刘　明
李耿东（女）　孟汉民（２０１２年４月任职）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邹志祥

党组成员、反贪局局长：孟汉民

张　伟（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任职）
区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李　军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梁述桥

副院长：陈鸿翔　彭文华　沈革非
纪检组长：李传正　陈平安（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政治处主任：陶丽蓉（女）

区司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余钢益

副局长：张传武　程蔚隽（女）　杨富华
纪检组长：向德潮

政治警务处主任：胡学勤

普法办主任：杨和平

口交通大队

政治委员：王尚云

大队长：叶汉文

副大队长：董书明　罗明杰　宋　健
副政治委员：谭文革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刘　莉（女）
副主委：程煜方　吴云鹏

高正浩（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任职）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程宏刚
副主委：张　宁　王干武　余水平　柯　春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主　委：李　光
副主委：张　智（女）　杨莉华（女）　王建普

万　春（女）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郭建敏（女）
副主委：胡祖刚　张　莉（女）　夏　新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马亚兰（女）
副主委：彭绍蓉（女）　柴厚杰　彭晓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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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漪（女）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王　丹（女）
副主委：陈素华（女）　陈　辉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张三平
副主委；胡晓华　蔡　伟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区支部

主　委：吴明华（女）
副主委：邓爱丽（女）

区工商业联合会

党组书记：曾宪涛

主　席：刘国利
第一副主席：杨良义

专职副主席：潘　坦

人民团体

区总工会

主　席：许以华
刘红鸣（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任职）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兴建

副主席：程华桥　龚经昌
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赵　多（女）
共青团区委

书　记：孙　嘉（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副书记：孙　嘉（女）

孙照勇（２０１２年１月挂职）
区妇女联合会

主　席：潘　璇（女）
副主席：刘　纯（女）　林　琳（女）
区科学技术协会

党组书记：周　巍
主　席：李　光
副主席：胡永江

区残疾人联合会

理事长：周　华
副理事长：匡　明

街道（办事处）

易家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谢建斌

主　任：肖家华
副书记：李毅宏　金志兵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舒保祥

何　定（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副主任：王道勤　方海霞（女）　杨恒毅

韩洪革（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张　杰（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付　怡（女，２０１２年８月任职）

武装部长：杨建斌

古田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宫志中
主　任：鲁翠玲（女）
副书记：詹学明

秦自春（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副书记、政法书记：李书荣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金拥军

肖宇翔（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副主任：刘新明　秦自春　肖　莉（女）

李咸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陈　颖（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余良浩（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陈汉君（挂职）

武装部长：余良浩

长丰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尹天兵
主　任：吉广心
副书记：刘　军　童　伟（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王朝晖（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徐启平

副主任：张兴明　夏宽仲　张良先　周　栋（挂职）
张　慎（女）　童　伟
边　彤（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高万兵（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武装部长：袁文军

韩家墩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邹慧来
主　任：蔡先成
副书记：王汉滨

政法副书记：王会显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崔晓勇

副主任：王德义　梁莉萍（女）　熊建明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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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景浩（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李水杰
武装部长：朱建军

宗关街党工委、办事处

工委书记：陈洪波

主　任：胡　俊
副书记：吴　红（女）　汪　涛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刘进才

副主任：刘书廷　刘　侠　袁兆东　涂干平
吴　燕（女，挂职）　廖　飞
彭传高（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孙毅明（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武装部长：李　钢
汉水桥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雷艳国
主　任：周呈斌
副书记：修顺玲（女）　乐智敏

张　虎（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徐建平

副主任：谢水法　彭　平　叶义祥　郭永忠
汪　翔　何禧彤（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姚光琴（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武装部长：许　凌
宝丰街党工委、办事处

工委书记：肖军生

主　任：叶　青（女）
工委副书记：李志安　陈华勇

张良先（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李建林

副主任：易铭汛　刘　燕（女）　肖坤才
王亚楠（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张　伟（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武装部长：张　伟（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荣华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刘自玮
主　任：陈　涛
副书记：徐　彬（女）　赵平祥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汪共良

副主任：闫本华　曲红亮　李运明　李　林
张　燕（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武装部长：蔡建中

汉中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刘友元
主　任：赵宏亮
副书记：张木清　周西高　徐　锋　刘　倬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桂建华

副主任：王祝生　么满生　杨丽君（女）　宋晓林
袁宏玲（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武装部长：赵云峰

六角亭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雷汉平
主　任：严　栓
副书记：许建新　黄卫国　张　进（女）
纪工委书记：黄卫国

副主任：陈小章　梁新红（女，挂职）
梁卫华（女）　吴志顺　马　勇　曾惠兴　
秦文华　关晨曦（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武装部长：罗　俊（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汉正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姜文舫
主　任：胡亚非
副书记：黄瑞跃　王　纯（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罗辉华

副主任：李光明　吕新忠　王　纯（女）　阮小满
李洪新　吴章发　鲁　速　赖　辉
范奇志（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周　玲（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职）

武装部长：佟玉方

区属企事业单位

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　岗
总经理：张　智（女）
副总经理：郭家龙

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陈玉琳

总经理：胡　亮
副书记：张崇明

副总经理：梁建国　张培民　陈正尘　陈汉宝
黎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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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司法　武装民


防

政政政 法法法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共口区委政法委员会（简称
口区委政法委），以贯彻全国、省、市政法工作会

议精神为主线，自觉服务口“转型发展、跨越发

展”大局，扎实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

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深入开展严打整治、

平安创建、服务企业、十八大安保工作，全面加强政

法队伍建设，为口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谐稳定和民

主法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２０１２年，口区委政
法委被授予“全市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活动先进

工作组”、“全市维护稳定工作先进集体”、“全市社

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优胜单位”、“全市社会综合管

理与服务网格化建设先进单位”、“全市护路护线联

防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政法委认
真落实上级维稳决策，积极开展矛盾排查化解，与全

区各责任单位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取得了党的十八

大、全国以及省、市“两会”、省第十次党代会和涉日

维稳相关工作的好成绩，确保口区的和谐稳定大

局。注重源头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口区委政法

委积极探索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街

道和区直相关部门均明确责任领导与不稳定因素源

头排查方案。对出现不稳定因素风险的单位和个

人，口区委政法委直接跟踪督办，指导涉事单位全

面完善和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坚决杜绝“不评估”、

“评估搞形式主义”现象，对重大事项没有进行风险

评估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坚决予以追责。全年口

区委政法委共完成工业学院片、葛洲坝扩大片等８

项目风险评估，成功处置多起不稳定事件。化解社

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口区委政法委积极联合

区信访局将全区的信访积案按照管理单位分类梳

理，明确责任单位、协助单位、化解时限。各区委常

委主动担任牵头人，全程推进领导包案化解信访积

案事项的开展。充分利用全区成熟的“大调解”网

络，积极开展涉法涉诉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解决

多家企业在拆迁、改制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问题，

合理、合法处置６３起的群体性事件，工作经验分别
在省、市相关会议上作交流，并被市委专报刊载。警

惕敏感时期，主动沟通协调。结合全区实际，制定省

党代会以及党的十八大期间信访维稳工作方案。区

“四大家”领导除每天轮流到接访中心接访外，对重

要信访问题和重点对象采取增加接访次数、主动约

访和带案下访等措施，进行面对面接谈。在日本政

府非法实施钓鱼岛国有化后，为防止口地区的居

民，特别是高校学生被不法分子利用，区委政法委在

支持群众表达爱国热情的同时积极做好防范工作，

并联合高校、社区建立维稳协调工作机制，将沟通规

范化、常态化。制定考核办法，保证全力履职。区委

政法委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与“谁主管，谁负

责”和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的原则，制定《２０１２
年度口区维护稳定绩效工作目标考评实施办

法》，把社会稳定工作纳入全区绩效考核体系。坚

持严格落实目标管理和问责追究，严格实行通报、约

谈和绩效“一票否决”等制度，坚决防止因责任不落

实、工作不到位，导致发生进京非正常上访，进而保

证矛盾不上交，确保口地区的和谐稳定。

【开展平安创建】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政法委积极
开展平安城区创建活动，不断强化对重点地区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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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日，口区政法维稳暨信访工作会议在口会议中心召开

合治理工作。紧盯治安热点问题，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密切掌握社会治安动

向，并紧盯群众反映的热点、新闻舆论

关注的焦点问题，加大打击、查处、管理

工作力度，先后组织开展收缴管制刀

具、娱乐场所、网吧、旅店、铁路沿线等

专项整治行动。全年共破获刑事案件

３０３７起，强制隔离戒毒７６３人、抓获逃
犯２７９名、查处治安案件１３０５９起，查处
违规经营 ２５起，查处无证网吧 ２７家，
排查化解涉铁矛盾纠纷１１起，排查整
改安全隐患４处。组织平安宣传，提升
群众满意度。全年共制作近百块平安

宣传展板进行巡展，印制发放３万份《致广大居民
的一封信》，定期到社区报告工作、通报警情、宣传

法治进程，保障群众知情权。全区“平安家庭”创建

率达９０％，其中省、市级平安家庭示范社区３０个，
万兴社区、丰竹园社区被评为“全国平安家庭创建

活动示范社区”。在全市安全感、满意度测评中，

口区分别排名全市第三和第二。全市综治工作年度

考评中，口区被评为优胜单位。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政法委坚
持“民生优先、服务优先、基层优先”原则，不断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推行网格化建设，完成建立

区、街、社区、网格四级联动的综合信息网络，并与市

级平台成功对接。科学合理划分网格，组建服务队

伍。在网格划分中坚持现有行政区划不变的前提

下，以社区为单位，综合考虑房屋楼栋构成差异、人

口密度以及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混居等因素，按

“３００户、８００人、无缝隙、不重叠、全覆盖、不跨社
区、工作量均等”原则将全区科学划分为８７３个网
格。按照“一格一员”的要求，全区每个网格落实１
名网格管理员。全区共确定网格管理员８７３名，社
区综合专干２１７名。同时，采取对各街分别授课的
形式，进行全区网格管理员、综合专干轮训，提高专

业水平。建立网格化系统，开展网格化试点。坚持

整合资源、统一规划，市区共建、以区为主，规范运

作、分级管理的原则，建立市、区、街道、社区、网格

“五级联动”的社会综合管理与服务数字化信息系

统。７月底，在宗关街发展社区、宗关社区、古田街

汉口春天社区、荣华街中山社区４个社区开展社会
综合管理与服务网格化建设试点，其信息采集录入

工作全部完成。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武汉市委书

记阮成发先后亲临发展社区视察，并予以充分肯定。

【服务企业】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政法委在广泛征
求政法机关与企业的意见后，出台《全区政法机关

贯彻落实“服务企业六项措施”实施意见》。全年

组织政法机关开展服务企业活动，帮助企业解决

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危害市场秩序，影

响企业发展的金融诈骗、非法经营、假冒注册商

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案件严厉查处，共破获此

类案件１３４件，其中包括２０吨伪劣食盐销售案及
涉案金额高达２８亿元的网络传销案。全力服务
全区“三件大事”，对影响项目进程的刑事犯罪案

件优先受理、及时审结。完善涉企案件办理机制，

及时发放司法建议函、检察建议函，帮助企业建章

立制，健康运行。

【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政法委积
极开展多种形式的队伍建设活动，培育“忠诚、为

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开展政治理

论、业务知识大培训、大练兵，切实提升执法能力。

通过组织“严肃查处执法不公和为黑恶势力充当

‘保护伞’活动”，查找廉政风险点，全面提升拒腐防

变能力。通过践行“万名干部普法行”活动，密切党

群关系、干群关系，提升队伍群众工作能力。

（肖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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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公　　　　　　安安安

　　２０１２年８月７日，武汉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赵飞，先后到宗关街发展
社区、汉水桥街汉水桥社区、宝丰街航邮社区调研指导社区警务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武汉市公安局口区分局（简称
口公安分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精神为

总领，根据武汉市公安局“提升能力，勇创一流”的

总体要求，以“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

意”为目标，坚持用信息化推进警务机制改革，用执

法规范化推进队伍素质能力提升，切实履行第一责

任，圆满完成十八大和省、市党代会以及“两会”安

保任务，实现了“破案倍增”、突出治安问题得到有

效整治、全区治安大局平稳、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明

显增强的工作目标。２０１２年，口公安分局在各新
闻媒体上播发新闻稿件２００余篇（条），其中国家级
６篇（条）。

【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２０１２年，口公安分局以维
护社会稳定为首要责任，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圆满完

成全年维稳工作。加强情报信息工作，着力将矛盾

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年成功化解各类不安定因素

２６５起，妥善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１１５起。圆满完
成十八大安保维稳工作，省、市党代会和“两会”、涉

日维稳等重点安保工作。破获一批“法轮功”案件，

捣毁窝点３处，收缴各类反宣传品８０００余份。进
一步规范群体性事件处置程序，共处置聚集、集体上

访５３次，处置堵门堵路等各类群体性事件１１５起，
成功处置非正常死亡引起的不安定因

素１７９起。认真开展涉法信访问题化
解攻坚，全年累计办结群众信访件６２１
件，办结率达到９６３％，共受理市长专
线转办件９３４件，全部按时办结回复。

【案件侦破】　２０１２年，口公安分局
以“破案倍增”工作理念贯穿全局，不断

加大打击力度，始终保持对各类违法犯

罪的高压态势。切实增强破案打击工

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持续开

展各类专项集中行动，先后开展“破案

会战”、“破小案保民安”、“打抢反盗防

骗”、“平安行动”等一系列专项行动，实

行“重点案件督办”、“伤害案件通报”

等一系列制度，有力地打击各类刑事犯

罪活动。全年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４０９３起；破获命案１２起，打掉黑恶犯罪团伙５个；
破获毒品罪案 ２７５起；刑事拘留各类犯罪嫌疑人
１５４１名；相继破获古田三路麦德龙“８·７”绑架抢劫
等一批有影响的案件，获得省、市相关单位的高度评

价。同时也积极关注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小案”，保

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全年共刑事拘留、行政拘留

盗抢等侵财违法犯罪嫌疑人７５３名。

【治安整治专项行动】　２０１２年，口公安分局密切
关注社会治安动向，紧盯群众反映、关心的“赌毒

黄”热点问题、新闻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加大打

击、查处力度。先后组织开展打击赌博集中行动、收

缴管制刀具、娱乐场所、网吧、旅店等专项整治行动，

积极消除社会治安隐患，形成浓厚整治氛围。全年

共查处各类治安案件１５４７２起，其中查处“赌毒黄”
案件２３５８起；共行政拘留各类违法人员３６９６名，
其中行政拘留“赌毒黄”人员３２９８名；共强制隔离
戒毒人员８７１名。全区“赌毒黄”警情比上年下降
２７８％，“毒赌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

【打击经济犯罪】　２０１２年，口公安分局为确保
全面完成严打经济犯罪“破案会战”工作目标，在

前期落后的情况下，加强调度、全警动员、打破常

规、全力以赴，落实经济案件分局、专队、大队、派

出所二级侦办机制，实行“每日一调度、每周一讲

评”等一系列有力举措，制定针对药品、食品、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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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建材、电子、服装、茶叶等行业分阶段开展集群

战役等一系列有效工作措施，并加强与区检察、法

院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取得明显效果。行动期间，

口公安分局共抓获经济类犯罪嫌疑人 ８９１名，
严打经济犯罪“破案会战”工作成绩在全市排名前

列。全年共破获各类经济案件 １９１起，刑事拘留
犯罪嫌疑人９６５名，涉案价值５４５６８９万元，为国
家挽回经济损失３０９７７５万元。

【禁毒案件侦破】　２０１２年，口公安分局始终将
“破大案、打网络、抓毒枭”与“打零包”工作相结合，

采取加强抑制毒化学品管理、打击“外流贩毒”、组

织集中收戒行动等多种手段，严厉打击涉毒违法犯

罪活动。全年全局共破获毒品罪案２７５起、收缴毒
品２７千克、刑事拘留涉毒犯罪嫌疑人２９４名、送强
制戒毒８７１名、行政拘留涉毒人员１４４９名，相继破
获一批造毒、非法买卖制毒、跨地域运输贩毒等重特

大案件。

【巡逻防控】　２０１２年，口公安分局在实行动态巡
控工作的基础上，根据警务机制改革统一部署，全区

建立了４个警务综合服务站并投入使用，实现多警
种联动的社会面巡逻防控机制，全区社会面见警率、

１１０接处警反应能力、现行抓获率明显提升，社会治
安管控能力、交通管理能力和为民服务能力明显加

强。人民公安报、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

武汉晚报等多家媒体到分局采访、报道动态巡控和

警务服务站的工作。

【推进社区警务】　２０１２年，口公安分局根据市公
安局警务机制改革的要求，广泛进行动员，引导警力

沉到社区，不断壮大社区民警队伍，充实增加社区民

警８０人，全区社区民警总数达到３１９人，占派出所
总警力的４１３％。结合“一网考”工作，对社区民警
实行单列考核，实行弹性工作制，依托“警务报备”

等系统，引导社区民警开展走访服务群众、掌握社区

民情、化解治安纠纷、管理实有人口、采录更新信息、

提供破案线索等基础工作。

【道路交通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公安分局全力开展
“保安全，促畅通”行动，针对窗口地区交通秩序问

题、违法停车问题、“麻木”“摩的”非法营运问题等

重点问题，开展多警种联合执法集中行动，不断加大

整治力度，进一步提升交通安全管理水平。全年辖

区堵塞报警、交通事故分别比上年下降 １７２％和
１８３％，重大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零增长，在籍机动车
重大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比上年下降１４２％，重大交
通事故肇事逃逸案件侦破率达１００％。同时抓好精
细化管理、重点整治和宣传教育三结合，实现全区交

通秩序更有序、交通更畅通、防范更有力。全年共纠

处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３万余起，处罚机动
车违法行为７０余万起，拘留４５人。大力整改违法
停车、“麻木”、“摩的”非法营运问题，共处罚违停

１２６６万起，纠处“三类车”违法行为１３万余起，收
扣“三类车”７１５２辆，行政拘留违法行为人 ４５名。
深入推进汉正街禁货工作，整合各部门、各警种组成

联合执法专班，设立 ６处禁货卡点，共劝返货车
１３７万台，处罚货车闯禁行线４８８６起。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公安分局注重组织学习
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展“四访三评两查改”开展练兵

比武等活动，结合从严奖惩、从优待警、提高全警素

质能力，不断加强队伍建设，促进队伍凝聚力和战斗

力。全年共制发《局长嘉奖令》和《通报表扬》４９
期，８４个次基层单位和 ３３３人次受到分局表彰。
２０１２年，口公安分局 ５次受到市公安局通令嘉
奖，全局有１个基层单位荣立集体三等功，３个基层
单位获集体嘉奖，民警有２７人（次）荣立个人二、三
等功，１８８人（次）受到嘉奖。

【汉正街地区消防网格化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公
安分局针对汉正街地区人口稠密、市场物业产权

分散、人口流动性大、防火基础薄弱、群众消防意

识淡薄、火灾隐患较多的特殊情况，创新消防安全

管理模式，按照以“道路为界、区域相近”的原则，

将汉正街地区划分为１３个网格，实行街道、社区、
楼宇、门栋四级网格化管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责任到人，将安全责任与家庭幸福、个人前途紧密

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人人讲安全，个个抓消防的目

的。口公安分局建立完善的消防网格体系，实

现消防管理全覆盖；分工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形

成执法监管合力；不断壮大丰富消防队伍，做到人

人都是安全员。各网格以社区保安、联防队员、社

区群干、消防志愿者为依托，在每个社区建立一支

不少于２０人的骨干消防队伍，定期进行消防知识
培训，让他们２４小时巡逻在网格中。在居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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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传安全知识，社区广播利用早、中、晚的时间

滚动播出安全知识，形成一支消防宣传、防控火

灾、扑灭初期火灾和疏散的中坚力量，形成人人关

注消防安全，人人宣传消防知识，极大地提高“四

个基础”建设水平。口公安分局消防网格化管

理模式受到公安部和湖北省公安厅好评及推介。

【破获“８·７”持刀绑架抢劫案】　２０１２年８月７日
晚２２时４０分许，口公安分局接１１０报警，受害人
黄某（女，５３岁，武汉某大学教师）报警称其在古田
四路麦德龙门口被２名男子尾随至轿车内抢劫。经
现场勘验及调查，认定此案是一起有预谋，针对单独

驾车女性的抢劫案件。口公安分局随即组成专

班，开展侦查工作，武汉市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请

刑侦局、视频支队、网监处等相关单位协助侦破。工

作专班一方面组织力量开展走访调查，寻找目击证

人；另一方面细致勘查现场，提取现场遗留的细微痕

迹物证。经调查走访，缜密侦查，充分掌握了犯罪嫌

疑人的体貌特征和活动轨迹。通过８个小时的艰苦
守候和细致排查，专班民警于１１日上午７时在东西
湖二雅路某小区 Ｃ栋将犯罪嫌疑人高某抓获。经
审讯，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８月上旬，两人因贪图钱
财约定绑架抢劫单独驾车女性。８月７日晚，两名
犯罪嫌疑人准备好作案工具，等受害人从古田四路

麦德龙超市购物出来后，在超市停车场实施了绑架

抢劫的犯罪行为。至此，“８·７”持刀绑架抢劫案成
功告破。

（甘志红）

检检检　　　　　　察察察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以科学发
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认真贯彻三级

检察长会议精神，坚持“政治建检、业务立检、素质

兴检、文化育检、科技强检”的工作思路，忠实履行

职责，检察工作取得新的发展和进步。全年先后荣

获“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单位”、“档

案省特级单位”、“武汉五一劳动奖状”、“武汉市先

进检察院”等荣誉称号。

【查办职务犯罪】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检察院坚决
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总体部署，突出查办有震动、

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坚持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

果、规范、安全的有机统一，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

劲势头。全年共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

罪案件２０件２４人，其中贪污贿赂案１４件１８人，渎
职侵权案６件６人，提起公诉２１人，法院已判决２０
人，为国家和企业挽回经济损失１亿余元。

【刑事检察】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检察院始终把维
护社会稳定作为首要任务，认真履行批捕、起诉职

能，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通过检警紧密

配合、检法通力协作等方式，严厉打击犯罪活动。全

年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１２００件１７７４
人，经审查批准逮捕１１３１件１６４４人；受理公安机关
移送审查起诉案件１３４１件２７６４人，提起公诉 ９２８
件１３４５人。突出重点，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坚持严
打方针，依法批准逮捕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等

严重暴力犯罪 １３４件 １６３人，提起公诉 ７３件 １０４
人；批准逮捕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

５１４件６２８人，提起公诉３９１件５４７人；批准逮捕涉
毒、涉黄、涉赌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犯罪２８９件３７１
人，提起公诉２６２件３３９人，依法快捕快诉樊涛制造
毒品５０００余克特大案、熊辉等９人持枪报复伤害
涉恶案等一系列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有力震慑犯罪

分子。

【诉讼监督】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检察院围绕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进一步加

大监督力度，推动诉讼监督工作稳步发展。加强侦

查监督。针对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违法

问题，共纠正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２７件４９
人，不应当立案而立案２０件２４人。加强行政执法
和刑事司法衔接，督促行政机关移送刑事案件２０件
４１人。启动刑事立案与侦查活动监督调查机制７１
次。开展对公安机关“另案处理”案件专项检查活

动，共追捕２９名犯罪嫌疑人，如在办理王某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中，督促公安机关追捕同案犯舒某，该

案被评为市优秀侦查监督案例。加强审判监督。积

极探索审判监督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综合运用

抗诉、检察意见、量刑建议等方式开展审判监督。坚

持“抗诉是职责，息诉是责任”，提请刑事抗诉案件２
件、民事抗诉案件８件，对裁判公正、处理正确案件
的申诉，尽力促使当事人息诉罢访４１件。深入推行
量刑建议，共提出量刑建议８２０余份，法院采纳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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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使定罪量刑的过程和结果更加公开透明。加
强刑罚执行监督。加快驻所检察工作信息化建设，

推进派驻检察室与监管场所信息联网和监控设施联

网工作，初步建成驻所检察室与监管场所的“双联

双控”信息共享平台。开展监管场所使用械具情况

专项检查活动，促进监管场所依法、文明管理。进一

步完善对减刑、暂予监外执行的全程同步监督机制，

审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９１件。加强超
期羁押预警机制建设，对在押人员羁押时间进行监

控，及时提出倒计时警告通报，防止超期羁押，维护

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和监管秩序。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检察院
更新观念，延伸职能，拓展参与社会管理新领域。拓

宽检民沟通渠道，完善联系群众工作网络。开展检

察服务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活动，设立社

区检察室，建立民生联系点，援建“社区书屋”，深化

向群众问计、问需、问效的“三问”长效机制，多层次

倾听群众呼声、多渠道帮扶困难群众。全年共解决

群众各类诉求１００余件，提供维权救助９０余起。积
极参与对重点人群、重点领域的社会管理，建立检察

官社区矫正工作室，完善对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的

法律监督机制，充分运用帮教、感化、挽救等措施，使

社区矫正人员尽快融入社会。结合办案，积极参与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密切关注社会治安动态，注

重研判可能引发犯罪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提出检察

意见２００余条。关爱未成年人成长，构建青少年维
权网络。坚持“教育为主、惩防为辅”的原则，率先

在全市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创新捕、诉、防、

教网络化工作模式，全面开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

前引导、庭审感化、案后帮教等工作，对２１３名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帮教，助其改过自新。探索合适

成年人参与诉讼制度，在区教育局的支持下，邀请８
名德育老师参与讯问，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利。在

全区１１个街道建立青少年帮教ＱＱ群，形成帮教网
络化、服务主动化、解疑及时化，实现青少年帮教社

区全覆盖。

【执法为民】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检察院改进办案
方式，完善涉检信访机制。用心处理涉检信访，严格

落实首办责任制，建立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模式，通

过平等式交流、朋友式关爱，用真情办实事，化对立

为亲和，使有理的感到公正、偏激的转为平和、无理

的受到教育。全年处理集体访１２０人次，告急访３７
人次，实现涉检进京零上访。全面推行执法风险评

估预警机制，对１２９件重大复杂、热点敏感、涉众型
犯罪等案件启动风险评估，把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在

结案之前，有效防止因执法不当引发矛盾和上访的

问题。推行检察长下访巡访、联合接访等措施，受理

各类控告申诉件 ９６件，息诉率和化解率均达
１００％。准确把握全区发展脉搏。坚持“外创环境、
内抓服务”，正确处理执法办案与促进发展的关系，

对影响发展的严重犯罪坚决查办，对经济结构调整

中出现的新型案件依法慎办，做到执法考虑发展、办

案想到稳定。持续“零距离”服务全区“三大改造”，

对影响项目建设的刑事犯罪案件优先受理、及时审

结、快捕快诉，畅通服务“绿色通道”。着力维护市

场经济秩序。积极参与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专项

行动，依法办理金融诈骗、非法经营、假冒注册商标、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犯罪案件１３４件，督促公安机
关跨省追捕销售２０吨伪劣食盐的犯罪嫌疑人詹某，
审查起诉遍布９个省市、涉案金额高达２８亿元的
蔡某等３０余人网络传销案。完善涉企案件办理机
制，正确把握法律政策，办案中注意侦查策略和工作

方法，努力做到“三着想”、“三不准”，即为企业发展

着想、为职工利益着想、为社会稳定着想，不准开警

车调查，不准着制服询问，不准鸣警笛进场，坚决防

止因执法不当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检察院认真开展
“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通过学党史、读经典、瞻旧址等形式，全面深化检

察干警“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坚

持抓班子带队伍，在班子成员中大力倡导共事一条

心，谋事一盘棋，处事一个调，干事一股劲的“四个

一”思想，充分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坚持抓党建固

根基，以“喜迎十八大、争创新业绩”为主题，组织先

进典型宣讲、廉洁从检承诺、检察官宣誓等活动，使

检察干警的职业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进一步提

升。坚持文化育检，明确“勇立潮头、奋力争先”的

建院理念，从学习文化、干事文化、廉洁文化、环境文

化四方面，大力推进体现法治特征、突出检察特色、

融合口文化精髓的检察文化建设，开展院训征集、

主题征文、演讲比赛等系列活动，注重用高尚的文化

感召和引导干警，凝聚工作合力。成立机关羽毛球

队、足球队、女子快板队，兴起群众性文化活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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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阅检察·悦青春”青年读书沙龙，定期组织书

漂、案件讨论，激发干警检察理论研究热情。２０１２
年，共有１５篇调研文章在中央、省级知名期刊发表，
５篇论文入选高检院、省院研讨交流。深入推进学
习型检察院建设，完善技能培训、专家讲座、业务竞

赛等多元化教育培训机制，组织业务培训班２４期，
培训１４７人次，开展岗位练兵６４次。注重在培养优
秀业务人才上下工夫，持续推进庭审观摩、公诉辩

论、文书展评等活动，努力培养政治上强、理念上新、

作风上好、执法能力过硬的业务骨干。２０１２年，全
院有１１名干警分别被授予“全国优秀侦查能手”和
“武汉市十佳公诉人”、“优秀办案能手”等荣誉称

号，有９个集体获得市级以上表彰奖励。区人民检
察院先后荣获“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省级文

明单位”、“武汉五一劳动奖状”、“武汉市先进检察

院”等荣誉称号。

（许　力）

审审审　　　　　　判判判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法院认真践行“公正
司法、一心为民”的方针，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

的职责，扎实开展“深化审判质量管理年”活动。全

年共受理各类案件７４２２件，结案６２８８件，比上年
分别上升３０４％和２８８％。

【刑事审判】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法院依法贯彻执
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９４０
件，审结８８４件。坚持从快从严审理暴力犯罪、涉黑
涉恶犯罪、涉毒涉赌犯罪、“两抢一盗”等严重危害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案件１１８件，判处罪
犯２００人。及时审结黄某等９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肖某等６人抢劫犯罪等一批大案、要案。依法审
理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 １２件，判处罪犯 １６
人，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１３亿元。针对区
内经济秩序维护的需要，共审结非法经营、合同诈

骗、危害税收征收等犯罪案件 ３５件，判处罪犯 ６１
人。依法加大对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消防责任

事故罪的制裁力度，共审结此类案件３９件，增强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坚持对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全年共判处缓刑、管制、单

处罚金等非监禁刑１６６人，使罪犯受到教育感召，减

少社会对立面。按照“释法析理，明辨是非，区别对

待，以调为主”的工作方针，加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调解工作，调解率达９８％，履行赔偿金额６００余万
元，赔偿到位率１００％。全面开展量刑规范化工作，
增设量刑辩论程序，在工作协调机制、量刑办案规

则、法官释明责任、裁判量刑说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

度，保障被告人的量刑请求权、知情权和申辩权，促

进刑事案件服判息诉率的稳步提高。

【民商事审判】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法院坚持“调
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受理民商事案件５１２６件，
审结４３５６件。依法化解民事纠纷。全年受理各类
民事案件１９９４件，审结１７４２件。依法审理婚姻家
庭、损害赔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事案件１３３９
件，积极开通诉讼维权“绿色通道”，做到快立、快

审、快结，切实保护老人、妇女、儿童和农民工等弱势

群体的合法权益。公正审结民间借贷纠纷７７件，促
进民间资本的合理有序流动。坚持既保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又维护企业正常经营的原则，全年共审结劳

动争议案件３２６件，比上年增长３６５％。注重法律
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将调解延伸到送达时、庭审

中、宣判前等全过程，民事案件调撤率达 ８３３％。
依法化解商事纠纷。全年妥善审理经济运行中的矛

盾纠纷１０５０件。依法受理股东权益和股权转让等
案件５６件，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依法审结
金融证券案件５５９件，正确平衡银企、投资利益，维
护融资秩序。及时审结买卖、担保、加工承揽等合同

纠纷４３５件，制裁违约失信行为，平等保护各类商事
主体的合法权益，营造开放有序的商贸环境。审结

武汉市葡萄糖饮料厂破产案，将职工安置作为工作

重点，积极维护４１２名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豁免企
业债务５９００万元，协助政府收回１２公顷国有土
地使用权，推动江家墩片区的建设改造。依法化解

房地产纠纷。全年充分发挥民事审判第三庭作为全

市唯一房地产审判专业法庭的优势，审结房地产案

件３８８件，努力化解因城市建设推进与房地产市场
变化引发的司法问题。坚持多做耐心细致的疏导、

调解工作，妥善化解房屋买卖、物业服务等涉案人数

多、可能影响社会安定的群体性案件，没有一件因处

理不当引起矛盾激化。在审理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诉宋某等房屋腾退一案中，主审

法官在庭审结束并拟好判决书的情况下，仍坚持不

懈地做调解工作，最终协助 ７０余户承租人主动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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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原告依法撤诉，避免群体性申诉、上访。

　　２０１２年５月９日，全国妇联副主席甑砚（左二）到口区人民法院考察家
事法庭

【行政审判】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法院按照“保护
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化解行政争议，服务法治

口”的要求，通过主动走访、强化协调、司法建议

等形式，妥善处理行政诉讼案件４０件，实现社会效
益的最大化。坚持书面审查、实际调查与听证制度

相结合，依法审查行政非诉执行案件６件。与区政
府建立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良性互动机制，加大行

政案件协调力度，对存在瑕疵的行政行为，通过建议

行政机关完善、变更行政决定或者补偿行政相对人

损失等方式化解矛盾，２１件案件经协调后原告撤
诉，促进了行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执行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法院深化“党委
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各界配合”的

执行联动新格局，大力开展反规避执行，创“无执行

积案先进法院”等活动，受理执行案件１２２３件，执
结９７９件，比上年分别上升１２３％和４５％，执结标
的２３亿元。科学设置执行局内设机构，建立统一
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的执行工作新体制，实现

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相分离，被执行人财产的

控制权和处分权相分离，执行工作日趋规范。完善

执行合议制，建立案件督办制度，对临近执行期限而

未执结的案件及时通报并由分管院长督办，限期结

案。实行执行案件信息网上录入，初步建立起在全

国法院和相关部门间相互配合、信息共享的执行威

慑机制。在执行新、特、难等有影响的案件时，通过

责令申报财产、限制出境等方式威慑和敦促被执行

人履行义务。对拒不执行法院裁判以及暴力抗法的

“老赖”，穷尽强制执行措施，全年共实施查封、扣

押、冻结财产１７８件次，采取拘留、罚款７人次。始
终将执行和解贯穿于执行全过程，利用各种方式积

极疏导协调，努力促使当事人自动履行，促进执行工

作良性运转。

【审判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法院严格立案、
审判、执行、报结等一系列流程管理制度，统一应用

审判质效评估、纠错软件，定期分析通报审判运行态

势，形成人本化、规范化、信息化审判管理体系。出

台《审判业绩考核办法》，科学考评部门、岗位工作，

重点考核案件发回改判率、调解撤诉率、服判息诉

率、执行到位率等３１项指标，坚持奖优罚劣，队伍内
生动力和竞争活力进一步增强。加强办案质量检查

工作，重点开展发回、改判、涉诉信访案件评查，定期

组织庭审观摩和裁判文书检查，对审执程序、法律适

用、庭审控制、文书制作、卷宗归档等环节“问诊把

脉”，实现案件质量的全程覆盖管理。全年共评查

各类案件８３０余件，检查裁判文书５３００余份，开展
庭审观摩１４０余次。在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
次会议上，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１年度办案质量检查工
作报告》获得全票通过。

【司法为民】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法院通过建设社
会性、群众性法院文化，传播法治文化，践行司法为

民宗旨。立案信访接待室悬挂法治箴言、诉讼指南，

配备导诉台、便民桌、便民手册、饮水

机、电子阅报栏，进一步强化诉讼引导

功能，让打官司的老百姓“咨询有人应、

诉讼有人引、材料有人收、案件有人查、

法官有人找、事情有人办”。依法为９１
名刑事案件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对５９
件案件减、免、缓交诉讼费，为１６０余名
当事人提供心理疏导、生活安置、困难

帮扶等多样化司法救助。人民法庭直

接立案２０６０件，审结１７３２件，通过开
展“诉调对接”、“巡回审理”、“法制宣

传”等工作，进一步深入基层，便民利

民。逐步探索人民陪审员参与诉前调

解、判后答疑、诉讼引导、信访接待等工

作，参与审理各类案件１１００余次，有力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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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组织青年法官志愿队，送

法进社区、进乡镇、进校园，举行大型法制宣传活动

８场（次），印发宣传材料７００余份。精心打造法院
文化墙、法庭庭训等标志性设施，审判法庭向群众开

放，让群众实地感受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法律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法院积极配合全
区“三件大事”的推进，将法律服务延伸到诉前、判

后的各个环节。协助传统市场整治改造，对涉及面

广、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定

期排查纠纷信息，将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发挥

专业审判优势，认真做好化工企业搬迁、重点项目拆

迁过程中的调解和息诉工作，为加快项目建设提供

法律保障。针对长丰街地区流动人口集中、矛盾易

发、“三合一”场所整治任务艰巨的实际情况，选调

精兵强将组建长丰人民法庭，阵地前移，及时开展法

律服务。认真落实政法机关服务企业六项举措，走

访企业、单位３０余个，召开座谈会２０余场（次），提
出法律服务措施２５项，助力企业发展。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法院大
力参与平安口建设，完善审判工作与犯罪矫正衔

接机制，强化特殊人群跟踪帮教。设立少年综合审

判庭，增设法定监护人教育环节，引入心理评估干预

机制，将心理会谈、开庭实录、回访记录等汇集入档，

少年审判工作在组织落实、队伍建设、制度规范和机

制创新等方面取得新成效。通过司法建议、信息专

报、行政诉讼白皮书等形式，认真研判社会管理问

题，促进有关单位改进工作。采取横向协调、上下联

动、源头治理等措施，综合司法救济、行政救助、社会

帮扶等方法，开展涉诉信访工作，办理群众来信９０
余件、接待来访１０９人次。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口区人
民法院开展的“多元联动、控源治本，化解涉诉信访

案件”的工作，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信访维稳工

作会议上交流，得到上级法院的充分肯定。

【司法调解】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法院针对辖区医
疗机构多，医患纠纷多，处理难度大的情况，在民一

庭设立医疗纠纷专业合议庭，由具有医学知识背景

的调解能手担任审判长，妥善调处医患矛盾。医疗

纠纷合议庭与医疗管理机关、医学会、鉴定部门、人

民调解组织建立联动机制，定期互通信息、沟通协

商、共促调解。针对家事纠纷隐含感情纠葛，更易激

化矛盾的特点，将仁寿法庭打造为湖北省第一个

“家事法庭”，培养专业的法官队伍、制定专门的工

作制度，探索家事纠纷的集中审理方式。家事法庭

与区妇联建立婚姻家庭案件委托和协助调解制度，

做好多元调解、跟踪回访、婚姻辅导、心理咨询和困

难帮扶工作，打造武汉市家事纠纷案件的审判品牌。

２０１２年５月，全国妇联副主席甄砚亲临仁寿法庭视
察家事纠纷化解工作。《人民法院报》、市委《决策

参考》专刊先后报道区人民法院专业审理与多元调

处相结合的矛盾化解新机制。

【依法接受监督】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法院严格执
行法院工作报告制度、法官任免制度以及办理人大

代表建议制度，坚决贯彻执行人大的各项决议，全面

落实人大对法院工作的各项要求。认真办理人大代

表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办理情况和办理结

果，争取理解和支持。通过在各项活动中广泛走访

市、区人大代表、定期回访执法监督员、召开征求意

见座谈会、邀请代表旁听案件审理，自觉接受人大代

表监督。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定期通报工作，认

真办理政协委员提案。依法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

督，邀请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对重点案件进行现

场监督。认真落实法律文书上网、案件办理情况查

询和新闻发言人等制度，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

知情权，接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以监督促公正，

以监督树公信。

（桂　菁　朱娅敏）

司司司 法法法 行行行 政政政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司法局紧紧围绕全区转
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总要求，全力服务化工企业搬

迁、“城中村”改造、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三件大

事，继续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

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充分履行法制宣传、法律

援助、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工作职能，为口区

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的法律服务和法律

保障。

【“六五”普法】　２０１２年，口区普法工作创新形
式、丰富载体，“法治口”建设实现新发展。按照

全市统一部署，重点开展“万名干部普法行”活动。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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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到工厂企业，将活动覆盖到区重点工程，在全区

首批１５６家企业相继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贴
近基层群众，打造“法律服务直通车”，在全区 １５１

　　２０１２年１月６日，口区华舜汉正安置基地被命名为“市级过渡性安置
基地”，授牌仪式在口区华舜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举行

个社区（村）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专题讲

座、法制文艺演出等普法活动。积极“送法进校

园”，组织开展“检察官送法进校园”、“海军工程大

学师生‘零距离’观摩口区人民法院民庭庭审”等

普法活动。全年共有７２１６人（次）机关干部参加社
区、学校、企业的普法行活动，组织大型普法活动

１５２场，６１６７１人接受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咨询服
务。大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以街道为单位组建法

治文艺宣传轻骑兵，深入社区举办专题演出，制作

《凭栏听“法”语》宣传光碟发放到辖区应普单位，开

办口法治论坛，结集全区５８个单位１０５名人员论
文１００余篇，以《法治湖北》专刊的形式公开发行。
深入开展法治街道、法治单位和“民主法治社区”创

建工作，全区共推出４４个创建示范社区，１０个省级
“法治单位”（参评），“法治口”建设扎实推进。

【人民调解和大调解】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调解和
大调解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网络进一步完善，工作

进一步规范。全区各级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

纷１７３２４件，其中民调组织受理矛盾纠纷６６２６起，
调解成功６６２２起，重大疑难纠纷１８６件，调解率和
调解成功率分别达１００％和９９９％。进一步深化道
路交通、医疗纠纷、劳动争议、征地拆迁、妇女维权等

领域的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在场地设施、人员组

织、业务管理等方面加大力度，加强指导培训。编辑

下发《口大调解工作手册·医疗纠纷

卷》，积极组建各专业调委会专家库，进

一步完善大调解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

度。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大调解工作

及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工作意见》，巩

固完善“诉调衔接”、“公调衔接”、“劳

调衔接”，着力提高重大疑难矛盾纠纷

调处的综合能力。积极开展矛盾纠纷

“大排查、大调处”专项活动，成立“工地

法务工作室”，结合社区换届积极推进

“法务前沿工程”，在社区成立法务工作

室。整合辖区法律服务资源，深入全区

重点建设项目和“三件大事”推进现场，

扎实开展“政法机关服务企业”活动，为

项目建设和经济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

【社区矫正】　２０１２年，口区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
规范，执法水平有效提升。区司法局认真贯彻实施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加强人员培训，共有２５人被
授予社区矫正人民警察警衔，对专职社工的管理和

考核力度进一步加大，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素质进一

步提升。加强管理创新，成立全市首家社区矫正宣

告室，以对社区服刑人员入矫、解矫过程进行宣告的

方式，确保矫正工作规范开展。出台《口区社区

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工作实施方案》，成立社区矫正

审前调查评估小组，规范审前调查环节，提高工作效

率。重点加大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和未成年社区矫

正人员的监管力度，严格落实奖惩制度，为符合减刑

条件的社区矫正人员申报减刑材料，依法对不遵守

社区矫正规定的矫正人员进行收监处理。全年共接

受矫正对象１４４人，依法解矫７６人，累计在册２７９
人，无一人重新犯罪。

【安置帮教】　２０１２年，口区司法局注重安置帮教
工作，重点突出人性化帮扶，加大管控力度，特殊人

群的维稳工作进一步加强。严格落实工作制度，做

好释解人员移交过程中与监所的对接工作，实行重

点人员“必接必送”制度，确保移交过程中相关法律

文书的齐全完整，部门联动定期开展联合排查制度，

逐一登记建档，严防脱管漏管。全年共接收回归人

员１９７名，累计在册回归人员１１８４人，全部签订监
管和帮教协议。推行人性化帮扶举措，为在册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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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刑释解教人员申办低保，申报率达１００％，落
实低保率达８５％。联合区劳动、工商、税务等职能
部门对刑释解教人员举办就业培训，加大过渡性安

置基地建设力度，积极争取市区领导的重视。５月
２２日，区司法局联合区人力资源局与武汉女子监狱
开展大型联合帮教活动，协调１９家企业为服刑人员
送岗位１２９个，新新安置基地和华舜安置基地均被
评为“市级示范性安置基地”。

【法律援助】　２０１２年，口区法律援助工作连续九
年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年共办理法律援助

案件３１４件，其中刑事案件９６件、民事案件２１８件，
办理法律援助事务２８１９起，法律援助案件数创历
史新高。不断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与区总工会

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开展职工法律援助工作的实

施意见》，聘用１２位专业律师组成职工法律援助律
师团，坚持深入残疾人工业园、妇联、武汉女子监狱

等开展法律咨询，办理服刑人员减刑法援案件，与英

山县司法局续签农民工法律援助维权合作协议，深

化农民工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坚持开展法律援

助进社区活动，在“三八”妇女节、“５·２０”助残日、
“６·２６”禁毒宣传日等重点时段上街设点宣传，发
放法律援助宣传资料，开展维权咨询活动。积极开

展法援基金募集工作，引导社会资源参与法律援助

活动，拓宽法援工作经费保障渠道，增强法律援助保

障能力。

【司法所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司法局继续加强
街道司法所基础建设，司法所规范管理水平进一

步提高。加大倾斜性保障力度，根据《武汉市司法

所规范化建设考核办法》要求，从组织、制度、台

账、档案、队伍、办公设施等方面加强规范化建设，

为司法所配齐办公设备，分两批将１２名行政编制
人员调整到司法所，每个司法所工作人员达到 ５
人以上，基层工作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司法所

建设工作在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２０次主任
会议上进行了专题汇报。

【法律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司法局积极整合法律
服务资源，贴近全区重点工作，为“三件大事”顺利

推进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坚持开展律

师事务所、司法所“所所对接”活动，打造活动载体，

在全区１２６个社区悬挂法律服务直通车公示牌，将

“所所对接”法律服务范围、职能责任、工作承诺、联

系方式向居民进行公示，贴近基层社区开展形式多

样的服务活动，为群众提供零距离法律服务。与区

委统战部、区工商联共同推动，成立“同心·律师服

务团”，积极开展“进万家民企、促跨越发展”活动，

为红星美凯龙工程建设和荣华玉带片、宝丰城市花

园项目房屋征收拆迁等全区重点建设项目提供优质

法律服务。组织成立职工法律援助律师团，积极参

与信访接待和政府法律顾问工作，配合处理群体性

纠纷，为辖区经济发展软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和谐稳

定发挥积极作用。

（金文利）

交交交 通通通 安安安 全全全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大队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领，借力城管革命，深化治庸问责，正视问题，主动

作为，积极行动，迎难而上，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坚持服务政府中心工作、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服

务市民群众，圆满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交通安全宣传】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大队以深入
开展“交通文明行动计划”为重点，紧扣“关爱生命、

安全出行”这一主题，积极向政府汇报，与区文明办

密切联系，通过悬挂横幅、制作案例展板、电影展播、

社区墙报、交通安全课、组织自愿者上路等多种形

式，深入辖区广场、社区、学校、企业、群居小区、建筑

工地，大力开展基础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年

完成制作１３０套宣传展板和１０万余份宣传材料，悬
挂横幅、标语１３６条，举办宣传橱窗１８０版（期），讲
授交通安全课１４０场次，开展街头大型活动 １０场
次。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大队继续发挥“口区交
通安全教育培训”基地宣传教育作用，并通过投影

仪、笔记本电脑、ＤＶＤ等多媒体教学设备，先后为专
业运输单位、大型有车单位安全负责人、学校和幼儿

园负责人、校车驾驶员上交通安全培训课３０课时，
受到教育人数３０００余人次。建立以 ＱＱ网络交流
软件为基础的交管信息平台，与口辖区各有车单

位建立密切联系，并通过 ＱＱ日志和群邮件发布重
要文件、交通管制通告和典型交通事故案例等，为各

有车单位提供学习资料，开展内部驾驶员安全教育

提供良好的平台。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大队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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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政府和上级公安部门中心工作，不断加强内外

宣传力度，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先后在省

公安厅、市公安局、市交管局公安信息网上刊载信息

１５０余篇，在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刊发新闻稿件
４００余篇，在腾讯、新浪主流网站上开通官方微博，
及时发布原创公安交管工作信息微博１４７条，转发
３８００余次，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口区交通大队民警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工作

【警务机制改革】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３日，武汉市机构
编制委员会武编〔２０１２〕４２号文件批复，同意将武
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口大队交由武汉市公安

局口区分局管理，人员编制一并划转到区公安

分局，机构级别仍为副处，单位名称为武汉市公安

局口区交通大队。警务机制改革后，在区公安

分局的统一领导下，大队进一步理顺职能，以街头

警务综合服务站为依托，交警、巡警开展联勤联

动，落实一类岗位５个，定巡岗２５个，早晚高峰控
制岗位３６个，女子护学岗 ２个，加强路面交通管
控覆盖面。在强化交通管理工作的同时，大队配

合其他警种和相关部门，妥善处置辖区火灾、房屋

拆迁、医患纠纷等引起突发、群体事件１７起，为各
项安全生产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全年，区交

通大队共出动警力３５００余人次，出色地完成大型
保卫活动２１１场２６７趟次，以及级别警卫工作 １７
场３２趟次，受到各级领导的好评。

【优化交通组织】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大队通过实
施区域循环、渠化路口路段、物体隔离、

货车禁行、单双号控管等“小手术”，有

效缓解辖区汉正街地区、宝丰街地区、

航空路同济医院门前、长丰大道古田

段、舵落口等地区和节点交通拥堵问

题。通过采取分时停车、远点分流、调

整信号灯配时、迁移公交车站线路等手

段，缓解高峰时段航空路、武胜路等交

通重要枢纽的交通拥堵状况。针对辖

区汉西路、长丰大道、长江大道、江汉六

桥的施工对交通的影响，大队超前深度

介入，强化沟通，现场对接，严格管控，

坚持实行一个项目一个方案，一处施工

多个举措，严格把关、严格审批、严格监

管，初步建立“建管一体、步调一致、环

环相扣”的施工保障工作机制，在保障

施工顺利进行的同时，确保辖区施工路段及周边交

通的基本畅通。全年口辖区堵塞报警１００３３起，
比上年下降１７２％。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大队对辖
区道路和路口的信号灯、指示标牌、标志标线进行全

面的检查清理。全年共改造渠划路口１２个，渠划道
路９条。新增及维修信号灯６３处，更新人行横道
１５条，新增人行横道 ６５条。新增、调整交通标志
１５８６块，新增分时停车泊位５００个、的士停车岛５４
个，新增电子警察１５处、电视监控１７处，调整更新
护栏２５４６块７６３８米，维护、抢修各类护栏１８００
块５４００米。复划、更新各类标线２８４００米，确保辖
区交通标志、标线醒目、齐全、有效。

【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大队
以承诺的１７条路段（２条示范路、１１条主干道、４
条次干道）为重点，明确责任分工，严格实行大队、

中队、警长、民警、协警“五包”责任制，进一步明确

工作重点和责任人。在每天落实人员守控的基础

上，大队和各执勤中队共成立５个专项整治小组，
携带摄像机、照相机等装备，在 １７条路段加强对
违法停车的管理力度。全年共处罚违停 １２６５９２
起，拖车２１１台次。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大队按照
“路面纠处、街道管控、政府帮扶”的原则，在辖区

古田地区、汉正街地区等“麻木”、“摩的”聚集区

域，持续开展“三类车”整治行动。全年共纠处“三

类车”违法行为１３８００余起，收扣“三类车”７１５２
辆，其中三轮麻木１０８６辆，两轮摩托车和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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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６６辆，查处“电的”非法营运 ２４１起，行政拘留
４５人，吊销驾驶证 ３７本，罚款 ４０余万元。２０１２
年，口区交通大队按照“突出重点、集中攻坚”的

思路，突出薄弱时段、薄弱地段，适时调整整治勤

务，多警种联合组织开展“拔塞行动”、“护卫天使

行动”等集中整治行动，形成强有力的整治氛围。

全年共查处酒后驾驶３１５起（含醉酒驾驶３８起），
涉牌涉证 ５２７５起，闯红灯 ５６８３起，逆向行驶
８６２７起，违反禁令标志 ８６８１３起，不按道行驶
９０５３６起，暂扣渣土车１６８辆。

【汉正街交通禁货】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大队严格
按照汉正街搬迁改造和综合整治工作的要求，重点

加强对汉正街核心区域（友谊南路以西，利济路以

东、中山大道以南、沿河大道以北）的管控。全年先

后在沿河大道晴川桥下西侧，沿河大道江汉一桥东

侧，中山大道多福路口、中山大道宝善堂、中山大道

利济路口、江汉一桥汉正街口等６个路口安装可升
降限高架，并在大队内部抽调３２名民警，从市保安
公司招录５０名协警，在６个安装限高架点位设立
２４小时人力守控岗，通过物防、人防相结合的方法
杜绝货车进出汉正街中心管制区域。同时，区交通

大队联合区属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执法专班，对汉正

街管制区域内的违禁货车、违法上下货物和其他交

通违法行为等开展联合整治。全年共劝返货车

１３６６８台，处罚货车闯禁行线４８８６起，扣车２７台，
查处违法停车５６万余起，客改货２３６６起，违法装
载１４６２５起，违反单双号６４７５６起，拘留１名自行
升降限高架和威胁值守人员的违法人员。通过执法

检查，汉正街地区货车违禁得到有效控制，交通秩序

明显好转。

【道路交通事故防治】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大队
在对辖区校车、危化品运输车、客运车辆等重点车

辆严格实行一车一档户籍化管理的基础上，会同

区相关部门采取互检、普检、抽检等多种形式，定

期对辖区机动车开展车辆技术状况大检查。全年

完成走访客货运单位 １６４个，检查重点交通运输
企业１２８家，约谈客货运单位负责人 １１人，检查
客货运车辆８０００余台次、危化品车７００余台次、
校车６０余台次，清查驾驶员１２６００余人，清查出
涉毒驾驶员１１名，对４７台不合格车辆及９２名不
合格驾驶员责令停运。全年有 １７名驾驶员被列

为重点驾驶员，列管率为 １００％；１９０４名记满 １２
分驾驶员参加学习考试率为 １００％。２０１２年，
口区交通大队为切实提高辖区事故预防的针对

性，按照《关于深入开展 ２０１２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的实施方案》部署和要求，对辖区近年来发生的重

大交通事故进行认真分析、研判，采取实地勘查、

现场调研等措施，对辖区道路进行全方位的交通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共排查出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的长丰路和南泥湾大道等２处危险路段。在相关
职能部门的综合治理下，上述危险路段道路交通

设施不全、夜间照明效果差、遮挡交通视线等问题

得到彻底解决，使辖区易发路段事故发生率大幅

下降。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大队进一步加强
“１２２”接处警和全员处警制度，深化物损快速理赔
机制，密切与武汉市耐力起重有限公司和绿岛汽

车有限公司以及“１２２”、“１１９”、供电公司、水务
局、医疗机构、保险等部门的联络，形成交通事故

抢救联动机制，提高快速处置交通事故的能力，及

时有效处置事故伤者、疏导交通事故引发的堵塞。

２０１２年，口区共发生一般道路交通事故１３５４
起，比上年下降１８３％；伤１３５２人，下降 １９４％；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死亡 １６人，实现死亡人数“零
增长”；在籍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死亡 ６人，
下降了１４２％。重大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案件侦破
率为１００％。

（龚英俊）

人人人 民民民 武武武 装装装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民武装部（简称口区
人武部）紧紧围绕武汉警备区党委提出的“科学谋

划、狠抓落实、主动作为、聚集中心、锐意进取”的总

要求，精心谋划年度各项工作，牢固树立科学安全发

展理念，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扎实推进战备训练

落实，不断深化民兵建设调整改革，主动参与区委、

区政府中心工作，全区国防动员和民兵预备役工作

稳步发展。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武部被湖北省军区评
为“安全工作先进单位”，被武汉警备区评为“军事

训练先进单位”。

【班子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武部党委紧紧围绕
建设“讲团结、重事业、守纪律、有战斗力”的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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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７月，口区民兵高炮分队在口区民兵训练基地进行高炮训练

注重抓好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推动全年各项工作

的开展。积极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展“学

习贯彻党章、弘扬优良作风”和“坚定信念、铸牢军

魂”两项主题教育活动，并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大力

开展“名利观”讨论教育活动，增强干部、职工“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进一

步坚定干部、职工理想信念，促进领导班子建设。

【民兵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４日，口区民兵
预备役工作会议在蓝天宾馆召开，全区１１个街道武
委会主任、武装部长、９个企事业单位武装部长参加
会议。会上，口区人武部部长邓四海总结上年度

民兵预备役工作情况，并部署２０１２年度全区民兵预
备役工作。副区长周付民就做好全区民兵工作作重

要讲话。会议还表彰了上年度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３月９日，口区人武部组织召
开民兵组织整顿工作会议，全区１１个街道、９个企
事业单位武装部长共计３７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区人
武部政委姚中阳主持。会上，传达学习武汉市民兵

组织整顿工作文件，各试点单位汇报整组试点工作

开展情况，区人武部部长邓四海总结上年度民兵组

织整顿工作情况并部署安排本年度民兵组织整顿工

作，区人武部政委姚中阳就做好年度民兵组织整顿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５月５日至９日，口区人武
部对全区民兵组织整顿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受检单

位全部达标。５月１１日，武汉警备区检查组对汉正
街民兵整组工作和宗关街新合社区民兵连部建设情

况进行检查。

【民兵军事训练】　２０１２，口区人武部
共组织民兵军事训练 ６期，参训人数
７１３人，训练整体合格率９８％。７月２３
日至２５日，组织区民兵高炮分队参加
武汉警备区组织的训练考核，取得良好

成绩，得到上级军事机关的通报表扬。

【行政管理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
武部坚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和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以条令条例为依据，深入

贯彻依法从严治军要求，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观念，突出抓条令、抓纪律、抓重大

安全问题防范。定期开展作风纪律整

顿和经常性谈心交心活动，增强官兵法

纪观念和安全意识，进一步规范战备、工作、学习、生

活秩序，确保人武部的安全稳定。

【征兵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武部在兵员征集
工作中创新工作思路，积极适应征集对象的调整

