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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企业发展 （１５４）
!!!!!!!!!!!

　社会保障事业 （１５４）
!!!!!!!!!!!

　社会事业经费投入 （１５４）
!!!!!!!!!

　行政经费投入 （１５４）
!!!!!!!!!!!

　预算编制改革 （１５４）
!!!!!!!!!!!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１５４）
!!!!!!!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１５４）
!!!!!!!!!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１５４）
!!!!!!!

　推进财政政务公开 （１５４）
!!!!!!!!!

　财政监管 （１５５）
!!!!!!!!!!!!!

　财政投资评审 （１５５）
!!!!!!!!!!!

　国资监管工作 （１５５）
!!!!!!!!!!!

国有资产经营 （１５５）
!!!!!!!!!!!!

　概况 （１５５）
!!!!!!!!!!!!!!!

　项目融资 （１５５）
!!!!!!!!!!!!!

　资产运营 （１５５）
!!!!!!!!!!!!!

　投资经营 （１５５）
!!!!!!!!!!!!!

　债券发行 （１５５）
!!!!!!!!!!!!!

　内部管理 （１５６）
!!!!!!!!!!!!!

国家税务 （１５６）
!!!!!!!!!!!!!!

　概况 （１５６）
!!!!!!!!!!!!!!!

　税收征管 （１５６）
!!!!!!!!!!!!!

　依法行政 （１５７）
!!!!!!!!!!!!!

　纳税服务 （１５７）
!!!!!!!!!!!!!

　队伍建设 （１５８）
!!!!!!!!!!!!!

地方税务 （１５８）
!!!!!!!!!!!!!!

　概况 （１５８）
!!!!!!!!!!!!!!!

　税收征管 （１５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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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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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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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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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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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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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足球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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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安全维护 （１６３）
!!!!!!!!!!!

科学技术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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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 （１６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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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与金融结合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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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保护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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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文化活动 （１６５）
!!!!!!!!!!!

　“读书之城”建设 （１６６）
!!!!!!!!!!

　群众文艺团队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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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健身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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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市场执法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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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业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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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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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基础业务建设 （１６７）
!!!!!!!!!

　档案法制宣传 （１６７）
!!!!!!!!!!!

　档案信息数字化 （１６７）
!!!!!!!!!!

　拓展馆藏资源 （１６８）
!!!!!!!!!!!

　重点工程建档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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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计划生育 （１６８）
!!!!!!!!!!!

　概况 （１６８）
!!!!!!!!!!!!!!!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１６８）
!!!!!!!!!

　口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１６８）
!!!!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升级 （１６８）
!!!!!!!

　妇幼保健 （１６８）
!!!!!!!!!!!!!

　疾病预防控制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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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质量安全管理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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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服务推广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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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区域医疗联合体” （１６９）
!!!!!!!

　探索“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１６９）
!!!!!!

　卫生监督 （１６９）
!!!!!!!!!!!!!

　爱国卫生工作 （１６９）
!!!!!!!!!!!

　发展健康产业 （１７０）
!!!!!!!!!!!

　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１７０）
!!!!!!!!!

　“两非”综合治理 （１７０）
!!!!!!!!!!

　“失独”家庭扶助全覆盖 （１７０）
!!!!!!!

　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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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生 活

民　　政 （１７１）
!!!!!!!!!!!!!!

　概况 （１７１）
!!!!!!!!!!!!!!!

　幸福社区创建 （１７１）
!!!!!!!!!!!

　社区建设 （１７１）
!!!!!!!!!!!!!

　社区志愿者 （１７１）
!!!!!!!!!!!!

　政府购买服务 （１７１）
!!!!!!!!!!!

　撤村建居 （１７１）
!!!!!!!!!!!!!

　老旧社区创卫 （１７２）
!!!!!!!!!!!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１７２）
!!!!!!!

　大病医疗救助 （１７２）
!!!!!!!!!!!

　纳凉取暖工程 （１７２）
!!!!!!!!!!!

　养老工作 （１７２）
!!!!!!!!!!!!!

　双拥工作 （１７２）
!!!!!!!!!!!!!

　优抚安置 （１７２）
!!!!!!!!!!!!!

　民间组织登记管理 （１７３）
!!!!!!!!!

　婚姻登记管理 （１７３）
!!!!!!!!!!!

社会保障 （１７３）
!!!!!!!!!!!!!!

　概况 （１７３）
!!!!!!!!!!!!!!!

　扩面征缴 （１７３）
!!!!!!!!!!!!!

　２０１４年口区五险扩面情况表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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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待遇审核 （１７３）
!!!!!!!!!!!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４年口区五险扩面情况表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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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保生育待遇审核 （１７４）
!!!!!!!!!

　失业待遇审核 （１７４）
!!!!!!!!!!!

　工伤待遇审核 （１７４）
!!!!!!!!!!!

　社会化管理服务 （１７４）
!!!!!!!!!!

　信访稽核 （１７４）
!!!!!!!!!!!!!

　社保业务网上申报 （１７４）
!!!!!!!!!

民族　宗教　侨务 （１７５）
!!!!!!!!!!

　概况 （１７５）
!!!!!!!!!!!!!!!

　民宗网格化建设 （１７５）
!!!!!!!!!!

　民族团结创建 （１７５）
!!!!!!!!!!!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１７５）
!!!!!

　民族宗教知识培训 （１７６）
!!!!!!!!!

　参加２０１４年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
（１７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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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人康复服务 （１７８）
!!!!!!!!!!

　残疾人就业培训 （１７８）
!!!!!!!!!!

　残疾人社会保障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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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项目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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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管理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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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治理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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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事务 （１８２）
!!!!!!!!!!!!!

　党群纪检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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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田 街 （１８３）
!!!!!!!!!!!!!!

　概况 （１８３）
!!!!!!!!!!!!!!!

　街道经济 （１８３）
!!!!!!!!!!!!!

　城市管理 （１８３）
!!!!!!!!!!!!!

　综合治理 （１８３）
!!!!!!!!!!!!!

　社会事务 （１８４）
!!!!!!!!!!!!!

　党建工作 （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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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丰 街 （１８４）
!!!!!!!!!!!!!!

　概况 （１８４）
!!!!!!!!!!!!!!!

　街道经济 （１８４）
!!!!!!!!!!!!!

　重点项目 （１８４）
!!!!!!!!!!!!!

　安全生产 （１８５）
!!!!!!!!!!!!!

　城市管理 （１８５）
!!!!!!!!!!!!!

　社会事务 （１８５）
!!!!!!!!!!!!!

　党建工作 （１８５）
!!!!!!!!!!!!!

韩家墩街 （１８５）
!!!!!!!!!!!!!!

　概况 （１８５）
!!!!!!!!!!!!!!!

　街道经济 （１８５）
!!!!!!!!!!!!!

　项目建设 （１８６）
!!!!!!!!!!!!!

　社会事务 （１８６）
!!!!!!!!!!!!!

　城市管理 （１８６）
!!!!!!!!!!!!!

　综合治理 （１８６）
!!!!!!!!!!!!!

　计生工作 （１８６）
!!!!!!!!!!!!!

　党建工作 （１８７）
!!!!!!!!!!!!!

宗 关 街 （１８７）
!!!!!!!!!!!!!!

　概况 （１８７）
!!!!!!!!!!!!!!!

　街道经济 （１８７）
!!!!!!!!!!!!!

　城市管理 （１８８）
!!!!!!!!!!!!!

　社区建设 （１８８）
!!!!!!!!!!!!!

　社会事业 （１８８）
!!!!!!!!!!!!!

　平安创建 （１８８）
!!!!!!!!!!!!!

　党建工作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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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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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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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事务 （１８９）
!!!!!!!!!!!!!

　平安创建 （１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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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 （１９０）
!!!!!!!!!!!!!!!

　街道经济 （１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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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事务 （１９１）
!!!!!!!!!!!!!

　党建工作 （１９１）
!!!!!!!!!!!!!

　综合治理 （１９２）
!!!!!!!!!!!!!

　计生工作 （１９２）
!!!!!!!!!!!!!