变化，采取有力措施，为军队输送优秀士兵。１０月
１８日，区人武部组织召开全区征兵工作会议，全区
１１个街道书记、武装部长和区各相关部门负责人
共６０余人参加会议。会上，传达学习武汉市征兵
工作会议精神，区人武部部长邓四海总结上年度

征兵工作情况并部署２０１２年度征兵工作，副区长
周付民就做好 ２０１２年冬季征兵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１０月２１日，组织辖区１１个街道武装部在家
乐福超市、口区人民广场、沃尔玛超市、古田二

路中百超市门口开展“征兵宣传日”活动，掀起适

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保家卫国的热潮，促进了年

度征兵工作的圆满完成。

【参加地方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武部认真履行
区委军事工作部、政府兵役机关职能，紧紧围绕和

谐、平安口建设，主动作为，积极参加口区“两

型社会”建设。全年组织８００余名民兵开展汉江巡
堤查险和文明创建活动，组织６批１４００余人次民
兵参加区政府在长丰村地区组织的拆违活动。全年

投入５万余元，帮建汉正街紫阳社区和帮扶韩家墩
街生活困难群众。

（肖庆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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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防办公室（简称口区
民防办）紧密结合区情和民防建设实际，以科学发

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

人防建设与经济社会融合式发展，紧紧围绕全区

“三件大事”，体现务实创新，彰显特色，突出重点，

争创一流，全面完成年度绩效目标任务，民防建设实

现创新发展。２０１２年，区民防办荣获“武汉市‘城乡
互联，结对共建’先进单位”、“武汉市‘万名干部进

万村挖万塘’活动先进工作组”、“武汉市安全生产

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武汉市民防目

标管理工作先进单位”、“武汉市民防宣传信息工作

先进单位”、“武汉市民防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

【人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防工程
建设稳步发展，人防工程竣工面积再创新高，完成人

防工程竣工验收行政审批８件，竣工面积４４８３０平
方米，使用面积３３６２３平方米。全年竣工人防工程
质量监管率１００％，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１００％，工
程规范建档率１００％，工程标示牌安装和管理制度
上墙率均为 １００％。全年为社会提供停车位 ８４１
个。依法追审人防工程易地建设项目２件，追缴人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１日，口区民防办在汉中街三善社区江山如画广场举行
全区民防志愿者服务队授旗仪式

防工程易地建设费１０００多万元，按政策减免或应建
不建的项目报市民防办审批１００％，行政审批窗口
服务满意率１００％，依法办理人防工程拆除审批事
项３件，收取人防工程拆除补偿费１５２２５万元。

【人防工程平战结合开发使用】　２０１２
年，口区民防办积极发挥人防工程的

作用，加强对平战结合使用单位的管

理、监督和服务，新增平战结合人防工

程８个，工程面积达４４８万平方米，实
现当年新建人防工程使用率达到

１００％。加大对人防工程维护管理的投
入，强化安全生产措施，在全区人防系

统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

教育活动。开展“１１·９”演练周活动，
组织辖区重点人防工程单位观摩重特

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和技能比武

活动，确保安全无事故。完成汉正街地

区综合整治，人防工程和非人防地下室

的仓储搬迁率达９０％，整治搬迁工作得到区整治专
班的高度评价。

【人防通信组织指挥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防
办组建民防应急小分队，开展拉练训练活动。研

制民防应急救援小分队组建方案，制定应急小分

队救援抢险方案和训练计划、制度，购置配备应急

防护器材、服装，组织应急小分队应急拉练，开展

运动中通信训练，提高小分队执行任务的能力。

狠抓区级人防专业队伍整训，下发《口区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口区 ２０１２年民防专业队伍整组
训练考核实施方案》，部署各专业队整组训练任

务，新组建水务集团自来水抢修、管道煤气集团管

道煤气抢修两支民防抢修专业队伍。全区 １７个
相关单位共组建７个人防专业队，共计８２１人，促
进了区级人防专业队建设。

【警报器社会化维护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防办
加强警报器的社会化维护管理，使３０台固定警报器
社会化管理达到“六有”标准。加强警报器的调整

布局，完成４台电声警报设施的更新、选址和安装工
作，确保 １０月 ２５日警报试鸣鸣响率、覆盖率达
１００％。

【法规宣传】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防办积极开展民防
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多途径、多渠道宣传民防工作，

扩大民防工作影响面。开展大型报告会。４月 ２５
日，口区委宣传部、口区民防办公室联合组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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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减灾理论与实践专题报告会。开展防震减灾知识

讲座，宣讲在地震发生的紧急情况下如何进行自救、

自然灾害有哪几种类型等知识，进一步提高居民防

灾减灾的意识，增强居民对自救自护知识的了解，提

升居民在灾害发生时的自救能力，全区区管领导干

部、中小学校长和街道社区居委会书记、主任３００余
人参加了报告会。开展法制工作检查。２０１２年是
《武汉市人民防空条例》颁布实施的８周年，口区
人大常委会对全区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

８月３日，口区人大常委会第１９次主任会议听取
全区贯彻执行《武汉市人民防空条例》情况汇报。

１１月２日，省民防办政策法规处处长南锋带工作组
检查口区人防行政执法、人防工程项目审批、易地

建设费征管、人防工程审批项目稽查、人防信息化建

设和管理等工作，对口的探索创新给予高度评价。

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２０１２年“５·１２”国家防
灾减灾活动日和湖北省防震减灾活动周期间，口

区民防办组织街道、社区、学校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演

练活动。１１条街道和市第四中学、博爱中学、舵落
口小学、韩家墩小学、宝善小学等学校组织学生进行

了防震疏散综合演练。成立全区民防志愿者队伍。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２日是第四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口
区民防办在汉中街江山如画三善社区举行全区民防

志愿者服务队授旗仪式，向１１条街道民防志愿者中
队和汉中街１５个社区民防志愿者服务分队授队旗
并向志愿者代表颁发聘书，下发志愿者标志和服装。

汉中街民防志愿者还模拟地震灾害发生时，疏散遇

险社区居民，消除次生灾害，医疗救护等服务演练活

动。深入基层开展普法教育。口区民防办领导带

头深入到武汉市天燃气公司给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宣

讲民防法律法规，到易家街舵落口小学和长丰街紫

润北社区为社区群干和居民做防震减灾知识报告，

宣讲防震减灾知识。组织参加全市《武汉市人民防

空条例》施行８周年知识竞赛答题活动。全区党政
机关干部、社区居民、中小学生１１４５０人参加答题
活动，区民防办荣获组织奖，全区有１８３人获得纪念
奖。在中小学开展防灾减灾教育宣传。２０１２年，
口区民防办在保持中学民防知识教育开课率１００％
的基础上，组织４２所小学任课教师参加市民防办组
织的任课培训，实现全区４２所小学全部开课，开课
率达１００％。在全区２５所中学组织防震减灾知识
讲座的主题班会活动，普及学生地震科普知识，提高

学生避震逃生和自救互救能力，全区１００５０名学生

参加防震减灾知识答题活动，并评出一等奖１６８名、
二等奖１８４名、三等奖６１名。利用１０月２５日警报
试鸣活动，组织９条街道１６个社区开展防空袭疏散
演练活动，联合区教育局组织全区５６所中小学４２
万人在１０月２５日警报试鸣时同步开展应急疏散演
练活动，集中开展一次防空防灾知识教育课，展示和

检查学习效果，做到学用结合，提高学习教育效果。

全年完成市级以上新闻媒体用稿 ８篇（条），其中
《武汉电视台》２条，《党员生活》５篇，《武汉晨报》１
篇。《湖北人防》用稿４篇，《武汉民防》用稿１６篇，
民防网信息录用１４篇。民防信息通过政务民防网
站向社会发布５８条，全年编发《民防信息》４３期。

【基层民防工作】　２０１２年３月，口区民防办召开
全区基层社区民防工作站建设推进会，总结３年来
基层民防工作站建设情况，先进街道、社区交流建设

民防工作站和开展社区民防工作的经验做法，表彰

先进社区民防工作站，观摩先进基层民防工作站建

设的资料，为深入推进基层社区民防工作站建设起

到示范作用。７月，对全区社区民防工作站建设进
行检查，全区１３８个社区全部开展民防工作，基层民
防工作站挂牌子，职责制度上墙。全年为区辖街道、

社区下拨民防工作经费１３２万元，给１１个街道武
装部配备民防工作电脑，推动基层民防工作资料规

范化、数字化、网络化建设，为街道、社区开展民防工

作提供保障。

【结对共建】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防办为挖万塘活动
筹集资金１０万元，完成１０口当家塘，被评为“武汉
市‘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活动先进工作组”。在

结对共建和“三万”活动中，区民防办按照“联系实

际、突出重点、解决问题、促进发展”的目标，通过

“双联双促”（机关联基层、干部联群众，促科学发

展、促社会和谐）和“三抓一促”（抓作风、抓环境、抓

落实，促跨越），帮助结对单位黄陂区蔡家榨街红岗

山村和宝丰街公路社区基层组织创事业、党员干部

创产业、人民群众创家业。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

群众机制，共建共创，倾力帮扶，结对的２个单位完
成“五务合一”并通过验收。

【特色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防办本着“民防为
民，全民参与”的宗旨，突出民防的公益性、民生性，

立足民防“两防一体化”建设，实现民防各项工作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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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湖北省人防办工程处处长刘绪自率领地市州部分民
防办领导，到口区检查人防工程施工质量

合式发展的需要，紧跟时代发展，锐意

进取，大胆创新，以街道武装部、社区民

防工作站为责任主体，以社区为依托，

以自愿为原则，面向辖区热心于民防事

业的各界人士，广泛开展民防志愿者招

募和服务活动。制定《口区民防志愿

者管理办法（试行）》，制发《口区民

防志愿者手册》，规范民防志愿者徽章、

胸标、胸牌、证书和队旗样式，全区 １１
条街道自愿申请并登记的民防志愿者１
２００余人。为全区１１条街民防志愿者
服务中队和１５个社区民防志愿者分队
授旗，通过这种形式，集中展示民防志

愿者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宣传、动员、组

织广大民众了解民防、参与民防，大力

弘扬“奉献、友善、互助、进步”的志愿者

精神，营造人人参与志愿活动的浓厚氛

围。创新老旧人防工程维护管理方式。２０１２年，
口区民防办为进一步提升人防工程平战结合使用功

能，坚持融合发展，突出社会民生效益，创新管理理

念，探索老旧人防工程平战结合使用及维护管理方

式。全年区民防办投入７５万元将出租经营或闲置
的原武汉柴油机厂、迎宾服装厂、修建公司３个老旧
人防工程共１０５２平方米进行改造，无偿提供给街
道社区管理使用，作为社区“五务合一”及社区党员

群众文化活动、居民纳凉点、宣传教育等阵地和场所

使用，并与街道领导签订《老旧人防工程平战结合

使用协议》，深受基层欢迎，也为老旧人防工程维护

管理找到了新的路径。制定《口区中长期人防工

程建设配建布局规划》。２０１２年，口区民防办把

研制《口区中长期人防工程建设配建布局规划》

列入区级绩效特色目标，结合全区发展规划，科学

的、发展的、有针对性的规划后１０年全区人防工程
建设及分布，加大人防工程规划的引导力度，合理布

局全区人防工程，发挥好人防工程服务民生，保障民

生的作用，使人防工程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去，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发展，适应未来城市发展

对人防工程建设的要求。区政府已批准立项资金

１５０万元启动这项工作，经过与市民防办、市区规划
设计院、区发改委的沟通协调，市规划设计院的前期

设计方案、设计合同等准备工作已完成，已着手设

计，力争２０１３年完成。
（朱丹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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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设局围绕区委、区政府
的中心工作，以全年绩效目标为抓手，加大项目建设

力度，全面完成全年各项工作目标。２０１２年，口
区列入市城建计划项目共８３项，总投资２１１亿元，
纳入区建设局组织或配合实施的项目有２５项，计划
投资１５８４亿元，其中组织实施道路项目１５项。全
年完成基础设施投入１０亿元，实现口基础设施建
设的历史新突破。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设局按照区
委、区政府提出“每月开工一条道路项目”的要求，

打破以往上半年筹备下半年实施惯例，以开拓进取

的精神，抢抓机遇，抢前争先。２月份启动汉西一路
南段（解放大道至沿河大道）道路建设，３月份开工
建设江汉六桥和丰华路（长丰大道至建荣路），４月
份建荣路（丰华路至肖家一路）和京汉大道武胜路

立交陆续开工，５月份开展社区道路改造及古田五
路道路工程，７月份启动丰美路（南、北段），９月份
启动南泥湾东段，１２月启动江发路建设。

【市区重点道路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设局坚持
落实市、区重点目标责任制，全面出色完成市、区重

点目标建设。全年完成江汉六桥征地拆迁工作目

标，征地１０４公顷，拆迁４万平方米，为江汉六桥主
体工程建设创造良好条件。按计划全面完成支铁项

目夹角地整治工程拆迁工作。轨道交通工程进展良

好，完成三号线（一期）收尾工程规划红线调整，全

面启动六号线一期工程房屋征收前期工作。加快主

干道快速路建设。京汉大道武胜路立交工程、江发

路、南泥湾大道东段等工程顺利开工建设，各项工作

进展良好。完成汉西一路南段道路排水工程、竹叶

海路、竹叶海南路、学堂墩路建设，以及南泥湾大道

２００盏路灯安装。保障房配套道路建设进展顺利。
完成丰美路北段（汉丹南路至江达路）、丰华路、建

荣路３条道路建设工程，以及丰美路南段（长丰大
道至建荣路）、丰雅路、金海东路、金银湖南街４条
路前期工作，为２０１３年目标责任的快速推进创造了
良好条件。

【社区道路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设局积极落实
市、区总体工作部署，社区道路排水改造工程于６月
１６日正式开工，１０月２８日完工。共完成社区道路
１５３条（处），维修改造社区道路３９万平方米，其中
改造车行道２０２３８２６平方米，人行道１２８４６平方
米，铺设沥青道路 ５９３１平方米，新建和改造排水
１０２４米，建成社区景观路２条，修建休闲式花坛２１
座（处），完成投资１１００万元。社区道路排水改造
工作完工后，为口打造新靓点，也改善居民的居住

环境，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创新城建工作机制】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设局坚
决贯彻实施区委、区政府关于全区建设工作全口

径计划管理的要求，会同区发改委、财政局、城建

各单位，组织实施全区城建工作的统一归口管理

工作，编制全市首个区级城建计划，实现市区新的

建设管理体制下的建设工作全口径计划管理。及

时筹备成立全区基础设施建设总指挥部，对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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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实行统筹规划，统一调度，促

进了建设项目高效运行。同时多渠道筹资，加快

实施道路建设，并以 ＢＴ模式实施古康路道路建
设，拓展了融资建设新渠道。

（程　辰）

城城城市市市规规规划划划与与与国国国土土土资资资源源源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口分
局（简称口国土规划分局）以服务辖区经济建设

为中心，以市国土规划局和区委、区政府下达的绩效

考核目标为依据，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充

分发挥国土规划的引领和调控作用，积极服务于

口区经济社会发展，圆满完成全年各项工作目标。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６日，为感谢口国土规划分局为丰竹园小区１３２户拆迁
还建户办证，还建户代表送来一面锦旗

【规划编制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加快
制定一系列专项规划编制，积极支持引导城建重大

项目。全年先后参与编制《汉正街地区产业规划》、

《古田生态新区规划》。积极推进重点区域的专项

规划编制工作，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高起点规划、

打造古田生态新区。区委、区政府按照武汉城市圈

“两型社会”建设要求，把打造“古田生态新区”的发

展战略正式纳入口区“十二五”规划。同时，按照

规划加快口区域开发建设，促进各功能区协调发

展，明确按照“环保为本、生态优先，低耗高效、循环

发展”的理念，高起点规划重构古田地区的整体发

展格局，力争到２０１５年初步成为省、市“两型社会”
建设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典型示范区。

【地籍地政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国土规划分局注重
地籍管理工作，并以地籍管理规范化为核心，以地籍

基础业务建设为重点，全面落实农村集体土地确权

登记发证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各项工作任务，狠抓依

法行政，规范操作，全面提高地籍管理工作水平，较

好地完成各项绩效目标。全年共办理各类土地证书

共计１２５７４本，土地总面积 ６９２万平方米，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证》１２１７９本，土地面积６８２７万平
方米；《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３９５本，土地面积
０９３万平方米。全年办理土地分割登记３宗，颁发
《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证明》１５４４份；办理宗地权
属审核５宗，土地面积４１４万平方米；完成８宗土
地勘测定界报告书确认工作，土地面积１０９９４万平
方米。

【征地拆迁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共完
成征地前告知、确认、听证５项，面积９２１公顷；办
理征地项目 １４项，面积 ２０３９２公顷，其中办结 ５
项，面积１５３１公顷。完成农民征地补偿与全部安
置到位，无一例拖欠、截留、挪用农民征地补偿与安

置费的事件发生。积极发挥部门职能作用，狠抓拆

迁规范化管理，成立征地拆迁调解委员会，有序推进

口辖区征地拆迁工作，及时化解征地拆迁中的矛

盾纠纷，有力地促进了辖区社会和谐发展。全年共

接待来访群众２００余人次，主动与来访
群众交流思想，宣传法律法规，促使部

分拆迁户与拆迁人达成拆迁安置补偿

协议。

【法规监察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国土
规划分局注重法规监察管理，尤其对批

后跟踪管理。全年完成批后跟踪管理

项目５０项，处理违法建设 １０起，面积
１３１２７１８平方米，行政处罚 １０起，行
政处罚档案合格率１００％。主动积极做
好法规宣传工作，对“６·２５”土地日和
“８·２９”测绘法的宣传工作精心组织，
通过大力宣传土地管理法规的知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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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全社会加深对国土资源工作的了解，树立严格保

护耕地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意识。

【民评民议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坚持
统筹协调，把民评民议同治庸问责、优化投资发展环

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规范工作人员的行政行

为和服务行为。坚持落实首问责任制、去向告知制等

制度，主动向区人大、政协、民评代表汇报工作，召开

服务对象座谈会，发简报、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滚动

播放等形式大力宣传本局民评民议工作及成效。深

入开展国土规划“进基层、进园区、进企业”活动，坚持

主动上门服务，积极配合完成口区汉正街传统市场

搬迁、化工企业搬迁、“城中村”改造“三件大事”。分

局领导带领各科室人员多次到企事业建设单位和街

道上门服务，召开城中村改造项目协调会，充分发挥

国土规划职能作用，为他们排忧解难，解决国土规划

方面的实际问题，受到好评。长风街建荣村为分局送

来“服务建荣、造福长丰”的锦旗。

【“土地日”宣传】　２０１２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围
绕全国“土地日”的主题，努力在全社会营造节约集

约用地、切实保护耕地、保障服务民生的浓厚氛围，

开展共推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社会等系列宣传活动。

分局全体人员精心布置、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采取

举办土地知识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群众咨

询、悬挂宣传布标等形式向全社会宣传土地管理法

律法规，宣传武汉市大力推进发展方式转变，落实节

约优先战略，坚守耕地红线，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土地

利用现状，进一步提高了全社会倍加珍惜和合理利

用土地资源的意识。

【土地办证】　２０１２年，口国土规划分局认真落实
市政府转发的信访案件即丰竹园小区１３２户拆迁还
建户房屋“两证”长期未办问题，及时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并制定措施和办证的方案。分局工作人员到

丰竹园小区张贴公告，现场接受咨询、收集资料，主

动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检查，受到广大住户的欢迎。

分局经整理核实相关资料，打破常规，在居民尚未领

取房产证的情况下，简化办事程序首批办理２１户土
地证，并利用休息日时间主动送证上门，赢得社区服

务中心和办证群众的高度赞扬。

【社会维稳】　２０１２年，口国土规划分局为有序推
进辖区征地拆迁工作，及时化解征地拆迁中的矛盾

纠纷，促进辖区社会和谐发展，分局成立口征地拆

迁调解委员会。调委会成立后，共接待来访群众

２００余人次，主动与来访群众交流思想，宣传法律法
规，积极配合区委、区政府及相关街道搭建沟通平

台，促使部分拆迁户与拆迁人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

议，调委会的工作得到来访群众及相关领导的肯定。

（陈　磊）

建建建 筑筑筑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筑管理站（简称口区
建管站）紧密围绕区委、区政府“转型发展、跨越发

展”的思路，全面践行“夯实基础，进一步规范质量

安全监管行为，促进口建管工作上台阶”的工作

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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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开创建管

工作新局面，全面推动口区经济建设。全年完成

全区监管在建房屋工程 ７８项，总建筑面积
４８６２１４３万平方米，总造价 １４４２６２４亿元。全年
新建市政建设项目５项３７２０米，造价６２３６万元。

【招投标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管站共完成全区
招标１３个项目，２６个标段，总面积１５３４４９１万平
方米，造价３６３２５４亿元，其中公开招标９个项目，
２１个标段。全年完成公开招标的工程公开招标率
达到１００％。招投标资料整理归档及时，上报招投
标数据准确真实，招投标活动中未发现弄虚作假行

为，无一投诉，也未发生行政责任过错。

【工程造价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管站共完成合
同审查与备案４６个标段，总面积２５７７１万平方米，
造价５３４０５５亿元，合同审查备案 １００％。竣工结
算审查１２个项目（１３个标段），竣工结算审计报告
报审审查率１００％，３个月以上的工程全部建立合同
价款履约管理手册，共２７个，建册率１００％。

【市场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管站共查处建筑市
场行为问题３６个，立案处理３６个，处罚２０８４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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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８日，口区建管站在辖区华汉广场项目施工现场召开
口区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暨高空喷淋降尘现场观摩会

元。文明施工方面立案处理１６个，处罚４６万元。
处理不良行为公示１个。建筑工程文明施工达标率
１００％。违法分包查处率１００％，纠正率１００％。建
筑工程渣土运输管理覆盖率１００％。建筑工程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率１００％，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持
验证率、台账登记率、催办率、信息反馈率均达

１００％。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管站坚持
监督工作程序依法依规，辖区工程无重大质量事故，

对工程项目的违规违法行为能及时处理。全年工程

质量监督项目１００％监管到位，竣工工程验收合格
率１００％，竣工验收备案率 １００％，质量投诉回复
１００％（１４起），创无质量通病住宅工程８４２％。严
格落实监督档案资料检查制度，开展讲评３次，并及
时报送各类信息资料。

【商品混凝土市场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管站注
重使用商品混凝土，使用率１００％，使用量居全市第
一，预拌砂浆的使用逐步在落实。继续开展预拌商

品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宣传工作。

【墙体改革与建筑节能】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管站完
成新建建筑中，按１００％标准执行建筑节能，在建建
筑工程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率１００％，建筑工程
按１００％进行墙体材料验收。

【散装水泥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
管站坚持积极推广使用散装水泥，全区

使用量达８１％以上。

【安全监督】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管站
完成安全监督检查１３０８次，专项整治
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１５次，共查出安
全隐患１３４１条。下达停工和限期整改
通知书２１２份，受监工程覆盖率１００％，
优良率８０％。新开工项目安全措施审
查率１００％，建筑项目安全监督档案建
档率１００％，辖区工程意外伤害保险率
１００％。全年共约谈 ４２个项目的参建
各方，查处违规违章行为２１起，罚款２５
万元，违法案件处罚结案率１００％。全

年监管工程未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未发生集体食物

中毒事故，安全监管形势基本平稳。

【企业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管站共走访区属企
业７０家，接待企业咨询及办理业务１７０余次。全年
完成企业走访率达 ５８％以上，服务态度满意率达
８０％以上。全年完成３５家总包、专业承包、劳务分
包资质初审和审查、５家企业的资质增项初审、７０个
建筑师的注册工作。全年完成年度建筑企业资质的

监督检查任务，企业管理资质和建造师申报资料的

审查及原件核对率达到１００％，辖区企业的申报材
料无违规和处罚行为。

【协税和招商引资】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管站共完成
建安营业税３３亿元，引进市外企业３家，注册资金
共１１８亿元。

（靳惠霞）

城城城市市市管管管理理理与与与执执执法法法监监监察察察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简称
口区城管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

绕“十二五”规划及全区转型、跨越发展“三件大

事”，持续开展“治庸问责”，深入推进“城管革命”。

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加强精细化管理，城市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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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不断提高，辖区市容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城市综合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市综合管理工
作继续深化“大城管”工作机制，并结合实际工作，

进一步理顺和完善。召开全区２０１２年城市综合管
理工作大会，调整充实区城管委领导机构，加强城管

委办公室工作力量，明确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确

定２０１２年口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目标。建立健
全口区城市综合管理１７项专项考评专案，对工作
目标、工作标准、工作任务及职责、工作措施作具体

规定。制定《口区关于奋战３００天实施“城管革
命”、“双十”行动的工作方案》，开展暴露垃圾、出店

占道经营、视觉立面污染和渣土运输等专项整治，各

项整治工作均取得阶段性成果。

【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按
照“以街为主、部门联动、综合治理、长效管理”的工

作思路，保持对查控违工作的高压态势，拆除各类违

法建设６２８处３１７８７９平方米，超额完成市级目标。
通过推进“春季和秋季拆违风暴”，组织强拆行动３６
次，集中力量拆除一批体量大、有重大安全隐患、影

响恶劣的违法建设，长丰地区违建势头得到根本遏

制。３月２８日，唐良智市长亲临口区春季拆违现
场，对口区拆违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并要求将口

区拆违经验在全市推广。

【占道整治】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按照“主干道
严禁、次干道严控、背街小巷规范”的原则，将全区

划分为４个协作区，着力通过区域性协作执法方式
增强执法力度和效果。全年组织占道整治行动

９５９１次，处置违法占道５１２５３处。针对在中山大
道、同济医院等处少数民族人员占道经营较为严重

的问题，联合口公安分局、区民族宗教局，采取逐

户进行规范和劝阻，印发维文、藏文宣传单，成立专

门守控队伍加强点位巡控，收到一定的成效。

【渣土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坚持“事前介
入、预防为主、多管齐下、全程控管”管理方针，通过

加强施工出口的管理，有效减少道路污染。协同区

建管站、交警大队开展工地评分排名，落实工地值守

和“四到位”制度，全区在建工地均安装门禁和视频

监控工作，全年查处渣土污染道路行为８５起，渣土
运输监管力度得到增强。

【户外广告招牌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启
动解放大道上延线、沿河大道、建设大道、中山大

道等１４条重点路段门面招牌整治工作。启动“长
江大道”口段的广告招牌规范整治，对 ５６块不
规范设置的广告招牌依法进行整改和拆除。开展

“缺笔少划”、“楼宇小广告”、“一店多牌”等专项

整治，查处７２处破损招牌，整改一店多牌１０５２余
块，清理橱窗乱张贴１２３７处、各类灯箱４８个，楼
宇小广告１２６块。

【景观灯光亮化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积极
筹措社会资金，重点建设长江大道、解放大道上沿线

楼宇灯光亮化带，对湘商大厦、广电江湾、海军工程

大学、竹叶海小区等２０栋楼宇实施亮化，超额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全年全区实现２８８栋楼宇亮化，完
成总投资５９５０万元。

【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下
大力气解决暴露垃圾问题，局属各城管所成立工作

专班和应急队伍，加强来回巡查，发现问题快速清

除。加大水车洗路作业力度，将高压水车、吸扫车集

团式梯形清洗道路作业纳入日常工作中。加强垃圾

容器、城市家具的清洗力度，确保设置规范，干净整

洁。定期对立交桥护栏和灯具进行清洗，保持常态

化管理。全年区道路清扫面积１２５３５３万平方米，
垃圾清运量 １１００吨／日，环境卫生管理达标率
８０％。

【“门前三包”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力促
辖区“门前三包”工作在全市率先重启，利用主次干

道临街门点ＬＥＤ屏不间断播放“门前三包”宣传口
号，在垃圾桶外侧印刷“门前三包”宣传标识，发放

宣传单３万余份。以解放大道体育广场至航空路
段、宝丰路为创建示范段，沿线４００余家经营户实行
悬挂《口区“门前三包”责任书信息公示栏》，与主

体经营资格一道，亮证经营。通过宣传与规范，逐步

形成以“社区为依托，经营业主为主体，相关部门积

极支持，职能部门密切配合，执法部门依法监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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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单位加强督导”的口“门前三包”管理新模式。

【１１０联动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共受理区
“大城管”系统各类办件３０８１８件，办结２９９１４件，
办结率９７％。办理市长专线１５０件，处理问题井盖
７０４个，督办件回告率１００％，满意率达９８％。

【道路维护】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完成道路维护
工程总产值 ３３４１９万元，完成加铺沥青路面
４０２７８２平方米、混凝土路面１７９９１５平方米、人行
道９６９８０平方米。完成辖区航空路立交桥、武胜路
立交桥、南泥湾桥、江汉一桥等８座桥梁墩柱安全警
示标志设置。对全区主次干道“拌脚桩”进行清除，

共消除隐患１０４处。积极与区地名委核实道路命名
情况，更换中英文标识路名牌６６６块。

【路政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坚持“流程最
优、环节最少、时间最短、服务最佳”的管理原则，及

时将审批项目、办事流程、办事时限和收费标准向社

会公布，进一步健全机制，提高行政审批办理效率。

全年共办理行政审批事项４７７件，行政审批合格率
达１００％，其中办理临时占道行政审批３１２件，办理
道路挖掘行政审批１６５件。

【燃气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开展瓶装液化
气综合整治，共组织大型燃气燃具整治１８次，取缔
非法燃气灌装点３８处，暂扣非法钢瓶５２５个，及时
打击瓶装液化气违法经营行为，有效地遏制和防范

燃气事故的发生。

【环卫设施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全力推
进１０００吨大型垃圾压缩中转站建设，项目选址确
定为古田一路北以西、轻轨停保场以北、汉丹线以

南、舵落口村西边面积约 １４８公顷的绿化用地。
通过前期协商，与东风村签订代征建站土地协议

以及土地置换意向书，建站工作进入立项程序。

公厕建设方面，完成古二北路蓝焰物流公厕和宗

关轻轨站、区政府旁２座环保型公厕建设，切实满
足周边群众的需求。

【行政执法】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开展城管法制

培训，就新颁布实施的《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举办５期培训班，执法人员全员培训，受训率
达１００％。全年共查处违反城管法规行为２２１１８起，
查处率９９７％。全年办理行政处罚案３４１０件，罚款
额６９９万元，其中办理一般程序案件７５０件，处罚
额５５万元；听证程序１２件，处罚额８３万元；办理
简易程序案件２６４８件，处罚额６６万元。案件合
格率１００％。

【执法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开展执法
队伍纪律作风整训，强化提高队伍素质。按照武汉

市城管局“队伍素质建设年”的总体要求，深挖自身

根源，认真剖析，对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

制定整改措施，注重加强学习教育。将执法队伍整

训活动和“创建群众满意基层站所队”、“争先创优”

和“政风行风评议”相结合，使城管执法队伍在执行

力、综合执法能力上得到增强。

【人大政协议提案办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管局将
议提案办理作为对城管工作的鞭策，在办理过程中

认真听取代表和委员的意见及要求，积极加强与主、

协办单位沟通和联系，主动承担责任，加强工作协

作，切实推动议提案办理进程。全年共承接市、区人

大建议、政协提案４２件，其中市人大建议３件，市政
协建议案２件，区人大议案２件，区代表建议２２件，
区政协提案 １３件，均全部按期办结完毕，满意率
１００％。

（陈　佳）

住住住房房房保保保障障障与与与房房房屋屋屋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简称口区房管局）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

领，紧扣“情系百姓、致力安居”工作主题，全面加强

自身建设，优化民生服务，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切实贯彻执行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注重在解

放思想中开拓创新，在转型实践中谋求发展，在服务

大局中提升形象，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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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安居工程】　２０１２年，口区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任务量为历史之最，开工建设１４１００套，占
全市开工量的１１９％，居全市中心城区之首。口
区房管局克服任务重、时间紧的困难，保证建设进

度，全年开工建设保障性安居房１４３２３套，完成目
标任务的１０１５８％；年底竣工１３３７４套，完成目标
任务的１０１％。全年共核发《武汉市城镇居民购买
经济适用住房资格证》５７６户；审核租金补贴户数为
５６８７户，发放资金１３９８２万元，其中新增租金补
贴户数４０３户。２０１２年，为配合口区城区功能布
局和旧城改造，为工业学院片项目筹措安置房源

９０６套，为汉西建材片筹措安置房源１８８８套。按区
政府的规定比例，对汉正街旧城改造区域的安置房

源进行配比，全年落实银丰片安置房源１３００套，汉
正街东片安置房源 １０００套，指标完成率均为
１００％。２０１２年，口区保障房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年底汉口城市花园华生一期工程竣工，华生四期结

构施工正在推进，邻里中心廉租房、盛世长丰项目结

构封顶，长华二期等保障房项目均已结构封顶，指标

完成率均为１００％。

【保障性房屋质量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房管局制
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实施

意见》，规范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全年对

辖区内保障房在建项目巡查３０余次，督促建管部门
在现场按规范标准监督指导施工。组织相关部门对

紫润明园小区１９２０套、古田帝园小区内８８８套住房
的房屋质量进行全面排查，对发现的外墙渗水、室内

漏水、飘窗渗水等问题，已督促全部整改完毕。

【房产权属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房管局按照规
范，做好房屋权属登记工作。实行产权登记、交易业

务合并，成立房屋登记中心，对窗口收件、后台审核、

校验缮证、发证归档等各环节，统一制定岗位职责，

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为解决业务偏科和提高

登记质量，安排固定时间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累计

培训１０批２００人（次）。按照市房管局商品房办证
“立等可取”的工作要求，开设固定窗口，安排专人

专岗完成，全年共办１０２２件。结合贯彻落实治庸
问责规定，加强对局机关工作人员勤政廉政教育，做

到思想教育与巡视监督相结合，引导工作人员树立

责任意识、效能意识、服务意识、敬业意识、道德意

识，自觉地避免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全年完成房

屋产权登记发证面积 ３８３１４万平方米，登记户数
２４８８４户，抵押登记 ６７３１户，面积 ２００万平方米。
全年共受理外来流动人口租房、购房办证８３起，审
验《婚育证明》８３起，验证率达１００％。

【物业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房管局依托城市综合
管理进社区，深入开展老旧住宅区物业服务。组织

辖区物业管理公司的技术人员，深入各个社区指导，

物业服务机构根据社区实际和物业服务需要，合理

指导社区配置保洁、保安、绿化、维修等各岗位服务

人员。建立健全社区居民民主监督机制，实施物业

服务收费项目、标准及收支账目公开制度，继续完善

以“五保”服务（保洁、保绿、保安、保房屋维修、保设

施设备运行）为主要内容的日常物业服务，规范服

务标准，扩宽服务领域，合理收取费用，全面提高服

务质量。

【房屋安全鉴定】　２０１２年，口区房管局代为制定
《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房屋安全使用三级管理网络

的实施意见》，将房屋安全特别是危房纳入区、街

道、社区三级监控网络。积极争取区政府支持，拨出

１００万元Ｄ级危房应急专项资金，用于全区危房应
急救援和维修。在重大节日和恶劣气候条件，均组

织工作人员对全区１２２０栋、面积９０７万平方米房
屋进行安全检查和巡查。全年下达《危险房屋通知

书》和《危险房屋督修通知书》２３０份，拆除和加固各
类危房２９６栋、１０万平方米（其中 Ｄ级危房４１栋、
７０００平方米）。危房监管率达 １００％，确保无塌房
伤人责任事故的发生。

【房屋租赁】　２０１２年，口区房管局进一步完善房
屋租赁协管机制。对全区１３６个社区进行了业务培
训，签订住宅类房屋租赁管理进社区工作委托书，完

成住宅租赁管理进社区全覆盖的工作目标。１月至
１１月完成租赁备案登记服务收入１７９万元，比上年
增长５３９１％。

【房屋测绘】　２０１２年，口区房管局不断创新测绘
模式，切实提升服务效率。区房管局测绘部门以

·５２１·

···城城城市市市建建建设设设和和和管管管理理理···



口区大面积拆迁改造为契机，以市区重点项目和

“城中村”改造为依托，加大基础性投入，增强技术

力量，依法独立实施房产测绘工作，不断提高测绘工

作精度和工作效率，为辖区开发企业服务。全年完

成房屋测绘建筑面积２０６６８万平方米，实现经济收
入２３５万元。

【信息化档案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房管局认真做
好房产档案的整理、立卷、归档等工作，确保房产档

案一宗不漏、一卷不丢。充分发挥房产档案的社会

利用价值。全年接待档案利用查询９５９１起，提供
档案证明材料５０００余份。认真做好房屋产权登记
历史档案扫描加工和数据整理工作，全年完成档案

扫描５０３８７件，数据整理１７５０４２条，新增登记档案
电子扫描１０９５４份。

【公房产业管理】　２０１２年，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加大城市旧城改造工作力度，公房逐年减少，截至

２０１２年底，房集团公司直管公房２１０７栋，面积
１１０２８万平方米，共计２４０１９户。全年共收取租金
１８１４９４万元。２０１２年，房集团公司积极为低保
户办理租金核减工作，并加快办理流程，做到当月申

报、当月核减，共为７３１户低保户办理租金减免手
续，年减免租金 １８０３万元。２０１２年，房集团共
为７１５户住户办理有偿转让、调换手续，按规定收取
过户费９２６５万元。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５日，口区召开环境保护大会

【公房维修管理】　２０１２年，房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加强对危房、有隐患房

屋的排查，并注重零星维修服务与维

修工程质量。全区危旧房屋（危险房

及超期服役房屋）８３３栋，建筑面积
２０７５万平方米。全年房屋排危 ２６
栋，５１３８平方米，投入２４２２万元；屋
面治漏、沟管道改造等专项维修投入

１１８５６万元，供水设施维保、更换老化
电线等零星维修服务投入 ２１５９８万
元。全年共投入维修资金 ５７６７４万
元。两项市属公房维修工程分别获得

全市二等奖、三等奖。

（肖腾芳　吴　婷）

环环环 境境境 保保保 护护护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环境保护局（简称口区
环保局）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着力提升辖区环

境质量，全面推进各项年度环保工作的开展，先后被

授予“武汉市‘十一五’时期环境保护先进集体”、

“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１７项荣誉称号，４１人次
获省、市、区通报表彰。

【口区２０１２年环境状况公报】　根据口区环保
局发布的《２０１２年口区环境状况公报》，２０１２年
口区环境状况如下：

一、空气环境质量

２０１２年，口区有３２１天空气质量为优良，占
全年天数的８７７％，比上年上升３９个百分点。

监测结果表明：２０１２年，辖区空气中二氧化硫
年均值为００３９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００１４毫
克／立方米，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
１９９６）中的二级标准；二氧化氮年均值为 ００５１毫
克／立方米，比上年上升 ０００２毫克／立方米，符合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中的二级标
准；可吸入颗粒物年均值为０１０８毫克／立方米，比
上年下降００１１毫克／立方米，超过《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中的二级标准００８倍。影
响空气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２０１２年，全区降尘年均值为４４吨／平方千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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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下降４吨／平方千米·月。
２０１２年全区降水 ｐＨ年均值为６６２，比上年上

升１２９个单位。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口区政府区长景新华（左三）到口区环保局调研
工作

二、水环境质量

１河流水质
口区河流水体为汉江口段，根据《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按功能区域类别，
以２４项监测指标评价，全区主要水体环境质量保持
稳定，汉江宗关断面水质符合Ⅱ类标准。
２湖泊水质
口区有张毕湖、竹叶海２个湖泊，按照《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及监测指标评
价，执行Ⅳ类水质标准。水质现状总体较差，未达到
Ⅳ类水质标准，超标项目为总磷、化学需氧量。
３饮用水源水质
２０１２年，汉江宗关水厂水源地水质状况达标率

为１００％，与上年相同。
三、声环境质量

１区域环境噪声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

５４６分贝，比上年上升０３分贝，达到《声环境质量
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二类标准。其中，生活噪声
源占 ７１％、交通噪声源占 １２９％、工业噪声源占
１６１％。

２交通干线噪声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为６９９分

贝，达到交通干线两侧功能区噪声标准（７０分贝），
与上年持平。

四、污染物排放及处理

１废气
２０１２年，口辖区（含市直管企业）工业废气排

放总量１１１５亿标立方米，比上年减少排放０４亿
标立方米；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４９７９吨，比上年
减少５９３２吨；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２７２６吨，比上
年减少４７７吨；工业烟（粉）尘排放量７３０吨，比
上年减少４６３吨。全区拥有工业废气处理设施１９
台（套）。

２废水
２０１２年，口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９８６８２万

吨，比上年减少 １４２２１万吨。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为：化学需氧量７４４３６吨，比上年增加２９４吨；氨
氮８８８２吨，比上年减少８６３吨。全区工业废水排
放达标率１００％，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５２４６％。
３工业固体废物
２０１２年，口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１０１７万

吨，综合利用量１０１７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率为１００％。

【整治餐饮油烟扰民点源】　２０１２年，口区政府将
整治餐饮油烟扰民点源工作列为全区为民办理的十

件实事之一。口区环保局高度重视，迅速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了摸底排查，制定整治计划，并在古田街

开展餐饮油烟达标示范街道创建工作。按照市政府

要求，成立口区餐饮油烟治理和噪声污染防治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口区环保局统一行使对餐饮油

烟治理和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职

能，针对油烟噪声扰民问题，各相关部

门各司其职，有效地解决影响人民群众

生活的环境问题，全年共整治完成餐饮

油烟扰民点源６３个。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
区环保局审批建设项目８５项、不予行
政许可 ３项，项目总投资达 ３１８８亿
元，其中环保投资０７５亿元，建设项目
环评执行率、“三同时”执行合格率均达

１００％。同时，不断加强对以往未验收
建设项目的清理，开展对建设项目环保

“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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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三同时”的单位责令其停建、停产，努力解决

未批先建、边批边建等问题，保证法律法规的贯彻执

行。全年未发生建设项目违法审批事件，区政务服

务中心环保窗口未发生投诉情况。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左二）、区长景新华（左一）视
察汉江江滩综合整治工程

【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　２０１２年，口区环保局通
过对企业污染排放、环境管理和社会影响３个方面
的１１项指标，在亚洲大酒店、华美达天禄酒店、武汉
天利包装有限公司、湖北省电力装备有限公司和武

汉华源电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等５家企业开展环境
友好型企业创建工作并通过验收。

【环境污染信访投诉】　２０１２年，口区环保局继续
实行信访投诉周报、月报、双月通报制度，做到资料

完整、台账齐全。全年共受理各类环境投诉１８６２
件，环境污染投诉处理率、回复率均达１００％，且台
账齐全，未发生因环境问题导致的群体上访事件。

【环保专项行动】　２０１２年，口区环保局开展整治
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对辖区

２家排放重金属污染物企业开展环境安全专项监
察，对辖区１０余家市、区级医疗单位及有规模的民
营医院的医疗废水处理设施和医疗废物存放、转移

以及放射源、射线装置管理情况进行多次“飞行检

查”，严把危废处置（转移）预审批关，并认真开展污

染源排污申报登记及变更申报工作。通过强化监

管，辖区工业污染物排放达标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排污申报登记执行率、闲置废弃放射源处置率及危

险废物（含医疗垃圾）处置率均达

１００％，有效地杜绝了重特大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事件的发生。

【绿色创建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环
保局继续推进宗关街丰竹园社区、红旗

村小学争创全国绿色先进单位，市第十

一学校、市第四初级中学、市第六十二

中学、市第一聋校、井冈山小学、长征小

学６所市级绿色学校顺利通过全国绿
色先进单位复查，崇仁第二小学、大通

巷小学、武药小学３所小学完成省级绿
色学校创建，汉水桥街海工社区、古田

街古三社区融侨锦城小区 ２个社区完
成市级绿色社区创建工作。

【环境宣传教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环保局大力开展
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先后与区教育局、区文体局、区

园林局等单位联合举办环保摄影大赛、“六五”世界

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邀请市环保局相关处室领导

为辖区干部群众、中小学生开展环保知识培训讲座

４期，在市级以上报刊杂志和新闻媒体上刊播环保
新闻报道共计６１篇。

（许　华）

水水水 务务务 建建建 设设设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水务局抢抓机遇、克难攻
坚，按照“保民生、谋发展、创特色”的工作思路，通

过狠抓汉江防洪清障、排水长效管理、湖泊保护治理

等工作，全面完成了转型发展、核心职能、特色、专

项、共性五大方面绩效指标。口区水务局获得

“湖泊水务管理”全市第１名。全年先后被授予“全
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武汉市防汛抗旱先

进集体”、“武汉市文明单位”、“武汉市“法律六进”

活动先进集体”、“全市湖泊保护工作先进单位”等

荣誉称号。

【汉江防洪清障】　２０１２年，口区水务局加大防洪
清障力度，领导班子严格实行领导挂帅，任务责任到

人，每日调度点评，“一企一策”应对，为防洪清障提

供了组织保障。充分发挥班子成员和全体干部各自

的特长，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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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一二三四”：一个确保，确保完成任务；二个到

位，领导责任到位、摸排巡查工作到位；三个严格，严

格政策、严格标准、严格程序；四个同步，宣传、勘测、

评估、审计等工作同步推进。全年完成江汉二桥至

古田三路闸口段２１千米的清障任务，关闭１４家企
事业单位及砂石企业，腾退滩地１９５万平方米，实
现防洪清障的重大突破，并启动超过１００万平方米
大型汉江公园建设。

【防汛备汛】　２０１２年，口区水务局编制区级《防
洪预案》，建立健全全区防汛指挥系统，与１１个街
防汛指挥部签订防汛责任书，明确各街防汛指挥部

防守封堵及值守任务。汛前组织堤防工程技术人员

对全区闸口、护岸护坡、穿堤管道、出江排污口、深

井、泵站、人防工程等防洪设施和防汛器材进行拉网

式检查，完成流通巷至江汉一桥工程段８个闸口封
堵，新建沈家庙至流通巷防水墙２７０米。储备抢险
备料１７万立方米，黄砂２６１４立方米，黄土５５０８
立方米。针对本年秋汛后出现的水毁，整治清远巷

堤段护脚８００米，修复２６处２８００平方米护坡。防
汛期间按照防汛预案要求，对沿江５００米范围内人
防工程、在建工地进行检查，确保安全度汛。

【堤防建设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水务局结合口
特色编制《汉江北岸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规

划》，明确“汉江江滩公园”的定位，重点强调亲水、

休闲、生态三大理念。组织实施东风厢式墙至二船

厂段江滩建设工程，新建防洪护岸１２１００平方米、
厢式墙１６２０平方米、道路１６０００平方米。拆除堤
防违章１３处共计６３００余平方米、清除菜地２处，
清退竹木市场经营户７家、控制违章建设２６处、驱
赶非法采砂船６艘。

【排水建设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水务局为确保
“小雨无渍水，大雨无长渍，暴雨无重灾”工作目标，

不断加大排水建设力度，取得明显成效。全年新增

排水设施，打通排水通道，推进汉口西部截污工程，

新建污水管３６７８米；完成三环线口段排水管网
建设工程，新建排水管道１９１７米；实施宜家地区排
水１６００米旧明渠与新建箱涵对接工程；组织实施
工农路边管、联农路东和古田五路西排水等６处排
水改造应急工程。加大管理力度，分别对１２个重点
建设项目实施全程跟踪管理，避免施工对排水设施

的破坏，并办理排水接管许可８件。严格依法查处
破坏排水设施的行为，重点查处华源电力破坏排水

设施造成渍水案件，责令限期整改并处以９０００元
的罚款。加大养护力度，对全区排水设施进行疏绞

维护，开展“家家乐”、“大战１００天”等大型疏捞活
动，共疏挖淤泥７０００多立方米，疏捞井孔１０万座、
疏绞管道 ３８万米、维修沟管 １３００米、添置盖座
２３００套、维修井孔３５００座，确保全区排水畅通。

【湖泊保护与治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水务局围绕
“十个突出问题”，建立湖泊长效管理联动机制。坚

持每日巡查。制定《口区湖泊管理办法》、明确湖

泊执法管理人员岗位责任制，将往年的一周不少于

２次巡湖改为每日巡湖（含节假日），共巡查湖泊
４１２次，领导带班巡查１２７次。坚持２４小时值守。
制定《湖泊保护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和《湖泊举报、投
诉、回告制度》，并对外公示湖泊２４小时值守热线。
实施联合共管。区水务局水政大队、区城管局渣土

办和相关街道城管办建立联合监管执法机制，对湖

泊实行联控、联管、联动。沿湖设置公示牌。在保护

湖泊的周边设置公示牌１６块，向市民公示保护湖泊
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及举报电话，发动市民共同参

与和监督湖泊保护工作。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区政

府常务会专题研究湖泊保护问题，拨出专款６２５４
万元用于湖泊退耕退养及建设，完成张毕湖、竹叶海

湖退耕退养，以及张毕湖２千米环湖路，新建车行道
路７１６２米，人行步道１３２２米。

【水务综合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水务局认真抓好
第一次水利普查，下发、回收和整理普查数据表２９７
份、台账表１７１份，并将采集数据全部录入台账系
统，圆满完成水利普查任务，摸清水务设施家底。及

时办理公共服务平台案件６９２件，市大城管检查湖
泊水务、路面渍水１６４件，１１０投诉案件５８１件，严
格落实限时整改制度，办结率达１００％。认真办理
每件批示督办件的处理回告，回告率和满意率均达

１００％。

【基层党建】　２０１２年，口区水务局围绕“喜迎十
八大，争创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的主线，以“基层

党组织建设年”、“汉江江滩环境建设年”、“排水设

施长效管理年”为抓手，以创建学习型党组织为重

点，创新政治思想教育；以激发干部队伍活力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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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创新干部队伍建设；以深化创先争优活动为重

点，创新基层组织建设；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为重点，创新反腐倡廉工作；以争创市级文明单位为

重点，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全年在落实推进环境创

新、民生改善中，加强排水设施长效管理、汉江江滩

综合整治、湖泊水资源修复与保护三大重点工作中，

在推进“三万”活动、落实结对共建工作中都取得可

喜的成绩。

（向京霞）

园园园 林林林 绿绿绿 化化化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园林局紧紧围绕园林绿化
工作目标，精心组织、强化落实，以提升绿化量为突

破口，以重点工程为主线，增总量，提质量，加大绿化

精品建设和精细化养护力度，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全

区园林绿化工作。全年全区植树４９万株，新增绿
地５１６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为 ２７％，绿地率
１９５５％。

【群众绿化】　２０１２年，口区园林局注重辖区绿化
景观和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并精心组织选点、制定绿

化改造方案，全年绿化面积达３０００平方米。共投
资经费８０余万元，完成海工社区、云鹤社区等１０个
社区的绿化改造，种植乔木 １万余株，修剪乔木
８０００余株、色块７０００余平方米。２０１２年，口区
园林局积极动员社会单位、区直各部门和街道相关

部门实施绿化建设。以３１２植树节为契机，采取集
中组织、分片实施，分四个层面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区“四大家”领导亲自启动张公堤城市森林公

园建设仪式，区“四大办”、区直机关工委、区直机关

单位干部职工和驻汉官兵踊跃上堤义务植树。辖区

地铁集团、普爱医院、中建一局等１０余家辖区单位
１０００余人在三环线东端和竹叶海公园栽种植物
５０００余株。发动区水务局、房管局、教育局等２０余
家区直部门种植樟树４０００余株。各个街道办事处
自选地点，组织机关干部、社区群干１万余人补种补
植树木达１３万株。同时，动员社区居民在社区内
认养树木 ２１万株，精心打造城市森林网。２０１２
年，口区园林局继续开展园林科普进社区工作。

按照市园林局总体部署，对 １３个社区开展“送花
草、送技术”活动，共送出鲜花 １４万盆。同时，组

织技术人员对社区居民进行花卉养护的技术指导和

园林绿化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专业绿化】　２０１２年，口区园林局以坚持按“园
林绿化景观化、特色化”的要求，全面实施绿化环境

整治，着力建设生态园林城市。全年完成口路提

档升级２０００平方米、古田一路延长线中间分车绿
带改造和新增绿带建设，解放大道上延线中间及两

侧绿带提档升级，调整面积约６２９８５平方米。完
成南泥湾大道绿化改造面积２０００余平方米，对南
泥湾立交桥下常码头（段）无人管理花坛进行了整

治，清除垃圾１５车，清理死、野树３０株，并对乔灌木
进行修剪，使花坛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实施崇仁路

（京汉大道至解放大道）“花街”建设，上花 ４５５００
盆，栽植８０００株红叶石楠。完成江兴路、江达路、
广顺路新建道路配套绿化建设，共栽植乔木２０００
余株。对沿河大道（建一路至古田三路）的灯杆安

装吊篮９６个，呈现立体绿化美化效果。完成解放大
道同济医院体育馆人行过街天桥绿化建设。实施

“十万大树”绿荫工程，在汉西三路、解放大道等１０
条路段种植法桐７０株、重阳木５３０株。实施园林小
景建设，以“人、城市、自然和谐”为主题，完成舵落

口、南泥湾、古四路重要节口等５个园林小景的建
设。以项目建设为着手点，加快生态园林城市建设

进程，尤其是重点项目景观效果初显。启动张公堤

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完成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绿地

用地５２公顷；３２公顷堤顶南坡绿化建设，一般绿化
１０１６万平方米，张毕湖公园３公顷建设，平整地形
３公顷，栽种植树４０００余株；完成长丰公园交地，面
积１７公顷。实施三环线口段绿化建设，完成
１２３公顷的建设任务。完成二环线绿化配套建设，
并实施长效管理。汉口春天公园续建工程强拆后，

绿化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启动园博园建设。第十

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在口区范围内，规

划土地总面积为 １３２３２公顷，其中国有土地面积
４３９９公顷，集体土地面积８８３３公顷。需拆除违
法建设总面积为１５９５万平方米，已完成拆除违法
建（构）筑物１３１５万平方米。

【绿化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园林局以精细化管
理为标准，着力抓好绿化养护管理。结合全区绿

化养护现状，进一步完善口区园林道路养护管

理手册，并印刷 ３００余份发放到每个养护人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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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细化所有道路作业人员职责范围，考核标准，

成立专班按照“零缺陷”的目标强化不定期巡查、

检查，考核、督促各管护责任路段全面落实精细化

管理，并严格按照城市综合管理第三方考核评分

兑现奖惩。

【绿化执法】　２０１２年，口区园林局进一步完善
口区园林道路养护管理手册，细化所有道路作

业人员职责范围、考核标准，成立专班按照“零缺

陷”的目标强化不定期巡查、检查。全年投资２００
万元，加强基础设施维修，适时补栽各类乔灌木植

物，定时冲洗行道树和绿带。“１１０”及时出警１５５
起，依法依规处罚破坏绿化行为的人和事。强化

服务意识，接警１５７件，处警率１００％，群众满意率
９６％以上。有效保护园林绿化成果和辖区生态环
境、行政许可 ２４件，实现零投诉的目标。截至年
底，口区园林绿化单项工作在城市综合管理考

评中排名第５名，被区委、区政府授予绩效管理工
作优胜单位称号。

（郭晓旋）

城城城乡乡乡统统统筹筹筹发发发展展展工工工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
（简称口区统筹办）紧紧围绕全区重点项目建设，

立足本部门职责，认真落实绩效目标，全面完成全年

各项工作任务，取得较好成绩。

【综合开发】　２０１２年，口区统筹办积极争取武
汉市政府相关部门政策支持，认真制定与规划区

级土地储备计划和旧城改建计划申报，各项工作

取得良好的成效。全区完成区级土地储备计划项

目２４个，总用地面积１８７９６公顷，总投资１３２亿
元。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武汉乳胶厂片、武汉剪刀厂
片、武汉化工厂片 ３宗地收购项目已签订土地收
购协议，分别完成储备面积１２５公顷、２公顷、３２
公顷，累计投入资金１９亿元；养殖场工业园片征
地项目已发布征收公告；银丰片旧改项目已启动

征收，投入资金４１亿元。２０１２年，全区共申报土
地供应计划７宗，总用地面积３５８公顷。其中区
级储备供应计划６宗，分别为工业学院片、弘玉二
期片、崔家墩北片、六十二中片、化工企业搬迁启

动片一期、江家墩片，供地面积 ２０４公顷；“城中
村”改造供应计划 １宗，用地面积 １５４公顷。截
至２０１２年底，崔家墩北片、玉带四村限价安置房
项目分别以１５３５０万元、４６８１０万元完成交易；化
工企业搬迁启动片一期、六十二中片已发布挂牌

公告，并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９日交易；工业学院片正
稳步推进土地挂牌工作。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２年，口区统筹办围绕全区“三
件大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重点推进化工企业

搬迁启动片、银丰片、江家墩片、崇仁汉中片、宗关铁

桥片、汉西建材片、长江大道征收项目，加强新华书

店、利济北片等一批重点项目的整理储备工作。继

续推进化工企业搬迁，打造古田生态新城核心区。

经过３年的不懈努力，化工片已基本完成社会居民
拆迁和企业收储工作，正在着手土壤修复的勘查论

证，项目整体规划业已通过市规划部门的审批。规

划范围内总用地面积７５７２公顷，总建筑量为２２５
万平方米，其中商业与办公用地１９公顷，可建９６万
平方米；住宅用地３６６７公顷，可建１２４万平方米；
教育用地４６公顷，可建５万平方米；绿化用地９４
公顷。截至年底完成筹备二期的土地交易工作，年

底实现挂牌公告，后续的土壤修复、土地出让工作正

在积极谋划中。推动汉正街传统市场改造，促进汉

正街地区提档升级。按照汉正街地区产业定位和规

划要求，完成汉正街区域内工业学院片、银丰片、汉

正街东片等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努力寻求市政府

政策支持，强化土地征收、整理、交易工作力度。同

时，积极配合市国有城乡建设投资集团，切实完成汉

正街地区整体改造建设，从凸显两江交汇核心区域

的区位优势出发，实现汉正街地区“脱胎换骨”的改

造目标。加快滨江沿线的开发利用，着力打造汉江

滨水商住区。根据口区汉江北岸滨水综合规划，

在已经启动的重点项目中，江家墩片已完成征收调

查及评估，征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崇仁汉中片土地

储备规划要点已经核发，正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力争启动征收；宗关铁桥片作为市土地储备中心投