荣 华 街 （１９２）
!!!!!!!!!!!!!!

　概况 （１９２）
!!!!!!!!!!!!!!!

　街道经济 （１９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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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管理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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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事务 （１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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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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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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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正 街 （１９６）
!!!!!!!!!!!!!!

　概况 （１９６）
!!!!!!!!!!!!!!!

　街道经济 （１９６）
!!!!!!!!!!!!!

　社会事务 （１９６）
!!!!!!!!!!!!!

　城市管理 （１９６）
!!!!!!!!!!!!!

　文化工作 （１９７）
!!!!!!!!!!!!!

　党建工作 （１９７）
!!!!!!!!!!!!!

附　　录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１９８）
!!!!!!!

　先进集体 （１９８）
!!!!!!!!!!!!!

　先进个人 （２００）
!!!!!!!!!!!!!

文件目录选编 （２０１）
!!!!!!!!!!!!

　中共口区委员会文件选目 （２０１）
!!!!!

　中共口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选目 （２０１）
!!

　口区人民政府文件选目 （２０２）
!!!!!!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选目 （２０３）
!!!

报刊文选及题录 （２０５）
!!!!!!!!!!!

　报刊文选 （２０５）
!!!!!!!!!!!!!

　报刊题录 （２２８）
!!!!!!!!!!!!!

统计资料 （２２９）
!!!!!!!!!!!!!!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口状况 （２２９）
!!!!!!!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口按年龄分组 （２２９）
!!!!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口增减情况 （２３０）
!!!!!

　２０１４年口区土地面积人口密度 （２３１）
!!!

　２０１４年口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
总值表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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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口区地区生产总值构成项目表 （２３２）
!

　２０１４年口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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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口区工业生产、销售总量 （２３４）
!!!

　２０１４年口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一）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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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口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二）
　 （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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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口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购进、
消费及库存消费量 （２３５）

!!!!!!!!

　２０１４年口区工业企业原材料、消费及库存
总表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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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筑业企业年报生产情况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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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筑业企业年报财务状况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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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口区投资完成情况 （２３７）
!!!!!

　２０１４年口区标准化工作情况表 （２３８）
!!!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镇居民收支 （２３９）
!!!!!

　２０１４年口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目标
完成情况统计表 （２３９）

!!!!!!!!!

　２０１４年口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４０）
!!

　２０１４年口区个体工商户发展情况 （２４０）
!!

索　　引 （２４１）
!!!!!!!!!!!!!!

彩页插页（页码单编）

口区民政局 （１）
!!!!!!!!!!!!!

口经济开发区 （２）
!!!!!!!!!!!!

口区宝丰街 （３）
!!!!!!!!!!!!!

武汉市第四中学 （４）
!!!!!!!!!!!!

口区总工会 （８）
!!!!!!!!!!!!!

口区残疾人联合会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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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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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ａｎｕｒａｒｙ５，
２０１５ｉｎＱｉａｏｋｏ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Ｆｏｕｒｔｈ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ｉ
ｒｔｅｅｎｔｈ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Ｍｅｅｔｉｎｇ ＧｕｏＨｏｎｇｈｅ（１９）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

Ｔｈ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ｎｚｈｅｎｇＳｔｒｅｅ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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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２４）
!!!

“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５）
!!!!!

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２０１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７）
!!!!!!!!!!!!!!!

Ｍａｒｃｈ （２７）
!!!!!!!!!!!!!!!!

Ａｐｒｉｌ （２９）
!!!!!!!!!!!!!!!!!

Ｍａｙ （３０）
!!!!!!!!!!!!!!!!!

Ｊｕｎｅ （３１）
!!!!!!!!!!!!!!!!!

Ｊｕｌｙ （３１）
!!!!!!!!!!!!!!!!!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２）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３）
!!!!!!!!!!!!!!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４）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５）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５）
!!!!!!!!!!!!!!!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

Ｓｕｒｖｅｙ （３７）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８）
!!!!!!!!!!!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８）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ｆ
　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４０）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４０）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４１）
!!!!!!!!!!!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４３）
!!!!!!

· ＵｎｉｔｅｄＦｒｏｎｔＷｏｒｋ· （４４）
!!!!!!!!!

·ＷｏｒｋｏｎＰａｒｔｙＳｃｈｏｏｌ· （４６）
!!!!!!!!

·Ａｆｆａｉｒ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ａｉｗａｎ· （４７）
!!!!!!!!

·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Ｖｉｓｉ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 （４８）
!!!

·ＳｅｎｉｏｒＣａｄｒｅｓＷｏｒｋ· （４９）
!!!!!!!!!

·Ｗｏｒｋ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Ｗｏｒｋ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５０）

!!!!!!!!!!

·ＷｏｒｋｏｆＫｅｅｐｉｎｇＳｅｃｒｅｔ· （５１）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５２）
!!!!!!!!

·Ｍｅｄｉ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５３）
!!!!!!!!!

·Ｗｏｒｋ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ＰＣ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ｎｄＱｉａｏｋｏｕ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５４）

!!!!!!!!

·４１·



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５５）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５５）
!!!!!!!!!!!!!

·Ｕｓ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ｏｆＯｆｆｉｃｅ· （５７）
!!!!!!!

Ｐｅｏｐｌ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５８）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５８）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６５）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６６）
!!!!!!!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８）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 （７０）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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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７３）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７４）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７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７４）
!!!!!!!!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ｎｇ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７６）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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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Ｋｕｏｍｉｎ
ｔａｎｇ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７７）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Ｌｅａｇｕｅｏｆ
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７８）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０）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１）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ｎｄ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ｙ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２）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ＺｈｉＧｏｎｇＤａｎｇ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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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ＪｉｕＳ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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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ｉａｏｋｏｕ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ｅａｇｕｅ· （８５）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ｏｆ
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５）

!!!!!!!!!!

Ｍａ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８６）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ｅＵｎｉｏｎｓｏｆＱｉａｏ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６）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ＹｏｕｔｈＬｅａｇｕｅｏｆ
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９）

!!!!!!!!!!

·Ｗｏｍｅｎ′ｓ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９１）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Ｑｉａｏ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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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ｆＯｉａｏｋｏｕ· （９４）
!!!!!!!!

ＴｈｅＱｉａｏｋ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ｅｓ，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ｉｓｔ （９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 （１０３）
!!!!!!!!!!!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１０４）
!!!!!!!!!!!!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Ｗｏｒｋ （１０６）
!!!!!!!!!!!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１０７）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１０）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ａｆｅｔｙ （１１２）
!!!!!!!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ｓ （１１３）
!!!!!!!

Ｃｉｖｉ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１４）
!!!!!!!!

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１６）
!!!!!!!!!

Ｕｒｂ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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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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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ｏｕｓ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Ｈｏｕｓ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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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１２２）
!!!!!!!!

Ｗｏｒｋ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２５）
!!!!!!!!!

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１２６）
!!!!!!!!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２７）
!!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２８）
!!!!!!!!

ＰｕｂｌｉｃＵｔｉｌｉｔｙ

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１３０）
!!!!!!!!!!!!!

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１３１）
!!!!!!!!!!!!!

·５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ｏｄｓ （１３２）
!!

Ｐｏｓ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３３）
!!!!!!!!!!!!!

Ｔｅｌｅｃｏｍ （１３３）
!!!!!!!!!!!!!!!

·ＣｈｉｎａＴｅｌｅｃｏｍＣｏ．，ＬＴＤ．，ＷｕｈａｎＱｉａｏｋｏｕ
Ｂｒａｎｃｈ·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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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ｉｎａ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ｒｏｕｐＨｕｂｅｉ
Ｃｏ．，ＬＴＤＱｉａｏｋｏｕＢｒａｎｃｈ· （１３４）

!!!!!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ｃｏｍＣｏ．，ＬＴＤ．，Ｗｕｈ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Ｑｉａｏ
Ｅｓｔｕａｒｙ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 （１３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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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３８）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１３９）
!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４１）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Ｐｒｉｃｅｓ （１４３）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４４）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ｆ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４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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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ｕｄｉｔ （１４８）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５０）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１５０）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ａｘ．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５３）
!!!!!!!!!!!!!!!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Ａｓｓｅｔ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５５）
!!!!!