资的储备项目已完成一期征收工作，二期征收工作

正在积极筹划中。

【项目管理与监督】　２０１２年，口区统筹办坚持加
强项目的管理与监督，不断规范项目操作流程，充分

发挥项目的经济效益。采取“谋划一批，整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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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一批，开发一批”的思路，以全程跟踪的方式，

紧紧围绕市、区两级重点项目用地积极开展土地储

备整理工作。在计划申报过程中，注重从全区发展

规划的视角出发，对项目进行系统谋划，既注重项目

经济效益，又注重项目对全区发展规划的辐射影响。

认真梳理正在运作的项目流程，对土地供地、交易环

节的程序全面把握，找准规划、咨询、权调、交易等核

心环节，寻求突破思路，进一步掌握土地交易的各个

审批程序和节点，科学、有效改进供地工作流程，提

高供地工作效率，将供地前期手续办理的周期缩短。

努力将“毛地、生地”变为“净地、熟地”，促使落地项

目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符合区委、区政府推进区

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决策。２０１２年，完成策划汉宜路
片、新安片、跃进片等一批即将实施改造的项目，为

全区“十二五“期间基本完成危旧房改造任务夯实

基础。

【健全机制】　２０１２年，口区统筹办注重建立健全
各项工作制度，并结合全年绩效目标任务，强化工作

责任制。积极争取上位支持。注重与市规划院设计

所及各委托评估机构等实际部门及时沟通汇报，取

得理解支持，工作紧密衔接，完善各地块前期调查及

规划咨询工作，形成土地成本核算初步意见。在重

点项目引进、重点地块推介、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加

强与市级部门的协调沟通，在土地收储方案制定上

做到既依据上位规划及相关规划条件，又立足区域

经济发展要求及实际情况。区内相关部门强化联动

协作。坚持定期与各相关职能部门、街道、专班对年

度计划、重点项目策划、重点项目推进、重大资金安

排进行研究论证，集思广益，为突破项目关键环节集

聚合力。切实做好区房屋征收领导小组、征收行政

管理部门、征收实施单位之间的组织协调工作，尽最

大可能消除环节摩擦，建立快征收，快供地的工作模

式。部门内、科室内通力合作。在土地储备项目推

进中，与口区统筹办拆迁科、口国资公司等在征

收工作、收储成本、运作资金等环节做到无缝对接、

通力合作。科室内部做到责任分工与团队协作并

重，以项目推进为导向，全面提升工作效率。立足新

的征收条例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项目储备整理相

关工作机制，抓好成本总预算和工作经费分项预算

的控制制度，通过认真分析储备项目各阶段资金需

求，合理安排资金到位进度，有序调度项目匹配资

金。通过聘请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调查、审

计等工作中，严格法律文本，严守规范程序。对外签

署协议合同必须在征求区律师团意见并报区法制办

审核备案的前提下，方可按程序实施。在委托费用

方面，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执行统一收费标准，确

保项目资金开支合理合法。深化绩效管理的力度，

将项目任务依据重点环节、主要流程进行精细分解、

逐项落实到具体人员。建立项目时间进度表限时推

进，做到定岗、定责、定任务。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及

工作职责，积极实行绩效目标考核机制，细化量化考

核，及时发现问题，反馈问题，快速处理。对于重点

项目、关键指标，深化完善“专人负责、及时联系、控

制节点、重点跟踪”的土地储备交易协调工作机制，

确保区内土地储备整理工作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平

稳快速推进。

（杨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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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
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全

区工业经济呈现健康、平稳、持续发展。全年全区工

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６６６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２％，其中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２６９６
亿元，增长９９％，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３８８７亿元，
增长９７％。全区产值过亿元的企业达２２户，累计完
成工业总产值高达１１６０１亿元，占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生产总量的９１４％。全年完成社会拆迁签约４５１
户，企业收储签约２家，企业腾退５家，租赁企业腾退
２１家，平整企业土地６家，完成拆迁面积７２万平方
米，平稳外迁企业职工５０００多人；红星村土地置换签
约，零散土地得到有效综合利用；完成一期、二期挂牌

土地污染详查，一期土地挂牌供地。

【全民创业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区政府注重全
民创业工作，按照《２０１２年武汉市全民创业行动方
案》工作部署，狠抓贯彻落实全市全民创业工作目标。

口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简称口区经信局）针对区

委、区政府下达的工作目标，进一步加大推动全民创

业工作力度，建立和完善全民创业的长效机制，使全

民创业工作常态化。以加强基地建设和创业服务为

重点，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创业促进发展，弘扬创

业精神，培育创业主体，拓展创业空间。进一步激发

全社会创业活力，将全民创业工作向纵深推进，促进

全区经济健康协调平稳发展。全年全区新增个体

１１７００户，私营企业１４４４户；城镇新增就业２３５８３

个，安置下岗失业人员４１４４人，帮扶困难群体再就业
３１３５人；放发小额担保贷款３４８７万元；扶持劳动者
自主创业成功２６３９人，创业带动就业１０５６０人；完
成失业下岗人员培训６６５５人。全年培育市级全民
创业示范基地大学生基地１个，面积６０００平方米。

【企业节能减排与质量振兴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
经信局根据省、市关于抓好重点能耗企业的有关要

求，制定措施，精心组织，落实目标节点抓工作。水务

集团实施管网分区计量与水表普查，提高计量质量，

降低漏耗，并逐步实施用能设备更新改造，水厂转压

站供水区域布局合理，科学调度，二次供水实施完善

变频机组。方圆钛白粉股份公司成立降低原矿粉碎

细度及降低系统能耗攻关小组，对系统进行了全面跟

踪和改进。有机实业集团申报《苯甲酸生产能源综合

利用》项目被列为武汉市化工节能推荐项目，已获国

家发改委初审通过，经过测算和专家多轮会审，该项

目年可节约标煤８８５１吨，并入选国家发改委公布的
“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名单。按照质量振兴责任

书要求，区经信局组织辖区企业按照要求抓落实，并

充分利用“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知识产权宣
传周”开展广泛宣传，现场发放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知

识、法律法规等多种宣传资料、宣传册，通过宣传活动

进一步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全年组织４家９项产品省级、４家５项名优产品
评定，协助８家企业８０余种产品申报２０１２年名优产
品并进入政府采购目录和名优申报。

【服务企业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经信局紧紧围绕
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改造、“城中村”改造、化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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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９日，口区经济和信息化局领导带队调研武汉第二电线电
缆有限公司

业搬迁“三件大事”，在完善健全服务企

业制度、提升服务企业工作效能、丰富

服务企业方式、增强服务企业实效等方

面，进一步开展服务企业各项工作，积

极为企业（项目）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

和发展环境。提高认识，不断增强为企

业（项目）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

健全完善服务企业的体制机制，坚持落

实企业直通车制度、区领导对口联系企

业制度、行政审批服务等多项制度，为

深入推进服务企业工作常态化提供制

度保障。在创新服务企业工作方式方

法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实践，诸如搭建

信息发布平台、诉求处置平台、电子商

务服务平台，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工作

效率。坚持开展融资服务活动，积极为企业争取资

金支持，区级财政列支３００万元资金用于小、微企业
贷款贴息；通过全市“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绿色通道”

向银行担保机构报送有效融资需求信息６７条，企业
意向贷款６５３亿元，企业实际获得贷款２７７亿元。
继续推进“国土规划服务园区行”活动，依法加快企

业建设用地报批相关手续审批进度；开展“环保服

务园区行”活动，依法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积极开展

“电力保障服务园区行”、“创建平安企业”、“法律服

务进企业”、“知识产权服务企业”等特色主题活动。

组织辖区企业积极参加省、市有关部门组织的各类

展览会、展销会等活动，支持企业抱团外出开拓市

场，构筑宽领域、多层次的经贸活动平台。完善政

策，进一步增强服务企业的工作实效。坚持把制定

并落实扶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作为继续服务好辖

区企业的重要抓手，增强服务企业工作的针对性、实

效性，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政策服务环境。

【企业改制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经信局进一步
明确通过改制促进企业再发展的基本思路，并采

取多措并举，积极探索企业改革改制工作新路子，

确保企业改革改制工作稳步实施。统一思想，明

确改革思路。按照区委、区政府提出企业改制要

配合推进汉正街搬迁改造、化工企业搬迁改造、

“城中村”改造等重点工程的要求，盘活企业存量

资产，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妥善安置企业职工，解

决企业遗留问题。按照政策操作，规范程序开展

工作。坚决杜绝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

失，处理好企业管理层与职工的关系，在整体推进

中抓住重点、先易后难，逐步完善，确保任务圆满

完成。配合“村中村”改造工作，充分抓住区内重

点工程中土地储备的契机，借力发力推动改制。

将沉淀的资源盘活，积极稳妥解决长期困扰企业

的诸多问题，让改革的成果与企业职工分享，在实

施企业改制的同时，为 １１３５片搬迁和红星村“城
中村”改造奠定良好的基础。

（罗婷婷）

商商商 务务务 和和和 旅旅旅 游游游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商务和旅游局紧紧围绕工
作职能，坚持重点加强商贸、旅游、屠宰、动检、渔政、

涉农产品、酒类专卖等多个方面管理，较好完成全年

各项工作目标。口区商务和旅游局现有行政许可

事项２３项，其中动物检疫２１项，旅游职能１项，酒
类专卖１项。全年要求每项行政许可按相关法律主
体程序公开透明，合法合理，并在口区政务服务中

心设立窗口。

【国内贸易】　２０１２年，口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３５５４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１％，增幅均低于武
汉市平均水平。在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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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以上企业实现零售额１６３１４亿元，增长１９７％，
限上企业零售额占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４５９０％。２０１２年，服务业增加值完成３０４７２亿
元，增长１２％。

【旅游发展】　２０１２年，口区商务和旅游局在长江
大酒店举办“口区旅游项目介绍暨特色旅游纪念

品推介活动”，提出“十里汉水、百年汉正、工业之

骨、休闲之都”的旅游口号，即以武汉精密铸造（编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首届口区旅游项目介绍暨特色旅游纪念品现场推
介会在武汉长江大酒店召开

钟、黄鹤归来系列纪念品）、龙从发木雕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谈炎记水饺（中华老字号）、

大汉口热干面（武汉名优小吃）、黄鹤楼茶叶（湖北

生态名茶）为依托，发挥全区旅游资源优势，丰富和

完善以汉正街商贸旅游区、汉水沿线、江城壹号、民

族工业博物馆为核心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打造

一批旅游项目、特色旅游纪念品以及旅游特色街区，

提高全区旅游品牌影响力，以及区域城市品牌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为国内外游客和广大市民提供丰富

的高品质的旅游产品。进一步整合区内旅游发展的

各类要素，充分挖掘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促进口区旅游与文化、经贸的融合发

展，推动口区与外埠、政府与企业、行业与行业的

携手互动。积极参加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

六届华中旅游博览会，区商务和旅游局组织辖区中

国国旅、新航线国旅、诚胜国旅等２０余家旅行社参
加此次博览会。旅游博览会期间，由区

商务和旅游局组织制作的“漫步口”

２０１２旅游宣传手册也首次与广大市民
见面，宣传册中重点介绍口“吃、住、

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对加快口

旅游推广，展示辖区丰富多彩的旅游资

源，拓展交流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电子商务流通】　２０１２年，口区商
务和旅游局注重建立适应电子商务发

展需要的现代物流体系，有力地推动全

区商贸服务业电子商务应用。面对电

子商务发展新课题，对全区电子商务工

作情况进行广泛调研摸底，形成《大力

发展电子商务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电

子商务工作开展情况综述，为区委、区政府领导决策

全区电子商务工作发展摸清和提供第一手资料。３
月２１日，组织全区电子商务考察团对成都、上海、杭
州等地电子商务发展进行考察，形成的《蓉、沪、杭

等地电子商务考察报告》被作为《决策参考》在全区

范围内进行刊发。此外，还初步制定口区关于发

展电子商务产业若干政策的建议，对全区发展电子

商务产业提出若干建议。为促使该项工作有实质性

进展，还积极与市商务局对接，将汉正街电子商务示

范区作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进行申报创建，该

项工作已获国家商务部授牌，为湖北省首家受此殊

荣的区级基地。５月２９日，区政府副区长刘传代
表区政府亲赴北京参加授牌仪式，此举为促进全区

电子商务发展、加快全区产业转型的进程主动扛起

试点大旗。以电子商务应用带动全区物流行业发

展，促进物流信息资源共享，推进物流行业公共信息

平台和行业电子商务平台的结合。鼓励商贸服务业

企业建立和完善电子购物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大型

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和连锁超市建立自己的网站，展

示企业形象，发布商品和服务信息，开展网上销售以

及话购、视购和邮购，打造口电子商务公共平台。

【服务民生】　２０１２年，口区商务和旅游局抓住国
家各种扶持政策，积极争取项目，各项目实施进展顺

利、成效显著，并得到市商务部门的充分肯定。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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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推进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工作。实现家电下乡

指定家电销售量达５９７８台，实现销售金额达１４０９
万元，实现家电以旧换新销售５９７９９台，实现销售
金额１９２９４６万元。全面铺开早餐工程建设。完
成１６户上报项目达标申请资料，其中武汉一家乐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武汉户部巷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汇

丰分店两户申报的新建改建项目已通过考核验收，

并获市、区两级财政补贴资金共计１１５万元。全区
早餐经营正在逐步走向规范，早餐市场环境面貌有

所改善。实施振兴老字号工程。全区推荐３家企业
申报“武汉老字号”称号，已获得市老字号专家小组

认定的为２家，分别是中华老字号“谈炎记”、武汉
老字号“武汉制药有限公司”。探索推进再生资源

网点建设工作。拟定《口区禁止设立再生资源回

收的具体地点和区域》，并向社会公示。开展“三合

一”整治，共摸排１５１户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初步形
成同质监、环保、工商、消防等部门的协同合作、综合

治理的良好氛围。全力推进放心豆制品建设。签订

食品安全责任状、承诺书５７００余份，全年组织开展
１１次集中整治行动，湖北经视、长江商报、楚天都市
等媒体都相继正面报道口区集中整治情况。全区

获证企业生产的豆制品市场占有率达到９１％以上，
并在全市放心豆制品验收考评中，口区被武汉市

评为“优胜单位”。加强对成品油市场监管。加大

对《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的宣传力度，严格完成对

社办加油站经营资格的审查和复核，切实加强成品

油市场安全监管工作。完善酒类流通备案登记工

作，严格规范酒类经营。全年完成１４２２家酒类流
通备案登记工作，其中办证１３１４家，年审核备案登
记证１１４８家。坚持加大对酒类流通市场管理与执
法力度，全年共组织执法活动１７５次，出动执法人员
５４３人次，检查经营户 ３０７户，未接到市民举报投
诉，有效的维护了酒类流通市场的经营秩序。加强

监督管理，确保肉品质量。积极协调配合组织区工

商分局、区质监分局、区食药监分局、区动监所等部

门进一步加强全区肉品市场生产、经营、使用肉品的

管理工作，确保全区销售和使用肉品的单位和经营

户都来自市政府准入的屠宰企业的产品，确保区内

不发生重大肉品质量事故，确保市民食肉安全。全

年屠管办共组织执法巡查活动２８４次，出动执法人
员１０６１人次，出动车辆２８４台次，有效地打击了私

屠滥宰的嚣张气焰。对辖区内私屠滥宰的行为实行

零容忍，举报一起坚决打击一起，发现一个坚决依法

取缔一个。加强动物防疫及防疫监督工作。组织防

疫专班到各街、社区对信鸽逐羽免疫，全年防疫密度

和应免疫数均达到 １００％，共计出动春防人员 １１０
人次，出动车辆２２人次。加强动物及产品检疫监管
力度，屠宰检疫率达１００％，市场流通环节检疫覆盖
率达１００％。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全区肉类批发市
场、超市、集贸市场的有效监管，防止未经检疫及病

死病害肉类上市。全年共出动检查人员 １６２８人
（次），出动车辆 ７３１辆（次）；检疫肉牛屠宰数量
１０７万头；检疫流通环节畜类 ２５５７万头，禽类
２８８６万 羽，畜 禽 产 品 ２２９９４吨，持 证 率 达
９９９５％。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抽检工作。全年
农检中心利用ＤＹ－ＰＲ－６、ＰＲ－３型检测仪开展蔬
菜农残检测７８１８批次，合格率达１００％，全年完成
率９２３６％；在市场流通环节抽样检测 ２０４６批次
（其中盐酸克仑特罗 ６７１批次、莱克多巴胺 ７１０批
次、沙丁胺醇６６８批次），合格率９９７１％，全年完成
率９４３１％；水产品检测７４１批次，合格率９９％，全
年完成率９１５２％。

（颜正勇）

招招招 商商商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口区招商局由区商务和旅
游局分拆组建而成，履行招商引资、对外贸易、对外经

贸协作、外事管理等职责。全年口区招商局紧密围

绕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化工企业搬迁、“城中村”改

造“三件大事”，实施精准招商战略，积极推进重点项

目策划，加大核心项目的引进力度，着力提高招商品

质，全区招商引资工作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引资总额】　２０１２年，口区完成引资总额达１０１
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４４％，其中引进市外内资８４７亿
元，增长８０１６％；实际利用外资２５９亿美元，增长
４９５％；实现出口创汇３４２亿美元，增长４７５％。

【重点项目引进】　２０１２年，口区招商局注重加大
重点大项目的引进，积极发展全区经济。全年完成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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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德古田项目土地摘牌，公司注册备案和增资工作

正在进行。２０１２年，全区新引进世界５００强企业１
家，即武汉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出口创汇】　２０１２年，口区招商局面对国际金融
危机、外贸出口严峻形势，克难攻坚、主动有为，使全

年区出口创汇逆流上涌，平稳增长，全年全区外贸出

口额达３４２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４７５％。

【地块招商】　２０１２年，口区招商局加大对土地资
源的统筹与管理，使之发挥最大增值与效率。全年

完成以１１３５启动片和工业学院片为代表的重点地
块招商，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同时，分别成功引进新

加坡最大的商业地产运营商凯德集团和香港高端商

业开发商恒隆集团。

【产业招商】　２０１２年，口区招商局注重发展服务
产业，其中建信人寿、长安保险等省级保险企业总部

先后入驻，三井物产、迈瑞医疗等优质企业相继落户

口。

【招商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招商局进一步转变工
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全年完成外资企

业设立变更审批２３件，帮助２５家企业申请中小企业
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扶持资金逾５８万元。积极
主动参与１０场由省、市政府举办的重大招商洽谈会
活动。全年组织赴香港、台湾、北京、深圳、广州、成

都、杭州、南京、沈阳、昆明等地招商考察１５次，密集
拜会企业，与８家意向投资企业完成签约。全年完成
接待国内外来访企业和政府考察团５０批次。

（胡丽萍）

经经经 济济济 开开开 发发发 区区区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动
抓住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机遇，按照都市工业园区

向都市产业创新园区转型的发展思路，打造以生产

性服务业为主体、以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为引领、以文

化创意为特色、以中小企业集聚为导向的都市产业

创新区，争当全市中心城区产业转型工作的排头兵、

试验田、示范园，努力成为新产业培育的基地和重要

载体。全年实现全口径税收 ２４亿元，招商引资
９８２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１５亿元，服务业增加值
５０２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３２７亿元，限
上商贸销售额２５１亿元，完成 ＧＤＰ为１８７亿元。
全年新增就业１５００人。

【发展电子商务产业】　２０１１年，口经济开发区被
商务部授牌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作为全国３４家之一、全省唯一的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全面启动示范基地创建工作。规划统领，

分步实施。制定区级层面的示范基地创建工作方

案，明确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目标、规划布局、扶持政

策体系、年度工作安排。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充分

利用各类途径，扩大基地影响力，塑造基地良好形

象。在《长江日报》刊登题为“扛起电子商务示范大

旗，探索转型之路再创辉煌”文章，对示范基地的基

本背景、建设情况、发展重点和规划目标进行宣传。

联合举办全区电子商务联组学习、全区电子商务创

业项目暨人才选拔大赛等活动，打造电子商务发展

平台，聚集电子商务发展人气，提升示范基地关注

度。商务部、湖北省商务厅、武汉市商务局领导多次

到示范基地调研，进一步扩大示范基地的影响力。

考察交流，主动招商。多次赴北京、上海、深圳、成都

等地区学习电子商务发展经验，广泛接触电子商务

行业协会组织和龙头企业，重点引进平台企业、优质

电商、配套服务企业。中文百科在线的全国总部、中

国网库湖北总部、酒仙网华中总部、我的百家、卓欧、

奥派阿西、一道关怀等企业入驻园区。整合资源，建

设载体。新工厂电子商务产业园已完成２５万平方
米厂房改造，引导周边村级工业园（长丰街的常码

头工业园、裕丰工业园、亚诺工业园、东风创业园、长

丰科技产业园和易家街的盛世包装工业园）作为承

接中小电子商务企业入驻的试点园区。先行先试，

推进发展。中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智能物流信息服

务试点项目、武汉威仕达软件有限公司社区电子商

务服务试点项目被纳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电

子商务试点项目”，获得扶持资金 ９６０万元。中文
百科、我的百家等６家企业与相关银行达成近２１
亿元融资意向协议。与武汉电信达成智慧园区建

设、与蔡甸达成物流基地建设、与邮政 ＥＭＳ武汉公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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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９日，在首届２０１２中国（北京）电子商务大会上，口区政
府副区长刘传代表湖北省唯一一家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口区汉

正街都市工业园上台领牌

司总部达成快递配送等合作意向。

【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经济开发区全力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建立重点项目联系制，派专

人对接项目、跟踪调度，提供从规划建设、手续办

理、策划宣传、招商入驻等全方位的协调服务。江

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正在打造武汉西部集创意

办公、创意展示、创意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主

题时尚园区，排水、供电、自来水、天然气、电信等

基础设施建设完工，６４万平方米的房屋外立面改
造完工，招商引资、消防验收、绿化景观打造、管网

清理等工作积极推进，已签约小马奔腾、星期五火

锅店等商户 １１家。汇丰企业天地项目作为集高
端制造、产品研发、展示、商务、办公以及服务配套

于一体的总部楼宇，一期工程已完成建筑面积１０
万平方米，完成预售面积５万平方米，购房企业涉
及银行、电子商务、医疗、服饰、零售等总部型企

业。海联大厦项目拟集办公、会议中心、企业家俱

乐部以及创意办公公寓等一体的复合商业体，规

划建筑面积 ４万平方米，已通过规划设计方案审
批，规划建设手续基本办理完毕，启动桩机建设。

天宇·万象国际商业中心项目拟建集智能办公、

高档商业、生态住宅为一体的现代化、多功能综合

体，规划建筑面积８５万平方米，总平面规划方案
已获得通过，正在办理消防、人防等相关手续，完

成场地平整和试桩施工。凯景国际商

务中心项目拟建五星级酒店，规划建

筑面积 ６３万平方米，总平面方案已
通过审批，原有建筑全部拆除，正在实

施场地平整。华美商务中心项目规划

面积４万平方米，原有建筑物已全部
拆除，新规划设计方案正在审批。

【服务企业】　２０１２年，口经济开发
区开展“狠抓作风建设、争创一流工作

业绩”的主题教育活动，全面提升干部

队伍素质，营造一流投资环境。建章立

制，规范管理。建立健全对口服务企

业，招商引资、招投标、重大事项决策等

工作制度和操作流程，做到用制度管

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减少人为

的干扰因素，为园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

度和机制保障。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方式，当

好政策信息宣传员、企业情况调研员、经营管理服务

员、发展难题破解员，建立开发区２００多家企业的台
帐，为开展企业服务提供详细的统计资料；新华书店

公交站点设立，蓝焰自动化公司省级名优特产品申

报，庞图服饰税务稽查，汉电公司厂房改扩建手续报

批，油田、东运等企业管理层子女入学，武汉华源电

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金东方环境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武汉贝斯特纸业有限公司等申请科技资金

扶持，江城壹号、中文百科等企业融资授信等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提升园区管理服务水平，实行维修、保

洁、保安、绿化等物业服务精细化，完成公共设施及

厂房维修５０００平方米，道路维修６００平方米，１２家
企业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认定。开展丰富多彩园区

活动，组织企业参加湖北工业大学应届毕业生专场

招聘会，联办２０１２春风行动———“电子商务招聘专
场”，联办“猎头公司与企业交流洽谈会”。圆满举

办第二届企业职工趣味运动会，协办“爱在凯

德·美味情缘”相亲活动，被武汉电台《城市节拍》

栏目、《武汉晨报》宣传报道。组织企业参加“一季

一讲”园区名家讲坛、电子商务培训、信息化培训、

投融资培训，“新三板”培训等讲座，满足企业不同

层次、不同内容的培训需求。

（李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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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交通通通运运运输输输与与与物物物流流流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运输局以完成全年各
项绩效目标工作为重点，不断探索道路运输市场管

理的方式方法，着力提高交通行政管理水平。全年

全区交通运输行业有客运站２家，涉及长途客运班
次１０５８个，完成公路客运量１０８０万人次。货运经
营户５１０家，从事货运经营车辆１０９０台，物流服务
业４２０家，完成公路货运量１７万吨（其中个体８万
吨），货运周转量 ６７０万吨（其中个体 ２１５万吨）。
汽车维修企业６７家。局机关内设党政办公室、政策
法规科、运输管理科、安全监督科、维修管理科５个
职能科室，其中运输管理科加挂行政审批科牌子。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增挂区物流局牌子。

【运输市场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运输局注重
行业行政许可工作的规范管理，全年共办理道路运

输行业行政许可５０件，共发放客运旅游线路牌牌照
３５２７张（其中发放省际牌照 １３７８张，市际牌照
２１４９张），保持了道路运输行业行政许可无差错。
继续加强道路运输市场整治，与市运管处及各区执

法队联合执法，全年共开展专项整治６０次。加大全
区汽车维修企业管理，全年完成二类维修企业 ２６
家，其中，２５家质量考核达标，１家因质量不达标终
止年审；３２家三类企业完成考核，达标率１００％。全
年计划生育工作无违规。在道路运输管理工作中，

积极开展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驾驶员诚信考核计分

工作，全年有８００人通过驾驶员诚信考试。完成年
审货运企业５１５户，车辆１４３０台。在区域物流业
发展工作中，开展推进国家 Ａ级物流企业评选工
作，全年新增３家 Ａ级物流企业，有２家物流企业
２Ａ升为３Ａ。注重发展物流基地，重点建设蓝焰物
流中心项目，零担货运中心已投入运营。在行业投

诉处理、信访件管理工作中，加强对办件的回复，全

年共受理６０件，回复率１００％。

【交通安全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运输局注
重交通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坚持每

季度召开一次安全专题例会，每月开展一次安全

检查，严格安全生产资质审核，强化安全教育工

作，与行业各企业签订《２０１２年度口区道路运输
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书》，切实落实《道路旅客

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试行）》的宣传贯彻工作。

以“安全生产年”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安全生产

宣教行动”为载体，在全区道路运输企业开展“员

工无违章、现场无隐患、企业无事故”的竞赛活动，

组织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特

种作业人员进行专业理论培训。对道路运输客

运、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进行

专项管理检查，在春节、中秋、国庆、十八大期间进

行道路运输安全大检查。

【客运站周边环境整治】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运输
局根据市、区专项环境整治要求，组建专班，并牵头

成立水厂、古田２个汽车站前办公室，下派两名正科
级干部带队，从下属企业抽调１２名工作人员充实站
前办队伍。１月至６月，整治专班通过加强硬件设
施整改的投入，全力消除出店占道经营，全面改善市

容环境面貌，确保交通秩序畅通、有序。同时，进一

步强化社会治安管控，大力提升站内管理水平，交通

次序明显好转。８月至９月，通过加大督办力度，制
定问责办法，完善工作举措，巩固整改成果，获得武

汉市举办的电视问政“回头看”和市督导组综合检

查的肯定。１０月至１２月，整治专班按照人员不减、
范围不减、调度不减，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彻底消除

残余问题的工作思路规范长效管理。全年共出动执

法人员２６００余人次，出动车辆３４０余车次；更换彩
砖１０００多平方米，增设２００个隔离柱；拆除客运站
周边违法建设和乱搭乱盖８处共２４０平方米；查处
窗口地区机动车违停３６８６起，纠正长途客运车辆
站外揽客１３０起，查获“黑的”经营案件１６０起，收
扣两轮电动车及摩托车３３９辆。通过专业整治，水
厂、古田客运站周边刑事警情比上年下降４５２％，
在年底电视问政和年终检查中整体成绩优良，没有

突出问题在媒体曝光。

【整治“黑的”非法营运】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运
输局按照市交通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成立打击“黑

的”专班。专班克服人员少、车辆少、取证难、特殊

人群增多、暴力抗法现象突出等实际困难，发扬团

结协作、吃苦耐劳、克难攻坚的精神，每天安排 ３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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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车和１２名执法队员上路执法，打击“黑的”非法
营运工作取得明显效果。全年专班共出动执法人

员３９３７人次，出动执法车辆 ９６９台次，打击“黑
的”４０７台，《武汉晨报》、《武汉晚报》、《长江商
报》等媒体４次报道口区整治工作。在全市整
治“黑的”非法营运考评工作中，共计 ５次拿到全
市第一，３次拿到第二，２次拿到第三，年度综合排
名全市前列。

【汉正街专项整治】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运输局按
照区政府要求，成立汉正街整治工作专班，对汉正街

物流企业采取拉网式摸底登记工作。依法取缔无照

物流企业、外迁有照物流企业，集中开展宣传教育工

作，发放宣传单《告汉正街物流企业的一封公开

信》。积极协调工商、城管、公安、消防等部门，重拳

打击违反道路运输管理规定的经营行为，并冻结物

流经营证照。充分运用日常联合执法、市区联动执

法检查进出汉正街载客和载货面包车，整治工作达

到明显效果。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６４０人次，出动
执法车辆２２９台次，共检查载客（货）面包车１９５０余
辆，依法查扣非法运输载客载货面包车１４起，取缔

无证经营１６９户，取得了一定工作成果。

【党务及文明创建】　２０１２年，口区交通运输局积
极开展党务及文明创建工作，组织“道德讲堂”活

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

教身边人”的形式，开设机关道德讲堂、企业道德讲

堂、行业道德讲堂、家庭美德讲堂。开展“学党史、

知党情、跟党走”学习教育活动，注重革命传统教

育，组织学雷锋和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不断增强党

员党性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全年

在“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活动中，帮助结对丰山

村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共铺设１０００米长的 Ｕ形水
泥管沟渠；帮助清理暴露垃圾２０堆、疏通沟渠５０００
米；新建垃圾池２０个，新增垃圾箱８个，维修破损道
路１０００米；改造无害化厕所５座，清理乱贴乱画３０
处，改善了丰山村的卫生条件。在“结对共创”活动

中，区交通运输局帮助共驻共建的荣华街荣华社区

协调解决居民反映移动基础设施电磁辐射问题，提

供慰问金２５００元，为结对的宗关街井南社区提供
６０００元共建资金。

（李雄风　张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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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
口区发改委）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

紧盯目标、狠抓重点、全力推进，规划统筹、项目管

理、“两型”建设、价格监管等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２０１２年，口区发改委荣获“湖北省物价系统先进
单位”、“武汉市重大项目建设立功单位”、“武汉市

节能工作先进单位”、“武汉市社区建设工作先进单

位”、“口区委先进学习型党组织”、“先进基层党

组织”等荣誉称号。

【发展规划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发改委始终坚持
规划先行，注重优化区域结构，谋大谋远谋实，切实

发挥决策参谋作用。结合口区“三件大事”的推

进，顺应武汉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步伐，

提出“古田生态新区立足‘武汉城市副中心’的功能

定位，结合化工企业搬迁、城中村改造、都市工业转

型的机遇，重点发展现代商贸、电子商务、总部经济

等行业，形成产业转型示范区、土地集约利用示范

区、公共服务示范区、绿色生态示范区”的规划思

路，为推动口西部成为全市“国家商贸中心”的重

要组成部分，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进行积极探索。

全面摸底、调研区内电子商务发展现状，深入分析发

展优势和薄弱环节，借鉴先进地区发展经验和理念，

拟定《口电子商务示范区建设方案》、《口电子

商务产业发展规划》，为全区出台《２０１２年武汉市汉
正街都市工业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创建工作计

划》、《关于支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试行）》等文件提供参考和依据，全力推进电子商

务示范区创建。及时做好“汉正街地区产业规划”

的论证对接和专题汇报工作，从汉正街规划的功能

定位、分区布局、开发体量、用地规划等方面向市发

改委提出意见和建议，其发展思路和设想基本纳入

规划文本，规划成果得到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肯

定和认可。以五年规划纲要为指导，按照“五年目

标四年完成”的要求，对区“十二五”规划指标进行

责任分解，每年制定并下发年度《“十二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指标指导性意见》，指导各相关单位把

握规划指标任务完成进度，确保“十二五”各项目标

任务按进度要求推进。

【重点项目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发改委始终把
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进力，坚持项目

兴区战略，通过健全完善重大项目指挥部主责制、

推行分类分层协调机制、强化关键要素的统筹、建

立重大项目可视化信息平台，项目建设的质量和

效率得到有效提升。２０１２年，口区发改委完成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２２６５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８１％；重大项目竣工或部分竣工 １２个，新开工
重大项目１０个，完成搭建口区可视化项目管理
平台。领导深度参与。区级领导担任项目指挥

长，全面负责方案编制、招商谈判、协调督办等具

体工作，保障项目快研究、快协调、快洽淡、快推

进。部门横向联动。设立区重大项目办公室，明

确发改委、国土规划分局、统筹办、招商局、房管

局、财政局等核心成员单位，统筹推进项目建设。

指挥部分类调度。组建街道旧城（“城中村”）改造

指挥部，依据项目类别分类调度，涉及征收实施、

企业改制、安全稳定等个案问题，由街道指挥部协

调解决。涉及规划方案、招商融资、房源安置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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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要素问题，由项目办主任例会协调解决。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每周六主持召开项目调度会，研

究解决项目推进、招商引资中的重大疑难问题，形

成上下衔接、整体联动工作格局。全年共累计组

织召开２７次重大项目主任办公会，召开２４次周末
重大项目调度会。争取规划部门支持，通过优化

审批流程、缩短办理时限、完善地块平衡方案等措

施，有效缩短项目规划选址时间。为引进“中部唯

一、国内一流”项目，针对工业学院片、银丰片旧城

改造资金短缺问题，由政府主导，创新融资平台，

争取银行授信，为重大项目融资５０亿元。化解征
收矛盾，强化与市规划、房管等职能部门的沟通协

调，争取还建房先期预审等政策支持，通过回购、

调换等方式筹措动迁安置房源５３００余套，保障拆
迁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整合“规划一张图”、“招商

企业库”、“安置房源库”、“征收（拆迁）数据库”等

资源，建立信息收集、处置分解、反馈督办“三位一

体”项目信息平台，实时监控项目进度。研究制定

资金审批流程、项目审批指南，量身定做重大项目

推进线路图，明确项目推进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

纳入绩效考核。定期制发《关键要素问题协调事

项》，逐月梳理未达进度项目、未落实事项，及时发

出超时警示，提出督办问责建议，全年累计下达项

目督办单１７２项，按期办结率达到 ８０％以上。充
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确下达投

资项目责任分工、考核节点、年终目标等关键要

素，将５００万以上的投资量化落实到每一个具体
项目，细化配合部门节点目标和推进时限，做到主

责单位和配合单位同步考核。紧盯投资进度，加

强监控巡查，全力推动挂牌项目、开工项目、新上

户项目，围绕重大项目节点任务，锁定具体申报周

期。加强相关责任单位的联动和对接，每月收集

汇总项目进展情况，全年累计编发《重大项目动

态》１１期，定期向全区通报项目工作的新动态、项
目建设的新进展和项目督查的新情况。坚持月分

析、季调度，及时掌握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方式变

化，确保各类投资应统尽统。坚持以投资引领内

需，通过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实施引导投资规模持

续扩大。

【“两型社会”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发改委以
“两型”促生态，美丽口建设向纵深推进，“两

型”工作紧紧围绕要点，在打造“两型”产业载体、

生态环境建设、节能减排、示范创建等领域取得成

效，各项工作目标稳步推进。超额完成单位生产

总值能耗降低率 ３９％，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率
４２％等目标。认真落实省、市节能减排工作要
求，加强结构调整，强化政策引导，严格执法监督，

不断健全制度机制，节能减排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全区节能监察能力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成功获

得国家专项资金支持 １０１万元、区级财政配套资
金６７万元，添置节能专项仪器设备５６台（套），节
能管理和监察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通过

深入企业走访调研，及时准确掌握全区用能大户

节能工作状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企业节能减排预

案。定期能耗调度，及时通报国家、省、市节能会

议精神，宣传各级政府相关政策，推动用能大户节

能降耗工作。严格执行固投项目能评制度，完善

节能评审网上预检，完成新建项目节能评估和审

查５０件。武汉有机实业有限公司、武汉远大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工贸有限公司等 ５个节能项
目成功申报国家、省、市节能资金奖励 ５００万元，
为历年来全区节能项目申报资金最多的一年，也

是中心城区申报项目和资金最多的城区。加强

“两型”示范建设，着力培育绿色文化。牢牢把握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核心宗旨，在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加强探索，在

“两型”生态建设、环境综合整治、“两型”示范创

建以及体制改革创新等领域取得新成效。打造市

级“两型”示范区的古田生态新区工作进展顺利，

综合规划编制接近完成。化工企业搬迁、“城中

村”改造进展顺利，节能减排工作形势良好，启动

开展土地集约利用模范区创建工作。市土地集约

利用评价工作正在进行中，“两型”示范创建进入

实施阶段。举办“２０１２年武汉市暨口区节能宣
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书香口———图书换客

行”、“两型社会、两型机关”建设知识讲座等系列

活动。“两型”示范创建深入开展，韩家墩小学“两

型”体验馆启动建设，全区最后１５所学校“两型”
创建工作圆满完成。完成２３万盏老旧居住区楼
道灯的安装工作，创建２个市级节水型小区，创建
“两型”家庭１０００户，深化“两型”创建节能工作
走在全市前列。

【经济运行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发改委以调度促
实效，全区经济运行保持健康稳定，将重点指标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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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调度作为适应新形势、发挥宏观经济管理作用、

实现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常抓不懈。通过

建立监测调度平台、完善监测调度制度、不断强化全

区重点指标的监测调度和督办落实力度。坚持对重

点指标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发展趋势预测和综合研

究分析，每月召开重点指标调度会，及时发布预警分

析报告、提出调度建议，协调解决指标执行中的重点

和难点问题，不定期以集中调度、专题调度和现场调

研等方式，督促指导责任单位加力度、上手段、强措

施，力争赶超进度，重难点指标每周调度一次，综合

指标至少每月调度一次，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绩

效目标圆满完成。发挥经济运行分析作用，为各级

领导决策提供依据：重点强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研究，积极探索经济综合分析

联席会机制。建立区“经济工作联席会制度”和“经

济工作联席会联络员报告制度”、创立“经济运行分

析专刊”，每季度结合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撰写

全区经济形势分析，科学研判经济运行的动态和趋

势，深入分析影响全区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和薄弱

环节，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区委、区政

府决策提供参考，引导全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粮食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发改委认真贯彻落实
社会粮油统计工作。严格遵守各类报表的报送时

间，完成报表报送工作。年初完成上年度辖区居民

用粮调查和辖区涉粮企业调查工作及上年社会粮食

统计年报工作。完成粮食库存专项检查工作。联合

区工商分局、质监分局，采取月巡查、季检查、节日重

点查的方式，在全年的每个重大节日前对区内粮食

批发市场进行粮油质量专项检查，并逢检必抽样送

武汉市食品粮油检验中心站进行检查，确保粮油食

品的安全。实行粮食市场义务信息采集员制度，及

时掌握区内市场粮食供求信息及价格走势，库存变

化及粮食价格的异动及其相关信息的变化情况。加

强对军供站的指导、服务和协调工作力度，积极组织

配合军供站开展“双拥”共建活动，其工作得到辖区

驻军的好评。区军供站严格执行军粮供应政策，坚

持“以兵为本”和“全天后”为部队服务的宗旨，坚持

送粮上门服务，积极落实“一批一检一报告”制度，

确保军粮供应万无一失，军粮质量合格率为１００％。
为辖区企业争取武汉市粮食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经

过争取为湖北省金穗长丰粮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

“农户科学储粮彩钢板储粮仓生产基地”项目专项

资金１０万元。组织辖区３个粮食机械生产企业参
加由湖北省政府主办、湖北省粮食局承办的“湖北

省粮食精品及粮食机械展销会”。

【国防动员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发改委国防动员
建设工作，始终以军事斗争准备需求为牵引，落实区

级经济动员机构的规范制度，进行专项国民经济动

员潜力调查，落实相应的经济动员专业队伍，推荐一

批企业进入军队物资的采购信息平台，为战时应急

保障动员储备信息资源。加强平战转换预案管理，

提高社会服务保障功能建设，做好区级国民经济动

员准备，完善区国民经济动员应急保障预案、建立国

民经济动员、装备能力动员等情况潜力库。

（胡自勤）

工工工 商商商 行行行 政政政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口分
局（简称口工商分局）以服务辖区经济、社会和

谐发展为中心，以提升干部素质为基础，以精细化

监管为手段，以加强市场主体准入、服务经济发

展、规范市场秩序、严格依法行政和创新维权模式

等效能建设为重点，积极主动作为，切实履行职

能，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２０１２年被湖北省爱
卫办评为“湖北省卫生先进单位”、被市委市政府

评为“‘城乡互联、结对共建’活动先进单位”、“全

市‘三万’活动先进工作组”，被武汉市综治委评为

“武汉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分局机关

一支部被武汉市委评为“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

织”、西汉正工商所被市政府评为“全市群众满意

基层站所”。

【市场主体准入】　２０１２年，口工商分局按照市
治庸办、市工商局关于开展工业服务业企业设立

登记并联审批的有关规定，制定《一次性告知制度

实施细则》、《工业服务业企业设立登记并联审批

实施细则（试行）》等具体落实措施，修订完善登记

窗口工作制度和注册登记工作规范，认真落实各

项服务承诺制。实行一次性告知制、并联审批制、

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大企业直通车、绿色通

道等服务制度，进一步提高登记注册窗口服务效

能。围绕市场主体准入重点工作，不断创新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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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方式方法，简化登记流程，并实行延时服

务、预约服务，全力支持服务各类市场主体迅猛发

展。全年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体５８５１７户，其中
私营企业１０４８１户、内资企业２２９７户、外资企业
２２４户，个体经营户４５５１５户。

【市场秩序规范】　２０１２年，口工商分局正式编制
《公平交易执法规范》条款，从法律文书、调查取证、

办案程序、行政处罚等环节全面统一规范办案文书、

办案流程，统一模式、加强指导，提高案件质量。同

时，指导工商所抓住社会影响较大、情节性质恶劣、

　　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口工商分局在汉正街专项整治中对化妆品经营户进
行检查

危害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深入治理、重点打击。全

年开展“禁改限”、酒类市场专项整治、燃气用具市

场专项整治、护铁护路专项整治、动漫市场专项整治

等各类专项整治行动共 ７６次，查办一般程序案件
６２３起、简易程序案件２１３３起，有效规范市场经营
秩序。

【商标品牌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工商分局充分发挥
商标管理职能，按照“培养一批、扶持一批、推荐一

批”的商标发展原则，对企业实行一企一策、分类指

导、跟踪服务、动态管理，引导鼓励企业增强商标品

牌意识，争创著名和驰名商标。采取跟踪管理和对

口服务的办法，通过发放商标注册建议书等，指导辖

区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注册商标、正确使用商标，提高

产品竞争力，确保商标成为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载

体。全年共发放商标注册建议书６８０余份、商标策
略提示书５７份、商标管理跟踪服务卡２１０余份。截

至２０１２年底，全区共有中国驰名商标２件、湖北省
著名商标１５件、武汉市著名商标２１件。

【消费维权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工商分局坚持以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重点，对每一起消费申投诉按

要求和程序调解到位，做到热情服务、快速反应、有

诉必查、有查必果，提高消费者满意度。以维护社会

稳定为中心，对市长、区长专线督办件，实行“快车

道，直通车”办理方式，减少环节，缩短时间，提高效

率。对投诉集中、影响面广的突出性问题，利用各类

媒体向社会公众发布消费警示，提高消费者自我保

护意识。全年共处置消费者申投诉案件５７５９起，
办结率达１００％，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５６９万元。
创新消费维权手段，选取大武汉家装、中百集团和艾

普宽带作为１２３１５维权直通车企业，通过针对性的
行政指导、法规宣传、技能培训，有效提升直通车企

业处理消费者投诉能力，增强企业的自律意识和诚

信经营意识。２０１２年武汉市工商系统 １２３１５维权
直通车现场会在口分局召开。

【扶持小微企业】　２０１２年，口工商分局个体私营
协会通过８家银行与会员签订贷款意向５６３亿元，
向会员放贷３９亿元。协助民生银行在顺道分会创
办首家小微企业合作社，个体私营业主加入合作社

后，无需任何抵押就可融资，顺道分会１８０余名个私
业主参加了合作社，受到经营户的好评。

【打击科技加盟欺诈行为】　２０１２年，口工商分
局就长丰地区科技加盟类欺诈现象进

行调研，并与公安部门联手实施定点

打击，遏制科技加盟类欺诈行为的泛

滥。全年查处科技加盟欺诈案件 ２７
起（其中立案 ７起、结案 ２０起），涉案
金额５００余万元，罚没款 ３３万元，移
交司法机关 １起，挽回经济损失 １１７
万元，科技加盟类企业成规模外迁，相

关投诉大幅下降。

【汉正街市场搬迁改造】　２０１２年，
口工商分局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对

汉正街市场搬迁区域内“三合一”场所

无照的物流托运点、消防验收不合格

的市场及市场内的经营户和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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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改非”条件的经营户，协同有关部门坚决取缔。

积极主动发现和挖掘案源，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和商标侵权行为，促使低端业态主动迁出

汉正街。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３４７９人次，出动执
法车辆１８７台次，组织开展 １２次联合执法行动，
协助关闭不合格市场１７个，对２４户３９个批次的
服装、小家电进行商品质量抽检，检查汉正街各类

市场主体１７９０４户次，取缔无照经营２７８户，立案
查处１１０起，暂扣商品 ２０３３４件，罚没 ５２万元。
有效地遏制了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行为，为加快推进汉正街整体搬迁改造工作打下

良好基础。

【小餐饮整治】　２０１２年，口工商分局积极与区食
安办沟通，形成由政府主导，口食药监分局牵头，

工商等多个部门积极配合，确保小餐饮整治工作按

期完成。分局领导牵头督办，所长、副所长包路段、

包户头、包点位，工商所干部包整治、包规范、包取

缔，通过正面宣传引导、主动上门发照、开展联合执

法、逐月督查进度等举措。共出动执法人员 ４１００
余人次，变无照为有照３３４户，动员转向经营７７户，
取缔无照小餐饮８２户，小餐饮规范管理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

【客运站周边环境整治】　２０１２年，口工商分局充
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以强化管理和优化服务为重

点，深入开展取缔无照经营、打击违法经营、维护食

品安全。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５２８人次，执法车辆
１３６台次，配合相关部门关闭水厂客运站的１４家卡
拉ＯＫ，引导依法登记９４户，涉及前置许可１７户转
相关职能门，取缔无照经营２户，客运站周边环境得
到根本改善。

【协税护税】　２０１２年，口工商分局分别对对泰合
广场、新世界中心内５２３户商务楼宇经营户进行检
查规范，成功促转湖北佳狮昌实业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２０００万元）等企业４４户。建立工商、财政、税
务等部门参加的协税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招商引资、

协税信息互通共享工作机制，通过“引、促、转”，有

效推进协税工作开展。全区新增加注册资本５０万
元以上的企业２３２家，其中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以
上的９家，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以上的５家。

（韩　冬）

质质质 量量量 技技技 术术术 监监监 督督督

【概况】　２０１２年，武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口分局
（简称口质监分局）坚持攻坚克难保安全、真抓实

干优服务、提能增效求发展、与时俱进创佳绩工作理

念，敢于开拓、大胆创新，形成诸多有特色、有影响力

的工作亮点，竭力保障辖区食品和特种设备“两个

安全”，切实为企业和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为服务

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食品质量安全】　２０１２年，口质监分局完成监督
检查、巡查食品生产企业７８家（次）。配合武汉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审查中心对口区食品生产企

业进行换发证现场审查８家，为２６家食品生产企业
共办理３６起食品生产许可证年审、换证，办理食品
委托生产加工备案３１起。积极组织口区２８家取
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开展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出厂
检验能力比对检验工作。４月２４日，口质监分局
组织召开“２０１２年食品安全工作会议”，３０余家食
品生产加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

学习上级有关食品安全工作的文件精神，进一步增

强企业的第一责任人意识，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

主体责任。会上，口质监分局与食品生产加工企

业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３０份，食品安全责任书３０
份，并对食品生产企业使用添加剂情况进行重新登

记。６月１１日，口质监分局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举
办“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活动，广泛开展食品

安全宣传。制作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展牌２块，向广
大群众发放《食品质量安全小常识》手册１０００余份，
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大力普及食品安全

科普知识。２０１２年，口质监分局作为执法主体，
联合口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口公安分局等相

关部门，组建一支专项执法队伍，开展声势浩大的食

品黑作坊专项整治行动。全年共先后组织联合执法

整治行动８次，出动人员６００余人次，取缔各类食品
加工黑作坊４４家，没收、捣毁锅炉２７台，扣押非法
加工设备２１台，销毁非法食品原料６００余千克，市
级新闻媒体对整治行动报道５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２０１２年，口质监分局针对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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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安全运行共出动检查人员１１８９人次，检
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３５１家，检查特种设备２７３３
台（次），发现并整改１３６起安全隐患。全年特种设
备使用单位主动申报检验率达到７０％，锅炉、压力
容器、电梯、起重机械等的定期检验率均达到９５％
以上，６台蒸发量大于４吨／小时的锅炉完成能效达
标测试并取得合格证。２０１２年，口质监分局狠抓
特种设备“五个专项整治”。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整

治。共检查相关单位１７家，检查快开门式压力容器
４６台次，发现并整改消除隐患 ８起。洗涤烘筒整
治。共检查相关企业８９家，排查洗涤烘筒９台１６
筒，其中封停、责令拆除２家单位的洗涤烘筒３台６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口区副区长程宏刚带领口质监分局特种设备监
察人员对武汉双虎涂料有限公司的特种设备安全情况进行检查

筒，注册登记检验２台５筒，其余４台５筒按武汉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要求督促企业限期整改。螺栓瓶整

治。对辖区内螺栓瓶开展多次专项检查，重点对气

体充装点进行抽查，并特别指派专人对武煤百江进

行驻厂监管，发现该公司一处违法行为并进行立案

查处。在用电梯（含起重、升降机）整治。口质监

分局充分利用“９·１３”事件后电梯紧急排查工作以
及网格化建设工作的契机，发动全局力量对口区

民用电梯管理情况开展一次紧急排查，共排查５２３
个单位的２５３３台电梯。长丰地区特种设备整治。
规范锅炉使用，对不符合技术规范的锅炉无条件予

以强制拆除，对符合技术规范的锅炉在监督检验合

格后纳入正常监管。同时，口质监分局邀请武汉

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简称武汉市锅检所）

和口区环境保护局对数据进行梳理分析，划定检

验范围。对处于检验范围内的锅炉使用单位下达监

察指令，责令其限期登记检验。由口质监分局配

合武汉市锅检所抽调专班对范围内的锅炉进行集

中、系统地检验，坚持达标规范。全年共强制拆除锅

炉２７台，登记检验锅炉 ５３台，培训司炉工 ６５名。
针对简易升降机，口质监分局按照“争取领导—

宣传造势—限期整改—强制拆除”的步骤进行重点

整治。在强大的政策攻势和执法压力下，全区业主

自行拆除简易升降机２０台，另有１０台已处于停用
状态。对剩下９台拒不整改的简易升降机，口质
监分局联合长丰街和易家街办事处，重磅出击，实施

强制拆除，有效地震慑违法者，整治工作收到预期效

果。６月８日，口区质监局联合口经济技术开
发区举办一场安全生产月现场咨询宣传活动。通过

现场讲解和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

锅炉、压力容器、电梯等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的注意事

项，提醒广大市民要增强安全意识。整个活动过程

中，口质监分局共接待群众百余名，为群众解答问

题１０余个，散发传单１０００余份。全年口质监分
局为区辖２０余家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印发公开信，赠
送光碟和宣传画，让企业了解特种设备安全知识，提

高防范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打假治劣】　２０１２年，口质监分局坚持以推进依
法行政为核心，以逐步实现法治化为目标，进一步规

范执法行为，强化执法监督，创新执法制度，努力提

高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２０１２年，“六
五”普法规划正式启动后，口质监分

局认真贯彻落实相关要求，制定口质

监分局年度普法工作计划。按照推动

“法律六进”的要求，通过领导带队走访

企业、开展现场咨询服务活动、举办培

训班等形式，积极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另外，还组织全局１９名干部参加２０１２
年全市干部法律知识考试。２０１２年，
口质监分局加大打假力度，拓宽打假领

域，认真开展“亮盾行动”，对社会热点

和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消费品进一步

加大查处力度。全年共出动行政执法

人员３００余人次，检查企（商）业１００余
家，开展打假联合行动９次，其中专项
打假行动６次，立案查处案件１４起；食
品案件７起，特种设备案件５起，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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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案件３起。全年完成对市质监局转办的 ７批次
２３份产品质量不合格报告后处理工作，均已按要求
整改合格并予以回告。全年受理消费者投诉６０起，
办结率１００％，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６５万余元。

【质量兴区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质监分局召开质量
工作会议，表彰荣获湖北名牌和武汉名牌的企业以

及“质量兴区”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对４家首获武
汉名牌的企业进行了奖励。２０１２年，口质监分局
深入推进质量兴企联系点工作和质量培训活动。全

年确立１０家企业质量联系点工作制度，走访武汉华
源、航天电工、启华药业等企业４０余次，帮助企业完
善质量管理制度。积极对企业开展先进质量管理培

训，全年共培训企业质量管理人员达３００余人次。
支持企业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在

企业中广泛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宣传，发放相关

质量管理活动指导资料３０余份，鼓励企业建立质量
管理小组，积极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２０１２年，
口质监分局对辖区２２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企
业重新建立质量档案，对１８家企业进行日常巡查，
全区新增质量管理认证的企业５家。

【标准化和计量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质监分局不断
完善辖区企业执行标准信息登记工作，口区工业

企业执行标准覆盖率始终保持在９５％以上，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执行标准覆盖率始终保持在９８％以上，
工业企业执行标准注册登记率始终保持在９２％以
上，工业企业执行标准动态管理完成率始终保持在

９０％以上。口质监分局不断规范企业产品标准备
案工作，严格执行企业标准备案程序。全年共指导

帮助企业标准备案 ７１个，产品执行标准注册登记
２３个。同时，及时汇集辖区标准化管理信息和统计
数据，保证标准化工作的动态管理。２０１２年，口
质监分局组织企业贯彻执行《企业标准体系》系列

国家标准，指导帮助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等２家
企业进一步建立完善标准化体系。以辖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为重点，指导和服务重点企业实质性参与

国际、国内标准化活动，３个产品获得采用国际标准
证书，２个产品获得采标标志证书。２０１２年，口质
监分局共组织标准化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６次，对
１２家企业进行了日常监督检查。免费为１２家企业
提供标准化咨询服务工作，有效提高辖区企业的标

准化意识。口质监分局注重宣传贯彻《定量包装

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和《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计量检验规则》。全年对１０余家超市和集贸市场
的５０种产品开展计量监督检查。完成市场计量监
督抽查１２次，进一步完善辖区重点集贸市场在用计
量器具台账。２０１２年，口质监分局共检查承压类
特种设备（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在用压力

表等强检计量器具使用单位６家，健全特种设备在
用强检计量器具档案。共检查加油站５家，检查燃
油加油机 １９台，建立健全加油站经营状况档案。
２０１２年，口质监分局利用第１２个“５·２０”世界计
量日为契机，举办主题为“计量保安全，诚信促和

谐”的宣传服务活动。活动中为市民免费检测血压

计、复秤商品量，进行计量法律法规及计量科学知识

宣传，提供计量咨询服务。共发放宣传资料千余份，

受理群众咨询服务百余起，免费为群众检测血压计

３０余台（件），得到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武汉电视
台《城市节拍》栏目对活动情况进行报道。

（邓雅超）

物物物 价价价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物价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区物价工作会议精神，把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

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以监管惠民生，依法治价工作不

断加强，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重点强化价格监

管和反价格欺诈，落实稳价安民的长效机制，不断提

升价格工作水平，物价监管工作跨入全省先进行列。

２０１２年区物价局获得湖北省物价系统先进单位。

【市场价格监管】　２０１２年，口区物价局召开重大
节日前的价格提醒告诫会，下发《规范市场价格行

为提醒告诫书》，并与辖区大型商家企业签订《企业

规范价格行为承诺书》，推动商贸行业价格自律，引

导企业增强价格诚信理念，规范诚信经营行为，效果

明显。在五大节日期间加大对超市、集贸市场及长

途客运站等单位的价格执行情况和明码标价执行情

况的巡查力度，以确保市场物价稳定。全年累计规

范“商业一条街”商业门店明码标价８８家、规范在
售商品房楼盘明码标价４家、规范“农改超”市场１
家。２０１２年，口区物价局开展行政事业性、经营
服务性、行业协会收费专项检查，对已经明确取消的

收费项目予以取消，对已经降低的收费标准予以降

·７４１·

···经经经济济济管管管理理理···



低和变更，确保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政策依据充分、

准确无误。结合省、市“市场价格监管年”活动各项

工作要求，开展反不正当价格行为百日整治行动，针

对虚假打折、虚构原价、模糊赠售、隐蔽价格附加条

件、不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诈行为，依法从严查

处。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巡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收

费的违法行为，重点检查超市卖场和商品房销售的

不规范价格行为，全年累计受理价格投诉举报２２４
件，全部在规定时限内办结，有效维护全区市场价格

秩序。

【市场价格成本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物价局围绕
“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中心任务，进一

步强化市场价格监管力度，始终坚持实地采价原则，

对粮、油、肉、蛋等七大类４４个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
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进行每日监测，对西汉正街粮

油批发市场、皇经堂蔬菜批发市场、麦德龙口区卖

场进行每周监测，对有色金属、工业日用品、副食进

行旬监测，监测数据适时通过媒体公开发布。全年

共完成监测报告４４９份，上报监测数据１７５１０条，
监测数据的准确率、及时率、完整率均达１００％。上
报集贸市场生鲜价格、超市副食品价格等７种价格
监测报告７５６份，监测数据２３２９０条，上报率、准确
率均达到１００％。在价格监测工作中，始终坚持实
地采价，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采集各种商品的价

格，确保价格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２０１２
年，口区物价局共完成各类案件价格鉴定３５０例，
价格鉴定标的额４９０余万元，无一例重新鉴定和复
核裁定案件，价格鉴定规范率达到１００％。

【价格管理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物价局共换发
２０１２式《收费许可证》９９个，其中行政机关１７个，
教育系统８２个；为１家事业单位、５６家民办学校办
理《收费许可证》换证备案手续。办证准确率达

１００％。按照省、市的统一安排，审验区行政机关１４
个单位、教育系统义务教育阶段的５９所中小学校、９
所公办幼儿园和７所高中、５所职校、３所二级收费
单位共计８３个收费单位２０１１年度的收费情况，年
审率１００％。新办、换发《监审证》１９个，其中新办
证５个，换证１４个。办证准确率达１００％。对７２家
已核发《监审证》的收费单位进行了２０１１年度收费
情况审核。

（胡自勤）

食食食品品品药药药品品品监监监督督督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口
分局（简称口食药监分局）紧紧围绕保障公众饮

食用药安全这一中心任务，以小餐饮规范管理和药

品安全专项整治为重点，锐意创新、强化措施、求真

务实、科学监管，不断提高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

圆满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完善长效机制】　２０１２年，口区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强化措施，突出

重点，狠抓落实。提升规格，健全食品安全工作机

制。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

全放在日常工作的重要位置，并重新调整领导班子，

明确由区长景新华任主任、副区长程宏刚任副主任

的领导机构，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组织保证。区政

府下发《口区 ２０１２年食品安全工作要点的通
知》、《口区小餐饮规范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

通知》等文件，将小餐饮规范管理责任主体明确到

各街道，区食药监、城管、工商及环保等相关部门依

法履责，逐项细化目标，逐级签订《食品安全工作责

任书》，保障了工作任务的全面落实。建立“周汇

报、月督查”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工作进度公示制

等协调机制，区食安办每半月召开一次食品安全工

作督导调度会，定期汇总全区专项整治工作情况，形

成了全区联动、统筹实施，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创

新手段，推进工作任务的落实。口食药监分局加

大重点食品抽检力度，加强对小餐饮食品检验检测，

对米、面、食用油等主要食品和食品原料检验检测覆

盖率达１００％。突出米粉、熟肉制品、糕点、豆制品、
竹笋及餐具等抽检力度，全年完成市、区两级飞行抽

检和监督抽检 １６０７个批次，其中，飞行抽检完成
６１０批次，合格率７３８％；监督性抽检９９７批次，合
格率８９％；餐（饮）具抽检８０４件，重点食品抽检１９３
件。对抽检不合格的食品，督促相关部门加大监管

和处理力度，最大限度地预防、减轻和消除食品安全

隐患。深化食品安全“三级（市、区、街）联创”活动。

在继续保持６条市级示范街的基础上，年内开展古
田街、韩家墩街的市级食品安全示范街创建活动，组

织开展重点环节食品安全整治，规范食品生产经营

行为，提高街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树典型和抓示

范。确定新世界步行街、口美食诚信一条街等９
·８４１·

···口口口年年年鉴鉴鉴···



个路段为示范路段，按照“八统一”标准广泛开展小

餐饮示范店创建活动，全面促进小餐饮规范管理工

作的落实。加强综合整治，净化食品生产经营环境。

口区食安办发挥综合协调职能，围绕食品安全热

点、难点问题，结合辖区组织开展扎实有效的专项整

治活动。食品小作坊整治成效明显。区食安委多次

组织区质监、工商、城管、公安及相关街道等有关部

门执法人员，对长丰街、易家街、古田街等辖区食品

生产加工黑作坊进行了集中整治，共取缔各类食品

加工黑作坊４４家，没收、捣毁锅炉２７台，扣押非法
加工设备２１台，销毁不合格食品６００公斤。全年先
后开展酒类、奶粉、蜜饯及流通环节小餐饮整治，结

合重要节假日强化食品市场重点品种管控。９月，
组织有关部门对易家街东风村无证加工小作坊进行

了联合执法，异地扣押成品牛油２５吨，捣毁私宰设
施，消除了食品安全隐患。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口区食品药品安全暨示范创建、小餐饮规范管理工
作会议在口区行政中心召开

【小餐饮规范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食药监分局把小
餐饮规范管理作为“十个突出问题”之一，并承诺整

改。区食药监分局紧扣七项公开承诺要求，按照

“提升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工作方针，齐心

协力，克难奋进，扎实有效开展小餐饮规范管理工

作。全年全区有固定门点小餐饮１８６２户，其中，持
《餐饮服务许可证》１７０７户，无证 １５５户，持证率
９２％。全年规范小餐饮夜市４个，摊位５３个，占道
流动摊贩８６个。辖区小餐饮从业人员４３０４人，取
得健康证明 ３９６２人，体检率 ９２％。全年规范发
（换）《餐饮服务许可证》８７６户，办理临时许可６９０
户，落实备案管理３７４户。全年处理餐饮、化妆品等
违法违规案件１３件，罚没款总计８９８万元。夯实
小餐饮规范管理工作基础。采取宣传

动员、摸底、培训并行，提高安全意识。

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聘请８名大学生
志愿者协助监督员逐街道、逐路段对小

餐饮基本信息进行了登记、核审，分别

统计建档。充实监管力量，将监管机构

延伸到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明确

部门监督员、街道协管员、社区信息员

的职责和任务，监管责任落实到基层，

建立起“全方位、立体化”监管网络、“全

覆盖、网格化”运行机制。在全区１１个
街道共聘请１１名小餐饮规范管理专职
协管员，协助监管部门强化日常监管，

并为协管员制作工作牌，印制工作手册，配备自行

车，定期开展工作部署会，提升工作效率。加大投

入，保障一线。区政府投入７０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小
餐饮规范管理。区有关部门及相关街道筹措专项资

金近２０００万元，对小餐饮相对集中的古南路、简易
路、常码侧路、解放社区、汉西一路、宝丰街及武胜东

街等路面进行了翻新，招牌进行统一更换，美化餐饮

街区的外部环境。区食安办向辖区１１个街道拨付
４２万元专项经费用于小餐饮整治，有力地保障了专
项整治深入开展。向小餐饮业主免费发放工作服

２０００余件、台账登记簿 ５０００余本、资料盒 １８００
个，以及信息公示栏３０００余块，引导小餐饮从业人
员自觉落实食品安全制度，有效提升了小餐饮食品

安全保障水平。全面公示，社会监督。注重将餐饮

信息公示公开，辖区１８６２户小餐饮全部悬挂《食品
安全信息公示牌》，向社会公示《餐饮单位服务许可

证》、从业人员健康证、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举报投

诉电话及食品安全承诺书等内容。坚持实行动态监

管，监督员和协管员逐户对小餐饮食品安全情况进

行检查，重点检查从业人员的个人卫生和健康状况、

食品加工制作过程、食品原料采购查验登记贮存等

环节，及时将日常监管情况录入全市电子监管系统，

对问题突出的经营户加大监管频次，最大限度地降

低小餐饮食品安全风险。全面实行食品安全量化分

级管理制度，严格按照量化评分细则，对辖区持证小

餐饮单位逐户上门打分，评出Ｃ级（一般）１６１６户，
对９１户重新装修、暂停营业、证照到期等原因的经
营户，只作现场打分暂未评定等级。根据小餐饮动

态监管情况，将管理状况评价为“优秀、良好、一般”

３个等级，实行动态管理，分别用大笑、微笑和平脸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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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卡通形象标识在店堂公示，向社会公示脸谱

１００％，引导市民看“脸”吃饭，促进了小餐饮自律诚
信经营意识的提高。借势借力，综合整治。全年将

小餐饮规范管理纳入大城管、城市网格化管理等统

一管理，整合全区执法力量，初步形成区、街、社区三

级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强化对小餐饮问题比较突出

的区域，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逐条街道、逐条路段进

行联合整治。从８月开始每周集中时间对小餐饮问
题比较突出的区域进行联合整治行动，结合小餐饮

占道夜市专项整治、无证无照集中取缔活动、流动摊

贩集中整治、乱搭乱盖专项整治及学校周边专项整

治等活动，并组织小餐饮联合执法９２次，取缔无证
小餐饮２８６户，占道夜市摊点６８个，没收经营食品
手推车３０台，拆除生活村、南垸坊、汉西一路、古田
客运站、板厂街等小餐饮违章搭建点位６０个，拆违
面积２３００平方米，解决油烟扰民和占道经营等问
题２８处。通过各项专项整治活动的深入开展，有效
规范了辖区小餐饮的经营行为。突出重点，全力保

障。全年重点突出对常码侧路、发展小区南门、变电

小区、崇仁路、崇信路、利北一村、汉西一路、汉西三

路、解放小区及古田、水厂客运站等“９条路段２个
窗口”，以及辖区４７个重点场所和媒体曝光８个路
段的小餐饮整改工作，并采取高压态势、集中行动、

日夜值守、重点帮扶等措施，指导重点部位整改发证

１４８户，取缔占道小餐饮摊点４３个，对５批曝光的
路段规范出店经营１８０户，整改达标１５５户。通过
各项专项整治活动的深入开展，有力打击了小餐饮

违法违规行为。继续开展对学校周边小餐饮专项整

治。在春、秋两季开学之初，成立联合检查组对辖区

７４所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及学校周边２００米开展
拉网式检查，对３２所学校周边小餐饮突出问题组织
了联合执法，开展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知识培训达

４２５人次，改建学校幼儿园食堂５８所，取缔学校周
边无证小餐饮２５户，规范引导入店经营７户，有效
保障了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重组餐消，做大做强。

强化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监督管理，积极引导企业

重组整合，统一规划长丰大道 ３８号东风科技园
２６００平方米面积厂房，专门用于餐饮具消毒单位集
中生产，按照统一购置设备，统一规范流程，统一标

准管理的要求大力开展餐具消毒专项整治，并引导

皎月、康之福等四家餐消公司资源整合集中生产，注

销雅园等３家设备落后的餐具消毒公司。通过优化
组合、优胜劣汰和量化分级管理，将辖区原有８家餐

饮具集中消毒单位，整合为３家并全部提升为 Ａ级
单位，有效解决了辖区餐消单位小而散，监管难度大

等问题，极大的消除组合式餐具安全隐患。专项监

管、全力保障。稳步推进学校食品安全整治工作。

加强对新改建学校幼儿园食堂监督管理，坚持春、秋

两季开学对辖区７４所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拉
网式检查。组织３次培训工作会对４２５人次开展食
品安全知识培训，增强安全意识。注重建设工地食

堂监管，联合区建设局召开“口区工地食堂规范

管理工作促进会”，组织联合组对建筑工地食堂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整治，力促工地食堂整改达标。

做好会议保障工作。全年承担武汉企业界迎春联谊

会、恩施硒茶文化节、“汤尤羽毛球杯”、全国聋人运

动会、世界青年嘉年华、武汉农博会、国际物流节等

活动保障，监督员放弃节日休息，开展现场检测，确

保食品安全，未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

【药品安全监督检查】　２０１２年，口食药监分局
坚持以强基础、抓规范、重整治为重点，不断完善

监管措施，提高科学监管，促进药品市场不断规

范。积极创建药品安全示范区。３月，全区正式启
动药品安全示范区创建工作。成立以区政府区长

景新华为组长的口区药品安全示范区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召开全区创建药品安全示范区动员会，

印发《口区药品安全示范区创建工作实施方

案》、等文件，区政府还与各责任单位签订药品安

全责任书。积极开展交流学习，召开创建工作部

署会，明确目标任务、责任部门、部门职责及实施

步骤，建立完善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和监管体系。

大力加强药品市场的整顿规范，调动各方面的力

量，形成良好的部门联动机制和全民参与创建的

社会氛围。全年汉正街等８个街道达到药品安全
示范街检查验收标准。开展药械专项整治。严历

打击制售假劣药品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重点组

织开展药品批发企业规范经营专项整治工作，打

击挂靠经营、出租证照、过票等行为；以单体药店、

加盟药店、低信用等级药店为重点，严厉打击从非

法渠道购进药品行为；开展广告药品专项检查、处

方药销售专项检查、易制毒化学品及含麻黄碱类

复方制剂药品的专项整治、装饰性隐形眼镜、终止

妊娠药品专项检查，开展高风险品种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监管等。全年出动执法人员１２００余人次，
检查涉药单位 ６４０余户次，药械经营企业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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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全年处理举报投诉 ５４件，回告率 １００％。
开展药品抽检 １０８批次，药品医疗器械违法违规
案件立案８２件，结案率１００％。查获违法药械标
值６２万元，罚没款７０万元。严厉查处无证经营
药品案６件、销售假劣药品器械案２０件。高效开
展问题品种清查，对所有铬超标胶囊药品和问题

厂家生产的中药饮片进行拉网式清查，清查出铬

超标胶囊剂药品 ３８９盒，问题厂家生产的胶囊剂
药品６１９５盒，中药饮片２４６千克，实现第一时间
内清除问题隐患，确保用药安全。加强药械安全

规范管理。加强药品及医疗器械生产环节监管，

加强 ＧＭＰ跟踪检查和药用特殊药品监管，开展以
空心胶囊为重点的原辅料专项检查，强化企业原

辅料全检能力，从源头保证药品生产质量。全年

对药品生产企业现场检查 １７家次，覆盖率达到
３４０％。以敷贴类产品为重点开展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监管，建立电子信息档案，全年对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检查２２家次，覆盖率２７５％，有３家企业因
不符合要求被责令整改。加强对医疗机构协会的

领导，探索行业监管新机制，促进行业自律。与卫

生局联合开展规范药房创建工作，２２家基层医疗
机构达到规范药房标准。召开药械不良反应监测

专题培训 ３场次，完成药品不良反应报告 １２７１
例，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 ３４５例。依法开展行
政审批，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建立专业信息服务

ＱＱ群３个，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及时、快捷的行政
审批和政策法规咨询服务。全年办理药品类行政

审批事项２４１件，无一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群
众满意度１００％，行政审批窗口被评为“优质服务
窗口”。

【食品药品宣传教育】　２０１２年，口食药监分局大
力加强与区级各部门、街道、小区等信息沟通，广泛

开展食品药品健康知识宣教工作，营造浓厚社会氛

围，展示分局良好形象。宣传形式多样，覆盖面广。

认真扎实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五进”活动，开展

“３·１５”宣传周、食品安全宣传月、安全用药月、食
品安全科普进家庭、中小学生“小手拉大手”等多种

宣传活动，集中５个月时间组织宣传专班分别在辖
区１１条街道１５０个小区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下基层
进社区宣传活动，大力普及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加

大投入，普及健康知识。投入２０余万元印制各类食
品药品安全海报１５万张、宣传手册６０００本、小餐

饮台帐登记簿 ５０００本、小餐饮规范管理公示牌
３０００块、中小学生食品安全温馨提示卡６５万张、
环保宣传袋１万个、举报投诉电话公示２５００张，深
入到学校、小区、工地、机关、企业发放、张帖。向学

校发放“食品安全五大要点”等宣传画册约１２００余
本，向全区６５万中小学生发放“中小学生食品安
全温馨提示卡”及《健康一家亲———食品安全小常

识》科普漫画书３１万册，积极参与共青团市委和
市食药监局在东方红小学、崇仁路小学主办的“关

注青少年食品安全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宣传成效

明显。全年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大讲堂活动４次，进
小区进机关进家庭进学校开展宣传１５２次，开展食
品药品法规知识培训２４场次，培训食品药品经营业
主３４１５人次。编发药监视窗３６期，小餐饮规范管
理工作简报 １０２期，药品安全示范区工作简报 ２６
期，食品安全信息１６期，市级以上媒体报导２３篇，
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整治成果，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

获得辖区居民广泛好评。

（钱骅君）

安安安全全全生生生产产产监监监督督督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贯彻
《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全省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的意见》、《市人民政府

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好转的实施意见》精神，以强化和落实“两个主

体”责任为重点，以事故预防和治理为主攻方向，以

构建和规范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为保障，深入开展

“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为主题的第四个“安全生产

年”活动，全面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努力构建“党委

领导、政府监管、行业管理、企业负责、社会监督”的

工作格局，全面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年度安全生产工

作任务，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并进一步好转。

【指标控制】　２０１２年，口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简称口区安监局）坚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努力控制、减少安全事故。全区共发生各类事故

１４５９起，比上年下降１２１％；死亡１８人（其中交通
死亡１６人、区管建筑拆除工程死亡２人、消防无人
员死亡），减少 １７人；受伤 １３５４人（其中交通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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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武汉市暨口区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综合
实战演练在武汉有机实业有限公司举行

１３５２人、区管建筑拆除工程伤２人），下降１２０２％；
直接经济损失４７０４４万元，下降４８１４％。

【危化品“打非治违”专项整治】　２０１２年，口区
安监局组织工作专班，集中两个月对全区危化品从

业单位和油漆经营单位开展“打非治违”检查，发现

违规经营、储存危化品行为８０余起，查处２起违规
储存油性油漆、１起非法储存燃料油、１起非法危化
品仓库、１起违规涂料生产，并对违规单位、个人下
发处罚书和限期整改意见。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安监局共查
处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３２起，违规案件３０起，行
政拘留１４人，教育训诫３１１人，劝阻、制止在禁放区
域违规燃放行为３２起，收缴鞭炮９０万响，烟花１０
件，查处违规储存１起。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安全生
产委员会先后制发《口区２０１２年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方案》和《口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并认真开展消

防、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危化品、烟花爆竹、特种设

备６个重点行业领域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重点解
决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区共组成各类

检查组４９４５个，开展各类安全检查４９７２５次，参加
检查人员２８９９９人次，发现隐患３５７８９处，已整改
隐患３２４９９处，整改率为９０８％。对辖区３６处省、

市、区政府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实

施治理和验收，并投入整改资金６５８０
余万元，发放重大隐患治理以奖代补专

项资金４０万元。汉正街、长丰街等重
点区域重大火灾隐患整治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针对建筑行业“９·１３”和
“９·５”事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安全大
检查和两个月的安全督查，制定强有力

的措施，确保整治工作不留盲区、不留

死角。交管部门对２处危险路段的治
理进行挂牌督办。全区６处重大危险
源实行“一源一档”，摄录监管信息，制

定应急预案，实行动态地理信息管理。

全力推进化工企业搬迁，全区９９家化
工企业中，８８家租赁型化工企业已经全
部腾退关停，２家企业破产改制，其余９

家有土地化工企业中，有４家与区政府签订土地回
收协议，２０１３年底完成整体搬迁腾退；其他５家有
的被收购，有的搬迁异地。

【安全生产行政许可】　２０１２年，口区安监局共办
理危化品企业生产许可证延期初审５起，危化品经
营行政许可审批３５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６２起，非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２７起。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安监局邀请
市安监局监管一处副处长吴学智在口区委党校向

十一届区委第一期区管干部培训班的学员开展安全

生产知识讲座，开启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

进区委党校第一课。及时编印、翻印《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文件选编》、《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政策标准选编》、《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政策选编》、

《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生产管理法律法规政策选编》、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指南》、

《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指南》等

法律法规政策 ３３００余册，免费发给街道、社区
（村）、企业和各级安全管理人员，用于安全生产宣

传教育培训。围绕“科学发展、安全发展”这个主

题，在全区广泛开展第１１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和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同时，编印《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文件选编》１０００册，订阅３３０套安全生产宣
传画册，免费下发给街道、部门和学校、企业。区安

监局分别免费举办一般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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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和危化品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共培训

人员达５９０人。完成特种作业人员取证、复审培训
２１０人。全年共完成安全资格证取证、复审培训８００
人，创历年培训人数新高。

【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　２０１２年，口区安监局按
照“领导重视、计划推进，引进机构、竞争推进，成立

专班、全力推进，以点带面、典型推进，攻克难点、督

导推进，财政支持、保障推进、紧盯任务、目标推进”

的办法，促进了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工作的深入推

进。全区４４家规模以上企业，有１２家因外迁、关闭
等原因未纳入创建，其余３２家企业全部开展创建达
标工作，基本完成达标（二级达标９家，三级达标２３
家），圆满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年度指标任务。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李克勤、武汉市统计局局长潘建
桥参观了口区中心机房建设

【职业安全健康监管】　２０１２年，口区安监局认真
落实《职业病防治法》，组织专人及时编印《职业病

防治法律法规汇编》，加大宣传贯彻力度。以高毒

物质、木质家具制造企业、建材制造、箱包鞋业、电子

产品等为重点开展专项治理，规范企业落实职业危

害防护设施制度。严肃查处一起群众举报“深圳佰

特瑞储能有限公司”铅职业危害事故，并妥善处理

善后。职业危害申报有序推进，全年完成２５４家企
业网上申报任务。

【安全社区创建】　２０１２年，口区安全生产委员
会印发《口区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并

在全区启动安全社区创建工作。８至９月份，以座
谈、调研等形式，指导街道制定创建方

案，建立创建领导机构，明确试点社

区，至年底发展社区成为第一家上报

备案省级安全社区。截至年底，全区

社区换届选举完成后，区安全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采取集中和分散的方式对

社区群干开展安全培训达１５场，派专
人到社区上安全课，共培训人员１０００
多人次。全年已有 ２０％的社区（村）
建成区级安全社区。

【应急救援】　２０１２年，口区 １４９家
危险化学品企业完成应急预案报备，各

街、相关部门、企业结合安全生产宣传

月和安全生产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周活

动，全区组织开展危化品、消防、人防、防震减灾、校

园安全等突发事故应急救援演练１３６场次。４月２４
日，口区安监局联合武汉市危化品江北应急救援

基地，成功处置武汉铜材厂内废弃３０多年金属钙遇
水燃爆事故。１２月２８日，武汉市暨口区２０１２年
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综合实战演练在武汉

有机实业有限公司成功举行。市政府应急办、市环

保局、市安监局、口区政府及区安监、公安、消防、

卫生、环保、交通大队等职能部门参与演练。武汉市

副市长秦军、全区４０个职能部门和街道分管领导、
区辖重点危化企业负责人计３００人现场观摩演习。
通过各类演练，进一步检验、充实救援装备，锻炼救

援队伍，提高了干部职工和广大市民识险、防险、避

险和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此次演练，开创市职能

部门与区危化品应急救援的先河。

（钟　源）

统统统计计计管管管理理理和和和电电电子子子政政政务务务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统计局认真贯彻省、市统
计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和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奋斗目标，深化统计改革，提升统

计服务，不断强化统计预警监测职能，为实现口转

型发展、跨越发展提供有力统计保障。全年先后获

得武汉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基层单位、武汉市

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先进工作组、湖北省统计系

统先进集体、湖北省市州县统计信息化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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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达标单位”，“在线访谈”被中国电子政务协

会评为“２０１２·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类精品栏目”。
在第十一届（２０１２）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暨
经验交流会上，口区政府门户网站“口信息

网”，被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评估为武汉市中心城区

第二名，全国区县排名第６１名的历史最好成绩。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武汉市信息产业办公室副主任李协军到口区宗关
街发展社区调研口区社会综合管理与服务网格化创新系统建设工作

【统计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统计局为落实区委、
区政府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出现代服务

业，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发展生活性服

务业的新策略，及时建立口区服务业统计报表体

系，并自主开发了服务业网上直报系统。通过该系

统，辖区的服务业企业能通过网络直接报送各项统

计数据，进行实时汇总。同时，为满足专业统计人员

及时掌握服务业企业新增和变更情况，将名录库日

常维护中涉及到服务业企业的信息数据与区直报系

统进行对接，进一步完善工作流程，努力为口产业

转型决策提供有力数据保障。

【统计改革】　２０１２年，国家统计系统全面实施“企
业一套表”为核心的工程建设，为顺利完成网上直

报系统与国家“一套表”制度的有效衔接，口区统

计局及时动员街道统计站和相关职能部门精心部

署，组建工作专班，抓好街道部门协调，圆满完成辖

区３７０余户企业“一套表”督导工作，并提前达到工
作目标。同时严格执行国家统计局“先有库后有

数”的原则，积极做好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新增名录的申报工作。２０１２年，区统计局被评为全

省一套表工作先进集体。

【统计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统计局紧紧围绕区
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研分析，在统计预

警上下工夫。加强以 ＧＤＰ为龙头的各项重点指标
的监测和预警，把握企业动向，及时了解企业生产进

度、企业经营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定期开展与 ＧＤＰ
密切关联的主要经济指标评估分析，及时反映经济

社会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并研究提出有关建议。坚

持对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每月分析、行业情况专业分

析、特殊情况专题分析，严格注重每个环节的变化。

全年发布数据２０次、制作统计小册子上千本、撰写
统计预警２６期、统计分析５０期，其中社会固定资产
投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ＧＤＰ等多篇预警被区
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签批。

【统计法制宣传教育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统计局
严格对调查对象全面推行统计法律事务告知制度，

并围绕“企业一套表”和联网直报开展统计执法检

查，确保不触碰“四个高压线”，即坚决杜绝虚构企

业、代填代报、擅自修改企业数据和干预企业上报数

据现象的发生。加强对全区各街（开发区）统计部

门对辖区企业开展统计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区统计局不定期的对重点企业开展抽查率达

２５％。全年区统计局深入企业调研、开展执法检查
百余次，进一步规范企业统计行为，提升统计法制保

障水平。

【统计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统
计局注重统计队伍建设，积极与区财

政、区人力资源局沟通协调，圆满完成

口区统计公益性岗位的选聘录用工

作，１４名统计协理员全部分配到基层统
计部门，成为街道（开发区）统计工作的

新增力量。为加强录用人员的管理，区

统计局专门出台《口区统计协理员考

核管理制度》，明确统计协理员工作内

容、工作要求和工作质量，建立平时考

核和年度考核机制，严明工作作风，实

施奖惩制度，确保统计队伍整体素质。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２０１２年，口
区统计局数字管理中心积极参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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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创新工作，多次与市规划局信息中心的沟

通交流，并结合全区实际，配合完成宗关街办事处社

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试点方案以及全区社会综合管理

和网格化系统的软、硬件设备和网络建设工程的招

投标工作。全年完成社区的联网建设，全区１２５个
社区均联入区政务专网。同时，将现有的大城管系

统与社管系统进行深度的整合，实现社管系统的

“三网融合”，数据的“一网打尽”。区统计局还积极

　　２０１２年７月，口区举办第一期“一把手”周末课堂，特别邀请武汉市审
计局副局长陈华林讲授“经济责任审计与领导干部履责”

参与全区社会综合管理与网格化系统指挥大厅的建

设工作，本着“满足功能，合理先进”的原则，认真研

究平面布局，提出指挥大厅的建设和设计方案。

【大城管系统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统计局注重加
强技术系统开发，圆满完成市区大城管系统对接工

作。积极和市城管委进行沟通，认真落实各项技术

对接指标，制定完善的技术对接方案，多次到各相关

城区学习和观摩，结合前期的经验做法，按区委、区

政府的要求，以最小的投入实现市区两级的技术对

接。系统对接后，实现了网格划分、监督员巡查跟

踪、办件状态监控、城管调度指挥、视频资源整合、电

子监察等全部功能的市、区两级对接工作，系统运行

良好。

【网站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统计局不断增强网站
服务和宣传功能，网站改版取得佳绩。全年先后开

通“口信息网嘉宾访谈微博”和“口发布微博”，

整合国税、工商等部门的官方微博信息设置“口

微博群”，增设“环境指数”、“便民查

询”、“网上报案”等服务类栏目，扩充

“生活指南”服务内容，融合地税、民政

等部门专题的信息，以“用户为核心”规

划调整场景式服务栏目。通过不断提

升网站服务力、丰富网站信息量，加强

信息化制度建设，口门户网赢得市民

的良好口碑。“在线访谈”被评为

“２０１２·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类精品栏
目”。易鹏局长获得“政府网站优秀实

践者”荣誉称号。在第十一届（２０１２）中
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暨经验交流

会上，口区政府门户网站“口信息

网”，成功取得武汉市中心城区第二名，

全国第６１名的历史最好成绩。
（杨华颖）

审审审　　　　　　计计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审计局紧紧围绕全区转
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总体要求，依法履行审计监督

职责，为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全年共完成审计、专项资金审计和

调查审计项目４１个，查出违规及管理不规范金额
１２亿元，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合计８１２亿元，提出
审计建议３２条，提交审计信息４２篇（次），被批示
采用９３篇（次），较好地发挥了审计在促进区域经
济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２０１２年，区审计局继续
保持“省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并获得“全省审计

机关法治单位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全市‘万民干

部进万村挖万塘’活动先进工作组”、“口区直机

关工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十佳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
组织”等称号。

【预算执行审计】　２０１２年，口区审计局围绕构建
财政审计大格局，进一步深化、提升、创新财政同级

审工作，注重财政预算管理的真实性、完整性，关注

财政资金的安全性、效益性。全年完成区级预算执

行审计，查出预算收入未及时缴库７２６７５４万元、专
项资金未及时安排使用 ２０３４万元、预算资金累
计垫资过大等问题。税收征管审计查出未及时征

收入库税款６２９４９万元、欠缴滞纳金６７６７万元
等问题。部门预算执行及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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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存在预算收入核算、财务和资产管理不规范

等问题，并提出了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专

项资金管理，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有效控制债务风

险，加快政府投资项目，加强和改进区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管理的建设性意见。通过完善制

度和建立机制，促进了健全公共预算制度、规范预

算管理、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保障财政安全、提高

财政绩效水平和促进税务部门规范税收管理，推

动税制改革。

【投资审计】　２０１２年，口区审计局结合全区转型
发展、跨越发展中心工作，认真组织政府投资审计，

规范投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整合社会

审计力量，加大对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全程跟踪审计，

全年共完成１９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征地拆迁
项目审计，审计资金总额１０１３３亿元。围绕加快区
城乡一体化建设，开展长丰、东风村“城中村”统征

储备项目跟踪审计。规范建设项目管理，提升城市

综合功能，完成对江发路、丰美路、汉西一路南段、古

田五路４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展竣工结（决）算
审计，覆盖面达１００％。加大对审计情况的综合分
析和反馈力度，提交的《我区政府投资审计工作亟

待加强》、《从房屋征收新法规看跟踪审计管理》等

分析报告，引起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注重加强

对审计发现问题的督促整改，区领导每次批示审计，

都要求切实整改纠正审计查明的问题，区人大听取

审计工作报告后，对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专门

提出审议意见，区政府多次就审计整改工作进行专

题研究和部署，并召开区相关部门整改约谈会，明确

责任主体，限期整改到位。通过加强审计督促整改，

全区共采纳审计建议４０余条，纠正管理不规范问题
金额８亿元，建立完善相关规章制度１０余项。

【专项资金审计】　２０１２年，口区审计局坚持把保
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审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

真组织民生专项资金审计，保障资金安全，维护百姓

利益。完成对全区社保资金、计生事业费、汶川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资金、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小学校舍安

全工程和三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６项民生资金和
项目审计。完成社保审计中不符合保障条件１３７人
违规享受待遇４４９２万元、残疾人康复资金５８万元
滞留滞拨等问题，审计查出保障性安居工程１４户收
入超出租赁补贴应发放标准，个别项目勘察、设计未

按规定履行公开招投标程序，保障房项目单套建筑

面积超控制标准等问题，３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竣
工决算审计查出基建资金未及时清算及工程结算价

高，合同价格低等管理不规范问题。通过审计保障

了资金安全，维护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了专项

资金的管理，发挥了民生专项资金的社会效应。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１２年，口区审计局将领导干
部科学民主决策、三公经费管理、政策执行以及廉洁

自律等内容列为审计重点。全年对９名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查出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问题金额６２７２
万元，并如实向区纪委、政府及组织部门提交审计结

果报告，及时向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通报

审计情况，督促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增强领导干部

依法依纪依规履责的自觉性。通过审计，进一步规

范领导干部的经济决策权、经济管理权、经济执行

权、经济监督权和遵守廉政规定的行为，促进领导干

部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利用“一把手”

周末课堂，把经济责任审计列为第一讲，为“一把

手”们提高依法理财能力，规避财经违纪违法风险

发挥重要的作用。

（许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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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财财 政政政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财政局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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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口径财政收入完成６５４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５８％，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２７２亿元，
增长 ２６６％；全区财政支出 ２７８亿元，增长
１０４％。

　　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口区财政局举办全区协税护税挖潜增收工作会

【财政收入】　２０１２年，口区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
成２７２亿元，其中增值税１７６３２万元，比上年下降
０５％；营业税７３７６２万元，增长５３６％；企业所得
税２４７９１万元，增长３１９％；个人所得税７９５１万
元，下降２４３％；城建税２６４６０万元，下降１６４％；
房产税６１８４万元，增长１１５％；印花税２５７７万元，
下降２５％；城镇土地使用税 ２３６９万
元，增长１１３％；土地增值税４３８４９万
元，增长 １４８９％；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７０６万元，增长６９７％；耕地占用税１１９
万元，下降 ８２０％；契税 ２２５５６万元，
下降２３６％；非税收入４３２０９万元，增
长４５１％。

【财政支出】　２０１２年，口区地方一
般预算支出２６０６７２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服务 ３６６６３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９％；国防７６２万元，增长５００％；公
共安全２６３１２万元，下降１９５％；教育

９４５２５万元，增长６３３％；科学技术２８１８万元，下降
５３％；文化体育与传媒１４７２万元，增长２２６％；社
会保障和就业３６８２５万元，增长６９９％；医疗卫生
１２３４７万元，增长１４１％；节能环保１１６９万元，增
长１４２％；城乡社区事务２８１０６万元，增长２６７％；
农林水事务９８９万元，增长８７％；交通运输４７５万
元；住房保障支出１０６４８万元，下降５９０％；资源勘
探电力信息事务４９６８万元，增长６４％；商业服务
业５１３万元；其他支出２０８０万元，下降８６８％。

【收支平衡情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区级财政收支
平衡情况是：总收入３９００９０万元，其中当年区级
地方财政收入２７２１６５万元，中央税收返还７０６７
万元，调整财政体制返还１３５９８万元，转移支付收
入８６４５６万元，各种结算补助收入 ４７９９万元，债
券转贷收入２０００万元，调入资金 ４０００万元，上
年结余５万元。总支出３５２１８２元，其中，当年区
级财政支出 ２７４００５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７０１７７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８０００万元，年末结
余３７９０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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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征管】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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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工作重点。在重点企业利税下降严重影响全口

径收入的不利形势下，在绩效目标完成上突出“保

一般预算收入、争全口径收入”的工作重点，紧紧围

绕一般预算收入，积极在地方小税和非税收入上采

取措施，完成非税收入 ３８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７６％，一般预算收入增幅较全口径收入增幅高
１０７８个百分点。加大协调力度。积极与口区国
地税配合，强化协调调度，加大对涉外税收、稽查、免

抵调等争取力度，特别是抢抓本年“营改增”政策契

机，在公交集团历史欠税问题取得突破。完善绩效

考核体系。完善招商引资绩效考核体系，进一步调

动街道和相关部门引税、协税和护税工作的积极性，

新引进企业４２户，３条街道税收规模超过５亿元。

【支持企业发展】　２０１２年，口区财政局以开展优
化投资环境活动为抓手，积极推进各项工作，调整优

化经济结构，夯实税源基础。扶持重点企业。加大

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优化力度，投入资金３０００
万元，支持天然气、地铁、葛洲坝集团等重点企业发

展，３８６户重点企业及项目实现税收４１２亿元，比
上年增长１７％，纳税上亿元企业达９家、超千万元
企业７１家。对全区１６家税收负增长重点企业进行
走访调查，掌握和分析其税收掉收因素，并根据企业

反映情况解决企业诉求２１条。加强楼宇促转。对
全区现有楼宇企业进行全面清理，把促转重点放在

新世界、汇丰一期、泰合广场和宝丰时代四大楼宇

上，全年完成工商注册和国地税务关系三方同步促

转４４家。强化项目涉税征管。印发《口区项目
开发相关环节涉税工作指南》，对项目相关税收政

策和各部门工作职能进行明确界定和分工，项目贡

献税收达１５亿元。

【社会保障事业】　２０１２年，口区财政局加大民生
支出力度。筹措３６８２５万元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工
作，进一步扩大低保覆盖面，支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

业和自主创业。筹措１２３４７万元支持卫生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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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口区财政局积极推动社会
事业发展，支持教育优先发展，新增３４亿元用于教
育事业发展。投入１５亿元推进社区“五合一”建

设，安排４９４７万元支持社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行政经费】　２０１２年，口区财政局从建设节约型
机关入手，大力压缩公用经费，出台经费节约奖励办

法，下达“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数，“三公”经费比上

年下降１６％，切实降低行政支出成本。

【预算编制改革】　２０１２年，口区财政局建立区级
预算项目库管理系统，首次对项目编制进行细化，进

一步加大专项资金统筹整合力度。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２０１２年，口财政局开
展财政专户清理整顿工作，撤销５４个专户，仅保留
１５个专户，在全市走在前列。继续推行现金使用限
额管理，一、二级预算单位现金使用量比上年下降

４５７％，公务卡支付率增长１３６％。完善国库动态
监控系统，在全市城区中第二个实现３０版正式上
线运行。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２０１２年，口区财政局积极
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通过代理机构随机抽取、采

购方式审核把关等方式，重大工程基础设施类政府

采购监管得到进一步加强。加大政府采购监管力

度，政府采购资金节约率达１２４％。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财政
局加强行政事业资产管理，探索资产定额管理，完

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标准和购建程序，提升

资产管理水平。制定区国有土地储备和房屋征收

项目资金监管办法，严格项目资金申报手续，规范

资产处置行为。

【财政政务公开】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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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２０万元，部门预算资金５２９８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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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口区财政局积极推进财政
监督管理机制创新，加强财政监督，建立健全财政预

算、资金拨付、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跟踪监督机制，开

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加强对中央扩内需资金使用

的监管，确保资金落到实处。加大项目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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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储备项目及５００万元投资以上的工程类项目全
部纳入监管。强化项目资金审批流程、工程质量和

财务行为管理，涉及资金达２４１亿元。开展１０户财
政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应用评价结果，为科学编

制部门预算提供依据。

【财政投资评审】　２０１２年，口区财政局积极开展
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完成评审项目９个，资金审减率
为１０１％。

【国资监管】　２０１２年，口区财政局加强投融资平
台监管，规范借、用、管、还各个环节的监控程序，确

保资金安全，降低财务成本，规避财政风险。加快企

业改制步伐，完成１５户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工作。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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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创优

争先活动。以“科学理财创先进，服务发展争先锋”

为活动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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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和谐财政建设提

供坚强的组织保证。深化文明创建工作。以“做文

明公仆，创礼仪机关”主题教育活动为载体，加强

“两型”机关建设，全面提升财政干部队伍文明素

质。落实保密工作领导责任制，增强保密意识，健全

保密规章制度建设，切实做好保密工作。加强廉政

建设。突出抓好教育，以“保持党的纯洁，助推转型

发展、跨越发展”为主题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

育活动。加强制度建设，开展财政廉政风险防控体

系排查工作，建立以岗位为点、工作程序为线、规章

制度为面环环相扣的廉政风险监控机制。深化“治

庸问责”工作，以开展民评民议活动为契机，围绕确

责、履责、问责，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强化为预算单

位、企业、群众服务意识，加强作风建设，提升工作效

能，本局民评民议工作测评总成绩取得全区分类排

名第一名的优秀成绩。２０１２年，口区财政局继续
保持“省级文明单位”称号，并获湖北省财政厅授予

“全省财会工作先进集体”、“全省行政事业资产管

理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全年被省、市、区授予

各种集体荣誉称号４６个。
（彭　晖）

国国国 有有有 资资资 产产产 经经经 营营营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简
称口国资公司）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积极

发挥重点项目融资、国有资产集中管理运营、投资经

营三项职能，圆满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项目融资】　２０１２年，口国资公司在融资形势极
为严峻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开展融资工作。全年

通过银行贷款、社会融资、专项借款等措施，实现多

渠道融资，共融资５３６５亿元，圆满完成全年融资工
作目标，确保重点项目资金需求，有力推进了重点项

目建设。

【资产运营】　２０１２年，口国资公司继续加强资产
经营管理，严格履行房屋租赁协议，实现资产经营收

入３７２６４万元，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坚
持狠抓安全管理，实现消防安全零事故，确保国有资

产安全完整。此外，继续加速资产过户，实现国有资

产资本效益化。

【投资经营】　２０１２年，口国资公司明确投资工
作目标，并重点放在房屋、土地资产收储和债务催

收。全年共投资２６８亿元，收购房屋６２万平方
米，收储土地 ３８２公顷。同时，通过积极开展债
权投资，加大债务催收力度，全年实现投资经营收

入８２０万元。
（张胤昌）

国国国 家家家 税税税 务务务

【概况】　２０１２年，武汉市口区国家税务局（简称
口区国税局）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契机，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以创新实干为动

力，以特色项目为抓手，以强化执行力为根本，紧贴

口辖区经济社会实际，圆满完成各项税收任务。

全年完成税收２０８８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１２２％，
成为湖北省第一个年国税收入突破 ２００亿的区级
局，其中湖北中烟在口区国税局入库１９０亿元，增
长４６６８％。２０１２年，累计完成全口径区级收入
２３８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３５％；完成地方一般预
算收入３６１亿元，增长 ２２０９％，均超过区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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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值。

【税收征管】　２０１２年，口区国税局围绕税收征管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口区国税局召开“营改增”行业部分企业座谈会

这一核心业务，不断夯实税源管理基础，努力创新征

管方式，认真落实各项税收政策，积极试点“营改

增”改革，深入推进信息管税，形成了税收征管求新

求变的良好局面。加强日常管理。强化失踪纳税人

监控，加大漏征漏管户清理力度，组织交叉户清理移

交，保证税源户稳定增长。全年共新开业４８１８户，
巡查税源１４６万户次，认定非正常４０６户，清理跨
区经营５７７户，核实各类漏征漏管１４０６户。截至
年底，辖区共有各类纳税人 ３１７万户，其中企业
８７１６户，占户管总量的２７５％；个体２２９９６户，占
户管总量的７２５％。突出专业管理。将房地产企
业、石油行业以及税款在５０万元以上的重点税源企
业分别归并至３个税务所集中管理。同时，组建由
征管科等业务科组成的１２人税收风险监控分析团
队。房地产企业税收集中管理后，全年入库税收比

上年增加６３００万元，增长 ２７％。推进促转管理。
截至年底，辖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数量由促转前

的２６８９户提高到４５２４户，增加１８３５户。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增长率在全市国税系统１８个征收单位
中居第二位。一般纳税人零申报控制率在全市系统

排名第二，一般纳税人整体税负水平排名第一，高于

全市平均税负一倍。通过“楼宇经济”的清查和促

转，增加税收１２００余万元。实行项目管理。以省、
市国税局开展的“核心业务强化年”活动为契机，区

国税局开展２１个特色项目建设，其中“卷烟制造业
纳税评估模型建设”为区局重点特色项目申报到市

国税局。围绕消费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三大税

种，进行联评联动分析的纳税评估，并

积极与广西、云南省国税局交流，最终

获得全省行业纳税评估模型一等奖。

实现以评促收。进一步完善“区局专班

评估、税务所交叉评估”的两级纳税评

估机制，全年专班评估完成４０６５７万
元，各税务所评估完成２１７３６万元，实
现年初确定的“４＋２”目标，成为组织收
入的有力补充。完善信息管理。年内，

完成三个所级金税三期工程广域网项

目升级，实现网络保障与税收工作的对

接。全年共受理征管档案资料９１６万
份，６８１７户企业签订财税库银“三方协
议”，６９８８户企业办理网上申报，６６９２

户办理ＣＡ密码钥匙。

【纳税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国税局将纳税服务贯
穿于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获得“全省国税系统最

佳纳税服务单位”称号。勤走访，全面开展问需问

效。结合“进百街（镇）、访千户、问需求、维权益”活

动，由领导班子成员带队，走访专业市场和重点企

业，发放“三问”调查表千余份，开展纳税人需求调

查，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尽力解决企业困

难，使纳税服务工作针对性更强、实效性更佳。勤宣

传，积极推行税务公开。积极推进“三纳”平台建

设，进一步完善“纳税人之家”，创办“纳税人学校”。

为方便纳税信息交流，编印５００册纳税服务宣传册，
公示最新工作动态和服务举措，公开各部门服务电

话。发放３０００份纳税服务联系卡，将每月最后一
周的周三定为税收宣传日，受到了纳税人的普遍欢

迎。勤培训，着重加强纳税辅导。通过“税收大课

堂”、导税咨询台、宣传告示栏、自助办税机及网上

办税服务厅、纳税服务 ＱＱ群、新浪微博等形式，广
泛对税收政策、办税流程、优惠事项进行公示。全年

“纳税人学校”共组织 １９期面授培训，培训企业
８０００余户次，免费发放纳税辅导资料１５万余册。
快整改，有力提升服务质量。对纳税人反映的问题

和建议，分类研究落实，制定整改措施。同时通过委

托第三方调查纳税人满意度、纳税人座谈和电话回

访，完善服务措施，健全事后监督反馈机制。全年共

回复“１２３６６”投诉４７起，对通过走访和座谈会搜集
的６５条意见和问题均分类进行解决。

【法治强税】　２０１２年，口区国税局以“六五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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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法治单位创建活动为载体，依法治税，依法行

政，被评为全市税务系统依法行政示范单位。注重

法制宣传。深入开展依法行政教育培训和“六五普

法”学习活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作

为学习的重点，不断提高干部依法行政的觉悟和能

力，积极防范税收执法风险。利用国税网站、办税服

务厅等主阵地，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广泛宣传各类税

收政策和税收管理流程。严格执法督查。加强税收

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严格规范涉税事项规范性文件

的制定程序。采取选送与随机抽取、集中交叉评查

与分散评查、自评与互评相结合等方法，加强案卷评

查，全年全局保持税收执法考核零过错。落实税收

政策。抓好所得税汇算清缴，全年征收补税２０１亿
元，比上年增长近一倍。强化非居民税收管理，全年

扣缴所得税５９５万元，比上年增长四倍。减免增值
税２７８９万元，减免抵所得税１５５５１６万元，减免所
得额２５９亿元。为出口企业退税２１１７５３万元；
免征小微企业发票工本费５２０６万元，１７３万户个
体工商户享受增值税起征点调高的优惠。做好“营

改增”试点。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１日顺利发售发票，从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开始正常申报。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接
受移交户管２０５４户，涉及税款６３８０万元。鉴定各
类票种信息６１０条，向２５１户纳税人发售“营改增”
发票５８９万份。批量认定“营改增”一般纳税人５０
户。区国税局“营改增”工作被评为全省系统先进。

【廉洁从税】　２０１２年，口区国税局继续深入开
展“治庸问责”活动，加强政风行风建设。结合提

速减负，成立“集审办”，严格执行１３０项即办事项
的办理、２５项非即办事项的集中审批，实现３９类
表单“免填单”的要求。开展“廉政学习日”、“廉

政宣传教育月”和“季议一案”活动，加强干部廉洁

从税意识。及时通报政风行风结果，对损害纳税

人利益的行为进行诫勉谈话和经济惩戒。抓好电

话抽访、季度行评结果跟踪、治庸问责专线和市长

热线督办事项，及时处理问题。全年共回复市长

专线６件，办理人大政协议提案３件、信访投诉４
件。区国税局民评民议工作在全区获得第二名的

好成绩。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国税局靠理想引领，
靠制度管理，靠严格要求，靠正向激励，促进队伍建

设，干部队伍素质稳步提升。年内，制订和完善《干

部轮岗交流办法》、《办税服务厅人力资源配置意

见》、《干部教育培训管理办法》等制度，用评先评

优、绩效加分、适度物质奖励等手段，将人力资源在

流动中优化配置，有效地激发税务干部勇于干事、争

创一流的积极性。２０１２年，在省国税局所得税业务
抽考中，区国税局有６人进入前８０名，３人进入前
４０名；在省国税局局信息技能大比武中，有２人获
得标兵称号；在市国税局办税服务厅业务考试中，区

国税局获得团体第二名，１人夺冠。在“营改增”工
作中，全局干部表现出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各项

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得到来区局视察的国家税务总

局肖捷局长的肯定。２０１２年，区国税局承担的市局
重点调研课题《促进小微企业的国际税收政策研

究》，在国家级刊物《涉外税务》发表，２篇关于信息
化建设的调研文章被国家税务总局评为优秀奖，税

收信息宣传工作在全市排名前四。

（张遐珍）

地地地 方方方 税税税 务务务

【概况】　２０１２年，武汉市口区地方税务局（简称
口区地税局）紧紧围绕市、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突出抓经济税源建设，强化纳税科学管理，较好的完

成全年各项工作目标。全年累计完成各项收入

６２２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其中，市政府目标考
核收入累计完成４０５７亿元。全年累计完成区属全
口径收入３７６２亿元，增长１３％，区本级一般预算
收入累计完成１９７０亿元，增长２３９％，超收２９个
百分点、５０００万元，实现逆势增长，为地方经济“保
民生、保建设、保发展”作出了贡献。收入完成情况

的主要特点：围绕经济税源建设，优化服务，简化流

程，强化管理；开展专项评估，分行业分税种进行评

估，并开展联合执法，联合相关部门力量，将漏税一

查到底；形成“事事量化有标准，环环相扣有制约，

人人负责有考核”的管理格局。全年在防止新欠的

基础上，累计压欠１７０亿元。

【税收征管】　２０１２年，口区地税局着力深化经济
税源建设，确保税源不流失。加强征管改革，务实创

新。重点税源办公室、纳税评估办公室、零散税源办

公室和税收风险防控中心实体化运作，成立两个纳

税评估所，合并汉正街税务所；在税源户管上，实行

“三个一体化”（市场“主副业一体化”、房地产项目

“甲乙方一体化”、关联企业“母子公司一体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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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武汉市地税局局长罗涛（左一）、口区区长景新华
（左二）为口区地税局纳税人网络学校揭牌

展风险防控堵漏增收，推送、排除风险

点１５２８６条，其中营改增发票核查风险
８４条，共６１万元。注重纳税评估，强化
管理。全年共评估 １０９户，税费 ６２１８
万元，入库６０８５万元。坚持先办后审，
提速增效。全年共接待纳税人 ２３５００
人次，受理先办后审事项３１１６５笔，纳
税人办税时间节约６０％以上。加强零
散税收的管理，全年完成个体零散税收

１１０亿元，实现逆势增长。

【纳税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地税局
坚持优化发展环境、继续转变机关作

风，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继续开展上门

服务，并注重服务质量。全年向纳税人

送发票上门 ２４２３万卷，送宣传资料
２２５万份，送各类基金票２１万份，“五送”服务７６５
户，召开座谈会１０次，并定期出版《纳税服务面对
面》，赢得纳税人欢迎。８月，口区地税局纳税人
网络学校正式揭牌运行，为全省首创，《楚天金报》、

《武汉晚报》等多家媒体专题报道，获得纳税人高度

赞誉。全年先后对纳税人开展培训 １２０次，共计
３８９５４户次。坚持“惠民生”政策落到实处。全年共
为８４户企业纳税人办理各类税收优惠１８０笔，减免
各类税款７３０１万元。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地税局以感悟阳光文
化、打造阳光团队为核心，不断探索完善干部队伍培

养、管理的科学模式，并被新华社《湖北领导参考》专

题报道。强化素质，内外兼修。积极开展文体活动，

大力组织教育培训，“学习型组织”创出成效，以培训

促进学习，以模范激发动力，实行文化积分奖励。打

造阳光文化品牌，形成乐观向上的阳光心态、健康快

乐的阳光生活、公道正派的阳光行政、高效廉洁的阳

光办税。不断丰富文化载体，改版区局内外网站、建

设文化走廊、汇集编册，感悟国学，增长智慧。开办

“口地税·阳光论坛”，被推荐到武汉市并作为武汉

市“道德讲堂”示范点。开展创先争优，成果丰富。积

极参与省、市地税系统活动，展示地税队伍风采，并获

得省、市、区多项荣誉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基层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地税局加强干部思想
教育，丰富干部的业余生活。以模范激发动力，设立

“先进学习型个人”等奖项，实行文化积分奖励。深

化创先争优，成果丰富。办公室被评为全市“地税

先锋”先进科室，办公室、基工科、收入科荣获全市

地税系统先进科室，一所、长丰所荣获创先争优竞赛

优胜单位，宝丰所、汉水所荣获标准化税务所建设达

标单位，征收分局获湖北省“青年文明号”、全市地

税系统最佳办税服务厅，长丰所获武汉市地税系统

行政执法示范单位，纳税人网络学校获信息化建设

创新奖三等奖。积极参与省、市地税系统活动，以

“湖北地税之歌”代表省地税局参加湖北省优秀行

业歌曲展播，展示了地税队伍风采。

【廉政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地税局注重勤政廉
政，不断规范执法。制定勤政廉政措施，严格目标管

理和三级考核，加强廉政风险防控，严格“问题共

享、联动整改、有责必究”。优化人力资源，精简机

关人员，因岗定人，进一步激活干部活力。市纪委监

察局以《人文、阳光、和谐，打造勤政廉政兼优的地

税团队》为题对区局进行宣传报道。在区地税局干

部队伍建设上，坚持公信度和满意度，２３名处级、科
级干部竞争上岗，民主测评满意度均达到 ９０％以
上。开展民评民议，满意度提升。全面加强治庸问

责工作，坚决纠正“庸、懒、散”的问题，修订和完善

５０余项管理制度，建立起治庸问责的长效机制。全
年在各项检查中，口区地税局“零曝光、多元化、

深层次”的工作作风多次被武汉市政府、口区政

府专题报道。２０１２年，口地税局在民评民议中连
续四个季度保持全区第一。

（崔　丹）

·２６１·

···口口口年年年鉴鉴鉴···



教 科 文


卫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有各级各类学校１２７所，
其中幼儿园 ５５所，小学 ４３所，初中 １５所，高中 ８
所，职业学校４所，成人中专１所，特教学校１所。
全区在校学生７２万人，在岗教师５３１５人。全区
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１所，省级示范高中３所，市级
示范高中２所，市级素质教育特色中小学１１所，市
级示范幼儿园７所。２０１２年，口区扎实推进创建
省级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区、教育人才发展工程、

完善统一的质量监测评价办法“三件大事”，着力转

变教育发展方式，努力实现区域教育由规模发展向

品质发展转变，由注重外延发展向注重内涵发展转

变，由教育大区向教育强区转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稳步提升，学校办学特色进一步彰显，学校布局结构

更趋合理，干部教师队伍进一步优化。全区教育工

作全面完成“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阶段目标任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教育局被评为区绩效管理优胜单位，
社会管理类第一名，被市教育局评为先进单位。

【党务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教育局注重加强党组
织、作风、廉政、党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发挥各级党组

织的核心和引领作用。继续深化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坚持“思想引领抓学习，打造队伍促发展，突出重点抓

特色”的工作思路，局党建工作经验在全国中小学基

层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上交流，并在《中国教育报》

上登载，收录在中组部编写的《事业单位党组织书记

培训读本》之中。完善“扁平式”学习模式，坚持联组

联片中心组学习，提高学习针对性和实效性。深入开

展“喜迎十八大，争创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落实

“基层组织建设年”工作要求，扎实开展好“结对共

创”、“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万名干部进万村洁

万家”等活动，区教育局被评为武汉市“城乡互联、结

对共建”活动先进单位，崇仁路小学作为全市教育系

统唯一一家获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扎实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治庸问责”工作，在局机关中深入

开展“为基层服务、为师生服务”作风建设活动，推进

全体干部教师切实转变作风。积极开展“群众满意学

校大家评”社会直评活动，崇仁第二小学、武汉市第十

七中学及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被评为２０１２年度
武汉市“群众满意中小学”。区教育局在民评民议综

合考评中，位列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类１８个单位中
第四名，全区３４个单位中第六名，口教育群众满意
度不断提升。

【推进教育“三件大事”】　２０１２年，口区教育局
着力推进并认真落实“三件大事”，出色完成阶段性

目标任务。口区作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迎检区，以高水平通过省督导评估组的评

估验收。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编发专题简报向全

省推介口的做法和经验。教育人才发展工程卓有

成效。全年大力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双

推双考”后备干部选拔，并启动正、副校级后备干部

班培训，采取理论与实践案例教学相结合，不断提升

后备干部的综合素质。举办首届名师高级研修班顺

利开班，为全区教师高级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全

区３名校长、书记被评为武汉市优秀校长、书记，２
名教师被评为省名师和优秀教师，１２名教师参加国
培计划省内外高级研修学习，１０名教师参加武汉市
骨干教师高级研修活动，６名教师获得湖北省优质
课一等奖，１人被评为武汉市第三届“功勋”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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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７日，口区作为武汉市第一家省级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迎
检单位，通过了湖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组的评估验收

１人被授予省“五一”劳动奖章，１人被评为市劳模，
２人获市“五一”劳动奖章，２人获市第三届青年教
师课堂教学竞赛一等奖。大力选树德艺双馨教师典

型，杨小玲老师事迹先后在市、区作巡回报告，促进

全区教师师德水平进一步提升。统一的质量监测评

价办法基本形成。小学建立“三段六年”监测模式，

全区中小学质量监测评价办法在注重结果监测的同

时，更加注重过程监测。在注重学生学业成绩监测

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监测。在面向全

体学生同时，更加切合学校实际，为全面提高教育质

量提供更加科学的评价办法，取得明显实效。

【素质教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教育局深入推进学校
特色品牌建设，素质教育取得新进展。东方红二小、