ＳｔａｔｅＴａｘｅｓ （１５６）
!!!!!!!!!!!!!!

ＬｏｃａｌＴａｘｅｓ （１５８）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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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委十一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
暨全区经济工作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０日，根据录音整理）

中共口区委书记　王太晖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在区委十一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

会上讲话

　　今天我们召开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刚才新华区

长全面部署了２０１５年的工作，非常细，也非常实，大

家一定要抓好落实。在此基础上，我再强调两个方

面的内容，跟大家共勉。

一、深刻认识新常态，认真把

握新要求，真正做政治上的清醒人

和明白人

去年我区主要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全面完成，“三件大事”取得

决定性进展，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

进，转型发展呈现光明前景。总体

来说，这几个方面成绩比较突出：

第一，经济发展亮点纷呈。我

们坚持“一街道一主打”，一个难

点一个难点地攻克，汉正街、长丰

街，以及其他街道，“三旧”改造、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重点难点工

作都取得了突破。各部门的工作也有很多亮点，比

如，建设局去年城建投资达到５３２亿元，创了历史

新高。最近这三年，我们每年都有 ２００万平方米、
·１·



１万户的拆迁量，１００万平方米的开工量，１００万平

方米的竣工量，６６７公顷的土地挂牌，为口转型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省委巡视组非常关注口的发

展，实地查看部分重大项目后，肯定口变化很大，

经济社会发展和党风廉政建设“两手抓、两手都

硬”，为我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对口的发展充

满信心。

第二，干部作风经受住了考验。去年通过省经

济责任审计的监督、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督导

和省委巡视工作的督查，我们都被 Ｘ光机里里外外

照了一遍，绝大多数干部都经受住了考验，全区没有

出现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今年１月６日晚，武汉

电视台电视问政现场直播２０１４年武汉市中心城区

干部作风考评情况，综合市人大、市政协、市治庸办

督察组检查考核得分、社会集中问卷测评得分、电话

抽访得分、电视问政现场测评得分四项成绩，我区年

终考评总得分为９１２３分，位列全市第一。这说明

我们干部是过硬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第三，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丰硕。我们坚持大员

上阵，全民动员，掀起文明创建工作高潮，迎检时期

全区干部“朝七晚九”连轴转，卫计委、城管委、文明

办等各个部门和每个街道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推

动城市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市民文明素质进一步提

高，为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了有力贡献。

市里对我区的创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口很

不容易，在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工作做得很好，

群众的满意度也非常高。

第四，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我们坚持“一岗双

责”，在推进项目促进发展的同时，把安全稳定当作

天大的事抓在手上。这几年在安全稳定上口没有

出大事，这与大家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进京非

正常上访在１３个区里面我们长期是全市前３名，去

年下降到第７名。在转型发展的拆迁高峰期、矛盾

凸显期，能有这样的工作成效确实不简单。

这些成绩凝聚了同志们的心血，每一个单位、每

一个街道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大家的工作都有值

得肯定、值得总结的地方。要通过认真总结、深入思

考，明确新常态下如何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

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谋划工作、推动

发展的大逻辑、大方向、总指导，我们作为基层党员

干部，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一定要知道党中央在强

调什么、倡导什么，不允许有半点的马虎。如果这个

原则方向、大是大非的问题把握不好，就容易出问

题，不光是事业出问题，个人也要出问题。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党的

建设、作风建设、反腐败斗争等方面都有一系列新观

点、新论述，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总方向。

一是经济发展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四个转向”，

增长速度正从１０％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７％左右的

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

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

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

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

益、可持续的发展”，“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

产总值，在评价工作和考察干部时，不能一味以生产

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不是经济发展速度高

一点，形势就‘好得很’，也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下来

一点，形势就‘糟得很’。”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给口的转型发展撑了

腰，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底气。这几年，口不盲目攀

比，不简单的与其他城区比数字、比 ＧＤＰ、比财政收

入，而是把薄弱环节找准，通过艰苦的工作，一点一

点、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解决好，克难攻坚、锲而不

舍地抓转型。我们还要坚持这个思路走下去。

二是民生改善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

民生保障，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务，民生

工作面广、量大、头绪多，一定要注重稳定性、连续

性、累积性，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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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干，一任接着一任做。”

我们要像抓重大项目一样来调度和推动民生

工作，让老百姓都能实实在在地享受到转型发展

的成果。

三是党的建设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一心一意谋发展，

聚精会神抓党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

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

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如果我

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这个话已经说到底了，观点非常鲜明。

在座的各位党委（党组）书记，要充分履行党建工作

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以党的建设统领改革和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工作，把干部带好，进一步增强党员意

识，做到心中有党。

四是作风建设方面。

“三严三实”是我们作风建设的总要求，就是要

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

要实、做人要实。今年中央还要在县处级领导干部

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横下一条心纠正“四

风”。纠正“四风”不会松，不会歇一口气，而是要以

更加严肃的态度、更加严厉的措施，把每一个节点都

抓好。大家一定要有大局观，中央有要求，我们就严

格按照要求办，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这就是对我们

干部最好的保护。

五是反腐倡廉方面。

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定指标、上不

封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跟腐败作斗争，

有多少就处理多少，谁怕谁啊。个人的生死、个人

的毁誉都无所谓，既然党把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

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王岐山书记说，“要保持坚

强政治定力，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不是一阵

子，踩着不变的步伐，把握节奏和力度，把工作一

步步引向深入。”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新

常态尽管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但是我们要习以为

常，作为基本规律、基本规矩和必须要落实的任务来

看待、来遵循，做政治上的清醒人、明白人。

二、主动适应新常态、着力打造新作风、奋力推

动新发展，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到守规矩、勇担当、

有作为

这就是２０１５年工作的总体要求。

一是要守规矩。

要做到令行禁止，不搞变通，不碰底线，始终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最近几个月，每一次区委常

委会都要学习中央和省、市党风廉政方面的讲话或

者通报，以案说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

情不能做，做了就要被处分，一听就知道，非常细。

各级党组织都要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学习，通过这些

案例来反省自己、教育干部，不出错，不做傻事。

守规矩的底线是廉洁自律。作为口区的领导

集体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守三个基本的底线。第

一，用干部讲公道、凭实绩，不让一个干部进自己家

门。第二，工程建设按程序来，不为一分钱打招呼。

第三，招商引资公开透明，不私底下接触一个开发公

司老板。“三个不”的基本底线是对大家的具体要

求，是对口负责的态度，也是对大家的爱护。

二是要勇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好干部的标准他最看

重的就是两条，信念坚定和敢于担当。“党看干部

主要就是看肩膀能不能负重，能不能超负荷。”

省委李鸿忠书记１月７日参加省民政厅党组民

主生活会时指出，“勇于担当是领导干部从政资格、

从政底线。不担当就是丧失了从政资格和底线，就

是渎职。”“在一个班子里，班长担负班长之责，其他

班子成员担负相应责任。班长所处的位置，决定了

班长要担当更多更大责任，这个责任无可替代。班

长对于认准的事情，要敢于横刀立马、当机立断、敢

作敢当。担当责任，要做到性格服从工作、个性服从

党性、‘小我’服从‘大我’。在工作上该向上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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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争取，该提醒的提醒，该扯袖子的扯袖子，该大喝

一声时大喝一声。”