十一滨江初中高标准通过市级中小学素质教育特色

校评估。十一滨江初中的“少年军校特色”代表武

汉市接受国家国防教育检查团检查，得到一致好评。

水厂路小学“水育文化”办学经验被《人民教育》杂

志进行专题推介。四中、十一中分别在“省田径特

色学校”比赛中获得团体第一和第四的好成绩。武

汉四中继１１月被国家教育部授予“全国中学生田
径训练基地”后，以绝对优势获得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
生田径锦标赛承办权，并将第五次代表中国出征

２０１３年捷克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全市中小
学运动会上，口区蝉联十六连冠，继续保持全面领

先优势。二十九中和东方红小学代表武汉市参加湖

北省“黄鹤美育节文艺汇演”，双双获得湖北省一等

奖。口教育诗语合唱团获第二届全

国教师合唱节第十名。口区教育局

承担的“十一五”区域性国家级教育科

学重点课题《整合区域性教育资源，促

进教育内涵发展，扩大优质教育供给的

研究》顺利通过结题评审。同时，“十二

五”规划重点课题《区域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研究》正式开题，口区被中国教

育学会正式授牌“十二五”教改实验区。

【教育质量】　２０１２年，口区教育局
坚持立德树人，倡导全面科学的质量

观，完善口区统一的质量监测评价办

法，以“有效德育”、“高效课堂”为抓

手，稳步实施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积

极推进素质教育。省、市中小学“有效

德育”工作现场会先后在口区召开，口区学校

的成功经验得到省教育厅及相关单位的高度赞扬。

高考取得历史性突破，一批本科上线人数达到６２９
人，文理科６００分以上人数达到１４３人。特殊教育
学校高考上线率连续六年达到１００％。中考优秀率
稳步提升，普高率连续几年保持在全市均值至上。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教育局继续深化资源
整合和优化布局结构，区域教育得到进一步均衡优

质发展。落实三年行动计划和市区绩效目标，学前

教育得到较快发展，陈家墩幼儿园圆满完成改扩建，

原区招生考试办公室和利济路小学改建幼儿园工程

全面按期完成，并获市教育局验收。东方红二小、崇

仁汉滨小学通过市级标准化建设评估。十七初中标

准化建设、新六十二中建设、易家墩小学整体改造工

程、区实验小学建设、紫润明园配建学校等工程项目

全力推进。稳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建设，全区职

业教育２０１２年率先在招生工作方面实现整合，新一
职教中心（一期）建设进展顺利。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２年，口区教育局坚持依法行
政、依法治教，进一步提升教育管理水平和群众满意

度。在全区教育系统开展“群众满意学校”创建、依

法治校示范校创建等活动，进一步规范办学、收费、

师德、招生等行为，提高学校依法办学水平。认真开

展食堂财务与收费专项检查工作，顺利通过省七部

门组成的检查组对口区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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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武汉市中小学知识产权素质教育工作会议在口区
召开

查。按照“五独立”要求，进一步规范武

汉市崇仁寄宿学校、武汉市十一寄宿初

级中学两所民办学校办学行为。武汉

市第二十六中学成功创建“湖北省依法

治校示范校”。全面落实国家各项助学

政策，全年资助家庭困难中小学生和中

职学生达８５０９人次，再次评为市教育
局“学生资助工作先进单位”。切实保

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

促进教育公平，全年１６５３７人全部在公
办中小学就读。公共服务平台投诉案

件共接件３００件，办结率１００％，综合满
意率１００％。

【安全稳定】　２０１２年，口区教育局
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力保障全系统安全稳定。

完善落实局机关干部对口包保学校制度，及时对学

校安全稳定、管理、教育教学等工作进行指导。落实

安全管理责任制，抓实安全一日常规管理。以季节

特点抓住阶段安全管理的重点，坚持每学期开展全

员参加的应急逃生演练活动１—２次，提高师生安全
防范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加强师生校外活动安全管

理和校内活动管理，防止意外事故发生。整治规范

校车，确保学生交通安全。认真细致地落实非义务

段教师绩效工资和退休教师待遇等信访稳定工作，

建立良性互动的教师诉求处理机制。全年未发生安

全事故，确保了教育系统稳定。

（吴爱文　汪文祥）

科科科 学学学 技技技 术术术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科技工作以服务企业、
服务科技项目、服务科技人才为己任，以用好区财

政科技经费、用足上级科技政策资源、用活孵化器

创新创业平台为抓手，认真履行职责，全面完成各

项指标任务，促进全区科技进步工作迈上新台阶。

全年新增孵化场地面积１２万平方米，新引进在孵
企业１２户。争取市级以上科研经费１９３９万元，
申报科技进步奖项目２０项，全区专利申请数１８８１
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率２１％，新增高新技术
企业５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１２万元，贷款
担保额１３６３万元。“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及

行政体制改革工作，行政行为合法率、党的基层组

织建设、满意度、文明城市创建等指标按要求完成

进度。口区科学技术局（简称口区科技局）荣

获“武汉市火炬计划先进集体”、“武汉市知识产权

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科技经费管理和使用】　２０１２年，口区科技局进
一步科学规范区级科技经费的管理和使用，研究出

台《口区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办法》，修

改完善《科技经费运行管理流程》，规范解决“经费

给谁、为什么给、给多少、怎样给、给了之后成效如何

评价”等问题。在实施中坚持程序，以严格的制度、

严密的流程和规范的运行程序，实现项目全程管理，

有效杜绝违规操作。通过考察企业项目的科技含量

和管理水平，在对企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共安排

１８个重大产业化项目、９个创新体系项目、１４个中
小企业培育项目和７个科技担保贷款贴保项目。

【科技项目申报立项】　２０１２年，口区共获市级以
上科技项目立项３０项，获得科技经费资助１９３９万
元。其中，国家级科技项目立项 ４项，资助 ９３５万
元；市级科技项目立项２６项，资助１００４万元。

【高新技术产业培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立健全高
新技术产业培育工作机构，成立由区科技局、财政

局、国税局、地税局４家单位组成的“口区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培育与辅导工作小组”。设立高新技术

企业备选库，根据《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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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从全区企业中推荐２７家有潜力、有基础、有条
件的企业进入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备选数据库，５家
企业进入上市后备企业库。开展高新产品登记备案

工作，按照《湖北省高新技术产品登记备案管理办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８日，口区科技局（知识产权局）联合市知识产权局、
口食药监分局对麦德龙现购自运商场和老百姓大药房古田四路店相关专利

标识商品开展专利执法活动

法》的规定，全年组织５家非高新技术企业的８个高
新产品项目进行备案，并积极组织申报高新技术企

业。全年共组织６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获批
５家企业。２０１２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 １９
家，主要涉及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电子与信

息，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领域，并始终保持快速

发展的势头。

【新材料孵化器】　２０１２年，口区科技局承担“孵
化器增加２家，孵化器场地面积增加１２万平方米”
市级绩效目标任务。区科技局以实施市级孵化基地

建设战略为契机，邀请国家科技部、市科技局领导及

专家到现场进行调研指导，就建设可行性做进一步

论证，并与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多次会商，科技局作为

主责单位，开发区作为协作单位，增加创意产业园和

新工厂工业设计产业园两家为孵化基地。９月份组
织专家召开“市级孵化器组建评审会”，提前完成全

年的市级绩效目标任务。与此同时，新材料孵化器

建设进一步提档升级，加大对专业服务机构的引进。

截至年底，专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拥有各类分析检

测设备２６２余台套，为企业提供检测服务２９３项次，
平均使用公共技术平台的企业比例达４７５％。

【科技与金融结合】　２０１２年，口区
科技局大力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结合，

打造科技担保融资平台。全年新增担

保基金 １００万元，累计投入担保基金
５４０万元，共为２０家（次）企业担保，获
得科技担保贷款４８７０万元，新增担保
贷款４户，担保贷款金额１７００万元，吸
引商业贷款２３２６万元。继续实施担保
补贴帮扶措施，累计为贷款企业贴保

１１７万元，贴息 ６１万元。出资 ５００万
元，与国内一流科技创业投资机构深圳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９家单位合作，共
同组建武汉“红土基金”，公司注册资本

１１亿元，对全区适合创业投资的企业
进行全面摸排，武汉孚曼机械有限公司

等３家公司进入跟踪考察阶段。口

区率先成为科技金融市区联动试点，通过建立科技

金融工作市区联动机制，进一步加强科技与金融的

结合，改变科技研发经费的使用方式，充分发挥其引

导和撬动作用，帮助口引进和培植新兴产业，助推

口完成产业转型升级。

【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科技局
通过举办培训讲座、开展专利执法、资助专利申报

等工作举措和知识产权进“厂区、社区、校区”的工

作形式，不断提升全区知识产权工作的显示度。

在全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大会上，口区科

技局荣获先进集体称号。武汉市中小学知识产权

素质教育工作会议在市第十一中学召开。市十一

高中获知识产权素质教育先进集体称号，口区

知 识 产 权 名 师 黎 鹏 工 作 室 网 站 （网 址：

ｗｗｋｊｗｇｎｗａｙｎｅｔ）正式开通，作为全市首家知识产
权学校资讯网站，为开展知识产权教育活动提供

一个全方位的展示和交流平台。

【科技人才战略】　２０１２年，口区科技局坚持连续
３年拿出２００万元科技人才专项经费用于引进和培
育科技人才。制定《“口英才计划”评审会方案》、

《“口英才计划“黄鹤英才计划”评委会专家建议

名单》，从程序上保证真正优秀和急需的科技创新

人才和团队。同时，充分发挥各类科技专项的支持

引导作用，大力扶持创新创业型人才在口发展壮

·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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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全年结合国家、省、市各类人才工程的实施，共

推荐各类科技人才１５人。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３日，“快乐阅读 书香口”武汉读书之城建设口区启

动仪式在口体育广场举行

【民生科技工程】　２０１２年，口区科技局以改善民
生为工作重点，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社会

发展重大需求，积极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深入区

各职能部门开展调查摸底，广泛宣传与社会科技进

步相关的政策、规定和要求。全年共征集到区疾控

中心关于“老年人健康及心理卫生状况调查分析”、

区食药监分局关于“发挥食品快检设备技术支撑，

提高监管效能”等２０项社会科技进步软课题项目，
资助金额７８６万元，并加强项目实施效果验收环
节，确保科技惠民工作取得实效。

（徐　杰）

文文文 化化化　　　体体体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文化体育局〔新闻出版
（版权）局〕（简称口区文体局）依托服务网络建

设、重大项目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三大抓手，着力抓

好公共文化服务、公共体育事业、文化市场监管、特

色文化产业４项重点工作，继续保持“全国文化先
进区”、“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区”等荣誉称号，为

实现口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

力和文化支撑。

【文化活动】　２０１２年，口区文体局组织开展“欢

乐口·与您同行”文化惠民广场文艺演出２５场
次。由区文化馆主办、各街道协办，组织“龙腾狮舞

闹元宵”、中秋茶韵晚会、“转型发展·激情跨越”庆

十八大等各类大型广场文艺活动。与武汉电信艺术

团合办“武汉之夏·天翼之声”文化惠民广场文艺

演出。启动“电影仲夏之夜”放映活动，深入４０个
居民小区放映经典红色电影，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星海合唱团在“武汉市首届琴台音乐节·广场群众

合唱比赛”中，荣获“武汉市十佳群众合唱团队”称

号。赴台参加“中华情·鄂台文化交流之旅”活动，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和发展，获广泛好评。表演的大

合唱《口之歌》获武汉市第三届黄鹤群星奖大奖。

２０１２年，区文化馆获得由湖北省文化厅颁发的第十
一届“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湖北选拔赛优

秀组织奖，区文艺轻骑队荣获“湖北赛区双十佳票

友”称号；“元禾堂杯”武汉市第三届戏剧票友大赛

上口区获金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２０１２年，口区文体局全面
完成街道文化站提档升级，配发每街价值１２万元的
文化设备。区图书馆、区文化馆免费向市民开放，

口民族工业博物馆每周三全天候向市民开放。区图

书馆现有馆藏１７６万册，年接待读者２０余万人次，
年图书流通量１３余万册。开展“知识工程”读书征
文活动。以“社区名家讲坛”为平台，每月一讲，举

办不同主题的公益讲座。在区图书馆和区机关大院

设立２台《人民日报》电子阅报栏。广泛开展“快乐
阅读·书香口”读书之城建设，组织图书漂流和

图书换客活动，推动全民阅读进机关、

进学校、进企业、进村组、进社区、进家

庭。组织党员干部捐赠 ５３万余册图
书，全区各社区均建成拥有１０００册的
社区图书室。建成以区图书馆为核心，

１８个平方千米图书分馆为网点的借阅
图书服务网络，区馆与市馆实现“通借

通还、一证通用”。在口公园、轻轨宗

关站、融侨锦城小区分别兴建２４小时
自助图书馆，市民凭二代身份证或武汉

城市一卡通，可以全自助式在家门口借

阅自己喜欢的图书。区文化馆新吸纳

华艺京剧团、梨园春京剧团等６个群众
文艺团队，截至年底，各类文艺团队达

到１９个。举办各类群众文艺培训班１６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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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以“崇尚绿色消费 倡导低碳生活”为主题的口区纪

念“六五”环境日文艺演出在口体育广场举行

期，参与辅导协助２０多家辖区单位开展文化活动。
２０１２年，区文化馆被评为武汉市基层公共文化优质
服务奖和省优质服务窗口单位。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文体局举
办全区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各街道共举办１１场
群众性武术、田径、乒乓球等体育赛事，组织口开

发区第二届企业职工趣味运动会，承办武汉市传统

项目学校乒乓球邀请赛，成功组织８３名游泳健儿参
加第３９届中国·武汉国际横渡长江活动暨抢渡长
江挑战赛，指定一家民营游泳场馆，暑期免费为青少

年开放。在西部新建的紫润明园、竹叶海等居民小

区共投入健身器材１０套共７０余件，专门新建笼式
灯光篮球场。加强户外健身器材管理和维护，确保

全区１４０多个社区３１１套健身路径器材无安全责任
事故发生。组队参加市运会青少年年度１６个比赛
项目的竞技角逐，喜获佳绩。代表武汉市参加全省

年度青少年乒乓球比赛，团体总分排名第一名。在

全市青少年羽毛球比赛中，成绩名列前茅。积极备

战２０１３年举行的市第九届运动会，已完成１６个竞
技项目的１６０６名运动员的注册工作。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２７日，口区成功申办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
锦标赛。

【文化产业】　２０１２年，口区文体局制定《口区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区政府专门设

立３００万元文化发展专项资金。武胜
国际文化城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文化

城总占地面积为 ５７３公顷，总建筑面
积３６万平方米。江城壹号创意产业园
对原武汉轻型汽车制造厂老厂房进行

创意性改建，是集文化创意服务、创意

办公、生活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大型文化

创意时尚园区，并与多家文化企业签约

入驻协议。武汉新工厂电子商务产业

园占地７５万平方米，主要招商引入有
影响的电子商务企业，“我的百家”率先

入驻，全年税收已达８００余万元。实施
精品工程战略和品牌发展战略，重点支

持武汉收藏品市场、蓝天歌剧院等企

业，推动一批文化企业持续快速发展。

２０１２年，武汉收藏品市场成功创评省级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文物保护与利用】　２０１２年，口区文体局组织开
展第七个文化遗产日社区巡展活动，支持木雕船模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龙从发与武汉旅游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将其作品推向市场，加大生产性

保护和传承力度。龙从发作为武汉市唯一一位工艺

类国家级非遗代表传承人，被推荐为全省优秀非遗

传承人。谈炎记水饺制作技艺、 鱼制作技艺两个

项目均已成功申报武汉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龙从发、潘正斌、孙昌弼、熊建生、童建国５位非
遗传承人被命名为武汉市第一批“非遗”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

【文化市场】　２０１２年，口区文体局会同工商、公
安、教育等部门，查处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取缔

无证照经营歌舞娱乐场所、整治电子游艺场所违规

经营行为。全年立案２４起，结案 ２４起，结案率达
１００％。配合消防部门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与文化
场所经营业主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全年未发生１
例重大消防安全事故。建立健全“扫黄打非”联合

工作机制，打击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和有害信息，扫除

淫秽色情出版物和不良信息。全年共办理行政审批

事项３７件，各类年审２７５家。行政审批及年审合格
率达１００％。继续加快推进区政府序列３９个单位
软件正版化工作。

（叶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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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广 播播播 电电电 视视视

【概况】　２０１２年，武汉市广播影视局（武汉广播电
视总台）口管理处（简称口广电管理处）始终坚

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各项工作实践中，努力实

现“执政为民”的时代要求。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

积极有效地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提

升全体人员思想素质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坚

持“三贴近”的要求，始终把讴歌区域成就，反映群

众愿望，保证新闻真实作为宣传报道工作的立足点

和出发点，为口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建设和

谐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新闻宣传】　２０１２年，口广电管理处始终坚持宣
传工作“三贴近”的指导原则，按照“以科学理论武

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

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要求，全年宣传工作与把握

舆论导向、传播先进思想、反映民意民生的新闻工作

客观要求紧密地结合起来。新闻记者们积极勤奋的

工作投入，多方积极性的凝聚与发挥，使口区全年

的新闻报道工作亮点突出，色彩纷呈。《武汉新

闻》、《百姓连线》、《城市节拍》和广播等诸多新闻窗

口，真实报道展示口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

意愿。同时，市局新闻中心将区域新闻集中合成，按

期下发，极大地扩大了新闻工作在区域的影响力，受

到区委、区政府、区机关干部和居民群众的广泛好

评。截至年底，口广电管理处共播发电视新闻

２１２条、广播１０３条。
（李　琳）

档档档案案案建建建设设设与与与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档案局（馆）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认真履行档案工作职能，大胆创新档案服务

机制，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扎实推进各项

档案基础业务建设，全区档案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

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２０１２年，区档案局
被湖北省档案局评为“全省档案统计工作先进单位”，

被市档案局评为“全市档案执法工作先进单位”。

【档案业务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档案馆馆藏各种

门类档案２４１４２５卷（件、册），完成馆藏目录数据录
入３７５００条，全文扫描加工１３５１５６幅面。全年区档
案馆档案信息查询中心共接待查档人员１８３０人次，
调阅档案、资料２１１３卷，其服务方式和方法获得查档
单位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区属单位档案室档案

业务建设得到稳定发展，区教育局、区司法局、区财政

局等９家档案目标管理达省特级满３年单位，荣华街
区、区计生委、信访局、食药监分局等９家档案目标管
理达省一级”、“省二级”满５年单位，并通过省、市档
案部门的评审验收，复查换证合格率达１００％。

【档案法制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档案局狠抓档案
法制建设，努力规范档案行为，严格依法管理档案。

根据全区“六五”普法活动的部署要求，结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实施２５周年，共举办档案
法制宣传活动２期，在全区组织开展“飞狐灵通杯”
档案法制知识竞赛活动，向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

学校和社区发放有奖竞赛试题１５００份。区档案局
与市档案局法规处联合对区属７家单位进行档案执
法检查。通过宣传和开展执法检查为全区档案工作

营造良好的档案法制环境。

【档案文化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档案局充分发挥
档案文化价值作用，并结合区域实际，推进档案文化

建设。为进一步丰富区民族工业博物馆建设，使之

更加完善，区档案局继续加大馆藏实物展品征集力

度，细化征集名目，全年又征集到史料、图片、实物

１０５件。主动与区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口区“科学
发展，辉煌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图片展。该图

片展以图文并茂的形势，全景式、多方位、立体化地

展示十年来口区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不凡成就，充分展现全

区各条战线的崭新面貌。

【重点工程档案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档案局根据
武汉市档案局、武汉市支铁办统一部署，承担全市支

持铁路建设项目武合客运专线、武汉至安康增建二

线口区域内项目档案的整理、验收及移交工作。

为抓好此项工作，口区档案局积极与区发改委配

合，委派专人对该项目档案的建档工作给予指导，督

促建档，于当年６月，通过市档案局、市支铁办联合
评审组的专项验收，达到合格标准。

（曹　亮）
·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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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卫卫　　　　　　生生生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２日，湖北省卫生厅、武汉市卫生局有关领导视察武汉宗关
水厂

【概述】　２０１２年，口区卫生局紧紧围绕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中心任务，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

为本，全面完成市卫生局下达的１４项目标任务，着
力打造家庭医生、社区中医药、二次供水监管等亮点

工作，实现口区基层医药卫生事业的又好又快发

展。截至年底，全区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３５４个，
其中医院３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０个，社区卫生
服务站３６个，其他卫生医疗机构２７９个；有卫生技
术人员１２２８９个，其中执业医师３８１４人，有医院病
床１０７５０张；全区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生４６０人，拥
有医药病床１２９６张。全年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
为４３６８／１０万人，儿童免疫接种率９９％，食品卫生
监督覆盖率９９％。

【绩效工资改革】　２０１２年，口区卫生局认真落实
基本药物财政补偿工作，较好地完成全区公共卫生

与基层医药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工作。按照

方案制定、编制核定、规范津补贴，７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完善健全绩效工资管理制度，各相关单位均

按照绩效考核方案落实职工的绩效考核，并逐月发

放绩效工资。

【人事制度改革】　２０１２年，口区卫生局完成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人事制度改革工作，７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落实全员竞聘上岗，社区卫生服务质量

和结构优化进一步提高。根据《关于

印发武汉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规定，坚持“定

编、定岗、不定人”原则，核定７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７家中心辖区人口 ５５
万人）可配置编制额度４２２人，其中全
科医生 １７０人、公卫医生 ６０人，护士
１６６，其他 ２６人。同时结合社区工作
实际，为弥补工作人员严重不足，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可在编制外酌情增加

部分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人员的

工资列入财政预算。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卫生局
注重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人才队伍建

设，制定与实施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

生队伍建设规划。积极组织社区医务人员参加全

科医生转岗培训、社区护士培训、公共卫生岗位培

训和基本药物制度培训，并在全市社区医务人员

岗位练兵活动中取得良好成绩。全年依托全国社

区卫生服务中医药先进单位的创建活动，大力加

强中医药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经过培训和引

进，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均配备中医执

业医师，社区中医执业医师由创建前的４９名增加
至７２名，比创建前增长４７％，在社区执业医师总
人数（２３２人）由上年的２２％上升到３２％。通过人
才引进和培养，进一步提高社区中医药人才队伍

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促进中医药服务的持续

发展。

【社区卫生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卫生局继续在全
区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贯彻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药品实行零差率。区卫生局积极组织参与全国、

省、市社区卫生机构提档升级工作，以及申报全省社

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创建活动，并于１１月顺利通过省
卫生厅检查验收，被授予“全省社区卫生服务示范

区”荣誉称号。在参与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全市提档升级创建活动中，易家墩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荣获“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荣誉称

号，易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荣华崇仁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３家单位
被评为“武汉市２０１２年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
升级达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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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卫生局坚持深化
家庭医生制度建设，组建家庭医生专家团队，组织编

写《口区家庭医生服务工作手册》，让专家走进寻

常百姓家。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定统一的

《家庭医生服务协议书》，首批１０万份协议书已下
发。３月，口区作为全省唯一的代表赴京参加卫
生部家庭医生制度建设工作研讨会，并在会上作经

验交流发言。

【中医项目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卫生局加强社区
中医药内涵建设，区政府将中医药参与孕产妇保健

工作纳入为群众办理的十件实事之一。家庭医生团

队在上门服务过程中充分体现中医特色，将按摩、艾

灸、针灸、火罐等中医药适宜技术上门，及时给有需

求的慢性病患者服务。７月３日至４日，全国中医
药服务项目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可行性分析

报告起草研讨会在口区召开，全国１２个省、市相
关领导和专家参加会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

司长蒋健出席会议。

【公共卫生普惠居民】　２０１２年，口区卫生局重点
开展“一老一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６５岁
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开展０岁—６岁儿童视力筛
查，探索实施重点人群管理手册。全年共为１８０００
余名老人开展免费健康体检，为２０００多名儿童进
行视力筛查。２０１２年，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坚持
“在监督所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履行职能”的工作理

念，依法行政，始终把加强对行政相对人的服务与管

理作为己任，紧紧围绕民生安全全面履职，荣获“武

汉市卫生监督综合执法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医疗市场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卫生局卫生监督
所按《湖北省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

法》的要求，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并组织门诊以上

负责人进行学习，并对全区有证医疗机构，对照记分

标准认真落实，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继续组织开展对传染病防治、医疗广告、放射诊疗等

专项检查工作。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６５０人次，车
辆１６０台次，监督检查有证医疗机构监督 ４０５户，
４７０户次，监督覆盖率达到１００％，警告违法违规行
为２８５户，责令改正 ５５户，行政处罚 １４户，罚款
７１５００元。坚决打击无证行医，监督所积极争取街
道办事处的支持和相关职能部门配合，综合治理，全

年与街道办事处和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执法６次。同
时，充分发挥协管员的作用，要求协管员加强巡查，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每周组织协管员集中执法

１—２次，打击非法行医。对同一地点或同一非法行
医者多次查处，仍然不改正的，在两次行政处罚以

后，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通过强力整治，

无证行医现象明显好转。打击“两非”违法行为，区

卫生局与辖区有证医疗机构签订禁止“两非”行为

的承诺书。根据群众及周边计生部门提供的线索，

专班联合办案，全年共查处“两非”案件１０起。在
全市率先建立独立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聘用专

业人员开展医疗纠纷的协调处理，共调解纠纷 ７５
起，成功率１００％。

【卫生监测】　２０１２年，口区卫生局加强卫生监测
管理，进一步完善相关措施。全年坚持食品、环境卫

生监测，完成食品监测样品 ５１３件，其中合格 ２４５
件，不合格１５６件，剔除无标准评价的样品后，合格
率６１％；餐具监测户数１０５户，采样８４１件，合格率
９０７％；公共场所监测户数１６９户，采样１４５１件，
合格１３１６件，合格率 ９０７％；监测二次供水检样
２７３件，合格率９９２７％；集中式供水管网末梢水采
样５５件，合格率１００％。全年全区完成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１６８６０人，ＧＰＴ谷丙转氨酶阳性６人，阳检
率０３６‰，ＨＡＶ－ＩｇＭ甲型肝炎的急性体抗体无阳
性，检出沙门氏菌１１人，检出率０６５‰。在办理健
康证工作中，查办婚育证明８９４８人，发放催办通知
书７８５８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审验率１００％，催
办率１００％。

【二次供水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卫生局继续加
强对二次供水的管理，注重二次供水水质卫生安

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并不断完善二次供水

安全长效监管机制。监督所不断完善二次供水卫

生监督网上平台建设，及时更新资料，充分发挥二

次供水信息管理系统的作用。同时，加大卫生监

管力度，结合日常监督工作，对辖区 ３１家取得二
次供水许可证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监督覆盖率

达到１００％。１０月，组织对房集团、区房管局的
二次供水工作的专项检查，督促其进一步完善规

范机制，落实定期清洗消毒工作。年内，全区二次

供水管理工作接受卫生部、省、市相关部门的检查

和调研，受到卫生部省、市、相关领导的好评。同

·１７１·

···教教教科科科文文文卫卫卫···



时，《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武汉电视

台》、《长江日报》等多家媒体进行采访报道。７月
２２日，卫生部领导到湖北省、武汉市调研，并检查
了口区生活饮用水管理工作，对口区二次供

水监管模式给予充分的肯定。１２月２７日，市卫生
局局长李滔带领市局相关职能部门调研口区二

次供水管理工作，参观水厂与部分社区，提出在全

市推广口管理模式。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１２年，口区卫生局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完成湖北省首次食品检验资质认定评

审、区级“强基工程”各项工作，获得“强基工程”先

进区称号，并在全区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

【传染病报告率】　２０１２年，口区无甲类传染病发
生，全区共报告乙类和丙类法定传染病１７种，报告病
例数 ３８４３例，总发病 ４３６８／１０万（３８４３／８２８６４６）。
全年全区乙类传染病共１０种（肝炎、麻疹、细菌性痢
疾、肺结核、猩红热、淋病、梅毒、伤寒、血吸虫病、艾滋

病），计１９０７例，发病率２３０１／１０万（１９０７／８２８６４６），
其中肝炎（６３０例）、肺结核（５１８例）、梅毒（３９９例）列
前三位。全年全区丙类传染病共６种（其它感染性腹
泻、流感、流腮、风疹、手足口病、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计１４７３例，发病率１７７８／１０万（１４７３／８２８６４６），丙类
传染病中以手足口病居多。

【国家免疫规划】　２０１２年，口区通过免疫预防
信息化系统核查，全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９８１９％，流动儿童接种率９１６７％，单苗接种率≥
９５％，达到国家免疫规划接种率目标。在春季开
学时，对全区共计９８所幼儿园和４３所小学开展一
次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１００％（２８７／２８７）的儿童
和学生得到补证，９９７９％（１８９０／１９０６）的儿童和
学生得到补种。在２０１２年秋季开学时，对全区共
计７５所幼儿园和４３所小学均开展一次预防接种
证查验工作，１００％（４２１／４２１）的儿童和学生得到
补证，９８７１％（４３１３／４３６９）的儿童和学生得到补
种。在易家和荣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２家
免疫预防数字化门诊，使全区预防接种门诊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为下一步全区实现信息化管理打

下良好的基础。

【慢性病防治】　２０１２年，口区累计登记报告高血

压病人４８７１６人，规范管理３０９１８人，规范管理率
６８２２％，血压达标人数２６２８９９人，高血压患者血
压控制率 ５８０１％。糖尿病累计登记报告 １２４３３
人，规范管理７７４５人，规范管理率６４９１％。血糖
达标人数为 ５３０６人，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率
４４４７％。在汉水桥街、易家街、宝丰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立健康小屋，配有自动血压仪、健康评价

仪、膳食模型，将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随访和健康教

育结合起来，生动形象的将健康生活行为方式展现

给社区居民，使辖区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得

到有效预防和控制。

【精神卫生防控】　２０１２年，口区共排查登记重性
精神病人２８１６人，全部开展疾病信息网络化管理，
规范管理率为８０９１％。配合公安、民政部门建立
群防联动网络，开展社区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应急医

疗处置。

【艾滋病防治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进一步加强
艾滋病防治工作，出色完成市级“艾滋病感染者及

患者的随访及治疗示范区”试点目标。口 ＣＤＣ、
同济医院、武汉市一医院３家 ＶＣＴ门诊全年共完
成３８５名咨询检测任务，检出 ＨＩＶ抗体阳性１人。
对１４４５名涉性服务人员进行行为干预（培训、发
放资料、同伴教育），对其中１１４１名涉性服务人员
进行进行 ＨＩＶ监测，未检出 ＨＩＶ抗体阳性。对辖
区就诊的１６６２名外来孕产妇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
未发现阳性。干预吸毒人员 ２４７４人，对其中
１１７１人进行 ＨＩＶ抗体监测，未检出 ＨＩＶ抗体阳
性。干预男同性恋者１３６２人，对其中６３９人进行
ＨＩＶ检测，检出 ＨＩＶ抗体阳性 ５人。对性病门诊
就诊者２５０人进行 ＨＩＶ抗体监测，未检出 ＨＩＶ抗
体阳性。对公安及司法在押人群４５０名进行 ＨＩＶ
监测，未检出 ＨＩＶ抗体阳性。全区 ３个美沙酮替
代治疗门诊累计治疗吸毒人员２５０７人，正在治疗
１１１８人，保存率７０４％，检测 ＨＩＶ抗体１７０９人，
未检出 ＨＩＶ抗体阳性。全区新发现艾滋病疫情
２９９例，其中新发现病例５０人。

【居民病伤死因监测】　２０１２年，口区完成国家疾
控中心死因监测信息网络直报和省卫生厅居民病伤

死因网络直报数据分析报告。全区居民因病伤死亡

３８０６人，死亡率 ７１４‰，出生 ４１９５人，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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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７‰，婴儿死亡率 ６６９‰，人口自然增长率
０７３‰，全区平均人口期望寿命８０５５岁，６０岁以
上人口１０２３７８人，占总人口１９２％。前五位死因
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损伤与中毒、呼吸

系统疾病、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

【妇幼卫生】　２０１２年，口区妇幼卫生工作以“爱
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

会”为道德规范，并以实际工作努力创建“市级文

明单位”。区妇幼院以国家中医“治未病”试点工

作为契机，将中医药文化与妇幼保健特色巧妙融

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定中医药参与孕产妇

服务全国项目试点单位。《中医药参与孕产妇系

统管理》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全国推广

发行，被授予全国“治未病”保健基地，是全省唯一

一家中医特色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２年，区妇幼院努
力探索未成年人中医心理干预新方法，拓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渠道，建立口区青少年心理

辅导站，妇幼院“儿童早期综合发展专科”成为武

汉市７个城区唯一重点专科。进一步加强和民
政、计生部门的协作和联系，全年全区婚检 ４４３０
人，免费婚检率为 ７４９８％，比上年提高 ３７７％。
全年新生儿二病筛查率和新生儿听力筛查率均较

上年明显增加。

【爱国卫生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卫生局爱国卫
生工作以健康口专项行动为抓手，及时印发《健

康口全民行动 ２０１２年重点工作分解意见》，全
面贯彻落实《湖北省爱国卫生条例》，广泛发动群

众，深入开展爱国卫生活动，组织全区干部职工及

市民积极开展“万人洁城”周末义务劳动。全年全

区印制健康素养 ６６条宣传册和其他健康指导宣
传资料共计８万余份，购置“健康包五件套”５０００
余份发放到居民家中指导健康膳食。在开展“五

评”活动中，荣华街中山社区被评为市级健康示范

社区，口区水厂路小学被评为省级健康学校。

在荣华街中山社区建成“健康小屋”，供市民和职

工进行常规的健康体检。口体育广场建成首个

健康广场，口体育广场、荣华二路和韩家墩街四

新路新建健康长廊３处。持续推进创建卫生先进
单位（社区）工作，全区共有６１家单位创建省、市、
区卫生先进单位（社区）。全面贯彻落实公共场所

禁烟的规定，在医疗机构设置戒烟门诊 ２０个，全
年累计创建市级无烟单位 ４８家。扎实有效的开
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积极探索外环境“除四害”

监管模式，连续春、夏、秋３次集中“灭四害”活动，
经市爱卫办督导检查，符合国家标准，其工作质量

名列全市第一。

（王　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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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民政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在创新中求突破，在突破中谋发展。年

内荣获全省社会组织创先争优活动优秀指导单

位、全省民政系统信访工作先进集体，武汉市社区

工作先进单位、市扶贫开发先进集体、全市低保公

开公示年活动先进集体、全市民政系统绩效管理

优胜单位，口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被评为武汉

市文明用语示范岗。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基层民主建设深入
推进，社区建设不断加强。注重社区建设以硬件

建设为基础，紧盯社区建设各项目标，不断完善

“三位一体”社区服务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和资金

筹措力度，全年共计投入 ２０００余万元，按照每
１００户２０平方米标准建设社区服务站，９２个社区
用房全部达到５００平方米，其中４０个社区用房达
到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全区社区硬件设施建设得到
提高。按照省市制定社区建设的标准，即老社区

按２０００户、新社区按 ３０００户设置社区的要求，
积极开展社区整合工作，并制定整合方案，结合社

区组织换届，共调整整合社区 １４个，由原 １３４个
整合为１２６个，全区社区规模更趋合理、规范，更
利于管理和服务。制定下发《进一步加强社区建

设的意见》、《口区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

行）》两个文件，有力推进全区社区建设。全年组

织报考人员参加全国助理社会工作师（初、中级）

考试，全区６５７人参加，７０人通过考试。积极开展
幸福社区创建。召开全区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

议，制定《口区幸福社区创建方案》，挖掘社区历

史、文化、区位、人才、产业等资源优势，按“一片、

四线、多点”（一片即长丰紫润小区、城市广场、“城

中村”改造小区等新建住宅区社区片。四线即建

设大道、解放大道、中山大道、沿河大道四个主干

道沿线社区。多点即全区分散创建的社区）为重

点，在２５个试点社区确定 ３２５个创建项目，并多
次召开幸福社区创建推进会，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得到市、区肯定。发展社区志愿者。加大登记力

度，不断壮大队伍。截至年底，全区社区志愿者登

记人数９６１０１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１２１７％，其
中注册为中国社区志愿者４９６１８人，占登记、注册
人数的 ５１６３％。全区共有社区志愿者服务队
７３７个，并坚持“一月一主题、一社一品牌”，继续
推广“董明志愿者服务站”、“星级志愿者俱乐

部”、“示范基地创建”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志愿者服

务工作。

【低保救助】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政局坚持在低保
救助工作中规范管理，确保“应保尽保”。加大对

低保年审动态管理，组织区、街道、社区三级低保

专干对低保户信息及收入变化情况进行重新收

集、整理、核实，并集中进行调查、评估、评议，阻止

“人情保”、“关系保”。全年全区累计有低保对象

１２２９万户次、２５１７万人次，共发放低保金
６９０１５万元，人均低保金达到 ２９３元。发放物价
补贴、水费、电费，以及单亲补贴等各项补助共

１５１３０６万元。进一步完善各项救助工作。以低
保救助为主要形式，落实大病医疗救助、临时性救

助、慈善超市物资救助、节日慰问等多种救助制

度，最大限度地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在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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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主动与辖区４家市级医院、４家区级定点
医院签订低保救助即时结算协议，全区共有１６３４
名低保户和困难群众享受大病医疗救助，救助金

额１５３８９万元。认真落实市民政局文件精神，为
二级以上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重度残疾人单独全

额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共计１３１４户、１７７２人，切
实保障了重残人员的基本生活。继续对３０８户特
困户物资救助，全年累计救助３６０６户次（其中赤
贫户３６３户次，三无人员８３６户次，孤儿３２５户次，
特困边缘户２１７２户次），合计物资救助款１１５１３
万元。认真落实金秋助学工作，全年救助困难应

届大学生１５７人，发放救助资金３９９万元。会同
区社保局核实低保“三支”人员身份，发放“三支”

人员社保救助资金１０５１５万元。大力开展“慈善
一日捐”活动，全年收到全区８２个单位的捐款，计
５９６万元，缓解了区慈善会资金不足的问题。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３日，湖北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岱梨（左二）考察发展社区
居家养老工作

【困难家庭救助】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政局承担市政
府“帮扶特困群体，全年救助困难家庭１５００户以上”
的任务，并积极开展工作，严格各项审批制度，对

１７３２户困难家庭实施了临时救助，发放救助款
１７１３２万元，发挥了救急救困功能。

【养老事业】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政局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民政部和省市文件要求，完成对符合条件的７
家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按每张床位２０００元的标
准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合计１７２６万元。对连续
入住６个月以上的养老床位，按每张床位每月１００

元的标准给予运营补贴，补贴床位 １２８３张，合计
１５３９６万元。对１３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给
予一次性建设补贴合计４２万元，累计３６８５６万元。
全年按照市级下达养老床位绩效指标３００张，实际
完成３０７张，完成率为１０２％。区福利院养老大楼
项目工程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５０００万元。

【优抚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政局注重优抚工
作，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全区共有优抚对象

４８８８人，共计发放伤残军人抚恤费３８４万元，优抚
抚恤补助款 ２１１６万元，一次性抚恤金 ４２３２９万
元，为民政代管病故人员发放一次性抚恤金５９２６
万元，为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３１日前入伍的老复转军人发
放生活困难补助１０９万元。坚持重大节日对立功军
人家属、伤残军人、无军籍困难职工进行慰问，为７４
名下岗的转业志愿兵安排公益性岗位，为２３０户军
属家庭挂上光荣牌。

【“双拥”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政局坚持开展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教育和“双拥”光荣传统

教育，强化广大军民的国防教育与“双拥”意识。

全年辖区有团以上单位驻军 ８家，与区结成双拥
共建的区内外驻军共１２家。筹集１００余万元，帮
助辖区部队改善基础设施，并减免各种费用５０万
元。元旦、春节、“八一”期间，区“四大家”领导带

队，对双拥共建部队进行走访慰问，赠送慰问品及

慰问金计 １５万余元。坚持定期进军营开展文艺
晚会、放映电影、赠送励志图书等活动，先后 ４次

到军营组织岗位推介会，为４３名随军
家属解决就业上岗，完成随军部队子

女义务教育入学率 １００％。同时驻区
部队积极参加城管革命、“周末清洁家

园”、文明城区创建、“两型”生活等活

动，促进了区内军民团结。

【退役兵安置】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政
局完成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全区接受

退役士兵 ２４４人，其中农村兵 ８人，符
合城镇退役士兵安置条件２３６人，开出
工作介绍信 ７１人，办理自谋职业 ７０
人，安置异地入汉士官５４人，解决遗留
问题２６人。积极组织开展自谋职业退
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设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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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教育培训２期，参训人数２３人，自愿参训率达
１００％。发放优待金２１３余万元。

【陵园维修】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政局发挥位于利济
北路的辛亥首义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利用

湖北省民政厅、武汉市民政局下拨的１４万元维修改
造专款，对辛亥首义烈士陵园大门、院墙进行修茸，

陵园面貌焕然一新。清明节期间，口区各民主党

派代表、驻区部队和青少年学生等近２０００人到此
缅怀和祭奠先烈。

【社会组织及社团管理】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政局进
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及社团登记管理。全区有社会团

体５９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２１７家。全年办理社会组
织登记３６件，登记合格率１００％。组织社会团体参
与公共服务活动１００余次，提供各类服务６０余项，
受惠群众２０００余人。清理检查社会团体收费、行
政审批事项。开设“口区社会组织信息网”，建立

ＱＱ网络平台，形成信息公开、统计准确、数据详实、
方便群众的社会组织信息网络化体系。编印《口

区社会组织视窗》，完成了社会组织年检，全年联合

执法取缔无证幼儿园 ６家。开展社会组织公益孵
化，在宗关街发展社区建立“口区社会组织孵化

基地”，入驻８家。

【婚姻登记】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政局加强对婚姻登
记工作人员法规学习，积极开展“文明用语示范岗

创建”活动，组织婚姻登记员参加市语委举办的普

通话考试，考试成绩全部达到三级甲等以上。年初，

购置复印机、碎纸机和打印机，为每个服务窗口配备

了身份证读卡器，大大提高了办证效率，保证了快速

完成情人节、５月２０日（“５·２０”）等高峰时段的登
记工作。全年婚姻登记 ９９８３对，开出单身证明
１７６０４个，登记合格率１００％。

【地名区划】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政局注重加强地名
服务工作。为配合市重点工程越秀财富中心的建

设，完成越秀路更名为“中山大道”的有关请示与协

调工作，将中山大道延长３００米。年内，还完成了与
东西湖区行政区划边界线的联检。

【编写《中华政区大典》口条目】　２０１２年，口
区民政局按照民政部的统一要求，组织人员编写

《中华政区大典》湖北卷武汉篇口部分资料，完成

区级条目和１１个街道条目的撰稿，共计２万余字。
（张经文）

人人人口口口和和和计计计划划划生生生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简称口区人口计生委）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坚持“强化领导、统筹协调、

破解难题、勇于创新”的理念，团结一心，克难奋进，

圆满完成各项人口计生目标和工作任务。全年人口

出生率６６１‰，人口死亡率７８９‰，人口自然增长
率－１２８‰，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５２３％，出生人口性
别比１１２８０，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查处
“两非”案件１５起，积极落实市政府十件实事之一
的“孕前免费优生健康检查”，完成１０３３对。２０１２
年，口区人口计生委荣获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

和计划生育杂志》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获《中国人口

报》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获湖北省首批“阳光计生”

示范区、“诚信计生”合格区称号，获国家卫计委第

二批全国人口计生依法行政示范街道的荣誉称号、

省“生育文明、家庭发展”先进单位、省流动人口动

态监测先进单位、省人口计生宣传品进村入户先进

单位称号。被评为武汉市“阳光计生”示范区、“诚

信计生”合格区，荣获市首届“幸福江城”人口文化

节优秀组织奖、优秀场馆奖。获武汉市打击“两非”

工作先进区、市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先进单位。

全年共获得国家、省、市级先进集体３８个（其中国
家级４个、省级１３个、市级２１个），获得国家、省、市
先进个人３８人次（其中国家２人、省级１２人、市级
２４人），有１３个家庭获得省、市表彰。

【人口计生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区政府坚
持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战略规划，实践大人口观，创新适应经济社会转型

时期的人口计生工作运行机制，建立统筹解决人

口问题的新格局。口区领导坚持重点工作亲自

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案件亲自协调。区

政府所辖１１个街道和３０余个区直相关部门均签
订人口计生目标管理责任书，全区各部门严格落

实党政线、计生线和相关部门线“三线”目标考评。

同时，将人口计生主要责任目标和打击“两非”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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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等工作，纳入区政府绩效

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事项督查范围，实行

月督查动态管理，量化目标进度和责任落实，提高

了全区人口计生工作效能。

【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注重抓出
生人口性别比工作，建立健全各项工作机制，形成监

察、公安、卫生、人口计生等各相关部门和街道密切

配合，严厉打击“两非”工作新格局。全年开展多次

“两非”案件的联合执法行动，先后破获徐某非法实

施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案等１４件“两非”典型
案件，其中开除党籍 １人，刑事拘留及刑事追诉 １
人，吊销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１人，吊销诊疗科目 １
个。同时，对１５名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强有力地
打击“两非”违法活动，净化人口环境，武汉市多家

媒体给予相关报道。口区人民政府被评为２０１２
年度武汉市打击“两非”行为工作先进单位，六角亭

街办事处被评为２０１２年度武汉市打击“两非”行为
工作先进基层集体。

【科技服务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口计生委认
真落实科技服务工作，主动为辖区的育龄群众提

供优质的生殖健康服务，完成落实市政府十件实

事之一的孕前免费优生检查工作。大力开展出生

缺陷干预工程，向４７６０对新婚夫妇发放叶酸，预
防出生缺陷发生。强力推进免费优生健康检查，

全年完成１１３０对。口区政府办公室、口区人
口计生委被评为“２０１２年度市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工作先进集体”。

【信息化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口计生委投入经
费１０万元，对区人口计生政务网进行全面改版升
级，区人口计生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内网、增设外

网，提高扩展信息处理功能。举办全区人口计生系

统信息化技能培训，开展人口计生信息操作大比武、

大练兵，全面提升基层工作人员信息化应用水平。

投入１４５万元，在全区１３９个社区实现 ＶＰＮ方式
接入政务网，使省级村（居）信息平台开通达到

１００％。２０１２年，汉水桥街办事处被湖北省人口计
生委评为“人口计生统计质量信得过单位”，区人口

计生委３人分别被评为“湖北省人口计生阳光统计
之星”、“湖北省人口信息岗位练兵最佳技术标兵”、

“湖北省人口信息岗位练兵最佳应用标兵”，长丰街

办事处被市人口计生委评为人口计生信息化“数据

质量信得过单位”。

【流动人口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口计生委坚持
从规范化入手，以均等化服务为目标，全面促进流动

人口计生服务管理工作。以“暖在江城———关爱在

口”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人口计生宣传慰问

活动，强力推进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全年开展各类

大型活动 １１次。免费为流动人口提供手术服务
１４０例，提供生殖健康免费检查７５５５例，金额达２４
万元。发放宣传资料４５４４０份，慰问扶助流动人口
计生家庭、农民工家庭２５９家，受到流动人口家庭欢
迎，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宣传教育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口计生委启动
“人·爱·家”幸福家庭行动计划，在宗关街发展社

区投入２５万元，打造全区首个家庭人口文化活动中
心———“欣宜满家”，并被评为武汉市十佳人口文化

示范基地。大力开展生育文明建设，口区人口计

生委、区长丰街办事处、宗关街发展社区分别获得

“湖北省生育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湖北省生育文

明建设先进乡镇（街道）”、“湖北省生育文明建设先

进村（社区）”荣誉称号。丁劲松家庭被评为省“生

育文明·家庭发展”标兵户。代学杰家庭（奉献家

庭）、鲁国汛家庭（文明家庭）入选市“十佳幸福家

庭”。区人口计生委成亚平被评为“湖北省生育文

明建设先进个人”。

积极组织参与市首届人口文化节，口区人口

计生委获市首届“人口文化节”优秀组织奖，汉正街

文化馆（口区人口计生委承办）获首届“人口文化

节”优秀场馆奖。

【“阳光计生”和“诚信计生”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
区大力推行阳光计生行动，层层落实计划生育依法

行政“三项公开”，全区统一设立区、街道人口计生

政务公开栏１２个，社区（村）人口计生公开栏 １４７
个，同时在区政务中心、区计生技术服务站设置“三

项公开”宣传内容，广泛开展政务公开、办事公开和

村务公开。宝丰街办事处获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

员会第二批全国人口计生依法行政示范街道的荣誉

称号；口区人口计生委被评为省、市“阳光计生”

示范单位，口区被评为省、市“诚信计生”合格区。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口计生委共接待信访群众５００余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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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回复公共服务平台２４０余人次，回复市区转办
件２５件，回复率达１００％，没有一起行政不作为和
乱作为现象，保证了全区人口计生依法行政工作有

序运转。２０１２年，全区共签订协议书９５００份，组建
１１个街道诚信计生协会、１４７个诚信社区（村）计生
协会，诚信小组达１６４７个。全区育龄群众１１万人
参与了诚信计生活动。

【计生奖励政策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共落实
７３８１人的退休职工计划生育奖励政策兑现，区级财
政共落实兑现资金１４４０１９万元。全区落实独生
子女伤残死亡发放对象 １１９６人，落实扶助金
１８８７５万元。积极开展高（中）考女孩加分工作，审
核高考加分对象４２人，中考女孩加分对象４９人，发
放独生子女保健费享受对象 ８７７１户、１０５２５２万
元。以“生育关怀春风行”为主题开展“五个一”特

色活动，在区、街、社区三个层面积极开展计生协会

志愿者服务活动。向３２４户计生特殊家庭送物资和
慰问金达１１万余元。为提高计划生育家庭抵御风
险能力，为全区８９０１户购买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
害保险，共投入经费２６７万元。积极贯彻市委办公
厅２０１２年５７号文件精神，区直１１个部门和街道迅
速启动对计生特殊困难家庭关爱关怀工作。

【基层基础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人口计生委积极
发挥目标考核导向作用，全面推进人口计生目标常

态管理。科学制定《２０１２年人口计生目标管理责任
书》及《考评方案》，积极探索考核新机制，实行季度

考核、排序、通报制度和每月基层统计例会制度，及

时交流跟踪解答实际问题，加大市、区、街、社区

（村）四级联网步伐，实现人口计生目标监测制度。

同时，狠抓相关部门信息核查和共享交流工作，严格

执行与区公安、妇幼、辖区医院、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每月的相关信息交流制度，切实提高全员数据信息

质量。

【“人·爱·家”幸福家庭行动计划】　２０１２年，
口区人口计生委在贯彻“人·爱·家”幸福家庭行

动计划中，积极倡导家庭文明、家庭健康、家庭发展

“三大工程”。为确保行动计划能够抓好落实，实行

项目式管理，即把“计划”中的每一项任务和活动都

作为一个大项目，量化分解为若干个子项目，明确目

标要求和方法步骤，使计划、启动、实施、效果形成一

个控制过程，并在过程中及时进行有效调控，增强活

动的可操作性，确保每一个步骤都精心，每一个环节

都精细，每一项工作都扎实，提高了效益，降低了成

本，保证了质量。该计划在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７日的《中
国人口报》头版予以报道。

（汪　明）

社社社 会会会 保保保 障障障

【概况】　２０１２年，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口社会保险管理处（简称口社保管理处），按照年

度社会保险工作要点，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保险法》为契机，以保增长、保稳定、惠民生为己

任，围绕业务经办工作中心，把握扩面征缴和优质服

务两个重点，深化治庸问责，自觉开展群众满意社保

处和党员优质服务示范岗等活动。创先争优，迎难

而上，扎实工作，业务经办能力有了新提高，社保经

办服务工作取得了新成绩，实现了全区养老保险历

史性的“全覆盖”，为武汉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宏伟

目标和口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

保作出了新的贡献。

【社保扩面】　２０１２年，口社保管理处加大社保扩
大面力度，确保全年各项目标的完成。全年扩面目

标为４９２００人，实际完成９１８２０人次，超计划完成年
度目标。绩效目标的超额完成，主要是因为葛洲坝

集团的医疗保险迁入本辖区。同时，口辖区的扩

面形势仍然严峻，众多企业大搬迁、大改造，扩面资

源面临枯竭，五个险种的扩面征缴任务完成的不平

衡，给社保扩面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

２０１２年五险扩面情况
单位：人次

序号 险　种 完成数 合格值
合格

完成率
挑战值

挑战

完成率

１ 养老保险 ５６５ ６７００ ８４３％ ６９０１ ８１９％

２ 工伤保险 １１０６７１３５００ ８１９８％ １３９０５ ７９５９％

３ 生育保险 ５２０３１１０００ ４７３０％ １１３３０ ４５９２％

４ 失业保险 ３６８２ ４５００ ８１８２％ ４６３５ ７９４４％

５ 医疗保险 ７１３０３１３５００５２８１７％ １３９０５５１２７９％

注：扩面完成数＝新参保及续保人次－停保人次＝净增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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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养老保险】　２０１２年，口区社保处按照有关
政策，坚持居民养老与职工养老相互补充，实现养老

保险的全覆盖，保证辖区居民老有所依。全年完成

居民养老参保登记 １４７３人，其中超龄人员 １２７０
人，大龄人员２０３人，参保缴费率９２％。

【职工养老保险】　２０１２年，口区社保处完成养老
金社会化发放１００％，共支付养老金约２８８亿元；
累计办理退休１０４６７人，其中提前退休１３８５人。

【医疗生育保险】　２０１２年，口区社保处共计支出
门诊费用３９亿元，住院报销７亿元。完成 ３１９５
名居民医保二次报销（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之后就医），
涉及金额９６０余万元。办理生育保险３８９２人次。
１０月１日，国家新增１６种疾病纳入医保重症范围，
提高部分重症疾病的支付限额，并允许符合条件的

人员申报多项重症，全年办理重症４２８５人次。

【失业保险】　２０１２年，口社保管理处共计发放各
类失业保险待遇１２５０８６万元。受理用人单位稳定
就业岗位补贴申请５５家，惠及职工人数５０１３８人，
获得稳定就业岗位补贴１３３１８８万元，有力地保证
了辖区内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工伤保险】　２０１２年，口社保管理处审核支付医
疗费用４５９万元，计２００４人次；一次性伤残待遇和
工亡费用３８５万元，４８４人次。新增１２２家事业单
位计７０１７人纳入工伤保险范畴，为事业单位减轻
了负担。同时，部分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由于经费

来源问题以及工伤事故率低而未主动参保，社保处

将联合相关部门进行劝服，力争早日参保。

【稽核及信访】　２０１２年，口社保管理处办理实地稽
核５８户，计６４９０２人，稽核率３４％。核查享受待遇
１０２５５５人，医疗机构、定点药店２１家。全年共处理信
访１９０件，群众来电１５万余人次，来访４５００余人次。

【社保业务网上申报】　２０１２年，口社保管理处办
理网上业务７２７３笔，比上年增长５９７％，在全市各
城区年度排名位置中有所上升。截至年底，网申用

户已有社区用户１３８家，单位用户４０８６家和个人
用户３０２６３家。

（付　蔷）

民民民族族族 宗宗宗教教教 侨侨侨务务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族宗教侨务局（简称
口区民宗侨务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民族宗

教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社区民族工作，积极化解

矛盾纠纷，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工作取得新突破。全

区形成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顺发展，生活和谐稳定

的良好局面。同时，突出抓好２０１２年华侨华人创业
发展洽谈会（简称“华创会”），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

的联系，认真落实市侨界“爱心帮扶工程”，依法行

政，维权护侨，切实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２０１２
年，国侨办授予区内宗关街“全国社区侨务工作示

范单位”荣誉称号，口区侨办被市外侨办授予“第

十一届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项目促进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区侨眷、发展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

刘德荣荣获武汉市首届“侨界十杰”荣誉称号，也是

全市唯一的基层侨务工作者代表。

【社区民族工作】　２０１２年，是武汉市社区民族工作
实现全覆盖的第一年，５月２８日口区政府办下发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口区加强新形

势下社区民族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各街道、社区

认真贯彻落实通知精神，并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按照“３３６４４”（３项目
标：落实民族政策进社区，落实民族文化进社区，为

少数民族服务进社区；３项基本情况：摸清长住少数
民族，流动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诉求；６项活动：开展
制作宣传栏，悬挂标语，发放材料，进行培训，知识竞

赛，联谊联欢活动；４件实事：办好开设服务窗口，服
务联系点，接对子联谊，脱贫济困绿色通道；４项长
效制度：建立健全信息报道，动态管理，目标责任，协

调服务）工作目标有序开展全区社区民族工作。重

点摸清“三个底数”（辖区内少数民族基本情况，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情况，常住与流动人员的困难

与问题），建立少数民族信息数据库，实行动态管

理，定期更新数据。全区各社区在开展民族宣传教

育活动中有声有色并取得可喜成绩。全年全区党员

干部与少数民族群众结成８２０余对帮扶对象，并签
订帮扶协议。组织开展纳凉晚会，组织参观中山舰

博物馆，定期召开座谈会、联合会，激发少数民族群

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增强其对社区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坚持为少数民族特困人员办理廉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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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解决就近入学等问题。

全年将社区民族工作作为社区文明创建一项考核内

容，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将社区民族工作的重

点纳入“幸福社区”创建主要目标并进行量化考评，

融入社会管理创新，与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相衔接，切

实把社区联动平台实现常态化管理；将民族宗教工

作纳入全区综合治理工作目标下达到各街，实行年

终考核，一票否决。

【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族宗教
侨务局坚持属地管理原则，采取经常性排查调处、

集中排查调处、重点排查调处、特殊时期排查调处

相结合的方法，深入重点地区、重点部位，共化解

各类民族矛盾纠纷和突发性事件１３起，解决成功
率达１００％，促进了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
稳定。国庆节期间，新疆维吾尔族如则买买提与

青海回族马么乃因占道经营打斗，区相关部门及

时赶到现场调处，化解了双方积怨，制止了群殴流

血事件的发生。

【开展宗教法规学习】　２０１２年，武汉市在宗教界开
展“宗教法规学习月”活动，口区民宗侨务局认真

组织、精心筹备。全年举办宗教法规学习班２期，
４００余人参加培训。精心制作横幅４条，举办展板
专栏３期。组织２８名宗教教职员工参加武汉市宗
教法规知识答题，其中１名获三等奖。为加强对宗
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口区民宗侨务局委托

武汉大华会计有限责任公司对基督教救世堂２００８
年以来财务收支状况进行审计，其审计结果为内部

财务健全，牧师和财会人员能认真执行财务制度，使

有限资金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开展同心同行活动】　２０１２年，在武汉市组织宗教
界开展“同心建支点、同行促跨越”主题教育活动

中，口区民宗侨务局积极引导宗教界人士树立与

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信念，注

重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组织辖区宗教教职人员和信

徒骨干１６人，到红安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使大家
与党在感情上进一步同心，在目标上进一步同向，在

行动上进一步同行。以“宗教慈善周”为契机，组织

宗教界积极参加公益慈善活动，引导宗教界回馈社

会。年内基督教救世堂为贫困地区捐资２８万元，资
助农村打水井一口，解决了农民吃水难。

【为少数民族群众办实事】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宗侨
务局积极为少数民族办实事，取得一定成效。春节

前，区民宗局走访慰问少数民族困难户２６人，其中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代表２人，宗教界代表人士４人，
送慰问金７８００元。副区长程宏刚率区民宗局和古
田街办事处领导上门看望和慰问少数民族困难户周

萱、邵志刚，并亲自将慰问金送到他们的手中，体现

区政府对少数民族贫困群众的关心。帮助在汉经营

兰州拉面的撒拉族马大五地的两个儿子解决入学读

书。帮助羌族王伟夫妇筹款解决返乡火车票。全年

更改少数民族成份 １０人，办理少数民族学生优录
１１３人（高考５８人，中考５５人）。

【２０１２年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　２０１２年，由
国侨办、省、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十二届“华创会”

在汉隆重举行。口区民宗侨务局积极参与本届

“华创会”的各项活动，并取得很好的成效。会上签

约项目２个，即新加坡凯德商用产业有限公司与区
政府签约，投资１０亿元，启动１１３５片项目，拟古田
二路区域兴建集购物中心、酒店、写字楼于一体的城

市综合体；法国欧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区政府

签约，投资３亿元，在长丰大道以北区域建一个超
市。同时，与区招商局配合，组织１３块展版在华创
会上参展，发放区重点招商项目宣传资料，口区的

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为侨服务】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宗侨务局把宣传和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等涉侨法律法规作为侨务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坚

持扎实开展普法教育工作。组织基层侨务干部和侨

界人士积极参加市政府组织的《国家侨务工作发展

纲要》大型报告会，通过宣传教育和培训，进一步提

高侨务干部和侨界人士的法律意识和能力水平。严

格依法审核确认归侨侨眷身份，积极为符合条件的

侨生办理中、高考优录手续。

【爱心帮扶】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宗侨务局继续落实
“爱心帮扶”工作。继续开展全区退休归侨养老金

的调查摸底和建立贫困归侨信息档案工作，保证全

区特困归侨、退休困难归侨等都能享受到相应的政

策照顾，让归侨侨眷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

爱和关怀。２０１２年，口区争取市侨界专项扶贫资
金２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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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务信访】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宗侨务局认真做好
侨务信访稳定工作。坚持认真办理每一件来信来

访，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全年共接待来信

来访３０件次，办理回复率１００％，为社会稳定作出
了贡献。

【侨联活动】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宗侨务局共组织开
展联谊活动３次，即春节前，组织召开全区侨界人士
迎春团拜会；４月，组织侨界人士赴张公山寨春季踏
青活动；６月，积极参加中国侨联举办的亲情中华书
画展活动。同时，组织区侨界人士参与市侨办侨联

的联谊交流活动。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民宗侨务局侨联注
重加强侨界人士的政治理论学习和作风建设，带

头做“同心同行、建功立业”的践行者，侨界整体素

质明显提高。宗关街发展社区的侨眷刘德荣同志

在光荣当选市首届“侨界十杰”的同时，并获得“省

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区侨联老主席黎国川在

“我为城管革命献一策”活动中主动建言献策，获

得全市十大金点子奖。区侨联名誉主席、区政协

委员、金吉列留学武汉分公司总经理王立根被武

汉市消费者协会授予消费维权先进工作者”荣誉

称号，其企业被《武汉晚报》评为“最具品牌影响力

出国留学机构”。

（杨光明　岳玉红）

老老老 龄龄龄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口区老年办）紧紧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

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

龄事业发展目标和党的中心工作，始终坚持以科学

发展观统领老龄工作，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创新

和拓展老龄事业，为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作出了

贡献。２０１２年，张宝珠被评为湖北省第五届“全省
孝亲敬老之星”，口区老龄办、荣华街被评为“全

市老龄工作先进集体”，杨金喜等４人被评为“全市
老龄工作先进个人”。口区老龄办在上年荣获

“全市老龄工作模范区”称号的基础上，跨星升级，

荣获“武汉市老龄工作三星模范区”。荣华街顺利

升级，荣获“武汉市老龄工作二星模范街”。荣华街

中山社区顺利升级，荣获“武汉市老龄工作二星模

范社区”；荣华街幸乐社区、宝丰街祥和社区创建成

功，荣获“武汉市老龄工作一星模范社区”。２０１２年
底，口区６０岁以上老年人１０７１６６人（其中男性
５０３６６人，女性５６８００人），占全区总人口５３０７２０
人的２０１９％，比上年增加４７８８人，增长４６８％，老
龄化程度不断加剧。

【老年人合法权益维护】　２０１２年，口区老龄办加
大老龄宣传工作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宣传老龄工作

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敬老孝星典型，大力弘扬敬老

爱老的传统美德。积极贯彻落实惠及老年人的优惠

政策和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活动来促进各级各部门

对老龄工作的认识，增强为老服务意识，提升老龄工

作的影响力，努力营造全社会尊老、爱老、敬老、助老

的良好氛围。区委、区政府领导对老龄工作十分关

心，多次听取老龄工作汇报，亲自参加全区“十大老

有所为模范老人”和“十大敬老爱老模范之星”表彰

大会，并鼓励全区老龄工作干部开拓创新，为构建和

谐口作贡献。全年共接待老年人来信来访４００余
人次，处结率达１００％。

【为老年人办实事】　２０１２年，口区老龄办认真贯
彻省、市精神，切实落实老年人的优抚政策。全年为

辖区内７０岁以上长期卧床不起的低收入独居老年
人提供２７３７５小时的免费（补偿）护理服务。建立
关爱百岁老人制度，给２６位百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
发放５００元高龄津贴，定期进行体检、开展生日探望
和春节慰问。给６８位８０岁以上的农村生活困难老
人每人每月发放５０元高龄津贴，给１０位９０岁以上
的农村生活困难老人每人每月发放 １００元高龄津
贴。给１１５位８０岁以上的城镇生活困难老人每人
每月发放１００元高龄津贴。给４４位９０岁以上的城
镇生活困难老人每人每月发放２００元高龄津贴。给
２４４位“两无”老人每人每月发放 １００元津贴。给
１０５３位９０—９４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５０元高龄津
贴。给２１５位９５—９９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１００元
高龄津贴。为４８０１５名老年人办理武汉市新版老
年人优待证和年审。共投入资金２０４万元，惠及全
区１０万老年人。深入开展“接对帮扶、红飘带、小
红帽、爱心门铃、日间照料”等老年志愿者活动。通

过为老年人办好事办实事，并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

播、墙报等形式，努力营造尊老爱老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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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文体活动】　２０１２年，口区老龄办继续以
开辟阵地活动、创特色“品牌”为手段，以“黄鹤高

飞”———武汉江滩老年文体沙龙活动为契机，广泛

团结、凝聚老年人群，有效的带动基层老年活动深入

开展。积极整合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各类老年文

体团队，有计划、有目的、有序的开展活动。不断总

结探索开展老年活动的新机制、新形式，依托各方力

量，联动互动。充分利用广场、绿地、公园或空地来

设立老年人活动阵地，采取“乐在社区”等多种形

式，开展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出精品、

上档次，展现口的特色。重阳节期间，区老龄办与

区文明办、区老干局、区文体局联合举办“喜迎党的

十八大，快乐欢度重阳节”文艺演出，深受老年朋友

的欢迎，市老领导及区“四大家”领导亲临会场观看

节目。

【老年教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老龄办在巩固创建成
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老年教育“三级网络”。继

续开展创建示范校活动，并把重点延伸到社区。树

立典型，发挥其龙头和示范作用，促进街道老年学校

和社区老年分校教学活动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定期召开老年教育联席会议，形成分工不分家的合

作局面，使基层老年学校在发展上取得新的成效，

口区老年教育工作在全市处于领先地位。全年进入

各级老年学校学习的老年人数达２６０１０人，为全区
老年人口的２５４％。２０１２年，辖区古田街老年分校
成功创建市级示范老年学校，区老年大学被评为省

级先进老年大学。

（张　琳）

残残残 疾疾疾 人人人 事事事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残疾人联合会（简称口
区残联）认真贯彻省、市残疾人工作会议精神，以加

快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为主

线，全面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的各项绩效目标任

务。２０１２年，口区被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评为全国
首批十个阳光家园示范区之一，是中部地区唯一获

此殊荣的城区，被湖北省政府残工委授予“十一五”

期间全省残疾人工作先进区。同时，口区残疾人

工作先后两次在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工作

会议上作经验交流，得到市委副书记胡曙光、副市长

秦军的充分肯定。

【荣获全国首批阳光家园示范城区】　２０１２年 ５
月，在全国残疾人托养工作大会上，口区作为中

部地区唯一城区，被中残联授予“全国首批阳光家

园示范区”荣誉称号。自 ２０１０年，口区率先获
批创建首批１０个全国阳光家园示范区以来，口
区残联以一流的标准抓好创建工作，打造口品

牌特色，按照“覆盖、多元、规范、特色”的建设方

针，提出“彰显一个理念，整合两类资源、构建三级

网络、坚持四个纳入、推进五个规范、创新六种模

式”的工作思路并深入实施，探索出“专项津贴、特

殊护理、购买服务、精神抚慰、志愿服务、家政服

务”等六位一体居家托养工作经验。口区先后

两次在全国残疾人托养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

全国各地省、市残联 ６００多人来参观学习。２０１２
年３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验收组对口区创建
全国首批阳光家园示范区进行评审验收，并对高

水准完成创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截至年底，全

区托养残疾人１９３１人，建有阳光家园１１所，实现
残疾人托养机构和托养需求全覆盖。为巩固阳光

家园建设成果，口区以阳光家园为阵地，探索服

务领域的延伸，成立全国第一家残疾人阳光邮局，

为残疾人集邮爱好者提供交流服务平台。２０１２年
９月，口区委、区政府召开表彰大会，对２６个创
建工作先进集体和 ９６名创建工作先进个人进行
表彰。

【康复工作】　２０１２年，口区残联紧紧围绕残疾人
康复服务的绩效目标，不断扩大残疾人康复服务的

受益面。以“全国助残日”为契机，为千名困难残疾

人免费发放辅助器具。湖北省残联副理事长熊新

发、武汉市残联巡视员梁书安以及区四大家领导出

席庆祝活动并现场为残疾人代表赠送辅助器具，帮

助残疾人补偿、减轻或抵消因残疾造成的身体功能

的缺失或障碍。全区通过街残联、社区发放给残疾

人的辅助器具有轮椅车、拐杖、坐便椅等１６种，共计
１２万余元。全年为残疾人康复服务２４３６人次，其
中提供重点项目康复服务１３６３人次，对享受低保
的８６３人精神残疾人给予药物补助１３２万元，为４０
户家庭免费安装安全扶手、淋浴凳等无障碍设施，提

供家庭病床康复服务１７０人。区残联联合区卫生
局、武汉艾格眼科医院在口体育广场开展义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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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名视力患者进行白内障筛查，取得了较好的社

会影响。

【就业培训】　２０１２年，口区残联强化残疾人的就
业和培训服务工作，增强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能

力。积极贯彻市、区“全民创业”要求，着力推进“阳

光创业行动”，根据市场需求对残疾人开展创业意

识培训和职能技能培训。拓展残疾人就业渠道，打

造“多元化”就业模式。给予１２家福利企业１０万
元社保补助金，从鼓励福利企业安置残疾人入手，探

索出集培训、就业“一条龙”服务的新路子。以务实

精神，不断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机制，从根本上提高

残疾人生活质量。区残联还与永和大王、联邦快递

等１３家企业联合举办两次残疾人专门招聘会，提供
岗位８１个，９人当场被录用。全年共培训残疾人
４１２人次，安置残疾人就业１５２人，其中帮扶残疾人
自主创业，孙林被授予全市残疾人自主创业优秀残

疾人荣誉称号。全区４０名残疾人参加远程网络培
训，在２０１２年９月考试中，区内残疾人毛振耀取得
全市第一名的好成绩，优秀学员比例达５０％。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２年，口区残联通过市、区政府
为残疾人办实事，严格落实省、市、区出台的多项社

会保障政策等方式，不断健全普惠加特惠的残疾人

生活保障体系，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全年累计发放各类补助资金 ７４２１万元，其中为
２６３名特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及残疾学生上大中专学
校补助学费１０８万元，为３５３２名一般和重度低保
残疾人发放定额补助４４６万元，发放低保家庭精神
残疾人服药补贴８５５户、８６３人，计１３２万元，为９８
个智力残疾户 ９９人发放定额补助 １１８万元，为
１１８３名盲人发放食油补助６６万元，为残疾人实施
大病和困难临时救助５４１人、３７７万元。

【文体工作】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６日至１９日，口区
残联承办“２０１２年全国聋人乒乓球锦标赛”在武汉
体育馆举行，并获圆满成功，这是全国有史以来第一

次由区级单位承办的国家级残疾人体育赛事。此次

聋人乒乓球锦标赛有１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
２０支代表队共２００多人参加。经过为期４天的角
逐，最后比赛决出男团、女团等７个项目的前六名。
口区还成功承办２０１２年全国聋人三球赛的开赛
仪式，中残联、省、市残联领导对口区赛事组织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全区残疾人文体活动异彩纷呈。

在韩家墩街开办全市第一个盲人文娱活动室，在长

丰街设立残疾人免费图书室对残疾人开放；在古田

街开办全国第一家残疾人阳光邮局；组建区级残疾

人艺术团，现有团员３０多名。区残联制作《阳光家
园画册》、《口残疾人工作巡礼》，在省、市各类新

闻媒体上稿４０多篇，扩大残疾人事业影响。口区
残疾人董明成为湖北籍唯一的伦敦奥运会火炬手，

孙涛荣获全省首届“残疾人文化节”书法作品展一

等奖。

【信访维权】　２０１２年，口区残联争取区人大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执法检查。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口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施德华带领区人大法工

委及部分代表对区残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听取区民政局、卫生局、地

税分局、残联等单位负责人的汇报，强化区相关职能

部门对残疾人权益维护的高度关注。２０１２年５月，全
市残联系统信访稳定工作会暨法律援助双“十佳”表

彰会在口区召开，口区残联被评为全市残联系统

信访立功单位，区法律援助中心被评为全市“十佳”法

律援助机构，区残联在会上作交流。坚持律师坐班法

援制度，免费为残疾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对贫困残

疾人实施法援“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为维护残疾

人权益筑起一道坚强的法律保障。全年为２６０名残
疾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受理案件３１件，使残疾人切
实体会到社会的温暖。依法处理残疾人来信来访，全

年共接待残疾人来信来访３９４人，其中来信１５件，回
告率１００％，市、区交办件１２件，办结率１００％。２０１２
年，残疾人上访事件出现新情况、新特点，区残联会同

区相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制定应急处理突发事件预

案，落实包保责任制度，加大对重点人员的稳控力度，

成功处置残疾人群访事件，确保党的十八大、省第十

次党代会会议期间安全稳定，受到市、区维稳办的高

度评价。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残联以换届工作为契
机，注重加强区、街、社区残联组织建设，全面提升基

层残疾人组织规范化建设水平，切实增强残疾人组

织服务残疾人能力，形成口社区残疾人协理员考

核管理机制。加强流动锻炼培养机制。街道残联每

周选派１名协理员到区残联各科室进行流动锻炼、
培训工作。制定第三方评价机制，让残疾人服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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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担任评委或测评员，给予协理员、联络员客观评

价。推出网上平台管理。在为每位协理员配备电脑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口区委宣传部部长潘利国一行看望“武汉市道德模
范”易虎，感谢他为口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的贡献

的基础上实施网络化管理。１１月２４日，区残联第
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参加会议的有１７５名正式代表，
１８名特邀代表。年内，区残联作为全省唯一区级残
联被省残联推荐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省级文明单
位”，区残联机关党支部被区直机关工委授予“全区

十佳党支部”荣誉称号。在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

省文明办、湖北省总工会、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北省

妇联、湖北省残联共同组织开展的全省“身边的感

动”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中，区残联一名同志作为全

市入选报告团的唯一成员，受到省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尹汉宁的亲切接见，并随报告团在全省巡回报告

１８场。
（匡　明　雷文学）

精精精 神神神 文文文 明明明 建建建 设设设

【概况】　２０１２年，口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
会办公室（简称口区文明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围绕全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中心思

路，以开展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精神文明建设

先进单位评选为抓手，以服务居民群众、服务经济

发展、服务社会事业发展、服务环境面貌改善为取

向，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力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和城区文明程度，为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为全区顺利实施“十二

五”规划、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精神力量。

【文明城区创建】　２０１２年，口区继
续深入开展以文明城区创建为重点的

系列创建活动，主要包括健全和完善文

明创建工作领导机制和责任机制，适时

调整区文明委领导机构和各成员单位

名单，细化分解各成员单位的目标任务

和工作职责，做到分工明确、权责清晰。

广泛开展社会宣传活动。通过制作公

益广告、设置电话语音提示、开展网络

信息传播、印发宣传传单等有效形式，

提高了市民群众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

与。大力实施文明行动计划，全面开展文明餐桌行

动和文明餐桌示范店（示范食堂）创评活动，使“文

明用餐、节俭惜福”的理念深入人心。通过进一步

规范辖区窗口单位服务流程和生产经营单位从业行

为，提升窗口单位和生产经营单位的服务质量和服

务水平，区内行业诚信缺失、市场无序竞争、生产流

通环节制假售假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深化文

明交通行动计划，加强“四倡五治”宣传教育，通过

广泛开展车辆违规停放整治和“治堵”行动、文明站

台共建共创和文明过马路志愿劝导活动，辖区内人

车各行其道、文明行车、文明出行的和谐交通环境初

步形成。广泛开展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活动。通

过包点包片、组织培训、对标排查等行之有效办法，

全面落实口区承担的各项目标任务，顺利通过了

国家和省、市城调队的测评。继续深化文明单位、文

明街道、文明社区、文明市场创评活动，涌现出一大

批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集体。至年底，全

区拥有国家级文明单位１个，省级（最佳）文明单位
２３个、文明社区３个、文明诚信市场７个，市级文明
单位７１个、街道８个、社区４５个、文明诚信市场５
个，区级（最佳）文明单位２１６个、街道２个、社区４７
个。辖区各级文明单位在搞好自身建设的同时，还

主动参与所在地区共驻共建活动，在文明城市创建

社会宣传、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新农村结对共建、困

难群体帮扶、社会志愿服务等工作中，均发挥引领示

范作用。２０１２年，全区各级文明单位为辖区失业人
员提供就业岗位７８个，筹集扶贫帮困资金共８３万
余元，为１２００余户困难家庭提供不同类型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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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道德教育】　２０１２年，口区公民道德教育工
作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道德教

育和素质提升工程取得新的成效。阵地建设进一步

巩固，辖区１１个街道、１２６个社区、９６个市级以上文
明单位和部分区级文明单位建立场所固定、标识统

一、制度规范、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道德讲堂。师

资素质进一步提升，通过开展集中培训、现场观摩、

评教评学等系列活动，锻造一支队伍相对稳定且综

合素质高、施教能力强的精品师资团队。道德实践

进一步深化，“做文明有礼武汉人”、“喜迎十八大争

创新业绩”、“文明创建我参与我奉献”、“万名干部

进万村洁万家”等主题道德实践活动日趋常态化，

重礼议讲文明、重诚信讲奉献、重和谐讲友善等基本

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并已

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文化特色进一步

凸显，“邻里节”、“百家宴”、“书香口”“红色收

藏”、“经典传唱”、“口茶韵”、“龙腾虎跃”等一批

具有口自主品牌的民俗节庆和文体活动异彩纷

呈，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榜样

力量进一步彰显，通过组织推荐、网络票决，口区

“见义勇为英雄”易虎、“三无司机”张兵、“孝老爱亲

模范”严家满３人荣登“２０１２年度中国好人榜”，进
而为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选树一批学有榜样、赶有目

标的道德楷模。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２０１２年，口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坚持以“新三好”（好孩子、好学生、

好公民）开展首届“武汉美德少年”评选活动为契

机，不断强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取得丰硕成

果。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联席会

制度，通过制定工作目标、细化各成员单位职责、定

期组织述职报告等，确保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有序推进。着力推进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采

取部门联动，依法对辖区文化和音像制品市场、网

吧、学校周边的电子游艺室、歌舞厅、发廊、游商小贩

等进行集中清理整顿，进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

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继续深化“学习雷锋，做

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实践活动，通过网络签名、经

典颂读、道德实践等系列活动，教育引导广大中小学

生在家做一个好孩子、在校做一个好学生、在社会做

一个好公民。广泛开展“美德少年”评选活动，通过

组织推荐、网络票决，口区东方红小学张一凡同学

当选武汉市首届“美德少年”。全面贯彻落实《全国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目标任务，

通过细化目标任务、严格对标创建、定期组织排查、

完善台账资料等措施，圆满完成年度测评工作任务，

并获得“湖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

区”荣誉称号。

【志愿者服务活动】　２０１２年，口区社会志愿服务
活动，以“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活动为重

点，不断推进。全面推行志愿者注册登记制度，辖区

３００余家各级文明单位均成立“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８０余家物业服务小区统一悬挂“学雷锋志愿服务工
作站”，辖区公园、广场、医院、商场、酒店、超市、集贸

市场、车站、自行车网点、窗口服务大厅等均设立“学

雷锋志愿服务岗”，全年全区共有各类“学雷锋志愿服

务队”３００余支，注册登记志愿者数达５万余人。广
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全年共举办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达１００余场次，参与人数达１０余万人次，累计
共为社会提供志愿服务达１００万小时。

（姚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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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易易 家家家 街街街

　　２０１２年５月９日，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左三）带领有关职能部门调研省
重点工程项目宜家家居和红星美凯龙及配套市政工程

【概况】　易家街位于口区西端，东以古田一路与
长丰街、古田街相接，南临汉江，西、北两边与东西湖

区接壤，辖区面积７４８平方千米。街道办事处下辖
舵落口、工农路、东华３个社区和额头湾、舵落口、易
家墩３个行政村，户籍人口１１万余人。２０１２年，
易家街以建设武汉西部商业中心为目标，按照“和

谐稳街、改造活街、商贸强街”的发展思路，围绕区

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

务，促进了辖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易家街党工委、办事处坚持

以税源经济为核心，以项目建设为手段，全面实施项

目兴街、税源强街战略，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９７
亿元，服务业增加值 ３１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
１９７亿元，招商引资７０８亿元，重点项目建安税收
３８７万元，雅琦市场商户税务已逐户登记，登记率为
９５％。全年重点企业税收完成３８８７万元，零散小
税完成４４３万元，为全年目标值的１７倍；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１２亿元。新增就业岗位８４２个，超过
全年目标值的２７６％。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２年，易家街党工委、办事处坚持
把项目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加速推进瑞典宜

家、红星美凯龙两个重点项目建设。截至年底，瑞典

宜家项目配套工程相继竣工，桩基工程已经完成。

主体工程由中建三局一公司中标，总包

已进场，进入施工阶段，拟于２０１４年８
月完工。红星美凯龙项目桩基工程也

已完成，进入地下底板基础施工阶段，

预计２０１３年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２年，易家街城市管
理工作围绕城市环境和查处控制违法

建设两个重点，加强路段管理，落实责

任到人。全面开展对生产、居住、仓库

“三合一”小作坊集中整治、三环线专项

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小餐饮占道专项

整治，全年拆除各类违法建设共计

６２４５５平方米，处理大城管公共服务平
台案件１４００件。坚持开展周末义务劳
动，清除居民楼道乱堆杂物 １８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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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江边多年积存垃圾２００余吨，清除长丰大道东风
片和长丰南片村湾的牛皮癣４４００余张，整治占道
经营２０处，乱堆乱放１２５处，乱牵乱挂１００处。通
过强力整治，易家街在２０１２年度全市二类街道综合
检查考评中排位第１２名，其中１２月份取得全市第
４名的好成绩。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２年，易家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认真落

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

和一票否决制。全年办理外来人口居住证３１９０个；
街道司法所指导３个社区、３个村调解各类纠纷２４２
起；积极安置和帮扶两劳释放人员１４名，社区矫正
对象４名。加强反邪教斗争，积极做好维稳工作，辖
区内没有发生“法轮功”已转化人员反复情况，重点

人员转化达１００％。全年无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受到上级信访部门的好评。全年无一起群众上访事

件，促进了“平安、和谐易家”的建设。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２年，易家街党工委、办事处积极
做好民生工作。全年投入２０５万元，帮助解决老年
人、困难群众和外来工、受灾群众的生活、住房等问

题。全年有１２１５户次、２１４６人次领取低保金７５８
万元。春节前夕慰问边缘户４１户，发放物资１１８
万元；临时性救助共８８户，发放现金和物质计２５３
万元。全年按时足额发放廉租房分配及租金补助，

为２６户困难家庭办理租房租金补贴，申报经济适用
房资格证５户。２０１２年，易家街全年出生人口２０９
人，政策内出生２００人，政策外出生９人，符合政策
生育率９５６９％；出生性别比为１１３２７，控制在目标
值１１４以内。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和特别扶助对象资
金发放到位率达 １００％。公共服务平台按时办结
率、群众满意率１００％。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２年，易家街党工委着力建设学习
型党组织和领导班子，认真抓好集中学习、系统学

习、专题学习，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

制定街工委党建工作计划，以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

伍建设为重点，实现“五务合一”全覆盖，推进区域

化党建工作。在社区推行网络化管理，进一步强化

基层党组织功能。上半年围绕“喜迎十八大，争创

新业绩”主题，以特色活动为载体，在社区广泛开展

“学雷锋　创先争优　追求卓越”党员志愿者服务
活动、武汉精神“四进”活动。在街道办事处机关深

入开展“深化治庸问责、提升行政效能”活动，进一

步增强机关干部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突

出工作实效。街党工委以纪念建党９１周年活动为
契机，表彰一批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

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党员。选优配强新一届社区“两

委”班子，制定《易家街改进工作作风七项规定》，严

格执行考勤制度，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

（朱宿连）

古古古 田田田 街街街

【概况】　古田街位于口的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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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二路及

古田一路贯穿南北。辖区面积５５平方千米，户籍
人口６４万余人，常住人口８万余人，街辖古一、古
二、古三、万人、古雅、生活村、古田、古画、罗家、军

院、古南、陈家、春天１３个社区及农利村和红星村、
罗家墩村两个改制公司。２０１２年，古田街围绕全区
中心工作，突出项目建设、城市管理及安全稳定工

作，按照“打基础、攻难关、显特色、创一流”的总体

思路，以打造高效、服务、廉洁、和谐街道为目标，下

工夫、强措施、重协调、抓落实，举全街之力较好的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古田街工会工作荣获“省级创先

争优先进单位”、“市级平安街”、“市级人口与计划

生育依法行政示范街”、“市级食品安全示范街”及

“市级无油烟示范街”等荣誉称号。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古田街坚持加快经济结构调
整，全力推动经济建设，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目标。继

续在“清、促、转、引”四个字上下工夫，加大清缴辖

区零散税源，实现融侨、汉口春天商业街税收登记率

达９０％以上；加大企业服务工作力度，重点扶持航
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上市工作；加大辖区新税源的

接转力度，引进武汉欧森特工贸有限公司；加大零资

源招商工作力度，从荆州将湖北地华燃料有限公司

引入古田。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２５１亿元、服务
业增加值９５亿元，固定资产投资１２８亿元、引进
市内外资６６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达５２３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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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口区副区长刘传到古田街调研工作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古田街围绕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突出古田生态新区建设，积极推动“城中村”

改造和１１３５片项目，重点打造广电江湾特色街区。
积极配合化工专班完成１１３５片社会面拆迁工作，完
成签约２０９４户，占总户数２１１２户的９９１５％，协
调推动“１１３５”片一期、二期土地挂牌相关工作。加
大对农利村、红星村及罗家墩村下干校村湾改造工

作力度，并取得较好的成绩。农利村还建房１期已
结构封顶，红星村综合改造规划方案于１０月２２日
获批，罗家墩村下干校村湾的公交首末站调整工作

已完成。全年成功将广电江湾项目的门店进行整合

后整体开发，成功引入联合永商投资控股（湖北）有

限公司，打造集会展、电子商务等为一体的酒店用品

一条街。

【企业改制】　２０１２年，古田街继续深化国有（集
体）企业改制工作，以１１３５片改造和红星村城中村
改造为契机，推进武汉乳胶厂、武汉剪刀厂的改制后

续工作，以及武汉制瓶厂的改制收尾，武汉标准件三

厂、世标公司的改制和腾退工作。全年完成武汉乳

胶厂及武汉剪刀厂的职工安置工作，武汉制瓶厂改

制收尾工作方案于９月１８日在区国有（集体）企业
改革改制领导小组会议上通过，武汉标准件三厂腾

退已完成，世标公司的土地收储协议已签，并完成企

业搬迁。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２年，古田街围绕“巩固、提高、创

新、发展”的工作思路，强化服务意识，

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年低保助救累

计９３４４户，发放低保金４７４２５万元，
救助特困群众５３４６人次，发放救助金
２４１１４万元。以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
治理和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为重点，注

重利益导向、服务关怀、宣传倡导、依法

行政，较好的完成了各项指标任务。不

断强化服务与引导，结合重点节日和重

点活动，开展文化广场舞蹈比赛、环保

出行自行车比赛、百人百幅老少书画大

赛、庆祝建国６３周年歌舞晚会等一系
列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充分发

挥街道阳光家园、职工帮扶中心的阵地

作用，解决特殊群体部分实际困难，救

助残疾人４１户，发放残疾救助金４２７万元，免费为
残疾人办理医疗保险６６５人，为符合条件的１９１名
残疾人办理了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２０１２年，全国
首家阳光邮局落户古田街。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２年，古田街在日常管理、突出问
题、特色创建和重点部分四个方面下工夫，全年城管

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注意抓日常管理，形成以

街道管面巡查、网格化管理员管片抽查、社区管点自

查相结合的三级考核体系，在制度化、常态化、精细

化上下工夫。注意抓突出问题，针对居民群众反映

较为突出的问题，街道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重点对占道经营、出店经营等予以管制，占道经

营现象已明显好转。紧密结合市级食品安全示范

街、市级无油烟示范街创建工作及门前三包工作，重

点打造古南小路和易农街，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积

极协调配合做好古田客运站周边的环境整治工作，

对古田客运站内的消防安全、环境卫生、经营门店、

物流公司等进行多次抽查并联合区相关职能部门督

促整改。

【安全稳定】　２０１２年，古田街紧紧围绕“平安发展、
和谐发展”主题，以重点部门、重点单位及重点人员

为工作重点，着力维护一方平安，努力构建和谐家

园。紧盯辖区化工企业、人员密集场所、在建工地、

物流企业、社区危房等重点单位及重点部位，层层落

实责任到领导、到科室、到责任人。加大矛盾化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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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形成包保稳控责任分工，积极稳妥处理乳胶厂残

疾职工、退休职工，以及制瓶厂改制、世标厂职工、农

利村拆迁户及还建村民等群访工作。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１日，口区副区长刘红鸣调研长丰街“三合一”场所消防
安全综合整治工作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２年，古田街以“喜迎十八大 争

创新业绩”为主题，努力在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和战斗力上下工夫。围绕街道“大党委”建设，探

索构建模式、组织结构、运行制度等，大力构建以

街道党组织为核心、单位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大党

委”。进一步提升社区党员群众服务站的硬件水

平，搞好活动阵地建设。以健全“两委”班子和优

化人员结构为目标，按照“组织到位、筹备到位、宣

传到位、落实到位”的工作思路，严格组织程序抓

好社区班子的换届选举工作，选好配强社区领导

班子。

（周　烨）

长长长 丰丰丰 街街街

【概况】　长丰街位于口区西部，辖区面积１０９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１３万余人，常住人口６万余
人，区内与易家街、古田街、韩家墩街、宗关街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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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常码头、建荣、永利 ５个行政村及长丰、
正康、天勤花园、百泽、天顺园北、常码、丰竹园、东

风、紫润南、紫润北、天顺园南等１１个
社区。２０１２年，长丰街工委、办事处以
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以“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为主题，

围绕着“构建古田生态新区”的总体目

标，突出抓好“城中村”改造、大城管、

消防安全和信访维稳四件大事，各项

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辖区经济

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长丰街完成全
口径财政收入 ２２６亿元，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２９３２亿元，引进资金４５亿
元，地区生产总值３２８３亿元。长丰地
区工业园工商户纳税登记率达１００％，

开征率达９０５８％。三个汽配市场共２３３家企业均
纳入统计征管。重点安置房项目硕实馨园完成开工

建设。

【“城中村”改造】　２０１２年，长丰街以区委、区政府
“三件大事”为中心工作，以长丰地区“三合一”消防

安全整治为契机，大力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全

年完成长丰村签订房屋拆迁协议５０％以上。制定
东风村的拆迁安置方案，并拟定综合改造方案。建

荣村已正式挂牌，并完成签订房屋拆迁协议９５％以
上。永利村正式挂牌，并签订房屋拆迁协议５０％以
上。常码村启动土地整合及优化方案等工作。

【“三合一“消防安全综合整治】　２０１２年初，长丰
街全面清退各村“三合一”小作坊１万余家后，又逐
步将整治重心转移到４８家工业园内的５４４家企业，
先后制定机关干部分片包干、多部门联合执法、专业

队伍２４小时督查、每周消防例会等制度，并逐步形
成确实管用的长效管理模式。经过整治，工业园生

产区与生活区分离率达９８％，隐患整改率达９６％，
有效遏制各类火灾事故，火警比上年减少２／３，全年
无亡人火灾事故。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２年，长丰街建立健全“三会制
度”（形势分析会、推进讲评会、教育管理培训会），

加强班子成员带班巡查、普通干部分片包干，专人督

办，每日巡查制度、督办奖惩制度等长效化管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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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进一步加大投入，招聘一线环卫工人，加强人员

力量，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城管工作任务。全年共拆

除违法建设 １５５万平方米，超额完成 ９７万平方
米。街道城市综合管理工作问题数下降１０％，综合
考评成绩进入全市二类街道中游水平。环保、绿化、

爱国卫生、“三乱”清理等工作有效提升，辖区城市

面貌得到整体改善。

【信访维稳】　２０１２年长丰街工委、办事处本着为民
排忧解难、为民办实事的宗旨，在强责任、建制度、抓

重点上下工夫，努力为其它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营

造和谐稳定的环境。全年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８７
件，妥善处理到区级以上机关群访２４起计 ９６７人
次，其中进京上访２５人次。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２年，长丰街完成新增就业１０３１
人，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完成社区居委会换届

选举工作，全面推进幸福社区创建工作，两个社区创

建为二星级幸福社区。全面完成城乡低保、社会求

助、扶残助残、双拥优抚和老龄等工作，均取得良好

的成绩。以多种形式，切实加强社区服务站的提档

升级工作，通过改建、扩建、整合等形式，全街１１个
社区有６个社区办公用房面积达到１０００平方米以
上，其余均达到６００平方米以上。扎实推进人口计
生工作，全面完成各项绩效考核目标任务，努力营造

辖区良好的人口环境，并获得“省级依法行政示范

街道”、“省级生育文明先进街道”、“省级流动人口

动态监测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２年，长丰街党工委按照“抓落实、
全覆盖、求实效、受欢迎”要求，把基层组织建设年

活动纳入“喜迎十八大、争创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

中，各项工作实现统筹安排。以“五务合一”建设、

基层党组织晋位升级、社区领导班子和干部党员队

伍建设、区域化党建工作为重点，深入推进基层党组

织建设工作。全街１１个社区共新、扩建办公面积
３２００平方米。１０个社区考核中全部达标，１个社区
被评为市优秀。全年辖区２４个基层党组织完成提
档升级，其中长丰街机关党支部由三类晋级为一类，

长丰村、东风村党委由三类晋级为二类，其他党组织

均晋级为一类党组织。

（熊燕霞）

韩韩韩 家家家 墩墩墩 街街街

【概况】　韩家墩街地处武汉市口区中西部，东
以建一路、解放大道、汉西一路、汉西二路与宗关

街相接，南临江汉，西以古乐路、古田三路与古田

街相连，北与长丰街相邻，面积 ４３平方千米，户
籍人口６万余人。街道下辖新华、公安、曾家、博
学、古四、古五、综合、简易、云鹤、四新等 １０个社
区及长青村。韩家墩街地理条件优越，辖区已形

成四横四纵的交通网络，沿河大道、解放大道、南

泥湾大道、长丰大道贯穿东西，古田三路、古田四

路、汉西路、建一路连结南北，武汉轻轨一号线与

辖区内主次干道连通。２０１２年，韩家墩街先后获
得“武汉市‘城乡互联、结对共建’先进单位”、“武

汉市老旧住宅区物业服务工作十佳街道办事处”、

“武汉市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称号。辖区曾家社

区被评为“湖北省充分就业社区”，综合社区被评

为“武汉市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古五社区被

评为“武汉市十佳基层社区”，云鹤社区党委被评

为“武汉市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韩家墩街紧紧围绕口区
“三件大事”，以江家墩片征地改造为重点，以“古田

生态新区”建设为契机，牢固树立项目兴街、项目促

发展观念，着力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努力

实现辖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年完成全口径

税收４３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３％，其中重点企业
实现税收 ３６５亿元，平均增幅 ４１９％；零散小税
８３１万元，增长９５％。全年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额１８０７亿元，招商引资８５６亿元，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２４６０亿元，完成服务业增加值１８４６亿元。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韩家墩街坚持项目兴街，
牢固树立以项目推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观念，

完成汉西宗关片“城中村”拆迁改造。截至年底，

江家墩片旧城及“城中村”改造工作全面启动，３
家企业收购洽谈工作已完成，武汉市葡萄糖饮料

厂和东风造纸厂已基本拆除，共计拆迁面积 ３万
平方米，社会居民征收进展情况顺利。公用客车

片正在进行征收预调查。长青村“城中村”改造项

目还建楼和开发项目的２号—９号楼主体结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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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日，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右二）等“四大家”领导视察韩
家墩街四新社区文明创建工作

顶。针对辖区商贸服务业税收薄弱的现状，韩家

墩街办事处大力发展以总部经济、商务经济、楼宇

经济等占据资源小、发展潜力广、税收贡献大的现

代服务业，精心培育解放大道沿线现代商贸群，密

切关注新建楼盘成规模商铺、江城壹号等项目的

投资改造，引进有实力的商家入驻。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２年，韩家墩街积极关注民生，努
力发展社会事业。认真做好低保、就业、老年工作，

全年平均月发放低保金３２万元，帮扶慰问辖区困难
群众７７９人次，帮扶慰问金累计３０余万元。全年新
增就业岗位 １３４５个，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４１２人。积极争取区民政局拨款９０万元，用于社区
办公房建设。年内，新建四新社区、增加社区办公房

１０００平方米，改扩建古五社区办公房２３０平方米。
联合区房地局投资４４４万元，用于４个老旧住宅社
区纳入大城管考核，并将“两型”社区创建工作同社

区建设长效管理相结合，带动辖区环境全面提档升

级，云鹤、古五社区成功创建市级“两型”社区。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２年，韩家墩街加大城市管理工作
力度，努力创建市容环境达标街道。城市综合管理

在全市二类街道排第八名，其中４次居全市二类街
道前五名，５次居前十名。街道通过开展水厂路客
运站文明窗口建设，组织周末义务劳动、领导带班环

境巡查，抓好严控出店占道经营、暴露垃圾和“三

乱”整治以及“门前三包”等工作，全年

共拆除违法建设 ２０８万平方米，为目
标任务量的 ５２倍。积极组织机关干
部和辖区居民开展绿化家园活动，全年

新增绿地面积９９００平方米，植树 ８４８
株，垂直绿化 ２５０平方米，创建绿色小
区１个。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０１２年，韩家
墩街积极开展以“平安韩家”建设为中

心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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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做好来信

来访工作，全年群众来信来访办结率达

９８％以上，登记回复率达１００％。年内，
化解长青村拆迁、曾家社区围墙垮塌等

群体矛盾纠纷３３５起。在春节、中秋节、国庆节等节
日期间，组织对辖区全面的例行安全检查，确保节日

平安。全年辖区发生“１１０”刑事警情控制在５％以
内。认真抓好安全责任制落实，坚持开展全隐患排

查和安全生产月活动，全年辖区没有发生工伤死亡

和重大火灾事故。

【计生工作】　２０１２年，韩家墩街计划生育工作以加
强基层管理为重点，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关爱

女孩行动”，以及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等活动，采

取送宣传品、慰问信，举办知识讲座等形式，帮助居

民树立正确的婚育观念。全年辖区出生婴儿 ８６３
人，符合政策生育率９５０２％，人口基础信息共享平
台有效反馈率９９２９％，村、居在线服务平台全面启
用，有效反馈率９６８１％。年内，对１１个社区（村）
的流入育龄妇女情况进行了全面清查，对流动人口

新生婴儿及时进行了登记。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２年，韩家墩街全面推进基层组织
建设年活动。社区“五务合一”建设全面完成，并通

过市级验收，其中云鹤、古五、四新、曾家、古四、新华

６个社区被评为优秀，社区办公用房面积均达到
１０００平方米，其他社区办公用房面积也都达到６００
平方米以上。年内，深入开展“万名干部进万村挖

万塘”活动，完成５个村６２口塘堰的修缮整治工作。
开展“结对共创”活动，机关与社区对接，与黄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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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村对接，每位干部帮扶一个楼栋、一户群众。组织

实施社区党委换届选举，开展了中共十八大精神宣

讲等活动，以“创先争优”和“治庸问责”活动为载

体，街道办事处机关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

风进一步好转。

（贾冰芳）

宗宗宗 关关关 街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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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濒汉水与汉阳区隔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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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７平方千米，户籍人口６万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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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区和汉西村 １个行政村。２０１２
年，宗关街注重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稳增

长、促转型、惠民生”的工作主题，认真开展“喜迎

十八大、争创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全面加强社会管理，圆满完成各项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２０１２年，宗关街被授予“全国妇联基
层组织建设示范乡（镇、街道）”、“全省第十二届

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评比优秀奖”、“全省民政工

作先进乡（镇、街道）”、“武汉市拥军优属拥政爱

民先进单位”、“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武

汉市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武汉市‘五五’普法

依法治理先进单位”、“全市工会系统创先争优先

进单位”、“武汉市爱国卫生工作先进集体”等多项

荣誉称号。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宗关街坚持项目兴街战略，
充分挖掘辖区优势，加大招商引资，狠抓企业服务，

拓宽协税护税思路，保持全街经济平稳发展。全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２５５８亿元，服务业增加值
１９２６亿元，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０２亿
元，引进市外内资５５１１２万元，固定资产投资３４５
亿元，重点企业税收１４９１０万元，零散税收１２９０万
元，重点项目建安税收２００７万元，圆满完成１家集
体企业改制目标。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２年，宗关街继续加大城市管理力

度，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市城市综合管理排

中获第８名。开展专项整治，重点取缔一批无证占
道小餐饮“顽疾”，帮拆小餐饮门点乱搭乱盖铁棚２０
家，面积共计５００平方米，清除垃圾１８吨，取缔规范
无证小餐饮经营户１１家。加大拆违控违力度，全年
累计拆除违法建设７处，共４９５０平方米。积极开
展绿化家园活动，全年绿化植树７２３株，新增绿地
２０２６平方米，垂直绿化１３０米。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２年，宗关街进一步加大社区建设
力度，并取得可喜的成绩。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采用

新建、腾退、改造等方式完成双墩、宗关、井南、金阳

４个社区的办公用房和居民活动用房建设。按照
“五务合一”建设要求，结合城管革命、居委会规范

化建设，完善发展社区综治服务站和网格化管理信

息服务平台。投入大量资金改（修）建社区“幸福长

廊”，补充并安装一批休闲椅和便民晒衣架，为居民

营造便利的生活环境。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２年，宗关街切实落实各项民生保
障制度，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社会救助保障有

力，全年累计发放低保金５５６万元，贫困群众临时救
助和大病医疗救助１３６户，发放救助金９６３３５元，
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动态管理”。创业富民帮扶成

果突出，累计发放小额贷款２５笔，开展各类就业培
训６２５人次，新增就业岗位１０６４个，安置下岗失业
人员４１１人。计生工作坚持依法行政，符合政策生
育率９５２７％，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１３１５，创建市级
家庭人口文化示范基地１个。

【平安创建】　２０１２年，宗关街以人为本，不断建立
与完善信访工作制度。全年共受理上级有关部门下

转的群众信访诉求信件３２件，并及时按要求回复，
回复率为１００％；接待群众来访１５６人次，全年无信
访复访投诉事件发生，无进京非正常上访现象出现。

积极开展街道及社区网格化规范建设，全街社会综

合管理共划分网格８６个，确定站长１１人、综合专干
１９人、网格员８６人。定期开展“三合一”场所排查，
大力开展安全教育宣传，强化流动人员管理，确保一

方平安。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２年，宗关街以深入开展“基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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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建设年”活动为主线，争创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

设全覆盖示范街道为抓手，坚持硬件和软件建设齐

抓共进，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水平。通过推进“街

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建设，进一步扩展区域

化党建工作覆盖面。强化社区阵地建设，全街除２
个拆迁和合并社区外，其余９个社区都按照“面积
不低于６００平方米”的要求，完成建设目标任务，其
中６个社区的面积在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以换届为
契机，大胆选拔一批素质高、作风硬、年纪轻、能力强

的干部进入社区领导班子。

（蒋正芳）

汉汉汉 水水水 桥桥桥 街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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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平方千米，有
２８万余户居民，户籍人口６万余人，街属社区 １３
个。２０１２年，汉水桥街工委、办事处紧紧围绕年度
工作思路和目标，即全力做好“华汉二期、ＣＢＤ楚世
家项目建设、大城管常态化、社区管理创新”三件大

事，全面推进产业转型、环境创新、民生改善，努力打

造现代服务业集中、总部经济特色明显、宜居宜商的

实力汉水，在经济建设、城市管理、社会事业、平安创

建、基层党建和文明建设等方面开展卓有成效的工

作。全年获各级各类荣誉３９项，其中国家级１项，
省级荣誉１项，市委、市政府综合荣誉５项，区级和
其他３２项。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汉水桥街完成全口径税收
９２亿元，增幅达４２％，税收总量位居全区第二；地
区生产总值完成８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１７％；服务
业增加值完成３３亿元，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完成１４２亿元，增长６１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７８７亿元，增长８８％；零散税收完成１４６７万元，
增长３０５％。全年新引进注册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以上
企业６家，５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３家。引进市外内资
５２亿元。汉水桥街工委、办事处积极促成葛洲坝
集团打造“葛洲坝城”概念，葛洲坝总部大楼主体结

构封顶，大楼配套中心项目已在施工中。同时，跟踪

开发营前片、福瑞德片，已初步形成项目开发可行性

报告和概念性方案，为集团旗下更多企业入驻创造

条件。汉宜路项目一期部分结构封顶，二期已完成

启动征收工作。ＣＢＤ楚世家项目正在进行桩基施
工。汉水四村项目完成征收调查并制定初步安置补

偿方案，即将启动征收和腾退工作。化工厂片限价

安置商品房项目已配合统筹办完成企业腾退。在项

目建设不断提速的同时，街道经济发展后劲也在稳

步增强。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２年，汉水桥街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大城管常态化工作体系。坚持机关领导和干部下社

区的“１２１”工作机制，形成“处处有主体，时时有人
在，事事有人管”的责任制。完善评价机制，通过量

化检查问题数，在日巡查、周讲评、月调度时，公布检

查考评结果，体现大城管常态工作好坏。强化奖惩

机制，运用加大行政督导，扩大奖惩切合面的方法，

促进机关干部和社区抓城管工作。专项整治，成效

显著。小餐饮整治全面落实，累计出动“小餐饮整

治”人员３００人次，取缔２１户，办证２９９户，办证率
达到９７％，剩余１１户已经纳入监管，规范小餐饮摊
群３个。在老旧物业小区整治中，平整破损路面２５
处８２１平方米，解决辖区污水粪便漫溢１８处，粉刷
外墙面１４８０平方米，内楼道９２０平方米，安装雨阳
棚６７个，清理楼道乱堆放３００处，清洗路面 ２０００
平方米。老旧社区物业整治工作多次得到市区领导

好评，全区老旧物业小区现场会在汉水桥街召开。

多方协调，改造基础。协调区建设局多次对背街小

巷破损路面进行维修，协调区园林局对花坛改造升

级，协调区城管局对轻轨太平洋站“垃圾场”进行综

合改造，协调区水务局对下水管网疏通。新增垃圾

容器７２个，晒衣架２００处，粉刷污损墙面３２万平
方米，大大改变辖区面貌。强化宣传，全民参与。在

居民中开展广泛宣传，以门栋组长、中心户长为纽

带，以文明单位、卫生先进单位为窗口，通过一带十、

十带百，进一步完善并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通

过完善机制、专项整治、夯实基础、全面动员等措施，

２０１２年，汉水桥街在全市一类街道综合检查考评排
名第１１名，全年４次进入全市前１０名，获口区特
别贡献奖。全年查违控违率１００％，无新增违法建
设，每月有计划拆除历史存量２００平方米以上，是全
区唯一平均每月考评成绩获满分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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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汉水桥街与武汉市天然气公司在营北社区广场举办
“万粽同心为公益”学雷锋志愿者活动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２年，汉水桥街注重社会事业，加
快推进社区“五务合一”（强化党务、规范居务、优化

服务、招展商务、协调事务）建设工程。按照“新建

一批、扩建一批、置换一批、共建一批”的思路，投入

建设经费７０８万元，１３个社区除４个拆迁社区外，８
个社区办公面积超１０００平方米，１个社区办公面积
达到了６００平方米。完成社区换届的各项工作。按
照选好配强班子的工作要求，认真做好社区换届工

作。广泛发动，充分征求民意，严格落实“五必访、

七掌握”，充分掌握社情民意，严格依规合法推进换

届工作，通过选举产生新的社区居委会班子７９人，
其中大专以上学历５２人，占总人数的６６％，平均年
龄４１岁，较上届下降２岁，社区工作者队伍文化层
次大幅提高，年龄结构不断优化。切实做好民计民

生工作。加强低保动态管理，深入落实特困群体救

助工作，全年累计发放低保救助 １４８０４户次，
７１９３９万元。创业富民帮扶成果突出，城镇新增就
业１７５３人，实现下岗人员再就业３５７人，帮助困难
人员再就业３２０人；发放小额担保贷款２８７万元（个
贷占全区第一），解决微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计

生工作坚持依法行政，全年出生政策符合率为

９５３６％，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０１３３，连续３年人口
出生统计数据均衡，荣获“湖北省人口计生统计信

得过街道”荣誉称号。文化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主

办广场文化惠民文艺演出１场，组织文化活动２０场

次，读书朗读比赛２次，参与群众２１２０
人次，承办口区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武术比赛大型赛事１场，举办汉水桥
地区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系列比赛５
场，获武汉市、区迎春舞龙大赛金奖、银

奖各一个，被授予“２０１２年武汉市全民
健身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双拥、民族、

宗教、残疾人、老龄等工作也都取得新

成绩。

【平安创建】　２０１２年，汉水桥街以平
安为抓手，积极开展街道及社区网格化

规范建设。全年开展烟花爆竹、员工集

体宿舍、“三合一”场所、在建工地、电梯

安全、物流等专项整治１７次，出动人员
２５７人次，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 ７１
处，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 １２１处，整

治率１００％。全年消防火警、火险数为全区最少，并
无安全生产死亡事故，无火灾死亡事故发生。充分

运用大调解手段突出做好化解重点矛盾的工作，全

年办理各类群众上访件 ２８件，网上信访回告率
１００％，进行矛盾排查 １８次，重点人员稳控率达
９８％，接待各类上访人员总数３１３人，街内劝访２８５
人，处理化解积案５起，实现了无进京非访，无赴省、
市群访事件发生，无发生不良影响的集体上访的工

作目标。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２年，汉水桥街继续完善基层党
组织建设，扎实推进“五个基本”工作（健全基本组

织、建强基本队伍、开展基本活动、完善基本制度、

落实基本保障）。确定分类定级。确定街属３７个
基层党组织，一类党组织 １１个，二类党组织 ２６
个。抓好整改提升晋位。建立社区书记向工委定

期报告制度，明确改进提高的目标、责任和措施。

落实领导干部党建工作责任制，采取“抓督办、抓

进度、抓落实、抓投入”的工作举措，通过新建、扩

建、共建、调剂、整合等方式，增加社区办公用房面

积５０００余平方米。积极开展“服务创新”活动。
以构建幸福汉水为主题，精心打造“社区 １５分钟
的幸福服务圈”，依托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立

“幸福一键通”服务网络，为空巢、残疾等老人提供

社区全方位帮扶和救助。开展“结对共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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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开展“进千家门知千家情解千家难”、党员先

锋岗和建立党员创业“双带”基地等特色服务活

动，走访帮扶３００余名困难群众党员，提供就业岗
位３２５个。开展“典型引领”服务。精心组织建党
９１周年纪念活动，宣扬董明、徐静、小蓝帽党员志
愿者和基层党员群众等先进典型，提振汉水精神，

激发广大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激情。

（林　梦）

宝宝宝 丰丰丰 街街街

【概况】　宝丰街位于口区东部，东起航空路、武
胜路，与江汉区和六角亭街相邻，南隔京汉大道与荣

华街相对，西抵口路、宝丰路与汉水桥街连接，北

靠王家墩机场。辖区面积１９平方千米，下辖三五
零六、站邻园、祥和、北、利北、公路、宝丰、医大、空

后、宝地等１０个社区居委会，有２万余户居民，户籍
人口５４万余人。２０１２年，宝丰街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区

整体工作部署，全力抓好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社会

事务、计划生育、基层党建、社会综治、文化建设等各

项工作，全街各项事业有了长足发展。街道全口径

财政收入突破１０个亿，成为口区首个财政收入突
破１０亿元的街道，基层党组织充满活力，社会建设
更加和谐。２０１２年，宝丰街先后获得“全国人口和
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示范街道”、“全国社区教育示范

街道”、“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工程示范街道”、

“全省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评比二等奖”、“口区

十佳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口区‘十一五’

环境保护先进单位”、“口区创建安全生产优秀街

乡镇活动先进单位”“口区２０１２年度公民‘义务
献血’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宝丰街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
线，辖区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不断加大服务

企业力度，把年纳税１００万元以上的７３家重点企
业、６个在建项目和 ９栋楼宇全部纳入服务范围。
注重项目在建推进之中的升级服务，与区相关职能

部门及楼宇企业联合，通过将关键地块和周边地块

捆绑、打包、整合、配套等形式，强势推介和整体招

商，增强项目的吸引力，注重引进高端品牌总经销

商、总代理商、集团总部。发挥省石油、省烟草、市地

铁、新世界等龙头企业的集聚和带动效应，促进企业

以商引商，不断延伸产业链，形成社会各界参与的全

民招商浓厚氛围。积极协调汉口银行口支行、工

商银行口支行、长安责任保险、远大医药财务营销

结算中心等企业引进工作，形成以高端商贸商务、现

代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逐步实现产业结

构调整。２０１２年，街道全口径财政收入完成１００８
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０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
现２９２４亿元，增长４７０８％；引进资金总额６１８亿
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１０６５９亿元。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２年，宝丰街大城管工作按照市区
城管委提出的要求，切实加大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力

度，强力推进“城管革命”，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确保

城市综合管理各项工作有效开展。“双创”成绩平

均分值达到９６１分。新增绿地１２００平方米，植树
株数８００株，垂直绿化 ２００米，屋项绿化 ５００平方
米。全年拆除违法建设 ６３处，面积共 ３５７７平方
米。办理市、区拆违工作信息平台市民投诉及各类

上级转办件、督办件１６８２件，回告办结１６３３件，回
告率１００％，办结率１００％。下力度解决了一些长期
影响市容环境的重难点问题，市容环境面貌得到较

大改观。全面开展爱国卫生达标，落实创省、市级卫

生达标复查单位４个（同济医院、省公路局、崇仁路
小学、崇仁路幼儿园）。组织义务献血１３０人次，完
成全年目标１００％。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２年，宝丰街辖区社会事业全面、
健康、持续发展，各项保障及救助工作依法依规有效

落实，社区建设不断加强，群众切身利益得到有效维

护，困难群体保障逐步改善，辖区居民幸福指数不断

提升。严格落实“五务合一”建设要求，８个社区党
员群众服务中心建设全面达标。严密组织社区“两

委”换届选举工作，１０个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平稳、圆满完成。严格执行低保动态管理，全年按

时、足额发放低保金及相关补贴３８８１３万元。加大
社会救助力度，进一步完善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制

度，积极做好残联工作，主动关心残疾人的工作和生

活，全年累计发放各类救助金额４８８１万元。严格
落实困难住房户、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及住房租金

补贴工作，全年住房租金补贴共计发放 ９１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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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２万元。发放经济房申请资格证 ４５户。积极
筹备“阳光家园”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切实地