该定的事情要定，该拍板的时候要拍板，这就是

担当。只要是出于公心，为了口的发展，大家公开

决策，这个板我们就敢拍，这个责我们就担得起。

三是要有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

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每年都是重复昨

天的故事。我们每年都要扎扎实实干成几件事。

我们这几年就是这么做的。武汉打造国家中心

城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中心城区的历史使命就是

要培育和引领现代、时尚、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

式，这是中心城区与新城区最大的不同。我们找准

比较优势，不盲目跟其他区攀比，认定口在打造国

家商贸物流中心方面可以担重任、挑大梁，加快推进

“三旧”改造，高标准引进项目，为老百姓提供高品

质的服务功能。随着宜家、沃尔玛、凯德这些项目一

个一个建成，口完全可以发挥引领作用。所以，我

们一定要静下心来，干口自己的事，一年干成几件

事情，扎扎实实把口的事情做好。

要做到心中有数。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部门、每

一个街道，五年要干成什么，每年要干成哪几件事

情，都要清清楚楚，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

哪里”。一定要有一个愿景，然后朝着这个方向，一

天一天、一步一步往前走，一个一个项目落实好，总

有一天会实现我们的目标。

要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每项工作都

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干。光心中有数，定了的事

情没人盯不行，要有人天天想。重要的事情，一把手

要亲自盯，亲自想，要带领大家一起盯、一起想，这样

最终才能落到实处。

今年有这么几项重点工作。

一是“三件大事”。

已经到了冲刺阶段，要一鼓作气，决战决胜。

我们提出２—３年完成化工企业搬迁，现在基本

实现，只剩无机盐、双虎、有机３个厂各有一条生产

线在生产，３月份全部停产。这件事多么难！９９家

化工企业，占全市三环线以内化工企业的８３％，涉

及３万产业工人的安置和稳定、２０００多户社会拆

迁。我们一任接着一任干，用了６年多的时间干完。

当然，搬了之后还有土壤修复、项目引进、生态新城

建设等工作，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最艰难的时候

过去了，全区安全形势、空气质量都好了很多。所以

我们讲转型和危机在赛跑，转型越快，危机就越少，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提出３—５年完成１３个“城中村”改造，现

在４个村基本完成改造、５个村基本实现整村拆除，

剩下的东风、易家墩、舵落口、常码４个村今年力争

全部挂牌、基本完成拆迁。把拆迁工作做到“大头

朝下”，这是历史性的使命。

我们提出５—１０年形成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

区雏形，现在看来很有希望。以前的汉正街，抬头看

不见天，一眼望不到尽头。现在的汉正街，安全形势

明显好转，老旧市场在提档升级，棚户区在一片一片

拆迁，新项目也在引进，已经走上了健康的轨道。虽

然工作仍然很艰难，但是愈艰难，愈要奋进。今年要

继续着力推进综合整治、征收拆迁、招商引资和产业

升级四项重点工作。

二是项目建设。

重点把握两个方面：招商引资，服务企业。

对现阶段的口来说，招商决定生死。好不容

易拆出来的地块，如果项目没有引进好，那就是白做

了，做了还不如不做。我们每做一个项目就要成一

个项目，每做一个项目就改善口一个地方的面貌。

一片一片地改，一个功能一个功能地改，慢慢口就

会大变样。所以招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越

秀、新世界、恒隆、招商的写字楼马上就要建起来了，

我们一定要提前谋划好。

服务企业要形成制度性安排。要以宜家项目服

务为楷模，完善服务企业的制度和工作机制。项目

落到口后，从拆迁、挂牌、摘地、打桩、建设到最后

投入运营，整个链条都要服务好。区重大办统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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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街道负主体责任。企业有什么困难，街道跟重大

办反映，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来服好务，重要

问题在重大项目调度会上研究。

同时，要把握好项目的节奏。现在很多街道任

务非常重，企业改制、“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造，

量非常大，非常辛苦，要尽量做到“一街道一主打”，

就是在某个阶段，原则上每一个街道一个主打项目，

这个项目干得差不多了，再启动下一个项目，特别是

在旧城改造方面，条件成熟一个做一个，稳扎稳打，

不能崩盘，不做欲速而不达的事。比如韩家墩街，去

年主打四中及周边综合改造，工作非常到位，今年再

启动建一片。宗关街是把汉西建材片拆完、挂牌了，

现在启动宗关铁桥片。

三是生态建设。

重中之重是建设好“两带三园”。

要围绕园博会、宜家开业，做好周边的基础设施

建设。特别是长丰大道高架，作为连接二环和三环的

一个主要通道，也是为宜家项目和园博园服务的，如

果拆迁跟不上，就会开“国际玩笑”。现在问题的关键

是东风村的征收拆迁。这项工作考验我们班子的凝

聚力、战斗力，考验我们的作风，考验我们做群众工作

的能力，关键时刻一定要顶上去，千万不能“闪杆子”。

今年汉江湾体育公园江汉二桥到江汉六桥段建

设要全部完工，江汉六桥到长丰桥的砂石场要全部

搬迁。要加强“绿道”建设，将“两带三园”串联起

来，形成一个大生态循环圈。老百姓可以骑自行车

沿绿道从月湖桥一直上张公堤，再经过跨三环的生

态廊道，既能到张毕湖，又能到宜家，还能到竹叶海、

园博园，可以环行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在家门口享

受休闲慢生活。这要作为口的一个品牌谋划好、

建设好。

四是民生工作。

总体要求是：守住底线，突出重点。

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省、市民生政策。这几

年，我们在区级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解决了一批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经济适用房持证家

庭、廉租房持证家庭全部解决了住房问题。今年我

们也要找一批突出问题加以解决，比如，我们能不能

在口消灭 Ｄ级危房？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特

别是汉中街、六角亭街、汉正街危房比较密集，对旧

城改造暂时涉及不到的危房，要想办法解决，安全问

题不能等。

要建好、用好、管好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对群

众承诺的区福利院养老中心、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汉江江滩群众体育活动中心，

确保今年全部投入使用；要整合资源，在集贤路集

中打造青少年活动中心和老年活动中心。这些民

生项目先要建设好，这是最基础的工作，同时还要

考虑怎么把它用好，用得老百姓高兴，用得老百姓

喜闻乐见。比如，汉江湾体育公园争取今年 ５月

份开园，要加强管理，借助这个载体举办“汉江湾

文化嘉年华”，开展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

动。另外，教育部要求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

的校园体育活动，口是体育强区，是冠军的摇

篮，要在全市带头，在学校广泛开展轰轰烈烈的体

育活动，每个学年要有学校之间的比赛，汉江江滩

群众体育活动中心保证每周至少有三到五个半天

免费作为学校课外活动、运动比赛的基地，让学生

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同志们，新常态呼唤新作风，新作风推动新发

展。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周围，开拓创新，砥砺奋进，努力完成２０１５年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

任务，为早日建成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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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５年１月７日在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群翔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冯群翔在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

各位代表：

我受区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

审议。

２０１４年主要工作

２０１４年，区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切实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发挥地方国家权

力机关的作用。先后召开 ７次常

委会会议和２２次主任会议，听取

和审议“一府两院”２６个专项工作

报告；组织开展１９次以代表为主

体的视察检查活动，督促重大项目

建设，检查公检法机关办案质量和

５部法律法规在我区的实施情况；

依照法定程序和选人用人标准，任

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７９人次。为

推进口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加

快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一、围绕全区工作大局，推动

经济跨越发展

做好“三件大事”，推进转型发展、跨越发展，

实现口全面振兴，是当前全区人民共同担当的

历史责任。区人大常委会围绕全区大局，遵循法

定职责，联系口实际，坚持依法监督与支持工作

相结合，把注意力放在共同破解发展难题上；坚持

有所为有所不为，把兴奋点放在加快发展和保障

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坚持规范履职与改革创新相

统一，把着力点放在强化常委会职能和发挥代表

作用上。形成了人大监督有力，“一府两院”密切

配合，代表和群众积极参与，同心合力，共促发展

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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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重大事项决策程序，把重大建设项目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交大会审议批准，扩大

了决策民主。为增强审议政府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常委会组织委员深入园博园等建设工地，主任会

议邀请市区人大代表视察汉江湾体育公园等项目现

场，检查建设进度，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主任会议５名成员分别承担银丰片、汉西建材片等

重大项目任务，在积极协调中强化人大监督，推进工

作进度，为我区重大项目建设提速作出了积极贡献。

审查和批准了２０１３年度本级财政决算，听取和

审议了２０１３年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报告，审议批准了２０１４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报告。针对我区经济发展中税源不足等问题，

听取区国税局和地税局税收情况专项报告，要求财

税机关加强征管，落实年度目标任务。加强对预算

执行审计的监督，督促将涉及政府投资基建项目、房

屋征收拆迁项目等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纳入年度审

计目标。强化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的督促检

查，促使相关单位进一步健全财经管理制度。

二、高度关注民生，推进依法行政

持续把食品安全问题作为监督重点，对全区小

餐饮便民服务区建设加大了督查力度，要求在全区

建设１０个便民小餐饮规范服务区，以点带面提升我

区小餐饮服务的整体水平。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实

施方案，明确时间节点，扎实推进。常委会多次视察

建设情况，强化跟踪督办，促使按期完成任务。

对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状况开展专项调研，

组织人大代表先后视察了汉中街、宝丰街和易家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促进提档升级。同时建议

区政府加大投入，完善工作机制，进而抓好社区卫生

服务站规范化建设，加快我区区域医疗联合体发展。

为加强中小学安全保障，将区政府实施《武汉

市中小学校安全条例》作为常委会年度执法检查重

点，对区辖６０所学校展开检查。先后暗访１５所学

校，召开６次专题座谈会，收集整理４３个问题，提交

区政府及教育部门整改。适应跨越发展，推进科技

创新，听取了区政府实施《武汉市科技创新促进条

例》情况的汇报，检查我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

情况，对产业转型升级、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使用效

益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对区政府实施

《武汉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条例》《武汉市法律援助

条例》，以及“六五”普法进展情况等，听取和审议专

项工作报告，促进相关部门依法行政。

对治庸问责、优化发展环境中“十个突出问题”

承诺整改深入开展专项督查，与区政协联合成立５

个专项督查工作组，深入督查基层干部作风、湖泊保

护等问题的承诺整改。通过视察调研、明查暗访、重

点抽查等多种方式，推动了有关单位整改和建立长

效机制。

认真总结评议工作，进一步改进方式，规范程

序，扩大参与，研究制定了《区人大常委会专项工作

评议暂行办法》。提前下达评议通知，促使自查自

改；向社会发布公告，广泛收集意见；突出现场视察

和会议评议，把发言权交给代表；对存在的问题，要

求立行立改，务求实效。常委会委员、市区人大代表

和市民代表１１０人，分别参加对区教育局、工商局、

统筹办开展的工作评议，并进行满意度测评，促进了

政府相关部门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

三、深化办案质量检查，促进公正司法

坚持从提高办案质量入手，不断深化司法监督，

分别对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口公安分局

２０１３年度办案质量和执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情

况开展检查。检查组结合群众反映和社会关注的司

法问题，有针对性地选定案宗。对区人民法院重点

检查被改判、发回重审、抗诉的案件，对区人民检察

院重点检查不捕、不诉、撤回及改变定性的自侦案

件，对口公安分局重点检查刑拘后未报捕、未批捕

和未移送起诉而作其他方式处理的刑事案件。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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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查的基础上，组织专班随机抽查了１７１件案件。

检查组紧扣法律，逐案检查，客观点评，提出意见。

常委会认真审议三机关专项工作报告和办案质量检

查报告，三机关按照常委会审议意见强化整改。在

市、区人大代表民主测评中，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

察院、口公安分局办案满意率同比有新的上升，司

法公信力不断提高。

四、支持代表依法履职，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坚持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组织代表参与

执法检查、视察调研、工作评议及专项督查，引导代

表就事关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突出问题开展调研，就城市开发、环境整治、健康产

业发展等问题建言献策，安排８７名人大代表回原选

举单位述职，促进代表依法履职。

常委会积极探索，对代表进选区和接待选民

做出制度安排。在街道代表工作室全覆盖的基础

上，进一步向社区延伸，在 ７６个社区建立了代表

工作站。各街人大工委积极利用两个平台，推动

代表联系选民，倾听群众心声。宗关街严格落实

代表接待选民收集意见限期办结回告制度，荣华

街、韩家墩街把代表服务选民工作扎根在社区。

全年１１个街人大工委共组织１２次市区人大代表

集中进选区活动，２００余人次参与接待选民２４００

多人，对选民提出的３１９个问题，约请有关部门当

场协调解答处理 １７３个，转交区政府职能部门办

结反馈１２４个，其他因故不能办理的２２个问题向

选民做出解释。代表积极帮助选区选民排忧解

难，受到了选民的充分肯定。

五、加大督办力度，议案建议办理成效明显

常委会把督办大会议案和代表建议作为体现人

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为政府助推，给承办部门加

力，力求把议案办好，让建议落实。今年共督办议案

３件，建议７３条。区政府高度重视议案办理，《关于

在汉江北岸江滩建设群众文化体育广场的议案》

（１号议案）的办理，加快了汉江湾体育公园的建设，

口人民有了属于自己的面积最大、环境最美、设施

最全、品类最丰的文化体育活动场所。《关于推进

口农贸市场改造升级，进一步规范市场管理的议

案》（２号议案），契合广大居民群众的生活需求。这

一议案的有效办理，整体改变了过去菜市场脏乱臭

形象。升级改造后的２７个市场，整洁便利规范，面

貌焕然一新。续办的《关于打造古田四路文化创意

特色街的议案》，区政府及建设局等部门克服困难，

多方协调，加大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绿化美

化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加大了对代表建议的督办力度，建议办理好坏，

让代表和群众评价。组织各街人大工委和１８７名区

人大代表，以及１０１名市民代表，对７３条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开展视察检查，并进行满意度测评，有效推

动了建议办理。

六、转变工作作风，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常委会党组和机关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联系人大实际，着力解决“四风”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以及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坚持

开门搞活动，通过进社区、进企业、访代表，广泛征求

各方面意见建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入查摆

问题，确定３个方面２５项具体整改措施。制定和修

订１０项常委会工作制度和机关管理制度，促进了常

委会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八项规定，严控经费支

出，文风会风进一步改进。

加强人大工作队伍建设，各工作委员会围绕常

委会议题开展调查研究，加强沟通协调，在组织视察

检查、增强监督实效、推动议案办理、发挥代表作用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街人大工委在闭会期间

积极组织市、区人大代表开展活动，促进代表联系选

民，反映群众意愿，协调解决问题，基层人大工作水

平有了新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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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一年来，区人大常委会各项工作取得

了新的成绩，这是区委坚强领导，区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全体人大代表和人大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是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大力支

持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向全体人

大代表，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区人大工作的同志，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常委会的工作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新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还有较大

差距。依法监督的工作方式还不够完善；常委会审

议意见和代表建议的落实督办力度还要进一步加

大；常委会成员联系代表和代表联系群众还不够广

泛；为代表做好服务保障的工作还不细等。对此，我

们一定高度重视，认真加以改进。

２０１５年主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６０周年纪

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

中国人民翻身做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也是今后一

个时期人大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２０１５年是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

口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

体要求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围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这一大

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为重

点，以扩大民主和发挥代表作用为基础，进一步加强

对“一府两院”的依法监督，进一步加强同人大代表

和基层群众的密切联系，不断转变作风，改进工作，

增强实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

作出新贡献。

一、坚持学习与履职并进，推进人大工作规范化

加强思想作风建设。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深化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

人大工作规律的认识，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推进民主

法治建设，推动区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不断提

高依法履职水平。

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切实转变工

作作风，推进人大工作规范化建设。坚持民主集中

制原则，强化制度执行，规范履职行为。

二、坚持发展与民生并重，依法行使监督职能

认真审议政府重要工作。围绕全面深化改革，

助力“三件大事”，重点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法治

政府建设、重大项目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情况

的报告，促进依法行政。

加强计划预算审查监督。根据新预算法要求，

完善区级财政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监督。增强部

门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加强预算执行情况的跟踪监

督，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财政收支审计监

督，对审计查出问题强化跟踪整改。

监督检查“十二五”规划实施情况。对事关区

域发展的重要经济指标、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等完成

情况加强监督。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审议并

跟踪检查“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

继续开展专项工作评议。以政府部门依法履职

为重点，以人大代表和基层群众为主体，以现场察看

工作成效为主要途径，对区发改委、区水务局、区司

法局、区卫计委４个职能部门，结合听取专项工作报

告展开工作评议，广泛听取意见，扩大民主监督，促

进政府部门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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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民生改善。针对公共卫生服务、社会化养