服务辖区居民群众。加大老旧住宅区物业服务改造

力度，全年共投入３０余万元对７个老旧社区的物业
服务项目进行升级改造，并纳入长效管理。认真做

好双拥工作，积极开展上门慰问活动，利用节日期间

对辖区军属２１３户、烈属３０户发放了慰问物资，对
各类优抚对象落实慰问金。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武汉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赵飞（左二）到宝丰街检查

警务基础工作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２年，宝丰街以学习和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为主题，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不断

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着力加强社区党员

群众服务中心“五务合一”建设，通过新建、扩建等

方式确保有建设任务的８个社区办公面积全面达
标，其中有３个社区（公路、北、医大）在全市检查
中被评为“优秀社区”。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年”

活动，组织开展街属３３个基层党组织的分类定级工
作，最终确定公路社区党支部等１０个党支部为一类
党支部，利北社区党支部等２１个党支部为二类党支
部，医院社区党支部、一品天下党支部为三类党支

部。深入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积极筹备建立社区

大党委，全街１０个社区党委组建工作全部完成。认
真组织开展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新一届社区

党支部书记平均年龄比上一届降低１１岁，社区干部
队伍中大专以上人员比例增加了２０％，社区班子素
质提高、年龄结构合理，工作热情高、服务意识强。

组织拍摄以《深巷花开》为题的公路社

区党建宣传片，该片荣获湖北省党员教

育电视片观摩评比二等奖。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２年，宝丰街紧紧履
行“保一方平安、维护一方稳定”的政治

责任，切实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当

作“一把手”工程来抓，实现全年“和谐

宝丰”、“平安宝丰”的目标。通过开展

对同济医院、建设工地为重点地区的社

会治安集中排查整治行动，有效地遏制

诈骗、医托、盗窃等丑恶现象。努力化

解不安定因素，全年化解矛盾纠纷共

３５４起，调处成功的３５４起，调处率达到
１００％，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杜绝民转
刑案件的发生。全街共有刑释人员６１

人，解教人员６人，社会矫正人员１３人，社区帮教人
员全程跟踪帮教，帮教率达１００％。２０１２年，宝丰街
被评为“全市平安街道”、“市级安全生产街道”、“市

级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先进街道”。

【计生工作】　２０１２年，宝丰街人口计生工作，围绕
“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核心任

务，全面落实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继续推进生育关怀

送温暖行动和关爱女孩行动，扎实推进人口信息、宣

传教育、利益导向、优质服务、依法行政等工作，较好

地完成上级下达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各项目标任务，

并被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评为“全国人口和

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示范街道”。２０１２年，全年计划
生育奖励扶助和特别扶助对象资金发放到位率

１００％，出生婴儿４３２人，符合政策生育率 ９５６％，
其中男孩２３０人、女孩２２０人，性别比１１３８６。

【文化建设】　２０１２年，宝丰街坚持先进文化的导向
作用，坚持寓教于文、寓教于艺、寓教于乐，培养群众

美好心灵、高尚情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

生活需要，为全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

供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大力建设综合文化站项

目，为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提供平台。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成功举办“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宝丰街海

集杯羽毛球赛”、“宝丰街群众文化大型专场文艺汇

演”、“宝丰街新春年欢会”、“宝丰街老年文艺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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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参加区

文体局组织的各项比赛，其中乒乓球比赛获全区第

三名，三人篮球赛获全区第一名，元宵舞龙大赛获金

奖。街老年大学建设成绩突出，被评为“武汉市先

进老年大学”。

（余　博）

荣荣荣 华华华 街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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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９平方千
米。街辖建国、建乐、中山、玉带、友谊、荣华、幸乐、

幸福、武胜、荣西、集贤里等 １１个社区居委会，有
１６万余户居民，户籍人口４３万余人。２０１２年，荣
华街工委、办事处紧紧围绕全区整体工作部署，抢抓

“十二五”发展机遇，加快转型跨越发展，认真落实

重大项目建设年、基层组织建设年工作要求，大力发

展区域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发扬团结

务实、开拓创新、有所作为、争先进位的精神，较好地

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推动了全街经济和社会各项

事业的发展。荣华街先后被评为“全省工会系统创

先争优先进单位”、“全省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全

市老龄工作先进集体”、“全市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

塘活动先进工作组”、“全市城乡互联、结对共建活

动先进单位”、“武汉市爱国卫生先进单位”、“武汉

市五四红旗团委”。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荣华街加快转型跨越发展，
抢抓“十二五”发展机遇，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全年重点企业税收完成 １３２４５万元，比上年增长
５４４％；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１９９亿元，
增长５９％；零散税收实现５８１万元，增长２６％；引进
市外内资达到 ２４４００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１６３９０１万元，服务业增加值预计达到１４８５０２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１６０００１万元。坚持改革创新，
成立经济运行领导小组，将税务、工商、区建管站等

职能部门纳为成员单位，明确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抓好协调落实。领导小组按季召开联席会议，通报

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办

法。建立健全街辖商贸企业工作台账，抓好清查，强

化落实，并完成全街个体户和重点楼宇的清理工作。

不断优化发展环境，突出服务职能，改善企业发展投

资环境，对入驻本街２３家重点企业由办事处领导进
行责任分工，实行“挂点”上门服务，定期到企业单

位上门走访、调研，帮助分析、及时解决各企业单位

的困难和问题。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荣华街紧紧围绕文化产业发
展这条主线，坚持项目兴街，项目建设全面提速。武

胜文化城项目在资金、房源紧张的情况下，协调多方

力量，克难推进。公交枢纽片项目在一个月时间内

完成所有被征收户的签约工作，并协助公交集团进

行项目策划，尽快实现土地挂牌交易。裕亚俊园项

目实现开盘销售。“长江大道口段荣华片”、“幸

福村小学迁建项目”征收工作顺利推进。玉带一村

东片项目纳入２０１３年口区旧城改造项目储备。
注重多元化发展文化产业，武胜国际文化城将建成

以文化产业发展为主体的城市综合体。积极策划中

的大汉口·世纪茶港项目，将进一步提升茶文化档

次、丰富茶文化项目、延伸茶文化产业链。以崇仁路

邮票及收藏品市场为基点，将建设集收藏品交易、展

示、鉴赏、信息发布、拍卖、装裱绘画等于一体的文藏

品鉴高地。三大文化项目同时发力，推动荣华特色

文化街区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２年，荣华街以大城管工作为重
点，创新管理手段，市容环境持续改善，８月份大城
管综合排名进入全市第四名。积极推动工作方法和

制度创新，突破管理难题。通过建立《荣华街城市

综合管理工作奖惩办法》、定责巡查、每周讲评、财

务管理和分片包干等制度，创新管理方法。通过成

立社区大城管工作室，整合社区力量，形成街办事处

统一指挥调度，街城管办组织实施，执法中队、协管

队、环卫所、社区各司其职，积极参与“大城管”的工

作格局。进一步改善辖区道路环境，全面修补玉带

正街路面，刷黑三乐路全路段，改造维护建国社区背

街路面。严格控制违章建筑，积极拆除历史违法建

设，全力控制新增违法建设，对已形成的历史违法建

设进行摸底分类与处理，有计划地逐步拆除。通过

执法人员加强巡查和社区、群众举报监督相结合，做

到及时发现、及时拆除，全年拆除历史违法建设

３８５０平方米，规范取缔友谊、建乐社区露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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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环卫清扫保洁工作，严格落实日常清扫、清运工

作，实行保洁人员全天候不间断路面保洁，定期对社

区内的重要路段和垃圾容器进行清洗，购置三台电

瓶车在街辖区范围内捡拾废弃物。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１日，口区委组织部部长彭前旭一行到荣华街对社区党
员群众服务中心“五务合一”推进情况进行调研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２年，荣华街以社会保障为基础，
加快社区提档升级，幸福街区全面覆盖。顺利完成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社区“两委”班子成员的年龄

结构、知识结构、男女性别比等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持续推进幸福社区创建，以阳光家园服务和居家托

管服务为核心内容，全力发展残疾人服务工作。街

道“阳光家园”设立医疗室、康复室、休息室等各项

功能室，自开园以来，每天都有近３０名残疾居民免
费在里面学习、生活、康复、娱乐，成为荣华街一项特

色品牌。全街１１个社区为每位空巢老人、行动不便
居民安装“求助门铃”，固定结对帮扶人员，确保“一

个铃声人员到位，一个铃声关怀到位，一个铃声需求

到位”。进一步拓展就业渠道，多渠道为用人单位

和求职者搭建双向选择平台，举办各类招聘会，全年

新增岗位人数９３６人，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人数
４７０人，困难群体再就业人数３５３人。积极开展人
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

总责的原则，落实党政领导计生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制，人口出生政策符合率达到９５０２％。坚持开展
计生优质服务宣传月活动，以家庭为中心，依托现代

女子医院、荣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计生志愿者

专家资源，广泛开展生殖健康进家庭系列宣传服务

活动，使育龄群众零距离享受优质的计划生育、生殖

健康服务。巩固发展文体活动场所，改扩建后的街

道综合文化站面积达１０００平方米，电
子阅览室、书画室、排练厅等各功能室

齐全。

【综合管理】　２０１２年，荣华街积极建
设平安街道，不断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新

思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制定落实各

项安全工作制度，及时签订安全目标责

任书，开展全街性消防安全培训，加大

对安全生产隐患的监控、督办和整改力

度。联合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安全大检

查，组织机关干部、社区群干分别开展

“三合一”场所、人员密集场所集体宿

舍、居民楼楼道、消防通道安全隐患清理、整治活动，

消除隐患。落实信访责任制，建立信访稳定工作快

速反应机制、互联网网格化投诉处理机制，办理各类

公共服务平台案件，办结率９８％。开展书记大接访
活动，及时调处、解决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重点做

好信访事项及信访积案化解工作，有效解决了一大

批历史遗留问题。创新社会管理新格局，以中山社

区为试点，按３００户左右或８００人左右划分一个网
格，将社区划分为８个网格，建立社区网格管理工作
站，站长由社区居委会主任兼任，副站长由社区民警

和治安主任兼任，并设立网格长和网格员，由群干、

专干和政府公益岗的各类协管员和安保队员担任，

实行“定人、定位、定责、定时”的管理制度。自网格

划分以来，网格员在巡视期间多次成功发现安全隐

患，并及时妥善进行了处理。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２年，荣华街以党的建设为保障，凝
聚各方力量，基层党建成效显著。扎实开展基层党组

织分类定级，通过摸底排查、自评互评、党委考核等步

骤，对全街实有的４１个基层党组织进行分类定级。
按照阵地建设达标、组织网络健全、活动开展丰富等

要求对二类党组织进行分类指导，整改提升。以创先

争优活动为契机，以“喜迎十八大，争创新业绩”活动

为推手，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党员参

与服务活动。坚持党建阵地建设与服务功能建设并

重，坚持以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为依托，加强与辖

区内医疗机构、物业服务、生活超市的共建，经过人员

和机构的资源整合，将原铁路社区并入集贤里社区，

社区功能全面提升。中山社区整合资源扩大党建阵

·８９１·

···口口口年年年鉴鉴鉴···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７日，武汉市城管局局长干小明（左三）到口区视察在建的
星汇云锦项目夜间施工渣土运输管理情况

地，并在全市率先做出“一天２４小时，居
民困难有求必应”承诺，着力打造党员和

群众“生产离不开、生活离不开，感情离

不开”的综合服务平台。友谊社区党支

部发动全体党员中开展结对帮民、巡逻

安民、解困助民、环境美民、活动乐民，促

进了社区的和谐。

【治庸问责】　２０１２年，荣华街坚持继
续深化“治庸问责”，严格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工作作风明显转变。街工

委与各科室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

实行“一岗双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街道党工委、各基层党组织分别召

开以“保持党的纯洁性”为主题的专题

民主生活会，就保持党员干部党性纯洁、政治纯洁、

思想纯洁、组织纯洁、道德纯洁、境界纯洁、世界观和

价值观纯洁、作风纯洁等方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积极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宣传月活动，规范财经和资

产管理，教育干部重小节、讲形象、树正气。认真办

理区治庸问责办行政投诉中心转办件，严格按照组

织部门建立健全的岗位责任体系，明确整改的责任

主体，限期整改并及时回告。

（阎　怡）

汉汉汉 中中中 街街街

【概况】　汉中街位于口区境中南部，东至武胜路
与汉正街辖区相连，南临汉江中心线与琴台大剧院

隔江相望，西至京汉大道与汉水桥街相接，北达中山

大道与荣华街相邻。汉中街办事处设在长寿桥１０
号，辖区面积约为１３８平方千米，户籍人口５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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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根据口区人民政府关于社区居委会区划
调整方案，原汉中街的１５个社区重组合并为１１个
社区，实现了平稳过渡。全年街工委、办事处继续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街情实际，以观念更新

谋求发展突破，以机制创新提升工作实效，有力地推

动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发展质量的提升，实现了三

个文明建设齐头并进，荣获“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武汉

市级文明街道”荣誉称号。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汉中街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
２４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６％；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２５６亿元，招商引资６７亿元，新增就业人数
１０７３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２９１亿元，服务业增加
值２６７万元。全街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局面
良好，没有发生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２年，汉中街以全市“城管革命”
为契机，努力提升城管综合管理水平，通过抓队伍建

设，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完善和运行好“大城管”工

作机制，拓展城市管理工作领域，解决好人民群众身

边事。全年共拆除违法建设２５２２平方米；完成新
增绿地４００平方米，植树４００株，垂直绿化１００平方
米；修建晒衣架３１８个；维修和粉刷老旧街巷墙面
２５万平方米。深入开展违法占道整治活动，取缔
一批危害市民健康、影响市容环境的占道小餐饮夜

市，重点对汉中路集贸市场出店占道进行集中整治。

多次联合口食药监分局、汉中工商所，在长堤街、

义烈巷沿线开展小餐饮规范管理集中执法行动，汉

中街被评为口区“２０１２年度小餐饮规范管理先进
单位”。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２年，汉中街重点关注和解决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诉求，切实解决好特

困家庭基本生活问题，让弱势群体享受到经济和社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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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带来的实惠。积极采取多种渠道落实爱心救

助，切实解决急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全年为１６０７
户贫困家庭办理低保，累计发放低保金 １１８１４万
元。为１０４户办理特困户临时救助１０１１万元，为
９３４户困难家庭办理住房补贴金额达２１７６２万元；
为１４户患重大疾病困难家庭办理医疗救助，金额
５１２万元；落实困难残疾人、精神残疾人定额补助，
为符合条件办理残疾人免费乘车证６５人。帮扶８０
名残疾人享受辅助器具的配制，方便他们的日常生

活和出行。聘用１４名轻度残疾人或家属从事公益
性岗位工作，发展志愿者服务人员２２人。按５种方
式推进居家托养残疾人工作，保证阳光家园建设规

范化、科学化、制度化。

【劳动就业】　２０１２年，汉中街注重调动各部门积极
因素，并不断拓宽工作思路，落实工作责任，加大资

金投入，优化整合力量，大力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１０７３个，安置下岗失业人员３８６
人次，安置困难群体人员３１５人次。开展领导结对
帮扶、创业社区行活动，成功创业１７４人，创业带动
就业８５１人，创业工作成效显著。

【计生工作】　２０１２年，汉中街以“抓基层、打基础，
抓宣教、优服务，抓法治、促管理”为目标，全面夯实

基层基础工作。全年开展“优质服务”、“婚育新风

进万家”、“关爱女孩行动”活动，深入加强生育文明

建设，为全街全面发展营造良好人口环境。全年出

生政策符合率９５１９％，全员人口（含流动人口）数
据库主要信息完整准确率９９９１％，全省人口基础
系统共享平台信息有效反馈率９９１２％，圆满完成
全年工作目标。

【“两型社会”建设】　２０１２年，汉中街坚持从社区
的实际出发，从解决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入手，全面推进以“两型”社区为重点的和

谐社区建设工作，积极引导居民建立绿色家庭消费

档案，倡导家庭健康消费理念，在１４个社区建立废
旧电池回收站，并号召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积

极开展树木认领、认养活动，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

号召低层楼居民不坐电梯步行上下楼，倡导居民在

节约能源的同时锻炼身体，号召居民在家庭安装节

能灯和节水龙头，从生活的点滴入手节约资源，积极

营造“两型”社区的良好氛围。为老居民楼清洗水

箱８个，为老旧居民区安装楼道灯２１４４盏，立面粉
刷８６００平方米，在长寿、爱国社区安装晒衣架９０
米，新建自行车棚３处，安装垃圾回收箱３６个，物业
服务宣传栏１８个，整理楼道电线２６０米，清理楼道
４８０处。６月１３日，汉中街在万兴社区居委会门前
举办“汉中街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活动共有２００
余名社区群干、居民群众参加。该活动主题是“节

能低碳，绿色发展”。活动内容包括“两型”节能知

识宣传、废旧物资置换、手工艺品义卖等。启动仪式

上设置废旧物资置换点，各社区动员居民把用过的

旧玩具、文具、书籍、辅导资料、电脑配件、复读机、点

读机、ＭＰ３、厨房电器等拿到会场上进行置换，各取
所需，现场共完成置换交易达２０余笔。

（姜　涛）

六六六 角角角 亭亭亭 街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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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４平方
千米，下辖１０个社区居民委员会，有１２万余户居
民，户籍人口３１万余人。２０１２年，六角亭街紧紧
围绕年初确定的发展思路和工作目标，全街上下团

结一心，克难攻坚，工业学院片旧城改造项目圆满收

官，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社会事业、党的建设等各项

绩效目标基本完成，为推动六角长远发展打开了良

好的局面。工业学院片项目指挥部被授予口区转

型发展、跨越发展突出贡献奖，六角亭街被授予“武

汉市先进学习型党组织”、“武汉市创先争优先进基

层党组织”、“武汉市打击‘两非’行为工作先进基层

集体”、“武汉市三八红旗集体”、“口区绩效管理

工作优胜单位”、“口区重大项目建设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六角亭街举全街之力推进全
市首个综合性旧改征收项目———工业学院片项目。

４月９日，该项目正式实施征收签约，历时８个月，
基本完成全部１２２７户居民被征收户安置补偿协议
及武汉工业学院顺道校区等１６家企事业单位的国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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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口区副区长刘红鸣代表区长景新华与武汉工业学
院校长曾祺林在武汉工业学院顺道街校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及搬迁补偿

签约仪式上签约

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协议的签订工作。该项目征收面

积计８２万平方米，征收总建筑面积约 １８万平方
米，创造当年启动征收、当年挂牌摘牌的“口速

度”。长华玉带家园和一职教东片项目分别完成拆

迁和征收调查工作。跃进片项目已完成前期调查及

评估工作。利济北路片项目已完成拆迁，正在实施

拆除。长江大道项目已完成调查摸底、评估和征求

安置补偿意愿等前期工作。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六角亭街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３０８亿元，服务业增加值３０亿元，限额以上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完成８３亿元。全年引进市外内资６２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９亿元，实现全口径收入
２６亿元，重点企业税收完成１．２亿元，增幅６２６％，
零散税收完成８９４万元。依法依规、平稳完成口
包装压光厂和市贴花印刷厂企业改制工作。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２年，六角亭街投入１００余万元用
于城管基础设施建设，新增１５０个钢制环保垃圾桶，
方便垃圾投放及存储，减少垃圾落地现象。在顺道

街沿线安装非机动车停车栅３０余米，在民意四路、
游艺路新建晾衣架８０余米，方便辖区居民停车和晾
晒。与辖区 １２６０户经营户和文明单位签订责任
书，签订率１００％。查违控违案件回告率１００％，对
辖区１３处、总面积２４９平方米的新增违法建设全部
在第一时间内组织力量进行了拆除。围绕征收工作

大局，对工业学院片历史违法建筑进行

排查、拆除，下达《违法建设拆除通知

书》３８份，拆除面积１７８６平方米。六角
亭街获２０１２年度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
工作进步奖。

【安全稳定】　２０１２年，六角亭街加大
力度开展以服装加工户为主的“三合一

场所”综合整治、以防火安全为主的清

剿行动和以房屋拆迁、施工为主的建筑

安全等专项治理，共排查５９２家单位和
场所，对百余家单位和场所下达整改通

知书，转向、停业、清退 ６１家。全年没
有发生一起火灾死亡责任事故。社会

管理综合治理基础工作不断加强，网格

化建设全面铺开。工业学院片项目自

启动征收以来没有发生一起征收户到省、市、区上访

的事件。投入３００余万元妥善化解历史遗留积案，
确保重大会节期间的平安稳定。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２年，六角亭街着力实施老旧社区
改扩建、新建工程，学堂、荣东、民意、游艺等社区办

公用房面积均超过６００平方米，其中学堂社区服务
站达１８８０平方米，将建成区域性服务中心，为辖区
居民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同时，进一步满足社区

党务、政务需要，提升社区综合服务水平。各社区以

“五保”为工作中心，即以提高保安、保洁、保绿、保

畅、保修的质量和水平为重点，不断加强社区环境建

设和各类基础设施长效管理。自治、学堂社区长效

管理创建工作合格率达１００％。南巷、自治社区立
足“五个规范”，即阵地建设规范、职能事务规范、规

章制度规范、队伍管理规范、保障措施规范，创建社

区居委会规范化建设示范社区。学堂社区以“两

型”社区创建为契机，加强社区管理和创新服务模

式，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倡导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

贯彻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基本要求，提升居民的

生活质量、提高居民素质、完善社区服务、实行居民

自治，以人为本，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

【优抚优待】　２０１２年，六角亭街按照“应保尽保”
的原则，加大对辖区困难家庭的保障力度。全年累

计实施低保救助７７８６户，计１５９９２人，发放救助金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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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万余元。重大疾病救助１６人，发放救助金７５３３７
元；临时救助１０５户，２３１人，发放救助金９６１００元。
推行殡葬火化改革，为 １５名特困家庭申报免费殡
葬。通过慈善超市全年共救助 ２０４人，救助金额
１７６４０元。６月、９月两次完成残疾人定补调标工
作，残疾人每月享受定额补助大幅提升。全年累计

发放残疾人家庭定额补助２５９６户，计４４万余元；
安置残疾人就业 １３人；组织残疾人残疾各类培训
４０人次；办理残疾人临时救助５２人，共计３５２００元；
为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主发放燃油补贴５１人次，共计
１０２００元；为 ２６户残疾人困难家庭发放助学
１０４０００元。认真开展住房保障申报和年审工作，全
年新报租金补贴３３户，廉租配房１６户，对２２户因
收入、住房面积发生变化的进行调整或取消，租金核

减３户，办理审查经济适用房资格证８２户。开展经
济适用房摇号登记工作，基本解决全街１６０余户持
证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加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民

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于９月建成并投入使用，站
内面积１２０平方米，服务设施完善，管理规范，为辖
区老年人提供娱乐、就医、养老等各类服务，解决老

年人养老的问题。

【全民创业】　２０１２年，六角亭街以增加就业岗位、
创业带动就业、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体就业

为目标，以落实优惠政策为主线，强化就业服务，辖

区全民就业工作成效显著。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１０３６个，完成再就业安置３６２人次，完成安置困难
群体再就业３３１人次。完成新增创业１７８人次，带
动就业８８６人次，完成再就业培训２６０人，农民工培
训２００人，创业培训１６０人，企业在岗培训３５１人，
新增签订劳动合同企业２０户。

【计生工作】　２０１２年，六角亭街以继续稳定低生育
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为重点，以更加注

重利益导向、更加注重服务关怀、更加注重宣传倡

导、更加注重依法行政，着力实现基层人口计生工作

的常态化管理为抓手，认真抓好人口计生各项工作

的落实。全年全街共出生３８７人，男孩２０６人，女孩
１８１人，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５３４％，政策外多孩率为
０５１６％，出生人口性别比１１３８。二孩及以上妊娠
对象孕情监测及时率６８９％，流动人口“三类重点
对象”信息提交率、反馈率达到１００％，流动已婚育

龄妇女有效联系率达到１００％。在顺道社区中心嘉
园修建以“文明、健康、优生、致富、奉献”为主题的

人口文化墙，同时建立健全物业计生工作小组，探索

新型小区物业参与计生管理的运行模式。

【社区换届】　２０１２年，六角亭街精心组织社区“两
委”（社区党支（总）部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居委会）换

届工作，顺利选出新一届社区“两委”班子。全街１０
个社区“两委”班子５４名成员中，本科、大专以上学
历的３０人，占５５５％，比上一届提高１１％。干部平
均年龄３９８岁，比上届下降２８岁。调整后的社区
干部队伍人员更富活力、工作更具战斗力、方法更具

创新力。街办事处坚持每周举办周末大课堂，对社

区工作人员进行全方位、多途径的专业理论知识培

训，社区工作人员工作能力有较大提升。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２年，六角亭街实施基层党建“三
个五”工程，筹措资金对学堂、荣东、民意、游艺社区

“五务合一”场所进行改建和扩建，学堂、民意社区

“五务合一”建设被评为市优秀社区。坚持正确的

用人导向，通过项目建设考验干部，在机关、社区抽

调一批优秀的年轻干部放在项目建设中锻炼，２名
干部提拔为区管干部，１１名科级干部得到提拔，有８
名社区干部在征收中火线入党，选派１名街道干部
到社区挂职书记。

（余圆欣）

汉汉汉 正正正 街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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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接壤，北抵中山大道

与六角亭街辖区相连。街办事处设在沿河大道

１８８号。辖区面积１５８平方千米，有 ３万余户居
民，户籍人口７７万余人。全街有２２个社区，３２７
个居民小组。２０１２年，汉正街紧紧围绕全区“三件
大事”，以综合整治为抓手，以拆迁征收为突破口，

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汉正街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汉正街注重发展街道经济，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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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搬迁、征收等诸多影响，盯项目、拓税源、抓征

管、强服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２２５６亿元，实
现全口径财政收入４１６亿元；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８７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１２亿元；招商引资完成
９４２亿元，经济呈现健康平稳运行。市场转型步伐
加快。辖区龙腾第一大道、暨济商城、品牌服饰、中

心商城逐步实现规模发展。翠园礼文化创意中心正

式开业，着力打造集高端礼文化产品展示、电子商

务、创意设计、时尚商务会所于一体的现代新型产

业。电子商务活动不断发展，完成撰写网店、商品推

广论文４３２篇，新增用户２０５户，新增可交易商品信
息４５３条，获批项目资金２５万元。举办“汉正街电
子商务与网上创业”培训，多福家电、暨济商城等３
个实体市场的企业商户和辖区女性创业者６０余人
参加培训。

【整治与征收】　２０１２年是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
向纵深推进的一年，武汉市委、市政府成立市汉正

街文化旅游商务区领导小组，组建融资平台，将汉

正街开发上升为市级发展战略，空间规划和产业

规划逐步升级。落实深化网格化管理，综合整治

全面发力。全年加大交通管制力度，劝返货车２１
万余辆，查处２８００余起冲岗违法行为，牵引违停车
辆４００余台，汉正街及周边地区大货车得到有效
控制。强化工商、城管、税务等综合执法，完成

１９４８５个消防隐患整改，武房３号楼、海富大厦、万
安 Ｂ栋、浙江鞋城、金昌商城、顺天泰、华贸商城７
家省市消防挂牌督办单位先后摘牌，千禧、佳丽街

等６家市场相继关闭，消防隐患得到有效控制。
全年发生火灾２３起，比上年下降３０％。２０１２年，
汉正街被武汉市政府授予“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荣誉称号。征收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街道建立

一天一会商、两天一调度、五天一督促、十天一考

核的工作机制，于当年７月融资２０亿元启动银丰
片征收。截至年底，已签约 １０７８户，签约率
７０２３％，完成征收面积８万平方米。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２年，汉正街注意加强党性、党风
建设以及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建各项工作全面有序

推进。及时组织开展“喜迎十八大，争创新业绩”活

动，促进各项工作的完成。全年投入资金４００余万
元，改建、新建１１个社区党员群众活动中心，其中石

码、五彩、红燕、共和４个社区办公面积达到１０００平
方米以上。完成基层组织分类定级，一类党组织达

到２５个。街道党校成绩突出，并在武汉市基层党校
工作现场交流会上作经验交流。全年在省、市重要

媒体正面宣传报导汉正街６０余篇次。文明创建深
入推进，开展“我为汉正做贡献”活动，建立道德讲

堂阵地，打造“汉正街百姓讲坛”，组建各类志愿者

服务队伍和文体活动队伍３０余支。创新非公党建
工作。在全省率先探索出的“送党课到支部、送培

训到基层”的服务式培训方法，成为全市非公党建

亮点。组织辖区市场党员为２３位贫困儿童捐赠书
籍书包６９件、善款７０００余元。汉正街中心商城共
产党员余守禄致富不忘本，向十堰、恩施、黄冈、孝感

等地贫困学生捐献校服１２０００套，价值６０多万元。
开展“万名干部进万村洁万家”活动。街道与黄陂

区大潭街办事处澄湖村、七会村、伍家岗村、新湖村

开展结对帮扶，全年完成扶助资金４万余元，走访慰
问老党员、老干部及生活困难群众２０余人。汉正街
荣获２０１２年度区党建工作先进单位、台州商会党支
部被市工商联评为“全市非公战线优秀单位”。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２年，汉正街共发放低保金１７００
余万元，大额医疗救助补贴１０万元，优抚对象慰问
金６３万元，发放在职在岗“两参”人员补贴平均工
资４６万余元，低保残疾人定额补助１１４万元；发放
７０岁以上老人困难补贴和９５—１００岁高龄长寿津
贴３０余万元。全年新增就业岗位１２４２个，下岗失
业人员再就业４４２人，帮扶困难群体就业３７７人，涌
现出大学生创业明星程越和农民工创业典型刘昌平

等一大批创业成功者，全年创业成功２７７户，带动就
业１４１４人。社区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旌德社区建
成３６００平方米的标准化街道综合文化站，完成更
换、增添新路径２５套（１７０件）。巩固和完善辖区４
个优秀文体团队，全年组织各类文化活动 ３０余场
次。加强生育文明建设。全年有效控制“两非”行

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呈下降趋势。大力开展创建家

庭人口文化示范社区活动，实施“幸福家庭”计划。

人口计生督导、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等工作通过市级检查验收。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２年，汉正街圆满完成第五届社区
换届工作。此次换届撤并安善、义和、三署和小新等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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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社区，社区由原来的２６个减至２２个。同时选
好配强社区党支部书记和主任，２２个社区中，书记、
主任一肩挑１９人。换届后，全街共有群干１４３人，
专干１１２人。深入推进“两型”社区和幸福社区建
设。以竹牌社区为试点，开展以绿色养植、绿色回

收、绿色能源、绿色健康为主题的“两型”创建活动，

投资近万元安装节能灯８０盏，设置分类垃圾回收箱
１２个，在竹牌和旌德两个社区楼台上安装太阳能路
灯７盏。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２年，汉正街坚持集中开展治理
“三乱”，辖区环境不断改善。对“四纵”路段（武

胜路、利济南路、多福路、友谊南路）实行全天候保

洁。投资３０万元，购置 ３台钩臂车，新增垃圾桶
１００个，新建改建垃圾箱２４个、垃圾屋７个。建立
健全“门前三包”工作机制和管理体系，发放“门前

三包”宣传资料７０００余份，配置“门前三包”容器
３７７个，重签、补签“门前三包”责任书 ３７７余份。
拆除新增违建和历史存量违建共 ３１０余处、计
６７２２平方米，实现违法、违章建筑零增长。投资８
万元，修建花坛４０平方米，植树２３０株，绿化成活
率超过 ９８％。积极开展“平安汉正”创建。强化
部门协同，注重应急管理与长效治理相结合，积极

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全年成功调处各类纠纷 ２８４

件，其中重大纠纷３件，矛盾纠纷调解率１００％，成
功率９９％。积极开展“家庭拒绝邪教”活动，签订
承诺卡约１５万份，开展各类宣传活动５００余次，
开展居民代表座谈５０余次，慰问６１０人员及其家
庭计２３次。对信访积案按重点项目，按片区实行
街领导包保责任制，全年共转办省（含北京转办）

市区各级来信６５件，领导签批率 １００％。全年共
接访２１７批次，１１１８人次，完成区级重点挂号信
访积案８件。

【群团工作】　２０１２年，汉正街注重加强区域化团组
织建设。加强青少年教育管理，充分运用项目化平

台，开展打造“文化之根寻访周”精品活动。２０１２
年，街团工委被评为“湖北省五四红旗团委标杆”。

注重社区妇联组织建设。年内，辖区板厂社区被评

为“全国基层示范流动儿童之家”，石码社区“妇女

之家”荣获市级“示范妇女之家”称号。工会凝聚力

不断增强。全年７３０家企业签订集体合同，创建和
谐企业３家，新增基层工会组织２９５家，新增会员
１０００余人，组织劳动争议调解１０８家。慰问特困职
工、劳模、农民工８６人计２８２万元，金秋助学５人
计０７５万元。节水型小区创建取得成效，旌德社区
获“武汉市节水型小区”称号。

（朱红兵　田　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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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誉


榜

先先先 进进进 个个个 人人人

【全国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优秀侦查能手”１人】
张　伟

【全国教育科研优秀教师１人】
胡海超

【全国美术科研优秀教师１人】
杨　菲

【全国优秀环卫工人１人】
张才喜

【全国政治科研优秀教师１人】
蔡启姣

【湖北青年教学能手荣誉称号１人】
唐　静

【湖北省党风廉政建设先进个人１人】
向德潮

【湖北省第五届“全省孝亲敬老之星”１人】
张宝珠

【湖北省公安机关轮训轮值工作先进个人１人】
熊　巍

【湖北省公共就业服务民生档案管理工作先进个

人】

秦冯传

【湖北省公共就业服务系统先进个人１人】
陈　燕

【湖北省国民经济动员先进工作者１人】
丁海洲

【湖北省环保系统宣教工作先进个人１人】
熊汉琴

【湖北省价格监测工作先进个人１人】

夏　磊
【湖北省检察机关“优秀线索专管员”１人】

陶　立
【湖北省检察机关“优秀宣传报道员”１人】

隗长春

【湖北省教育学会德育专业委员会先进个人１人】
赵金雁

【湖北省教育学会小学思想品德专业委员会先进个

人３人】
肖　璐　徐　林　周　波

【湖北省“课内比教学，课外访万家”先进个人２人】
高红英　孔庆兰

【湖北省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先进个人１人】
詹光汉

【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优秀调查员１人】
李　聪

【湖北省民办中小学优秀校长１人】
刘汉华

【湖北省民政系统先进工作者１人】
黄　玲

【湖北省名师１人】
田祥高

【湖北省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先进个人１人】
程蔚隽

【湖北省三八红旗手１人】
龚文莉

【湖北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先进

个人１人】
周西高

【湖北省社区矫正工作先进个人１人】
杨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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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十八大安保工作先进个人２人】
李昌义　金　波

【湖北省“十一五”时期节能先进个人１人】
翁仕文

【湖北省数学学科优秀教师１人】
刘翠荣

【湖北省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１人】
周大双

【湖北省体育教学科研先进个人１人】
孙占斌

【湖北省体育教学科研先进个人２人】
吴志强　张海芳

【湖北省体育学科优秀教师１人】
吴志强

【湖北省维护稳定工作先进个人１人】
高明德

【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１人】
唐　静

【湖北省物价局优秀价格认证人员１人】
罗秀兰

【湖北省小学思品专业委员会先进个人２人】
李　璋　鄢明丹

【湖北省小学英语学科优秀教师１人】
裴　蕾

【湖北省优秀公安基层所队长１人】
喻晓虹

【湖北省优秀教师１人】
吴曼妮

【湖北省优秀社区民警５人】
畅陕北　陈海燕　刘本胜　徐　静　万　明

【湖北省园本教研先进个人２人】
李跃梅　毛　玲

【武汉市爱国卫生工作先进个人１人】
肖秋波

【湖北省经济开发区建设先进个人２人】
刘　杰　周剑华

【武汉市２０１２年春运工作先进个人１人】
王爱书

【武汉市安全生产先进个人１人】
肖芬芳

【武汉市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７人】
陈义威　李腊荣　孙绪鹏　王美容　徐　静
杨慧玲　余德明

【武汉市第十七次民政工作会议民政工作先进个人

１人】
梁瑞红

【武汉市第十五届劳动模范２人】
王美容　吴学迅

【武汉市防汛抗旱先进个人３人】
黄来生　梁鸿钢　彭　亮

【武汉市模范公安民警１人】
徐　静

【武汉市全民创业工作先进个人２人】
宋小涛　陶九红

【武汉市“十大新闻人物”１人】
杨小玲

【武汉市十佳“创先争优”服务标兵１人】
杨小玲

【武汉市“十一五”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１人】
童珊枝

【武汉市“十一五”时期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１人】
刘利娜

【武汉市维稳工作先进个人１人】
周西高

【武汉市优秀民工２人】
万启军　熊秀兰

【武汉市重大项目建设先进个人１人】
詹文萍

先先先 进进进 集集集 体体体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１个】
汉正街都市工业区

【全国“百家工会示范街道”１个】
汉水桥街

【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社区１个】
汉中街万兴社区妇联

【全国基层示范儿童之家１个】
汉正街办事处板厂社区

【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１个】
区人民检察院

【全国科研兴教示范单位１个】
市六十三中

【全国人口计生依法行政示范街道１个】
宝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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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调解宣传工作先进集体１个】
区司法局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１个】
宝丰街

【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工程示范街道１个】
宝丰街

【全国“十一五”教育科研先进单位１个】
东方红二小

【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个】
易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优秀单位１个】
区崇仁二小

【中国国际物流节特别贡献奖１个】
区交通运输局

【全国重点房地产开发企业联网直报工作先进企业

１个】
房集团

【湖北省爱国卫生工作先进单位１个】
荣华街办事处

【湖北省餐饮服务企业诚信先进单位１个】
市十一滨江初级中学

【湖北省充分就业社区１个】
韩家墩街曾家社区

【湖北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２个】
区市政排水设施维修队党支部　崇仁路小学

【湖北省档案工作目标管理省特级十佳单位１个】
区教育局

【湖北省房地产交易与登记规范化管理单位１个】
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进集体１个】
区教育局

【湖北省工会系统创先争优先进单位２个】
古田街办事处　荣华街办事处

【湖北省工商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２个】
古田工商所　汉正街第一工商所

【湖北省环保目标责任制考核先进单位１个】
区环保局

【湖北省机关档案工作目标管理省特级１个】
口国土规划分局

【湖北省疾控中心等级实验室１个】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省纪检监察工作先进集体１个】
区司法局

【湖北省就业先进工作单位１个】
区人力资源局

【湖北省“课内比教学，课外访万家”先进单位２个】
区崇仁汉滨小学　市十七中

【湖北省“课内比教学，课外访万家”先进组织单位１
个】

区教育局

【湖北省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先进单位１个】
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先进单位１个】
长丰街

【湖北省民政工作先进乡（镇、街道）１个】
宗关街

【湖北省民政系统信访工作先进集体１个】
区民政局

【湖北省企业一套表改革工作先进集体１个】
区统计局

【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质量信得过单位 １
个】

汉水桥街

【湖北省社区矫正工作先进单位１个】
区司法局

【湖北省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１个】
区卫生局

【湖北省审计机关档案工作目标管理省特级先进单

位１个】
区审计局

【湖北省审计机关法治单位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１
个】

区审计局

【湖北省文明创建先进单位１个】
区审计局

【湖北省生育文明先进单位１个】
长丰街

【湖北省十八大安保工作先进集体１个】
口公安分局

【湖北省市州县统计信息化基础建设达标单位 １
个】

区统计局

【湖北省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个】
宝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北省统计系统先进集体１个】
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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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卫生社区２个】
汉中街上闸社区　汉中街万兴社区

【湖北省卫生先进单位５个】
区司法局　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口工商分局　汉正股份　房八所

【湖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区１个】
口区

【湖北省物价系统先进单位１个】
区物价局

【湖北省先进集邮组织１个】
区南垸坊小学

【湖北省学校文化建设先进单位１个】
市四中

【湖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１个】
市二十六中

【湖北省“优秀女检察官会员小组”１个】
区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社会组织创先争优活动优秀指导单位１个】
区民政局

【湖北省经济开发区建设先进单位１个】
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湖北省民政工作先进乡（镇、街道）１个】
宗关街

【武汉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４个】
区民防办公室　区教育局
易家街办事处　汉正街办事处

【武汉市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２个】
韩家墩街云鹤社区党委　宗关街

【武汉市春运工作先进单位１个】
区交通运输局

【武汉市“法律六进”活动先进集体１个】
区水务局

【武汉市防汛抗旱先进集体１个】
区水务局

【武汉市扶贫开发工作先进集体２个】

区民政局　区教育局
【武汉市和谐企业１个】

房集团汉梓公司

【武汉市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１个】
汉中街兴隆社区

【武汉市湖泊保护工作先进单位１个】
区水务局

【武汉市两癌免费检查工作先进集体１个】
区妇幼保健院

【武汉市全民创业工作先进区１个】
口区

【武汉市群众满意基层站所２个】
区建管站　西汉正工商所

【武汉市三万活动先进工作组３个】
汉正街第一工商所　口工商分局
荣华工商所

【武汉市“十佳”创先争优先进街道党工委１个】
汉水桥街

【武汉市“十一五”时期环境保护先进集体１个】
区环保局

【武汉市“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活动先进工作组

６个】
区委政法委　区民防办　区国税局　区审计局
汉水桥街　房集团工作组　区统计局

【武汉市先进基层商会１个】
口经济开发区商会

【武汉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先进单位２个】
区教育局　宗关街

【武汉市中心城区老旧住宅区物业服务提档升级工

作先进集体１个】
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武汉市重大项目建设立功单位１个】
口区人民政府

【武汉市综合统计、开发区统计工作先进单位１个】
口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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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文件目录选编

中共口区委员会文件选目

发〔２０１２年〕１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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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２０１２年〕２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的意见（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

发〔２０１２年〕３号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

发〔２０１２年〕４号　关于组织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认真学习党章的通知

中共口区委会办公室文件选目

办〔２０１２年〕１号　关于印发《中共口区委办公室（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区委区政府政策研究室）职能

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

办〔２０１２年〕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全区督查工作绩效考核实施细则》的通知

办〔２０１２年〕３号　关于成立口区领导班子内部制度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中共口区委会办公室（通知）文件选目

办文〔２０１２年〕４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完善大城管工作机制的意见

办文〔２０１２年〕１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区重大项目办关于完善重大项目推进机制的若干
·９０２·



补充意见》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２年〕１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消防工作职责的

通知

办文〔２０１２年〕１４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王太晖、景新华同志在全区反腐倡廉暨深化治庸

问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２年〕１９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绩效管理和区管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年

度考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２年〕２０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全区绩效管理和干部考评工作运行机制

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２年〕３６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转发《区委宣传部关于开展“书香口”全民阅读活动　

建设读书之城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２年〕３７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创建幸福社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２年〕４５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武汉市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发展规划》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２年〕４６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加快推进社会综合管理与服务网格化建设工作方

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２年〕６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开展关爱关怀工作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２年〕６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在全区开展“万名干部进万村洁万家”活动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２年〕６４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建立机构编制事项事前沟通制度的通知

口区人民政府文件选目

政〔２０１２〕４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２年全区依法行政工作要点的通知

政〔２０１２〕８号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小餐饮规范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２０１２〕９号　关于支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试行）

政〔２０１２〕１１号　关于印发《口区妇女发展“十二五”规划》和《口区儿童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政〔２０１２〕１２号　关于对全区部分街道的社区居民委员会规模进行调整的通知

政〔２０１２〕１３号　关于印发口区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工作方案的通知

口区政府办公室文件选目

政办〔２０１２〕１号　关于转发口区服务业统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２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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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商务和旅游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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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办〔２０１２〕５号　关于印发口区招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法制办公室区民族宗教侨务局）主要职责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１０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２年全区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１１号　关于印发口区贯彻落实省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２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状责任分解方案

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１２号　关于印发区“健康口”全民行动计划实施方案（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１５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２年全区社会消防工作要点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１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国有土地储备和房屋征收项目资金监管暂行办法》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１７号　关于印发口区“十二五”时期节能降耗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２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建立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街道（经济开发区）工会联席

会议制度的意见》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２５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２年民防专业队伍整组训练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２６号　转发区监察局关于２０１２年执法和效能监察工作意见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２９号　关于印发口区加强新形势下社区民族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３０号　关于印发口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作办理流程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３３号　关于印发口区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３６号　关于加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指标监测调度的意见

政办〔２０１２〕３８号　关于转发口区推行市场价格网格化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３９号　关于转发口区２０１１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４０号　关于印发《口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４２号　转发区人力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机关事业单位“以钱养事”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４３号　关于印发《口区关于切实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４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汉正街及周边地区禁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４５号　关于转发口区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４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湖泊保护与污染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４７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网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４８号　关于印发口区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４９号　关于印发口区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５０号　关于印发《口区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综合实战演练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５１号　关于印发口区推进新三板工作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５３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冬季消防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５４号　关于规范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文本格式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２〕５６号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政办〔２０１２〕５７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２年冬季道路桥梁融雪防冻工作预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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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选及题录

报 刊 文 选

重心前移化解矛盾　诉调对接息诉止争
武汉口区人民法院构建调解网络

本报讯（记者　陈群安　通讯员　朱　丹）湖
北省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将调解作为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

载体，整合社会资源，以委托调解为基础，运用行政

机关、工会、妇联等各方面力量，构建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多种方法综合运用、多种资源协调联动的多元

化纠纷调解体系。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口区
１９５个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纠纷 ２３４６９件，调解
２２７２３件，调解率９７％。

针对劳动争议案件剧增的现状，该院和口区总

工会联合成立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形成了人民法院委

托调解与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自行受理相结合、司法资

源与工会资源优势互补、合力解决劳动争议的工作模

式。在一起涉及改制经济补偿的集团诉讼案件中，１６
名职工历时９个月的维权无结果。口法院在委托
调解后，法官和调解中心调解员多次协商制定调解方

案，借助街道工会的力量与用人单位沟通，耐心疏导

职工情绪，最终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在

达成协议的第二天支付了经济补偿金５５８６６元。调
解中心成立以来，该院已委托７１件劳动争议案件，调
解结案２８件，调解中心自行受理案件６６件，调解结
案金额达４５万元，接待３００余人次。

该院把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前置措施，

切实解决民告官的难点，及时依法有效调解。行政部

门、人民法院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以“诉调对接”平台为

依托，建立信息通报和联动调解的协作机制，形成法

院、人民调解委员会、行政单位协作调处纠纷的新模

式，构建整体对接新格局。在口交通大队设立交通

事故巡回法庭，就地审理案件的同时，积极配合交通

大队开展对交通事故纠纷的调解。近年来，交通事故

巡回法庭共受理纠纷９５０件，调解５４３件。
为妥善化解婚姻家庭纠纷，打造婚姻家事专业

审判平台，该院依托仁寿法庭成立了武汉市首个

“家事法庭”。改变过去当事人合意离婚，法官即刻

判决的工作模式，与社区调解员一起走访当事人，交

心谈心，了解实情，结合实际尽力挽救家庭，维护妇

女儿童权益。该院与区妇联联合开展婚姻家庭案件

委托、协助调解机制，并特邀一批优秀妇联干部担任

婚姻家庭案件调解员，协助法院做好案件调解和审

结案件的跟踪回访、婚姻辅导、心理咨询和帮教工

作。近三年来，家事法庭集中受理婚姻家庭纠纷

１０７４件，调解、撤诉６１３件。
该院建立司法确认制度，运用诉调对接平台，建立

配套机制，全面开展司法确认。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共
办结司法确认案件７２９件，为人民调解提供了强有力
的司法支撑。该院还积极探索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

制度，与医疗机构召开联席会议，通报人民法院审理案

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法律规则，指导医政部门开展纠

纷调解工作，力争将矛盾化解在诉讼之前。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年１月９日　来源：人民法院报）

督办回告一气呵成　整改问题缩时增效
口城管推行“ＱＱ执法”

本报讯（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赵志宏）“古
田四路北段有渣土污染，是您工地车辆所致，请看照

片，麻烦督促立即整改！”昨日凌晨１时２６分，“令
狐冲”用手机向 ＱＱ好友“剑客”发去信息。对方回
复：“马上派人处理。”

２０分钟后，“剑客”回传在污染路段上按原角度
拍照的两张图片———污染道路的渣土已悉数清除；

夜幕下，工地门前几个工人正在冲洗路面和一辆驶

出工地的运土车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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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冲”是口区城管局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分

队长张涛，“剑客”则是农利村城中村还建工程负责人

李经理。张涛说，通过加辖区工地负责人为ＱＱ好友，
方便及时传送问题信息和图片，让对方和执法管理者

“眼见为实”，缩短督促联系整改和验收整改实效时间。

“城管革命”启动后，该区给“大城管”各成员部

门配备“城管通”手机，网格化视频监控指挥中心聘

员上路“挑刺”，用实拍图片互发方式督办和回告。

张涛举一反三，从中萌发出“加工地负责人或内勤

为ＱＱ好友”想法，便于及时将巡查发现或视频探头
拍摄的问题图片及时发给对方，让其快速整改，向科

技电信要效率。

目前，张涛专门设了“工地联系人”分组，里面有

１０多家工地联系人，基本涵盖口区现有施工工地。
据了解，“ＱＱ执法”推行两个多月来，共查处整

改辖区道路污染问题１２起，道路不文明挖掘施工９
起，工地污染和道路挖掘施工不文明问题明显减少。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年１月３０日　来源：长江日报）

口陪审员群像：法官的脑＋群众的心
（本报记者　陈群安）

“我已经融进去了”，“每当我们看到庭下当事

人信任的目光，都会倍感肩上责任的神圣和重大”，

“身在群众中，对社情民意有一定了解”……

新春伊始，在湖北省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５０
多位人民陪审员欢聚一堂，讲述着各自的陪审经历。

“我是法院的一分子”

陪审员黄文俐曾经参与一起房屋继承纠纷案件

的审判，在合议时，她和另一名陪审员充分发表意

见。由于陪审员与审判员意见不一致，该案提交到

审判委员会。经过审委会的充分讨论，最终陪审员

的意见得到采纳。

“这个案子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深深感到陪

审不是形式，而是真真正正地行使审判权。”黄文俐

说，“近两年，我陪审了１９０余件案件，作为一名人
民陪审员，我感觉自己是法院的一分子，我已经融进

去，法院的工作我也很了解，我能在法律和民众之间

架起更加坚实的桥梁。”

６２岁的曹明洲曾在口区司法局、人民调解委
员会工作。他说，作为陪审员，评议时应认真听取审

判长对案情及相关法律的分析，既要敢于发表自己的

意见，也要注意听取合议庭其他成员的意见，互相尊

重，共同协作，做到正确、及时、合法地行使审判权。

公正司法的“第三只眼睛”

陪审员周炬来自武汉晨报，曾以记者身份采写

多篇有关人民陪审员、司法工作的新闻稿件，对社会

民生、司法工作关注较多。陪审员如何在最短的时

间内迅速提高审判水平，是她思考最多的问题。

“陪审员来自各行各业，法律知识水平与法官并不

在同一水平线上，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类法律书籍和法

律条文，许多陪审员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周炬说。

针对这个问题，口法院组织了一批资深法官，

定期组织培训，为陪审员及时充电。

“每当我们看到庭下当事人信任的目光，都会

倍感肩上责任的神圣和重大。”武汉市某工厂办公

室副主任、陪审员唐超说，“尽管我们不能像法官那

样能够准确地判断案件走向、定性及判决、量刑，但

我们却可以根据法律精神及社会公序良俗提出审判

建议与看法，这正是作为公正司法的第三只眼睛巨

大作用的充分体现。”

身在群众中

有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一名下岗女工在一

家民营服装厂做保洁时不慎摔伤，要求赔偿。刚开

始，双方互不相让，厂方表示该赔的赔了，女工自己

也辞职了，还想怎么样。

在审判长的主持下，陪审员徐汉忠和双方当事

人拉起家常，交流沟通，不到一小时，双方自愿达成

协议，下岗女工在得到一定补偿的基础上，厂方还同

意恢复该女工的劳动关系，达到双赢结果。

“事后，双方都称赞我们平易近人，说话在理，

让人放心。”徐汉忠说。他认为，陪审员身在群众

中，对社情民意有一定了解。在参与案件审理时，可

以结合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结合社情民意和当事

人实际情况，提出综合评断意见，协助调解工作。

持同样看法的还有陪审员刘文玲，她是口区

长丰街人民调解委员会首席调解员。她表示，将自

己３０年来在基层司法工作中积累的调解经验融入
诉讼调解中，与法官的专业思维形成互补，尽可能让

当事人从内心接受和认可裁判，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链　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

·３１２·

···附附附　　　　　　录录录···



审员制度的决定》实施以来，作为武汉全市法院人民

陪审员工作试点单位，口区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一

抓到底”的工作方法，在全市基层法院率先起步开展

人民陪审员工作，制定《人民陪审员管理和履职的实

施意见》，探索实践人民陪审员更换和补充选任机制，

建立了“全面培训”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全面考

核”与“动态跟踪”相结合、“规范程序”与“保障权利”

相结合等一系列特色工作制度，在第一次全国法院人

民陪审员工作会议上，该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

国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１日　来源：人民法院报）

口区今年开建五大公园

总面积３２０余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李放军）昨
日，从口区获悉，今年该区开建舵落口江滩公园、

竹叶海公园、张毕湖公园、长丰公园及辖区内的张公

堤城市森林公园等五大公园。这五大公园总面积达

３２０余万平方米。
据了解，随着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汉江沿线整体

改造、化工企业搬迁、“城中村”改造、古田生态新区建

设，该区为打造生态宜居新城，改变口环境面貌和城

市功能，在建设“五大公园”、加快已落户项目进度的同

时，将策划４１个新的重大项目，预计总投资７８０亿元。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４日　来源：长江日报）

围绕教育教学中心　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
（靳远涛）

口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西大门，是武汉市中心

城区之一。辖区有享誉全国的汉正街市场。全区现

有公办中小学、幼儿园、二级单位８４个，党组织１１７
个（含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在职党员２０３９名，在
校师生近１０万人。

近年来，教育局党委始终围绕教育教学中心工

作，注重“思想引领抓学习，打造队伍抓发展，突出

重点抓特色”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全

区教育均衡、优质、和谐发展。

围绕中心、服务中心是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学校党建只有紧紧围绕提高教育管理水平，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师师德和专业化水平等

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建工作才具有生命力。

注重围绕中心工作，不断创新活动载体，以活动

促活力，增强党建工作的感召力。如在开展“万名

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中，我们把活动与教师师

德教育相结合，与转变教师工作作风相结合，精心选

派干部到对口的黄陂区２５个村驻点联系，帮助所在
村健全党组织，宣传惠民政策，帮助协调修复水渠、

桥梁等。各校书记、校长还组织教师送教下乡，参加

义务劳动，关爱留守儿童，带领留守儿童进城活动，

建成２５个留守儿童书屋等。
注重丰富活动内容，激发党员教师的激情，增强

党组织的凝聚力。如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我们

把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与提高教育质量、推进

口教育发展相结合，以公开承诺、党员挂牌、党员示

范岗、教师技能大比拼、我为教育献一策等活动为载

体，壮大声势，真抓实干，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使创

先争优活动从党内向党外扩展，从党员教师向全体

教职工和学生延伸，有力地激发了全体干部教师的

工作激情和教育智慧。

注重工作的延续性，始终如一抓实每项活动，每

年有主题、有新内容、有新要求，学校满意，教师欢迎，

使党建工作更具生命力。相继挖掘宣传了爱生如子

的师德模范教师华林飞等一批勤业、敬业、乐业的先

进党员典型，并将他们的事迹在全区各校进行宣传，

让身边的人讲身边的事，使教师可信、可学，进一步形

成全区教师立足岗位，敬业爱生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全区高层次骨干教师不断成长。仅去

年，在湖北省名师评比中，我区就占两席，有一人被

评为全国教育系统模范标兵，有６位教师被评为全
省特级教师。（摘自在全国中小学校基层党组织书

记示范培训班上的汇报）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来源：中国教育报）

唐良智调研口支持其转型

系统调理实现脱胎换骨

本报讯（记者　瞿凌云　通讯员　杨　丽　袁永
华）市长唐良智昨日率相关职能部门在口区调研，

听取该区在转型发展中的思路、存在的困难及亟须解

决和支持的问题，表示积极支持口区的转型和跨越

发展，希望口坚定信心，开拓创新，不因眼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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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时利益，要打基础，谋长远，管长远，多吃“中药”

进行系统调理，以实现口整体脱胎换骨。

口是我市传统市场大区和老工业基地，也是武

汉老旧城区和“城中村”密集区，转型任务较重，安全、

稳定、发展的压力很大。今后５年，该区的总体思路
是，举全区之力做好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化工企业

搬迁、“城中村”改造三件事，加快建设汉正街现代服

务业创新示范区、汉江滨水商务带和古田生态新区。

口区昨日提出５个方面的支持请求，即支持
汉江北岸江滩综合整治，支持长丰村、东风村“城中

村”改造，支持汉正街地区收储改造，支持化工企业

搬迁，支持口区西部规划编制和基础设施建设。

市直相关部门均表示积极支持。

唐良智认为口区在武汉城市发展和改造中，作

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当前面临一系列困难和发展

难题时，口提出转型和跨越发展战略，思路清晰，工

作状态和工作力度值得肯定，这说明新的领导班子心

齐力聚，积极主动作为，进取心强。他表示，转型和跨

越对于口非常重要，口不仅要实现经济和城市转

型，还要实现干部转型，要把当年“老大”那种勇于

改革和拼搏的精神找回来，牢牢抓住现代服务业，做

好汉正街整体搬迁改造、汉江沿江开发、古田地区三

篇文章，实现绝地反弹，重振雄风，加速崛起。

副市长胡立山，市政协副主席张文彤，市政府秘

书长郭胜伟参加调研。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来源：长江日报）

武汉口“退二进三”拓展新空间

（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陈　静）

〔提要〕武汉口区的工业产值曾占全市的

１６％，在武汉排名第二位。口区还将新建２个公
园，新增绿化总面积３３万平方米；建设９处小游园，
新增总面积３６万平方米；新增道路绿地４２万平方
米，新增其他绿地约５０万平方米；开展滨水广场、东
风滨江生态园、张公堤生态区及社区垂直绿化建设。