老、群众文体活动场馆建设等民生问题展开专题调

研，听取和审议政府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努力在保障

民生、维护民利、解决民忧上取得新成效。

三、坚持继承与创新并举，不断推进民主法治

推进制度创新。深化人大工作机制创新专项改

革，完善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制度，健全人大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等工作机制。扩大公民政治参

与，在督办重大项目、评议政府工作、执法检查等活

动中，提高基层代表和居民群众的参与比例，倾听群

众呼声，回应社会关切。

完善人事任免程序。实行宪法宣誓制度，凡经

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

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提高宪法权威。把贯

彻区委意图与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

来，坚持任前资格审查、法律知识考试等有效工作程

序，进一步规范人事任免工作。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配合市人大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

法规开展执法检查，保障法律法规在我区有效实施。

健全跟踪督办机制，督促“一府两院”认真落实人大决

议、决定和办理常委会审议意见，增强监督实效。

继续开展办案质量检查。通过改进检查方式，

拓宽人大代表参与司法监督的渠道，督促区人民法

院、区人民检察院、口公安分局提高办案质量，提

升司法公信力。以行政涉诉案件为办案质量检查重

点，确保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正确行使，积极营造

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法治环境。

开展“六五”普法教育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断

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建设法治

口。

四、坚持引导与服务并行，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提高人大代表履职参与程度。积极安排区人大

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主任会议和参加有关专门会

议。主任会议成员要加强与代表联系，为代表知情

督政、依法履职创造条件，提供服务。积极开展代表

专题培训和学习交流活动，提高代表履职能力，使人

大代表在全区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加强闭会期间代表活动的组织和指导。完善

代表小组活动制度，扩大省市区三级代表联组活

动范围。通过街人大工委，运用街道代表工作室、

社区代表工作站两个平台，做好代表接待选民工

作，更好地发挥代表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

民智方面的作用。

加大议案建议督办力度。坚持和完善议案建议

集中交办、重点督办、跟踪检查、多级测评等督办工

作机制，实行主任会议成员领衔督办、各工委分工督

办、办理情况及时通报、不满意建议重新再办等工作

制度，努力提高议案建议的办结率和满意率，确保建

议办理质量。

各位代表，我区改革和发展正处于承上启下、转

型跨越的关键时期，区人大及其常委会肩负的任务

光荣而艰巨。让我们在中共口区委的坚强领导

下，团结一心，牢记使命，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和扎实

的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开创我区民主法制

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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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５年１月６日在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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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会议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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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意见。

二○一四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４年是口转型发展的关键年、攻坚年，任

务艰巨繁重。在中共武汉市委、市政府和口区委

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监督支持下，我们践

行群众路线、团结全区上下，在破解难题、调解矛盾、

化解风险中克难攻坚、负重奋进，较好地完成了区十

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

务。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５０９６亿

元，增长１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额 达 到 ３４０９３亿 元，增 长

２１２％；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

到３５亿元，增长１４％；单位地区生

产总值能耗下降３７％，二氧化碳

排放下降４％；城镇登记失业率低

于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９％。口保持“全国文化先

进区”荣誉，被评为全省和谐社区

建设示范区、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示范区，再获省、市“文明城区”

称号。

一、“三件大事”取得决定性进展

汉正街征收取得重大突破，综合环境明显改观。

银丰片完成征收、实现供地，汉正街东片拆迁收尾，

长江食品厂东片重启拆迁，累计拆迁７６００户７０万

平方米。综合整治深入推进，关闭消防隐患市场

３家、整改消防挂牌单位１４家，消除隐患３８５２处，

四级巡查响应机制运转有效。抢抓创建契机，严管

出店经营、占道堆货、“客改货”等行为，优化多福

路、利济南路交通组织，环境秩序持续好转。“网上

汉正街”建设与建成区业态转型同步推进，第一大

道、多福商城提档升级，６２００余户商户上网交易，阿

里巴巴“汉正街产业带”上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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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企业全面关停，启动项目加快建设。奋战

七年关停促转全部９９家化工企业、完成拆迁２１３０

户４０万平方米，厂区搬迁、安全监管、职工安置、土

壤详查等工作有序推进，古田正式告别化工时代。

凯德古田广场、招商江湾国际等先期启动项目建设

提速，远大、力诺、无机盐等企业总部扎根口发展。

城区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试点得到国家发改委重点

支持。

“城中村”改造统筹推进，基础管理得到加强。

长丰村、罗家墩下干校村６宗５２９１公顷土地顺利

摘牌。长丰、东风 ２村拆迁分别达到 ７２５％、

５６３％，红星、永利、汉西 ３村拆迁收尾，完成拆迁

５０万平方米。还建房开竣工７３２万平方米，１３００

余户村民乔迁新居。常码头、易家墩、舵落口３村改

造抓紧协调推进。９村撤村建居，同步组建５个新

社区。规范村改制经济组织管理，建立完善重要事

项报备、财务监管等制度。坚持综合整治不放松，安

全隐患进一步消除。

二、转型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项目建设全面提速。紧盯关键节点，强化工

作调度，加快项目推进，完成拆迁 １１９万平方米，

汉西建材片、江家墩片等 ９宗 ６２７７公顷土地实

现供地，重大项目投资突破２８０亿元，土地挂牌总

量、投资增幅走在中心城区前列。多渠道筹集资

金１４２９亿元、房源２４１７套推动征收，四中整治

片、汉宜路片等 ９个项目拆迁收尾，海尔片等 １５

个项目加紧推进。正达红星美凯龙等 １１个项目

开工，华汉广场等１２个项目竣工，恒隆广场、星汇

云锦、武胜文化城、新世界二期等项目加快建设。

三大功能区建设有力推进，汉正街中央服务区、汉

江湾古田生态新城社会关注度持续升温，汉西高

端商贸商务区特色优势逐步凸显。

重点产业加快发展。现代商贸优势不断拓展，

宜家家居成功开业，沃尔玛山姆店正式营业，南国西

汇广场二期建成营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保

持城区第二位。电商企业加速聚集，韩国现代、千里

马等品牌电商落户，企业总数超过３４０家，连续３年

成功举办面向全国大学生的电商创新创业大赛。医

疗健康产业快速发展，同心健康产业园建成开园，新

引进海王星辰、美年大健康等企业２２家。总部经济

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葛洲坝总部正式入驻，海尔集

团、航天电工等总部项目策划推进，湖北卓骏等８家

中小企业总部相继落户，省级金融保险企业总部达

到１２家。招商引资总额增长３０％、突破２１０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在中心城区领先，各产业新引进

优质企业１０２家。

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完善领导对口联系企业和

企业直通车制度，建成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出台产

业转型支持政策，安排专项资金１４亿元助推企业

发展。组织政企、银企、企企对接会１７场，帮助企业

解决问题９３个、实现融资２２８亿元、争取扶持资金

１２４亿元。实施工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创新

“一窗办结、证照齐发”“一点多照、集群注册”等工

作方式，新增私营企业 ２２５４家，同比增长 １０３％。

营业收入过１０亿元、税收过亿元企业分别达到２６

家、１０家，建信人寿、裕农电商、嘉信隆科技等企业

快速成长。省石油、天然气、中百总部大楼和新世界

广场、武汉城市广场５栋楼宇税收过亿元。新开工

５Ａ甲级写字楼１４万平方米，竣工产业面积５０８万

平方米。新增孵化器面积５１万平方米，建成大学

生创业专区，吸纳创业团队４０个。８人入选市、区

“英才计划”，３０人被评为“口拔尖人才”。

三、美丽生态口建设扎实推进

创建工作成效显著。掀起全员上阵、全民发动、

全域覆盖的创建热潮，强化对标整改、重点整治，

“创卫”工作通过国家技术评估，“创文”“创模”工

作深入开展，口变得更有序、更漂亮。筹资３１４５

万元规范农贸市场建设，关闭取缔１０家、改造升级

２７家农贸市场，群众买菜更方便、更放心。３年“拆

违风暴”累计拆违突破１００万平方米，有力遏止违

建势头。集中清除铁路沿线垃圾，加强“黑的”“三

车”治理，完成一批道路、社区架空管线整治，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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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水箱８８个，汉正街、长丰等环卫薄弱区域实现

精细化管理，一批城管“顽疾”和卫生“死角”得到根

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深入人心，爱国卫生

运动广泛开展，“周末清洁家园”活动持续推进。社

区排水联动管理继续扩大服务范围，荣华街环卫作

业市场化试点初见成效。

生态建设有力推进。园博园建设提速，“我的

园博我的家”活动有效开展。张毕湖公园完成退耕

还湖、建设部分竣工，竹叶海湿地公园核心区建成。

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和三环线绿化带基本形成。汉

江湾体育公园一、二期４１万平方米主体完工，２６

千米生态江滩扮靓城区水岸生活。完成１０条道路、

６０个社区绿化提档升级。新增绿地１００万平方米，

人均绿地面积达到９５３平方米。努力改善空气质

量，全面完成三环线内“改燃”任务，强化工地和道

路扬尘整治，推广家庭油烟净化装置９３１台、淘汰黄

标车２６３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下降。深

化两型社会建设，新开工绿色建筑项目６个１５０万

平方米。

城建攻坚深入开展。城建投资突破３５亿元，再

创历史新高。江汉六桥主体完工，三环线北段改造

建设收尾，地铁３号线拆迁基本完成，６、７号线征收

加快推进。江发路全线贯通，长丰西路、轻轨连廊

桥、东风变电站如期竣工，江发路立交抓紧施工，保

障了宜家项目顺利开业。长丰大道高架桥、古田四

路北延线、广华路和丰雅路等园博园、保障房配套道

路加快建设。一批微循环道路建成通车。落实提升

基础公共服务能力专项行动，完成３０条社区道路建

设、３０个社区排水改造，更新雨污管涵１３７千米，

建成公厕９座、人防工程５５４万平方米。

四、民生公共服务持续改善

保障能力和水平稳步提高。拓宽就业渠道、优

化就业结构，新增就业岗位２９７万个，安置下岗失

业人员４４８７人次、特困人员 ３３００人，扶持创业

２６７０户。加强劳动监察、仲裁和调解，为劳动者追

回报酬１４４０万元。新增“五险”参保人数２１７万

人次，按时足额发放低保金及补贴１０３亿元。加大

特困边缘群体救助力度，救助特困家庭４４８６户次、

边缘困难家庭２６１１户。在前年全部落实经济适用

房持证家庭住房的基础上，去年又进一步落实了

２００９年以来所有廉租房申请家庭和人均面积不足

８平方米困难家庭的住房。发放养老服务“一键通”

终端设备２５万部，受理求助求救２１５万次，配餐

送餐、家庭护理、心理慰藉等服务逐步展开。高龄津

贴扩面提标，１６万老年人享受免费体检。新改建

社区养老院１３家，区社会福利院部分投入使用。残

疾人、对口扶贫、慈善救助等工作扎实开展。十件实

事全面落实。

公共事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创建１６所标

准化小学，改扩建２所幼儿园，崇仁路中学、紫润明

园小学建成开学。“教育云”试点示范项目有效推

进，校长聘任、教师轮岗等制度试点初见成效。新合

村小学校园足球工作经验在全国交流。中田赛会前

筹备、场馆建设及周边整治进展顺利。承办汉江湾

国际风筝邀请赛、全国城区体育工作研讨会、纸制品

收藏博览会和全省“金编钟奖”大赛，成功举办区第

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主体竣

工，１１个街道文化站、７５个社区文化室条件改善，汉

江湾体育公园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运动设施相

继建成。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即将投入使用，３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４家社区卫生服务站提档升

级。“医联体”模式成效初显，家庭医生签约 １０５

万人。区档案馆通过国家一级馆复评。双拥、民兵

预备役、国防动员、对台、民族、宗教、侨务、妇女儿

童、科普、地方志等工作取得新成绩。

社会综合治理不断加强。社区建设有力推进，

投入２５００万元深化幸福社区创建，１３６３个惠民项

目全面落实。紫润南、北社区综合创建成效明显，宗

关街和发展、营北、公路、百泽４个社区获得国家级

示范称号。落实社区减负，清理确定社区公共服务

清单，首批取消６５项考核、评比、摊派等事项。探索

社区联动服务机制，搭建“三方联动”平台 ４６个。

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构筑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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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体系和预防为主、宣教为先的工作格局，整改安

全隐患１３万处。受理各类投诉５３４２件，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３７９万元。建成小餐饮便民服务区

１０处，查处食品药品违法案件７７１起。维修更新老

旧社区问题电梯２０台。出台应急管理总体预案，网

格化系统指挥中心投入使用。启动社区视频监控系

统建设，大力推进医院、商场、学校“三圈”整治，全

区社会面保持安定。

五、政府自身建设全面加强

教育实践活动成效明显。聚焦“四风”问题听

意见、找根源、转作风、抓整改，活动取得干部受教

育、工作有突破、群众得实惠的良好效果，一批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得到解决。政府三大服务

平台完善制度、改进管理、提升服务，公共服务中心

按时办结率提高１６个百分点，政务服务中心投诉率

下降５个百分点，群众接待中心化解突出信访问题

１４５个。围绕联系群众、服务基层、严肃纪律等方面

建立完善制度３７项，政府作风明显改进。

民主法治建设得到加强。主动接受人大政协、

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监督，认真办理议提案２３５件，满

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９８％。规范政府决策行为，落

实重大决策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和合法性审查等要

求，开展法律论证９项、审查重大项目合同１２７份。

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办理

行政复议案件１６起。支持社区律师和同心·律师

服务团开展工作，为群众和企业挽回损失８３０万元。

“六五”普法、“大调解”等工作深入开展。

政府各项改革有序推进。制定政府职能转变和

机构改革总体方案，完成２２７家事业单位预分类工

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事项２５项。完成 ２３２９项行政权力清理，权力清

单、责任清单、程序清单全面公开。依法办理依申请

公开事项１７件，主动公开政务信息１７３万条。集

中财力倾斜基层，１１亿元资金下沉街道。完善重

点绩效目标跟踪管理办法，出台政务督查实施细则。

政府门户网站、政务督办系统改版升级，部门信息平

台加快整合，政府信息化建设取得新进展。

勤政廉政建设力度加大。严格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三公”经费下降２１％，办会、发文数量分别减

少１１９％和２４９％。强化治庸问责，开展明察暗访

２４８次，问责１０４人、３个单位，“十个突出问题”整改

到位，干部作风明显好转。加强省委工作巡视和经济

责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政府决策、投资、支出、管理

等行为更加严谨规范。强化审计监督，综合审计金额

突破１４０亿元，审减政府投资１４２２万元。认真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查处违法违纪

案件２８起，挽回经济损失３０００余万元。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工作充满艰辛，成绩来之

不易。我们取得的每一点进步、每一个突破，都是武

汉市委、市政府和口区委正确领导的结果，都是社

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也都是全区上下夜以继日、

深耕不辍的辛勤结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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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冷静看到，随着改

革转型持续推进，区域发展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主要表现在：资金房源困难，拆迁矛盾突出，项目推

进更加艰难；兴产业、聚财源的条件不优、办法不多，

经济持续增长机制尚不稳固，制约了民生保障和市

政建设等方面投入；安全生产基础薄弱，社会矛盾相

互交织，风险防控化解能力亟待提升；少数部门和政

府工作人员“为官不为”，大局意识、严实意识、规范

意识不强，所做工作与群众期盼还有一定差距。对

此，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二○一五年工作意见

各位代表，２０１５年是全面实现“十二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也是为新一轮发展打牢基础的关键一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深化改革和依法治