武汉口区的工业产值曾占全市的１６％，在武
汉排名第二位。如今，该区提出“退二”目的在于

“进三”。怎么理解？

用口人的话说，这叫做经济换血，彻底置换经

济构成，由传统老工业转向生产和生活服务业，重铸

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

２０１１年，武汉启动了工业倍增计划，力争５年

内工业规模总量增加一倍。同时，口古田地区的

９９家化工企业正在关停、搬迁、转产，这些企业涉及
无机盐、有机合成、油漆、涂料、医药等领域，占城市

三环线内化工企业总数的８２５％，到２０１３年将全
部“退场”。在此之前，数百家机械制造、汽车配件、

纺织、水泥制品、食品工厂等，也将或迁出或关停。

工厂“退场”为“进三”打开新空间。眼下，口

正上演着进军服务业的３出大戏：
第一出是古田工业区的新建。与邻靠的汉口中央

商务区（ＣＢＤ）携手，兴建国际５Ａ甲级写字楼、星级酒
店、国际公寓和现代服务型商业，形成集中金融商务、

商贸、办公、居住、游憩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配

建教育、医疗、娱乐休闲、公共停车设施，发展总部经

济、会议展览，建设其他为先进制造业服务的机构。

去年９月，口区实施了改造计划，包括开发一
批标志性高层商务楼宇、发展一批新兴电子商务企

业、保留一批商贸历史文化元素、建设一批特色旅游

服务设施，为将汉正街地区打造成为世界级滨水旅

游商务区奠定了基础。

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口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３１８亿元，是２００６年的２３倍；都市工业转型
步伐加快，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工业税收年均分别

增长３３７％和２３５％；创意设计、电子商务等新型
业态也在逐步兴起。

截至２０１１年底，配合汉正街转型，武汉市外迁
商户１７５０余家。其中，副食品市场、鞋类市场中的
近６００家商户迁至汉口北市场群，老鼠街、十三街市
场的６００多家商户迁至江汉区，童装市场、东富商
城、顺天泰及其他零散商５００多户分散外迁。

这是口“进三”的第二出戏。

第三出戏在被称为全省最大“火药桶”的长丰村

鸣鼓开锣。这里是城乡接合部，聚集了１万余家小作
坊和２０万左右的外来人口，曾是全市闻名的生产、住
宿、仓储混合的“三合一”场所，安全隐患突出。截至

今年５月，这里清退“三合一”场所９６０４家，拆除违
法建设２６１万平方米。由此，长丰地区外来人口减
少１４万，消防火警减少７０％，用电量降低６０％。

据统计，“城中村”改造腾出的规划控制和储备用

地，成为口区布局现代服务业的新舞台，５个村吸纳
资金过百亿元，全球第一家居企业宜家销品茂、国内家

居龙头企业红星美凯龙等一批企业已陆续开工。

目前，入驻口的世界５００强外资企业达到１６
家；在建、拟建的重大服务业项目达３７个、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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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３亿元，据预计，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商业面积８０７
万平方米。

同时，口区还将新建２个公园，新增绿化总面
积３３万平方米；建设９处小游园，新增总面积３６万
平方米；新增道路绿地４２万平方米，新增其他绿地
约５０万平方米；开展滨水广场、东风滨江生态园、张
公堤生态区及社区垂直绿化建设。

“十二五”末，３８平方千米的口区内园林绿化
“三大指标”将有明显变化：绿地率达２２２１％、绿化
覆盖率达３０３６％、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５４平方米。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年７月２日　来源：经济日报）

搬迁汉正街　腾退化工区　改造城中村
十字路口，工业老城悄然蜕变

核心提示

武汉是“一五”、“二五”兴建的中国六大工业基

地之一，口区是这一时期崛起的老工业带。

在老武汉人眼中，口曾是武汉早年兴盛繁荣的

代表。这里是武汉近代工商业的发祥地，汉口的第一

度电、第一滴自来水、第一根棉纱、第一株火柴都出自

这里。改革初期，该区工业产值占全市１６％，排位武
汉第二，仅次于拥有武钢的青山区。辖区内一条汉正

街，成就了大汉口，这里被誉为大汉口的起源。

然而，时代的车轮悄然间将口推向了十字路

口，昔日的传统优势如今却成掣肘，面对兄弟城区的

强劲崛起，口面临艰难的抉择———改造、转型，成

了这座老工业城区脱困的出路。

如今，口的转型探索，正为其他城市提供一个

“样本”。

湖北日报讯（记者　彭　磊　实习生　林晗茜　
通讯员　杨　丽　袁永华）昨日，汉正街都市工业区
“我的百家”公司内一片忙碌景象，员工们通过网络将

订单发往１０千米以外的专用仓库组织物流配送。
这个国内首家缴税逾千万的电子商务企业，６

年前还是靠从汉正街打货、年销售不足百万元的夫

妻店，如今已拥有４００多名员工、年销售突破 ２亿
元，其成长轨迹如同口当下发展一个缩影。

该区负责人坦言，口要的是真正脱胎换骨的

转变，是要让这一武汉老工业城区实现由传统老工

业转向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华丽转身。

曾几何时，一些口人对这里心存不满：空气刺

鼻，灰尘漫天，甚至找不到一家好的电影院，这些印

象即将在不久后根本扭转。

搬迁改造汉正街、腾退化工区近百家企业、改造占

全区“半壁江山”的１３个城中村———“三件大事”成为
该区当前乃至今后几年的头等大事，并付诸行动。

口正步入转型升级的攻坚期。

如今，昔日的“旧”城萌发出新芽：打造“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基地”，百年汉正街涌现如安都、庞图等

一批新兴电子商务和专业服务企业聚集；充满创新

活力的“江城壹号”创意产业园和汇丰国际企业总

部基地等项目落户为老区输入活力；英特宜家、红星

美凯龙联袂口强势打造武汉西部购物天堂；大批

城中村改造后的村民住进楼房……

在该区看来，当下的口正处于羽化成蝶的阵

痛，而５年后再看口，一座宜人的生活之都将在武
汉西部出现：最大、最美的滨江公园内，市民的商务、

休闲、宜居一站式实现；在家门口就能上自己的“淘

宝”，众多生活时尚元素在此聚集；百姓群众乐安

居，推窗可见天的生态宜居环境……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　来源：湖北日报）

串起九大美景

武汉将建汉江最大滨江公园

湖北日报讯（记者　彭　磊　实习生　林晗
茜）口境内的汉江沿线，将建成１５７７千米汉江沿
线最大的江滩公园。这是记者昨日从口区方面获

得的消息。

据介绍，武汉将投入１２３５亿元，在汉江口段
打造一处风景如画的滨江乐园。工程包括汉江月湖

桥段至舵落口段，全长共计１１２千米，预计３年内
完成。今年建成的为滨江公园一期，涉及江汉二桥

至江汉六桥之间的滨江区域，全长约３９千米。
该区相关负责人透露，口滨江公园建成后，将

成为目前汉江沿线上规模最大、风景最美、设施最全

的江滩公园。

一期工程堪称整个滨江项目的点睛之作。在江

汉二桥至江汉六桥３６千米沿江区域，将形成五大
景观区：

江汉二桥至古田三路闸口是体育文化休闲区，

全长８１５米，内设各种球类运动场、健身广场、休闲
广场等。

古田三路闸口至二船厂闸口是码头集镇休闲

区，全长３３０米，景区内保留记录老石板路、石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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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素材，并借用吊脚楼形式打造古韵集镇氛围。

二船厂闸口至江汉六桥是军事文化休闲区和生

态文化休闲区，各长达９００米，该区域供居民游乐休
闲，同时该段借助堤内军事经济学院的地域特色设

计，可进行真人军事游戏。

江汉六桥景观区，全长５８０米的江汉六桥上，南
北的汉口、汉阳可收眼底。

记者了解到，除一期工程外，月湖桥至江汉二桥

段以及江汉六桥至舵落口长丰大桥段两大工程也将

陆续展开，其中月湖桥至江汉二桥段将建群众健身

步道、厢式墙步道景观带、标准步道景观带以及百年

宗关水厂展示景观带；江汉六桥至舵落口以生态文

化休闲区为主。

该负责人表示，３年后，市民可观赏到一条汉江
景观轴串联九大景观区的美景。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　来源：湖北日报）

“腾笼换鸟”的口样本

湖北日报讯

（记者　彭　磊　实习生　林晗茜
通讯员　杨　丽　袁永华）

痛苦抉择

２０多年前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辉煌依然激荡
在武汉人的记忆中，而如今汉正街虽名声在外，步伐

却已蹒跚。

汉正街的困境，正是口的一个缩影。

因商而兴，口成为武汉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

一，也成为老旧居民区密集之区，西部１３个城中村
占据全区“半壁江山”；新经济的浪潮中，老工业基

地日渐衰落；昔日“天下第一街”，受制于落后交易

方式、商居混杂，日见疲态。“低着头朝西走，闻到

臭气是口”，这句顺口溜更透出百姓的不满。

在该区决策者看来，“不变”，是口由盛转衰

的根源，唯有“善变”、“快变”才是出路。

一系列堪称武汉城区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腾笼

换鸟”行动由此拉开帷幕，三场大戏陆续上演：

汉正街搬迁整治强力推进。至去年底，汉正街

１７５０余家传统商户外迁，副食品市场、鞋类市场、老
鼠街、十三行等小商品交易市场上千家家商户外。

整合化工企业搬迁、城中村改造、都市工业区转

型“三大资源”，建设生态产业、生态商务、生态居住

“三大板块”，９９家化工企业陆续外迁、１３个“城中
村”改造稳步推进。

而第三场戏则在被称为全省最大“火药桶”的

长丰地区开锣，１万余家小作坊形成的生产、住宿、
仓储混合的“三合一”场所被彻底清退。

新变化，开始在口涌现：获批“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成为我省唯一入选单位、瑞典宜家项目

入驻，西部购物天堂破土而出、在滨江等区域，一批

标志性高层商务楼宇拔地而起……

去年，该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工业税收分别

增长３３７％和２３５％。
老口焕发新活力。

转型阵痛

转型是疼痛的。

汉正街搬迁、化工区腾退、城中村改造，要想同时完

成这“三件大事”，放在任何一个地区都是头疼的难题。

企业、商家的利益如何兼顾、被改造的城中村村

民诉求如何保障？口用行动一一作答。

于去年初启动的汉正街搬迁改造，该区并未

“一刀切”，而是采取软、硬两种措施稳步推进，一方

面该区各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关停不符合规定的小市

场；另一方面则配合全市和兄弟城区共同引导商家

提档升级。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以保障村民利益为前提，

高标准得建设还建居所。至今年５月，该区“拆旧
还新”建房开工量６７万平方米，２９万平方米竣工，
２２１２户村民回迁入住。如还建项目竹叶海·嘉园
广场，配套了社区物业管理用房、幼儿园、绿化带，商

业服务网点一应俱全，还建选址与在建的张公堤城

市森林公园连为一体。

而对于化工企业，该区采取“分而治之”的办

法：一类市场前景较好的企业，在市委、市政府支持

下搬迁；二类污染严重企业，以收购、改制等方式转

产、关闭或腾退；三类无土地资源的落伍小化工企

业，一律实施关闭。

此外，该区还启动张公堤森林公园、汉江江滩整

治工程、东风滨水生态园相继竣工，打造世界级滨水

景观，提升人居环境。

老城蝶变

采访中，口区相关负责人坦言，眼下的口还

处于转型的阵痛期，但预计在５年后，一个新口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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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幅美妙的城市画卷将徐徐展开：

５年间，“腾笼换鸟”为更多世界５００强及优势
产业和项目入驻打下基础，地区生产总值将年均增

长１２％以上，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１５％以上，服
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８０％。
２０１５年，借中国第十届国际园林博览会在口

举办之机，新增３３万平方米绿化，同时将为投入３０
亿元提升城区设施。

……

口的春天来了。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　来源：湖北日报）

坚持生态立区　突出环保惠民
口倾力打造生态宜居幸福新城

（操俊峰　刘利娜　石微伟）

口区今日召开环境保护大会。会议强调全区各

部门要紧紧围绕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化工企业搬迁

和城中村改造“三件大事”，以保护环境、优化发展、维

护权益为基本出发点，以削减总量、改善质量、防范风

险为着力点，全面促进辖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

为把口建设成为生态宜居幸福新城奠定环境基础。

会议出台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环境保

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市环保局局长丁雨、口区

委书记王太晖、区政府区长景新华、区人大主任冯群

翔、区政协主席国洪河等“四大家”领导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区委副书记刘红鸣主持，张勇强副区长

作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口区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提出了今后一

段时期环境保护的目标和任务。

环境质量稳步提高

近几年来，口区高度重视环保工作，环保投入

不断加大，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十一五”期间，全区共审批建设项目４４１项、
拒批１１项，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三同时”执行
率、限时审批率均达１００％。集中治理油烟噪声污
染点源５０８个，禁燃区内改燃任务全面完成。截至
２０１１年，辖区的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减
排率远超市政府下达的任务。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

从２００５年的７４６％上升为２０１１年的８３８％，先后

被市政府授予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优秀单位和

“十一五”环境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会议提出“加快建设生态宜居新城”的奋斗目

标，旗帜鲜明地把环保工作提高到一个关系全局和

长远的重要位置。

建设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生态良好

的美好家园，既是全区人民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愿，

也是各街道、各部门的共同责任。

会议强调，没有环保工作作基础，就没有经济社

会的协调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必须认

真贯彻落实全国和省、市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积极探

索环保新道路，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坚持

“生态立区、环境优先”，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

要治标又要治本，统筹兼顾，抓住关键，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着力解决五大环境问题

一是严防重特大环境事故发生。依法防治危险

废物、重金属、危险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核与

辐射污染，实行定位定向管理。加强对饮用水水源

保护，逐步关闭、搬迁汉江沿线所有砂码头，依托江

水资源，倾力打造滨江生态园。

二是加强油烟噪声污染综合整治。形成各街道

和环保、城管、工商、食药监、文体等部门齐抓共管的

工作模式，深入开展创建餐饮油烟治理达标示范街

道和创建无油烟噪声投诉小区（社区）。

三是着力提升水环境质量。充分利用园博会的

契机，大力做好竹叶海、张毕湖的保护和治理，杜绝

引进新的涉湖污染源，实施退耕还湖、禁止人工养

殖，逐步修复湖泊水质，努力建设环湖风景区。

四是进一步提高空气质量。加强对工业污染物

排放的监管，全面推进三环线内燃煤锅炉改燃，严格

规范渣土运输和施工工地管理防治扬尘污染，严格

治理机动车排气污染，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深入推进“两型社会”建设。

五是加快推进化工企业腾退地块详查与修复。

注重自然修复与生态建设相结合，为全力打造古田

生态宜居新城提供强有力的环境支撑。

“三个转变”确保环境目标兑现

到２０１５年，全区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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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较２０１０年分别削
减１０％、１０％、２５％、２５％；湖泊水质达到相应环境
功能区划要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

不安全因素基本消除；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８７％；
城市区域、交通环境噪声平均值分别不超过５５分贝
和７０分贝；全面推进古田化工企业搬迁腾退地块详
查与修复工作；环保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大于２５％；
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满意率达到８０％以上。

为实现目标，区政府将不断完善环保工作措施，

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健全完善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改

变“先污染后治理”的状况，努力实现“三个转

变”———把好准入关，促进环保工作从被动防范向

管住源头转变；把好监管关，促进环保工作从突击整

治向全过程管理转变；把好治理关，促进环保工作从

单一查处向查改结合转变。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５日　来源：长江日报）

“三件大事”促武汉口区转型跨越

（本报讯　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李放军报
道）搬迁汉正街、腾退化工区、改造“城中村”“三件大

事”，将进一步推动湖北省武汉市口区在转型中提

升，在提升中发展。据预计，今年口区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将超过３６０亿元，财政收入将突破５７亿元。
记者行走在汉正街上，不见往年熙熙攘攘的人流

车流，取而代之的是一处处正在拆迁的工地。“虽然现

在略显萧条，但人们很快就会再次领略汉正街的繁荣

与美好。”口区委书记王太晖信心满怀地说。

今年起，口区对汉正街进行“全面整治、整体搬

迁、彻底改造”。根据新的规划目标，汉正街地区将全

面提升商业业态，优化用地功能结构、交通体系和总

体空间形象，建设集休闲旅游、电子商务、商贸流通、

文化会展等功能于一体的世界级滨水商贸旅游区。

目前，汉正街东片已由利嘉实业（福建）集团投

资进行综合改造，汉正街购物主题公园是武汉市

“十二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建成后将成为国内

一流的集商贸、旅游、居住、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多元

化城市综合体和武汉市汉口商业中心标志性工程。

由老化工区腾退而成的汉正街都市工业区，也

再次步入了转型升级的攻坚期。位于该工业区的

“我的百家”公司内一片忙碌景象，员工们通过网络

将订单发往１０千米以外的专用仓库组织物流配送。
这个缴税逾千万元的电子商务企业，６年前还是一

家靠从汉正街打货、年销售不足１００万元的夫妻店，
如今已拥有４００多名员工、年销售额突破 ２亿元。
“我的百家”的成长轨迹，是口区以转型发展促进

跨越发展的一个缩影。

自２００７年起，口区就对化工企业采取“分而治
之”的办法：一类市场前景较好的企业，在市委、市政

府支持下搬迁；二类污染严重企业，以收购、改制等方

式转产、关闭或腾退；三类无土地资源的落伍小化工

企业，一律实施关闭。截至目前，９９家化工企业已搬
迁９０家，剩余的９家企业也正在筹建新厂。

随着一批传统企业的退出，安都、庞图等一批新兴

电子商务和专业服务企业在口区加速聚集。宜家投

资３亿欧元，兴建了亚洲最大的家居广场和购物中心，
红星美凯龙落户口，武汉西部商业中心呼之欲出。

离汉正街都市工业区不远的口区易家街额头

湾村，６０岁的村民韩世海正忙着装修新房。“现在
我是居民、股民了，有医保、社保，年底还可以分

红。”说到这些，他忍不住笑了。

额头湾村占地 １２７公顷，有村民 １１００余户。
今年１月，该村引入开发商，投资５亿元，按照商品
房标准修建了９栋３２层高楼，辅以各类配套设施和
多种园林绿化景观。目前小区已经竣工，正在装修，

预计春节前村民即可入住。

口区１３个城中村集中在口西部，环境卫
生、消防安全、治安计生、供水电力等问题突出，城中

村既是口发展的“短板”，也是未来发展的潜力和

希望。为确保村民利益，口区科学谋划“城中村”

改造，妥善解决村民的社保、医疗等问题，目前罗家

墩、额头湾村已改造成功，让“城中村”的居民吃了

跟上城市发展步伐的“定心丸”。

口区区长景新华表示，未来５年口区将进
一步做好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化工企业搬迁、城中

村改造“三件大事”，全面推进产业转型、环境创新、

民生改善，努力建设兼具发展实力、创业活力、宜居

魅力的生态新型城区。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１日　来源：经济日报）

口工业遗产变身文化创意“航母”

“江城壹号”明年５月“起锚”

本报讯（记者　蒋太旭）被誉为“新中国红色工
业遗产”的原武汉轻型汽车厂区原址，将变身为建

筑面积逾７万平方米的创意产业园区。昨日，记者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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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区委宣传部、口经济开发区及区文体局主

办的“‘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和发展专

家咨询会”上获悉，这“艘”由２０余幢老工业厂房改
建的文化创意“航母”，将于明年５月“起锚”。

作为市、区两级政府重点扶持的“江城壹号”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项目，位于口区古田四路的原武

汉轻型汽车制造厂厂区原址，总占地面积７３公顷。
上世纪６０年代，这里诞生了我国第一辆轻便消防
车。半个世纪以来，它见证了新中国武汉汽车工业

乃至大汉口工业发展的沧桑巨变。企业改制后，这

里遗存了一批建于上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极具特色的
红砖厂房。

记者昨日在“江城壹号”建设现场看到，通过

“修旧如旧”，这批积淀着城市工业深厚记忆的老厂

房既保留了凝重的历史感，又被赋予了全新的时尚

元素———经过改造的车间厂房内，屋顶上的行车钢

轨历历在目，给人一种穿越历史的沧桑感，同时又不

乏浪漫气息。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园区内的２３幢主
体建筑已全部改建完成，目前正进入紧张的园区绿

化及配套施工阶段。

据相关负责人透露，“江城壹号”项目总投资

近２亿元，建筑面积７万多平方米，是目前我市最
大规模由工业遗址改造的文化创意园区，设有非

遗中心、音乐中心、４Ｄ影院、书吧茶室、时尚餐饮、
休闲娱乐、精品零售、时尚展示以及创意办公等丰

富业态，将引进文化企业和商户２００家。开园后，
它将成为武汉有史以来最大体量的花园式时尚文

化综合体，预计年度游客达３００万人次，营业额达
１０亿元。

“当传统工业退出历史舞台，老厂房被看做是

城市的累赘，被一拆了之。但是换一种理念，就能

发现老厂房的重要价值！”负责投资建设该项目的

上海圣博华康文化创意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历史与未来共生、共融的文化内容，将

形成“江城壹号”的核心价值，这也是将其打造成

武汉城市名片的信心所在。据悉，该公司目前成

功开发了上海田子坊、２５７７、徐州彭城壹号等十多
个文化创意园区，并为全国规划了上百个文化创

意产业园项目。

（发布时间：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来源：长江日报）

报 刊 题 录

经济日报

７月２日　　 《武汉口“退二进三”拓展新空间》（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陈　静）
１２月２１日 《“三件大事”促武汉口区转型跨越》（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李放军）

中国教育报

３月１６日 《尚美育人　让教育成为“美”德事业》（供稿　王小占　李丹　沈琪）
４月２０日 《围绕教育教学中心，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作者　靳远涛）
６月５日 《让爱与成长伴随“每一个崇仁伙伴”———记武汉市口区崇仁路小学校长张彦平》（供稿　

程墨　王小占）
中国人口报

２月２７日 《口区实施“人爱家”幸福家庭行动计划》（记者　董晓勋）
人民法院报

１月９日 《武汉口区人民法院构建调解网络》（记者　陈群安　通讯员　朱丹）
２月１１日 《口陪审员群像：法官的脑＋群众的心》（记者　陈群安）

湖北日报

２月１１日 《彰显和弘扬“提琴爱人”精神》（记者　王璐　李娅）
３月６日 《木雕船模大王心血之作〈中华巨龙〉售出５０万元》（记者　李新龙　通讯员　宋凯）
４月１０日 《关停火灾隐患场所　取缔无证经营商户七部门集中整治汉正街》（记者　余瑾毅　姚启慧

　通讯员　祁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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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７日 《聋校教师杨小玲：无声世界，我伴你起舞》（记者　陈会君）
８月３１日 《十字路口，工业老城悄然蜕变》（记者　彭磊　实习生　林晗茜　通讯员　杨丽　袁永华）
８月３１日 《武汉将建汉江最大滨江公园》（记者　彭磊　实习生　林晗茜）
８月３１日 《“腾笼换鸟”的口样本》（记者　彭磊　实习生　林晗茜　通讯员　杨丽　袁永华）
１０月２３日 《大汉正街未来模样亮相　武汉将现全球最高跨江摩天轮》（记者　江萌）

长江日报

１月１２日 《口区１８０万黄陂挖塘》（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杨丽　实习生　沈永佼）
１月１３日 《新古田客运站投入使用　多开行省内“乡镇班车”》（记者　韩玮　通讯员　万俊梅）
１月３０日 《口城管推行“ＱＱ执法”》（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赵志宏）
２月１４日 《口区今年开建五大公园　总面积３２０余万平方米》（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李放军）
２月２３日 《口区流动人口享受计生休假待遇》（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李放军　刘双根）
２月２８日 《自主创业助百余人就业》（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刘勇　袁敏）
３月６日 《口投８００万元为残疾人建阳光家园》（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余都）
３月９日 《“光纤之父”与“小发明家”分享成长故事》（记者　宋兰兰　通讯员　陈汉彪　曹斌）
３月１３日 《为省２元车钱步行２小时　汉正街６个“扁担哥”自费添绿张公堤》（记者　王亚欣　通讯

员　赵旋）
３月１８日 《口１６０多家早餐店“煤改气”》（记者　李锐　通讯员　赵志宏）
３月２１日 《２１年，祖孙三代接力照顾孤老》（记者　梁超）
３月２７日 《口取缔２３家食品加工黑作坊》（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杨丽）
３月２８日 《历经４个月综合整治长丰走过混沌重归平静》（记者　梁超）
３月３０日 《口汉西村城中村改造５亿元先建村民还建楼》（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戴定凯）
４月７日 《我市首次出台保障房建设和后期管理一揽子监管方案　开发商对保障房质量“终身负

责”》（记者　马振华　通讯员　郑阳聆）
４月１０日 《汉正街首次联合执法昨启动》（记者　董晓勋　实习生　陶倩）
４月２８日 《唐良智调研口支持其转型　系统调理实现脱胎换骨》（记者　瞿凌云　通讯员　杨丽　

袁永华）

５月３日 《中山社区在全市率先承诺　“一天２４小时，居民困难有求必应”》（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赵静　实习生　陶倩）

５月２１日 《“医生法官”李玉毅：融化医患纠纷坚冰》（记者　冯劲松　通讯员　李济森　关国祥）
７月６日 《“天下第一街”女工商所长党玲：助力汉正街产业升级》（记者　张延　实习生　冯鲜丽）
８月１日 《３年内９大景观区扮靓１１２千米汉江江滩———江汉二桥至六桥年内建成滨江乐园》（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杨丽　袁永华）
８月２日 《张娜：四年用“心”搭建助残网》（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杨丽　袁永华　余都）
８月２２日 《首个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中心昨成立》（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袁永华）
９月６日 《坚持内涵发展　口创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示范区》
９月２４日 《全国首家残疾人邮局在汉开业》（记者　马振华　通讯员　李汉梅）
９月２５日 《坚持生态立区　突出环保惠民　口倾力打造生态宜居幸福新城》（供稿　操俊峰　刘利

娜　石微伟）
１０月８日 《暂别了！武胜路新华书店》（记者　欧阳春艳）
１２月１日 《口区首创检察官社区工作室》（见习记者耿珊珊通讯员曹艳芳）

１２月１２日 《发展社区：孵化培育６４家社区组织》（记者　王志新　通讯员　周钢）
１２月２３日 《口古田生态滨水新区　建设生态型城市副中心》（记者　董晓勋）
１２月２８日 《口工业遗产变身文化创意“航母”　“江城壹号”明年５月“起锚”》（记者　蒋太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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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资 料

２０１２年口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计量单位：万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绝对数 以上年为１００的速度（％）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地区生产总值 ３７７３７０４ ３３８４２０２ １１５ １２０

　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 ２３１ －５９０

　第二产业 ９５１８０８ ８６４２２６ １０１ １３７

　　工业 ５７０１４１ ５４４０３６ ４８ ４７

　　　规模以上 ３６６７４５ ２９８４３４ ２２９ ０３

　　　规模以下 ２０３３９６ ２４５６０２ －１７２ １０６

　　建筑业 ３８１６６７ ３２０１９０ １９２ ３３２

　第三产业 ２８２１８９７ ２５１９７４５ １２０ １１５

　　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 ２２５９０９ ２０９５６３ ７８ １３３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６７１０ ３３６９６ ８９ １４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０１８１８０ ９２６０８６ ９９ １１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４６２２１４ ４２２８７３ ９３ １０２

　　房地产业 ２７６７７５ ２０８０４５ ３３０ １０４

　　金融业 １５７２０６ １２７５２２ ２３３ －１９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５８２３４ １４５２４４ ８９ １４８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３３１７１ ３０４４８ ８９ １４８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３６０４ １２４８７ ８９ １４８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２１７９５ ２０００６ ８９ １４８

　　教育 ７１３０５ ６５４５１ ８９ １４８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７５５３１ １６１１２１ ８９ １４８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７５９４ １６１５０ ８９ １４８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５３６６８ １４１０５３ ８９ １４８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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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口地区生产总值构成项目表

计量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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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２６７８２ １６８５２６８ ６９４３２１ ８５５０６３ ９９２１３０

　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

　第二产业 １０６４３５０ ３２１１５０ １４０６７１ ４１６４５３ １８６０７６

　　工业 ６０４３５０ ２５３１６２ ８１２８５ ２１４６０５ ５５２９８

　　　规模以上 ３８８７５０ １６２８４７ ５２２８７ １３８０４５ ３５５７１

　　　规模以下 ２１５６００ ９０３１５ ２８９９８ ７６５６０ １９７２７

　　建筑业 ４６００００ ６７９８８ ５９３８６ ２０１８４８ １３０７７８

　第三产业 ３１６２４３２ １３６４１１８ ５５３６５０ ４３８６１０ ８０６０５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２６２６１ １９４５１６ １４２５４ ５００９４ －３２６０４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９０６４ １９６６５ １８６７ １４３８７ ３１４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２３５７７ ３０３５９０ ３００７８１ １２９８８５ ３８９３１９

　　住宿和餐馆业 ５７３８３７ ３１６２９９ １２７７９３ １１４６５３ １５０９２

　　房地产业 ３１６９３６ ７９１３９ ５９２９９ ５６０９８ １２２４０１

　　金融业 １９６５０８ ６２２５４ ２１９５０ ８０９６ １０４２０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６８３８０ １４５４８ ２９９７ １２９１５ １３７９２０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３５２９８ ２０５７５ ２６８３ ５５０３ ６５３７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４４７６ １２８５３ ５１ ８０５ ７６７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２３１９２ １１８２６ ３４２３ ２７９２ ５１５１

　　教育 ７５８７７ ６８３６５ １５９ ５２５８ ２０９４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８６７８５ １０１９８５ １５８０２ ２５４４０ ４３５５８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８７２２ １１１０６ ２２４７ ９７５ ４３９４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６３５２１ １４７３９８ ３４３ １１７０８ ４０７２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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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口区建筑业企业年报生产情况

项　　目 计量单位 总　计

企业个数 个 ７４

一、建筑业合同情况签订合同额 万元 １２１７４７４８

　　１上年结转合同额 万元 ３５８３６７５

　　２本年新签合同额 万元 ８５９１０７３

二、承包工程完成情况

　　１直接从建设单位承揽工程 万元 ４０７２４４５

　　２从建设单位以外承揽工程 万元 ２５４８９

三、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４０５２７７１

四、竣工产值 万元 ７１４５６３

五、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平方米 ２７８３１１０

六、年末自有机械设备

　　净额 万元 ５２３８２６

　　总台数 台 ４８９６５

　　总功率 千瓦 １３７７３５６

七、劳动人员情况

　　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平均人数 人 ５０２９１

　　期末从业人数 人 ５００３０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人 ９３４７

　　　　　持有一级资质证书人员 人 ９０９

补充资料：企业总产值 万元 ６０８６８６６

２０１２年口区建筑业企业年报财务状况

项　　目 计量单位 总　计

一、年末资产负债

　　流动资产小计 万元 ４９０６６９３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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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计量单位 总　计

　　固定资产小计 万元 １１７０９９５

　　　固定资产原价 万元 １６０３８５５

　　　累计折旧 万元 ５５２０６７

　　　在建工程 万元 １１７８２０

　　资产合计 万元 ８１０３６４２

　　流动负债合计 万元 ４１７４９６４

　　负债合计 万元 ６３１４１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万元 １７８９３６９

二、损益及分配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４８２２６６２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万元 １６１６６１

　　管理费用 １９４６０４

　　营业利润 万元 １６５１３９

　　利润总额 万元 １９１２３１

三、工资、福利费

　　本年应付工资总额 万元 ３９７５５８

　　应收工程款 万元 ４４５８４２

四、土地和固定资产支出 万元 ２７２９

　　土地购置 万元 ０

　　房屋和建筑物 万元 １５７

　　机器设备 万元 ２１６８

　　运输工具 万元 ３６８

　　其他费用 万元 ３５

２０１２年口区投资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类　　别 完成投资额 比上年增长（％）

合　　计 ２２６５９３６ １８１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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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口区农村经济收入、分配和效益

计量单位：万元

农村经济总收入
农村经济
总费用

农村经济
纯收入

合

计

１农业 ２工业

合

计

其中：
出售
农产
品收
入　

种
植
业

牧
业

渔
业

合
计

其中：
出售
工业
产品
收入

３
建
筑
业

４
交
通
运
输

５
批发
零售
贸易
业　

６
服
务
业
合

计

１
农
村
总
费
用

２
非
农
业
总
费
用

合

计

国
家
税
收

集
体
提
留

农村
居民
生产
性纯
收入

农民
人均
纯收
入
（元）

１１９０４

２０１２年口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 合　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５８０１９８５

限额以上 万元 ４００５６６３

限额以上 万元 １７９６３２１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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檨
檨
檨
檨

殎

殎殎

殎

　

说 明

　　一、本索引采用主题分析索引法，按主题词首字汉语拼音（同音字按声调）顺序
排列；首字相同，按第二字音序排列，依次类推。

二、部类名称、分目名称用黑体字标明。主题词后的阿拉伯数字表示内容所在

页码，数字后的拉丁字母（ａ、ｂ）表示该页码从左至右的栏别。
三、“附见”缩后两格放在相关款目下面，款目之后第二个页码表示该款目参见

内容所在位置。

四、“特载”、“大事记”、“统计分析资料”等类目未作索引。

数字首

１１０联动工作　１２４ａ

２０１２年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　１８０ｂ

Ａ

艾滋病防治工作　１７２ｂ

爱国卫生工作　１７３ｂ

爱心帮扶　１８０ｂ

安全管理　５９ｂ

安全监督　１２２ｂ

安全社区创建　１５３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１５１ｂ

安全生产监管　３７ａ

安全生产行政许可　１５２ｂ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１５２ｂ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　１５２ａ

安全稳定　１６５ａ

安置帮教　１１１ｂ

案件查处　７７ｂ

案件侦破　１０４ａ

Ｂ

班子建设　１１４ｂ

宝丰街　１９５ａ

城市管理　１９５ｂ

党建工作　１９６ａ
·７２２·



计生工作　１９６ｂ

街道经济　１９５ａ

社会事务　１９５ｂ

文化建设　１９６ｂ

综合治理　１９６ａ

保密督查　４０ａ

保密服务　４０ｂ

保密工作　３９ｂ

保密宣传教育　３９ｂ

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管理　３９ｂ

保障性安居工程　１２５ａ

保障性房屋质量管理　１２５ａ

报刊题录　２２０

报刊文选及题录　２１２

报刊文选　２１２

编写《中华政区大典》口条目　１７６ａ

编制改造规划方案　３７ａ

编制政务公开　６６ｂ

标准化和计量工作　１４７ａ

Ｃ

财政监管　１５８ｂ

财政收入　１５７ａ

财政收入与支出　３３ｂ

财政　１５７

财政投资评审　１５９ａ

财政政务公开　１５８ｂ

财政支出　１５７ａ

参加地方建设　１１５ｂ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１１０ａ

参政议政　７４ｂ　７８ｂ　７９ａ　８０ｂ　８１ｂ　８２ａ　８４ａ

　８５ａ　８５ｂ　８６ａ

残疾人事业　１８２ａ

查办职务犯罪　１０６ａ

拆迁与还建　３７ｂ

产业经济　１３３

产业招商　１３７ａ

长丰街　１８９ａ

城市管理　１８９ｂ

“城中村”改造　１８９ｂ

党建工作　１９０ａ

街道经济　１８９ａ

“三合一“消防安全综合整治　１８９ｂ

社会事务　１９０ａ

信访维稳　１９０ａ

城市管理　５９ａ

城市管理与执法监察　１２２ｂ

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　１２０ａ

城市建设和管理　１１９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３３ｂ

城市建设　５８ｂ

城市综合管理　１２３ａ

城乡统筹发展工作　１３１ａ

“城中村”改造　３７ａ

出口创汇　１３７ａ

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　１７７ａ

传染病报告率　１７２ａ

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　１２８ａ

创新城建工作机制　１１９ｂ

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１０３ｂ

促进五大关系和谐　４７ａ

Ｄ

打击经济犯罪　１０４ｂ

打击科技加盟欺诈行为　１４４ｂ

打假治劣　１４６ｂ

大城管系统建设　１５５ａ

代表工作　５７ａ

党风廉政建设　５１ａ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７７ａ

党建工作　８６ｂ

党史大事记资料征编　５３ａ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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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务工作　１６３ａ

党务及文明创建　１４０ｂ

党校工作　５１ｂ

档案法制建设　１６９ｂ

档案建设与管理　１６９ａ

档案文化建设　１６９ｂ

档案业务建设　１６９ａ

道路交通管理　１０５ａ

道路交通事故防治　１１４ａ

道路维护　１２４ａ

低保救助　１７４ｂ

堤防建设管理　１２９ａ

地方税务　１６１ｂ

地籍地政管理　１２０ｂ

地块招商　１３７ａ

地名区划　１７６ａ

电子商务流通　１３５ａ

督促检查　３９ａ

队伍建设　１０５ｂ　１０７ｂ　１５９ａ　１６１ａ　１６２ａ　１７０ａ

对台事务　４８ａ

对外经济贸易　３３ｂ

多党合作　４６ａ

Ｅ

遏制进京非正常上访　４９ａ

二次供水管理　１７１ｂ

Ｆ

发展电子商务产业　１３７ｂ

发展改革管理　１４１ａ

发展规划工作　１４１ａ

法规监察管理　１２０ｂ

法规宣传　１１６ｂ

法律服务　１１０ａ　１１２ａ　６４ｂ

法律援助　１１２ａ

法治强税　１６０ｂ

防汛备汛　１２９ａ

房产权属管理　１２５ａ

房屋安全鉴定　１２５ｂ

房屋测绘　１２５ｂ

房屋租赁　１２５ｂ

扶持小微企业　１４４ｂ

服务管理信息化　６８ｂ

服务基层活动　８８ｂ

服务民生　１３５ｂ

服务企业工作　１３３ｂ

服务企业　８６ｂ　１０３ｂ　１３８ｂ

服务社会　８０ａ　８１ａ　８６ａ

妇联组织建设　９２ｂ

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编制　９２ａ

妇女维权　９２ａ

妇幼卫生　１７３ａ

赴台交流和招商引资　４８ａ

Ｇ

岗位建功　９２ａ

高新技术产业培育　１６５ｂ

更新服务理念　７１ａ

工程造价管理　１２１ｂ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１２２ａ

工会经审工作　８８ｂ

工会女职工工作　８８ｂ

工会与政府联席会　８７ａ

工伤保险　１７９ａ

工商行政管理　１４３ｂ

工业　３３ａ

公安　１０４ａ

公房产业管理　１２６ａ

公房维修管理　１２６ａ

公共卫生普惠居民　１７１ａ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１６７ｂ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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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道德教育　１８５ａ

公务员管理及人事管理　６７ｂ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８９ａ

古田街　１８７ｂ

　　安全稳定　１８８ｂ

　　城市管理　１８８ｂ

　　党建工作　１８９ａ

　　街道经济　１８７ｂ

　　企业改制　１８８ａ

　　社会事务　１８８ａ

　　项目建设　１８８ａ

固定资产投资　３３ｂ

关心下一代工作　８９ｂ

关注民生　５７ｂ

广播电视　１６９ａ

规范管理　３６ｂ

规范行政行为　６４ｂ

规划编制管理　１２０ａ

规划招商　３６ｂ

国防动员工作　１４３ｂ

国家免疫规划　１７２ａ

国家税务　１５９ｂ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１５８ｂ

国民经济概况　３３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　３３ａ

国内贸易　３３ｂ　１３４ｂ

国有资产经营　１５９ｂ

国资监管　１５９ａ

Ｈ

韩家墩街　１９０ｂ

城市管理　１９１ａ

党建工作　１９１ｂ

计生工作　１９１ｂ

街道经济　１９０ｂ

社会事务　１９１ａ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９１ｂ

项目建设　１９０ｂ

汉江防洪清障　１２８ｂ

汉水桥街　１９３ａ

城市管理　１９３ｂ

党建工作　１９４ｂ

街道经济　１９３ａ

平安创建　１９４ｂ

社会事务　１９４ａ

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　３５ａ

汉正街地区消防网格化管理　１０５ｂ

汉正街交通禁货　１１４ａ

汉正街市场搬迁改造　１４４ｂ

汉正街　２０２ｂ

城市管理　２０４ａ

党建工作　２０３ａ

街道经济　２０２ｂ

群团工作　２０４ｂ

社会事务　２０３ｂ

社区建设　２０３ｂ

整治与征收　２０３ａ

汉正街专项整治　１４０ａ

汉中街　１９９ａ

城市管理　１９９ｂ

计生工作　２００ａ

街道经济　１９９ｂ

劳动就业　２００ａ

“两型社会”建设　２００ａ

社会事务　１９９ｂ

夯实基层基础工作　４９ａ

弘扬劳模精神　８８ａ

湖泊保护与治理　１２９ｂ

互联网计算机安全保密大检查　３９ｂ

户外广告招牌管理　１２３ｂ

化工企业搬迁　３６ｂ

化工企业搬迁整治　３６ｂ

环保专项行动　１２８ａ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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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５９ａ　１２６ｂ

环境污染信访投诉　１２８ａ

环境宣传教育　１２８ｂ

环卫设施建设　１２４ａ

会务活动　８０ｂ

婚姻登记　１７６ａ

Ｊ

机构编制管理　６５ｂ

机构编制核查　６５ｂ

机构编制　６５ａ

机关事务管理　７１ａ　７１ｂ

基本情况　３２ａ

基层党建　１２９ｂ

基层党校　５２ｂ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４１ｂ

基层工作　１６２ａ

基层基础工作　１７８ａ

基层民防工作　１１７ｂ

基层组织建设　９０ｂ

基础设施建设　１１９ａ

绩效工资改革　１７０ａ

稽核及信访　１７９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７２ａ

计生奖励政策工作　１７８ａ

纪检　７７ａ

加强队伍建设　４７ｂ

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建设　４６ｂ

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　７３ａ

家庭教育　９１ｂ

家庭医生服务　１７１ａ

价格管理工作　１４８ａ

监察　７７ａ

监督工作　５６ａ

检察　１０６ａ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１２７ｂ

建言献策　４６ｂ

建制沿革　３２ｂ

建筑管理　１２１ｂ

建筑业　３３ａ

健全机制　１３２ａ

交通安全管理　１１２ｂ　１３９ａ

交通安全宣传　１１２ｂ

交通禁货　３６ａ

交通运输与物流业　１３９ａ

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１１３ｂ

教学管理　５２ａ

教育　３３ｂ　１６３ａ

教育质量　１６４ｂ

街道　１８６

节能增效　７１ｂ

结对共建　１１７ｂ

巾帼志愿者　９１ｂ

禁毒案件侦破　１０５ａ

经济管理　１４１

经济和信息化管理　１３３ａ

经济开发区　１３７ａ

经济运行工作　１４２ｂ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５６ｂ

精神卫生防控　１７２ｂ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４ｂ　５１ａ　１８４ａ

景观灯光亮化建设　１２３ｂ

警报器社会化维护管理　１１６ｂ

警务机制改革　１１３ａ

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７８ａ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８４ｂ

就业创业　５９ｂ

就业培训　１８３ａ

就业再就业　６６ｂ

居民病伤死因监测　１７２ｂ

居民养老保险　１７９ａ

举办“道德讲堂”　８９ａ

军转干部工作　６８ａ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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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开展平安创建　１０２ｂ

开展同心同行活动　１８０ａ

开展宗教法规学习　１８０ａ

康复工作　１８２ｂ

科技服务工作　１７７ａ

科技经费管理和使用　１６５ｂ

科技人才战略　１６６ｂ

科技项目申报立项　１６５ｂ

科技与金融结合　１６６ａ

“科技周”和“科普日”活动　９３ｂ

科普主题活动　９３ａ

科学技术　３４ａ　１６５ａ

科研工作　５２ａ

客运站周边环境整治　１３９ｂ　１４５ａ

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　１２３ａ

困难家庭救助　１７５ａ

Ｌ

劳动关系　６８ａ

老干部工作　４９ｂ

老干部文体活动　５０ａ

老龄工作　１８１ａ

老年教育　１８２ａ

老年人合法权益维护　１８１ｂ

老年人文体活动　１８２ａ

理论武装　４３ａ

理清部门职责　６５ｂ

联谊工作　７９ａ

联谊活动　８５ｂ

廉洁从税　１６１ａ

廉政工作　１６２ｂ

廉政宣传教育　７７ｂ

粮食工作　１４３ａ

“两型社会”建设　１４２ａ

陵园维修　１７６ａ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４０ｂ

流动人口工作　１７７ｂ

六角亭街　２００ｂ

安全稳定　２０１ｂ

城市管理　２０１ａ

党建工作　２０２ｂ

计生工作　２０２ａ

街道经济　２０１ａ

全民创业　２０２ａ

社区换届　２０２ｂ

社区建设　２０１ｂ

项目建设　２００ｂ

优抚优待　２０１ｂ

“六五”普法　１１０ｂ

路政管理　１２４ａ

旅游发展　１３５ａ

绿化管理　１３０ｂ

绿化执法　１３１ａ

绿色创建工作　１２８ａ

落实老干部生活待遇　５０ａ

落实老干部政治待遇　４９ｂ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　４８ｂ

落实中央对台工作　４８ａ

Ｍ

慢性病防治　１７２ａ

“门前三包”管理　１２３ｂ

民兵军事训练　１１５ｂ

民兵组织建设　１１５ａ

民防建设　１１６ａ

民评民议工作　１２１ａ

民商事审判　１０８ｂ

民生科技工程　１６７ａ

民政　１７４ａ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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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７８ｂ

民主管理工作　８７ｂ

民主监督　７４ａ

民族　１７９ｂ

Ｎ

纳税服务　１６０ｂ　１６２ａ

Ｐ

排水建设管理　１２９ａ

破获“８·７”持刀绑架抢劫案　１０６ａ

Ｑ

“七型家庭”创建　９１ａ

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　１５３ａ

企业改制工作　１３４ａ

企业管理　１２２ｂ

企业节能减排与质量振兴工作　１３３ｂ

墙体改革与建筑节能　１２２ａ

侨联活动　１８１ａ

侨务　１７９ｂ

侨务信访　１８１ａ

《口年鉴》编纂　５３ａ

口区２０１２年环境状况公报　１２６ｂ

《口区房地产志》出版　５３ａ

口区妇女联合会　９１ａ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８６ａ

口区纪念建党９１周年暨创先争优表彰大会　３８ｂ

口区经济工作会议　３８ａ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９３ａ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　５３ｂ

口区人民政府　５７ｂ

口区人民政府文件选目　２１０

口区政府办公室文件选目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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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ａ

口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工作座谈会　３８ｂ

口区总工会　８７ａ

口综述　３２

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９０ａ

青年人才工作　９１ａ

青年志愿服务　９０ａ

青少年社会教育　８９ｂ

青少年维权　９０ａ

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　１２３ｂ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５５ａ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５３ｂ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５４ｂ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５４ｂ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５３ｂ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５４ａ

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５４ａ

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５５ａ

区工会十一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　８７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八次常务会议　６１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次常务会议　６０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八次常务会议　６３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次常务会议　６２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二次常务会议　６３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九次常务会议　６３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六次常务会议　６３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七次常务会议　６３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三次常务会议　６３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常务会议　６３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五次常务会议　６３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一次常务会议　６２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九次常务会议　６１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常务会议　６１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七次常务会议　６１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三次常务会议　６０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三十次常务会议　６３ｂ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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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　６４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八次常务会议　６２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次常务会议　６１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二次常务会议　６１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九次常务会议　６２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六次常务会议　６２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七次常务会议　６２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三次常务会议　６１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四次常务会议　６２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五次常务会议　６２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一次常务会议　６１ｂ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　６１ａ

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　６１ａ

区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３８ｂ

区政协十三届二次常委会议　７５ｂ

区政协十三届三次常委会议　７６ａ

区政协十三届四次常委会议　７６ａ

区政协十三届五次常委会议　７６ｂ

区直机关工作　５０ｂ

全国十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

　信息交流会　６８ｂ

全民创业工作　１３３ａ

群团建设　５１ｂ

群众绿化　１３０ａ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　１６８ａ

群众团体　８７ａ

Ｒ

燃气管理　１２４ａ

“人·爱·家”幸福家庭行动计划　１７８ａ

人才队伍建设　６７ｂ

人才工作　４２ｂ

人大政协议提案办理　１２４ｂ

人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１１６ａ

人防工程平战结合开发使用　１１６ａ

人防通信组织指挥建设　１１６ｂ

人口和计划生育　１７６ｂ

人口计生工作　１７６ｂ

人力资源管理　６６ｂ

人民调解和大调解　１１１ａ

人民生活　３４ｂ

人民武装　１１４ｂ

人事制度改革　１７０ａ

认真处理涉及台胞台属的投诉　４８ｂ

荣华街　１９７ａ

城市管理　１９７ｂ

党建工作　１９８ｂ

街道经济　１９７ａ

社会事务　１９８ａ

项目建设　１９７ｂ

治庸问责　１９９ａ

综合管理　１９８ａ

荣获全国首批阳光家园示范城区　１８２ｂ

荣誉榜　２０５

先进个人　２０５ａ

先进集体　２０６ｂ

Ｓ

“三件大事”综述　３５ａ

散装水泥管理　１２２ｂ

筛选部分中介机构入驻政务中心　６９ｂ

商标品牌建设　１４４ａ

商会活动　８６ｂ

商品混凝土市场管理　１２２ａ

商务和旅游　１３４ｂ

社保扩面　１７８ｂ

社保业务网上申报　１７９ａ

社会保障事业　１５８ａ

社会保障　５９ｂ　１７８ｂ　１８３ａ

社会服务　８２ｂ　８４ｂ

社会管理　６０ａ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１５４ｂ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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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综合平台　７０ａ

社会生活　１７４

社会事业　１５８ａ

社会维稳　１２１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０７ａ

社会组织及社团管理　１７６ａ

社区道路建设　１１９ｂ

社区建设　５９ｂ　１７４ａ

社区矫正　１１１ｂ

社区科普　９４ａ

社区民族工作　１７９ｂ

社区卫生服务　１７０ｂ

审计　１５５ｂ

审判管理　１０９ｂ

审判　１０８ａ

失业保险　１７９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１４８ｂ

食品药品宣传教育　１５１ａ

食品质量安全　１４５ｂ

史志征编工作　５２ｂ

市场关闭搬迁　３５ｂ

市场管理　１２１ｂ

市场价格成本工作　１４８ａ

市场价格监管　１４７ｂ

市场秩序规范　１４４ａ

市场主体准入　１４３ｂ

市区重点道路建设　１１９ａ

市政建设　１１９ａ

事业编制管理　６６ａ

事业单位法人年检　６６ａ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６６ａ

收入征管　１５８ａ

收支平衡情况　１５７ｂ

“双创”劳动竞赛活动　８７ｂ

“双拥”工作　１７５ｂ

水务建设　１２８ｂ

水务综合管理　１２９ｂ

税收征管　１６０ａ　１６１ｂ

税务　１５７

司法调解　１１０ａ

司法所建设　１１２ａ

司法为民　１０９ｂ

司法行政　１１０ｂ

思想建设　７９ａ　８１ａ

思想教育　８９ａ

诉讼监督　１０６ｂ

素质教育　１６４ａ

Ｔ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支部　８５ａ

特色工作　１１７ｂ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１４５ｂ

体育　３４ｂ　１６７ａ

统计队伍建设　１５４ｂ

统计法制宣传教育建设　１５４ｂ

统计服务　１５４ｂ

统计改革　１５４ａ

统计工作　１５４ａ

统计管理和电子政务管理　１５３ｂ

统一战线　４６ａ

投资环境优化　５８ｂ

投资经营　１５９ｂ

投资审计　１５６ａ

土地办证　１２１ａ

土地挂牌　３７ｂ

“土地日”宣传　１２１ａ

团建创新　９０ｂ

推进基本建设项目代办机制　６９ａ

推进教育“三件大事”　１６３ｂ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１０３ａ

推进社区警务　１０５ａ

退役兵安置　１７５ｂ

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１８０ａ
·５３２·

···索索索　　　　　　引引引···



Ｗ

完善长效机制　１４８ｂ

完善服务业项目并联审批机制　６９ａ

完善工作机制　３７ｂ

完善机制　３５ｂ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５９ａ

网站建设　１５５ａ

危化品“打非治违”专项整治　１５２ａ

为科技人员服务　９４ｂ

为老年人办实事　１８１ｂ

为侨服务　１８０ｂ

为群众排忧解难　４９ｂ

为少数民族群众办实事　１８０ｂ

围绕重大问题开展政治协商　７３ｂ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１０２ａ

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１０４ａ

维权维稳工作　８８ｂ

卫生监测　１７１ｂ

卫生　３４ａ　１７０ａ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１８５ａ

文化产业　１６８ａ

文化活动　１６７ａ

文化市场　１６８ｂ

文化　３４ａ　１６７ａ

文件目录选编　２０９

文明城区创建　１８４ａ

文明创建　４５ａ

文体工作　１８３ａ

文物保护与利用　１６８ｂ

武装民防　１０２

物价管理　１４７ｂ

物业管理　１２５ｂ

Ｘ

项目管理与监督　１３１ｂ

项目建设　５８ａ　１６４ｂ

项目融资　１５９ｂ

消防整治　３６ａ

消费维权工作　１４４ｂ

小餐饮规范管理　１４９ａ

小餐饮整治　１４５ａ

协税和招商引资　１２２ｂ

协税护税　１４５ａ

新材料孵化器　１６６ａ

新闻宣传　４４ｂ　１６９ａ

新型产业培育　５８ａ

信访工作　４８ｂ

信访积案化解　４９ａ

信访维权　１８３ｂ

信息调研　３９ａ

信息化档案建设　１２６ａ

信息化工作　１７７ａ

刑事检察　１０６ｂ

刑事审判　１０８ａ

行使职权　５６ａ

行政管理工作　１１５ｂ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６５ａ

行政监督　６５ａ

行政经费　１５８ｂ

行政审判　１０９ａ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１５８ｂ

行政执法　１２４ａ

宣传报道　８７ａ

宣传教育工作　１７７ｂ

宣传教育　４４ａ

宣传思想工作　４３ａ

学习教育活动　８５ｂ

巡逻防控　１０５ａ

Ｙ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１５２ａ

“阳光计生”和“诚信计生”工作　１７７ｂ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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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事业　１７５ａ

药品安全监督检查　１５０ｂ

医疗生育保险　１７９ａ

医疗市场管理　１７１ａ

依法接受监督　１１０ｂ

依法行政　６４ａ　１６４ｂ

依法治区　６０ａ

易家街　１８６ａ

城市管理　１８６ｂ

党建工作　１８７ａ

街道经济　１８６ａ

社会事务　１８７ａ

重点项目　１８６ｂ

综合治理　１８７ａ

引资总额　１３６ｂ

应急管理　７０ｂ

应急救援　１５３ａ

优抚工作　１７５ｂ

优化交通组织　１１３ａ

优化审批流程　６９ｂ

预算编制改革　１５８ｂ

预算执行审计　１５５ｂ

园林绿化　１３０ａ

源头治腐　７７ｂ

运输市场管理　１３９ａ

Ｚ

渣土管理　１２３ａ

占道整治　１２３ａ

招商服务　１３７ａ

招商工作　１３６ｂ

招商引资　５８ａ　８６ｂ

招投标管理　１２１ｂ

征兵工作　１１５ｂ

征地拆迁管理　１２０ｂ

征收改造　３５ｂ

整治餐饮油烟扰民点源　１２７ｂ

整治“黑的”非法营运　１３９ｂ

政法工作　１０２ａ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１５８ｂ

政府法制工作　６４ａ

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综合平台　７０ａ

政府管理　６０ａ

政务服务　６９ａ

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７６ｂ

政协口区委员会　７３ａ

政治　３８

政治学习　７８ｂ　８０ａ　８３ａ　８３ｂ　８４ｂ

支持企业发展　１５８ａ

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　１６６ｂ

执法队伍建设　１２４ｂ

执法监察　７８ａ

执法为民　１０７ａ

执行工作　１０９ａ

职工帮扶　８８ａ

职工文体活动　８８ａ

职工养老保险　１７９ａ

职业安全健康监管　１５３ａ

指标控制　１５１ｂ

志愿者服务活动　１８５ｂ

治安司法　１０２

治安整治专项行动　１０４ｂ

治庸问责及行政投诉　７７ａ

“治庸问责”继续深化　６０ｂ

质量技术监督　１４５ｂ

质量兴区工作　１４７ａ

中共口区委会办公室（通知）文件选目　２０９

中共口区委会办公室文件选目　２０９

中共口区委员会　３８ａ

中共口区委员会文件选目　２０９

中共口区委中心组（扩大）会议　３８ｂ

《中共口区组织史资料》第五卷编纂　５３ａ

《中国共产党口区历史》（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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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稿编纂　５３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７８ｂ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８１ａ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８０ａ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７９ａ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８２ａ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８３ｂ

中医项目服务　１７１ａ

重点工程档案建设　１６９ｂ

重点项目工作　１４１ｂ

重点项目建设　１３８ａ

重点项目　１３１ｂ

重点项目引进　１３６ｂ

重要会议　６０ｂ　７５ｂ

主题教育活动　４６ｂ

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　１２４ｂ

专记　３５

专项资金审计　１５６ｂ

专业绿化　１３０ｂ

资产运营　１５９ｂ

自然环境　３２ａ

自身建设　４３ａ　５１ｂ　７２ｂ　７５ａ　７８ｂ　８５ｂ　１８１ａ

宗关街　１９２ａ

城市管理　１９２ａ

党建工作　１９２ｂ

街道经济　１９２ａ

平安创建　１９２ｂ

社会事业　１９２ｂ

社区建设　１９２ｂ

宗教　１７９ｂ

综合开发　１３１ａ

走访慰问各界人士　４７ｂ

组织工作　４０ｂ

组织活动　８５ａ

组织建设　５０ｂ　７９ｂ　８０ｂ　８１ｂ　８３ａ　８３ｂ　８５ａ

　８６ａ　８７ｂ　１８３ｂ

组织生活　８４ａ

作风建设　５０ｂ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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