国新要求，全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

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全省“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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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定位催人奋进，全市“万亿倍增”的宏伟目标再

擂战鼓。随着长江经济带纳入国家开发战略，省市

发展再次迎来重大历史机遇。纵观口，“三件大

事”推进到第四年，瓶颈逐步打破、空间快速拓展、

势能不断积蓄，转型发展、跨越发展进入重要拐点。

我们必须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准确的定位和更

加紧迫的责任感，深入谋划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加

快探索口特色发展之路，努力在新的起点上实现

更大突破。

２０１５年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及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深化改革和

依法治国要求，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牢牢扭住

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主题，锲而不舍推进“三件大

事”，全面加快功能重塑、产业复兴、环境创优和民

生改善，完成“十二五”使命、谋划“十三五”蓝图，加

快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１２％，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１０％；单位地区生产总

值能耗下降３５％、二氧化碳排放下降３８％；城镇

登记失业率低于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８％。

围绕上述目标，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

的工作：

一、决战攻坚“三件大事”，加快构筑三大功能

区发展格局。坚持高水平谋划、高效率推进、高品质

开发，科学优化空间布局，以功能型项目引领功能区

发展，推动“三件大事”实现战略转折。

汉正街加快征收拆迁，巩固成片成块整治效果。

汉正街东片、长江食品厂东片、一职教东片完成拆

迁、力争挂牌，适时启动三特片、跃进片等地块征收，

形成接续推进、滚动开发、风险可控的良性格局。坚

守安全底线，促进日常监管与集中整治相结合，治理

一片、规范一片、稳固一片，确保安全不出大事、交通

基本通畅、环境持续改观。谋划推进建成区提档升

级，引导商城更新理念、创新环境，推动业态转型、公

司运作、品牌经营、网上拓展，适应中央服务区整体

发展定位。

化工企业搬迁收尾，整体谋划片区开发建设。

完成力诺双虎、有机实业、无机盐、钛白粉最后４家

企业外迁，做好厂房拆除、安全监管、职工安置、土壤

详查等工作。继续争取国家城区老工业基地搬迁改

造试点政策支持，筹资推进环境修复和道路建设。

按照汉江湾核心区的发展定位，制定开发建设综合

实施方案，统筹功能布局、产业定位、配套建设，创新

开发模式，推动老古田发展迈向汉江湾时代。

“城中村”基本完成拆迁，全面推进还建开发。

长丰村完成整村拆除，东风、常码头、舵落口、易家墩

４村基本完成拆迁、力争全部挂牌，完成拆迁７５万

平方米。加快各村还建房建设，实现开竣工５８万平

方米。引导开发用地、产业用地纳入汉江湾功能区

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总体布局，提高“城中村”改造综

合效益。坚持开展综合整治，保障安全发展。

强化项目支撑，推动三大功能区建设提速。提

高项目建设的效率和效益，调控节点进度、创新征收

拆迁、统筹资金房源、保障环境民生，完成拆迁７０万

平方米、实现供地５８公顷，推动重大项目投资跃上

３００亿元台阶。实施宗关铁桥片二期、内燃机片、建

一路片等９个项目征收，争取完成公交枢纽片、海尔

片、汉宜路片、一聋校片等６个项目供地。保障宜家

购物中心、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等６个项目开业，推

动星汇云锦５Ａ甲级写字楼、葛洲坝城市花园等１２

个项目竣工，促进银丰片、江家墩片、汉西建材片等

１０个项目开工，加快恒隆广场、凯德古田广场、招商

江湾国际、武胜文化城、新世界二期、正达红星美凯

龙等项目建设。坚持以大项目支撑发展大平台，推

动东部汉正街中央服务区加快抢占全市发展的制高

点、中部汉西高端商贸商务区进一步挺起口发展

的“脊梁”、西部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聚力打造汉口

新经济新生活中心。

二、加快发展现代新兴服务业，增强区域经济

发展活力。保持产业培育战略定力，进一步找准

方向、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加大力度，打造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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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升级版。

加快形成重点优势产业。进一步壮大现代商贸

业，强化项目引领、商圈打造、街区建设，加速升级传

统业态，大力引进专业销售公司、连锁商贸企业总

部，重点打造汉西家居生活体验中心、竹叶海“最美

购物中心”，支持中百、工贸等骨干商贸企业加快发

展。促进电商企业增量提质，加速聚集龙头电商、规

模电商和优质电商，大力发展 Ｏ２Ｏ、移动互联、大数

据服务等互联网产业，支持传统企业依托国家示范

基地发展电子商务。集聚发展医疗健康产业，发掘

同济品牌资源，加快医药器械商贸销售公司引进，积

极推动医疗外包、健康管理、高端医疗、专业医疗等

业态发展。优先发展以工业总部为特征的生产性服

务业，支持海尔、力诺、航天电工等总部落户，着力引

进省内外知名企业总部和优质中小企业总部。以保

险、证券、互联网金融为重点，错位发展专业金融、创

新金融。加快培育文化产业，谋划发展体育产业，探

索工业遗产、历史建筑保护性开发，促进江城壹号等

园区健康发展。壮大科技服务业，增强企业孵化器

产业培育功能，促进桥科院、材保所、船级社、三勘院

等重点企业发展。择优扶持现代物流业、社区服务

业，支持房地产建筑安装企业做大做强。加快打造

高品质产业载体，推动产业项目开工８０万平方米、

竣工５０万平方米。力争聚集优质企业超过１００家。

构建全方位招商大格局。强化招商局全面统

筹、部门街道分工协作、其他各方面力量有效参与的

工作格局，营造全员招商的浓厚氛围。整合地块、楼

宇、园区和产业资源，创新招商模式，综合运用定向

招商、网络招商、以商引商等方式，实现全方位招商。

突出三大功能区发展特色，策划定位清晰、主题明确

的整体招商方案，增强口投资吸引力。坚持引商、

引资、引智相结合，举办汉江湾发展论坛。完善招商

政策、发挥平台功能、拓宽信息渠道，提升招商品质

品位，力争招商引资总额增长３０％以上。

努力打造投资发展环境最优城区。落实领导联

系企业、企业直通车等制度，发挥企业信息服务平台

作用，营造零距离、低成本、高效率的营商环境。建

立服务企业监督机制，对损害企业利益、干扰企业经

营的行为严肃问责。定期开展政企、银企、企企对接

活动，促进信息互联、要素互换、市场互补，推动企业

共同发展。设立专项资金和引导基金，用好产业转

型发展政策，实施定向精准扶持，整合资源优先向领

军企业、骨干企业和成长型中小企业倾斜。优化征

管服务，加强财源建设。支持区企业联合会、企业家

协会更好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作用。坚持产业

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口英才计划”，吸

引更多优秀企业家和创新型人才、高层次人才到

口扎根创业。

三、全面提升环境功能，加快建设美丽生态

口。以迎接园博会为契机，努力打造生态良好、路网

畅通、管理有序、生活舒适的人居环境，让群众切实

感受到口的新变化、新气象。

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全力做好园博会服务保障

工作。继续推进张毕湖公园、竹叶海湿地公园建设。

实施月湖桥至江汉二桥、江汉六桥至长丰桥防洪清

障，建成７５万平方米汉江湾体育公园，实现市民踏

岸亲水、观景健身的美好期盼。西部重点提升宜家

项目、园博园等区域生态建设水平，完成江发路、城

华路、古田二路等７条道路绿化提档升级；中、东部

重点推进园林小景、花街花境、立体绿化建设，打造

一批绿化示范社区、示范道路。新增绿地７０万平方

米，兑现“三年新增绿地３００万平方米”的承诺。加

强环境监管和治污减排，深化机动车尾气、工地扬

尘、餐饮油烟等专项治理。强化能源监察、节能监

测，继续创建一批“两型”示范工程、示范社区，让绿

色发展深入人心。

加快城建攻坚步伐。拓宽城建资金来源，建成

一批骨干路网。推进市级轨道桥梁建设，完成地铁

３、６、７号线和孝高速征收，建成江汉六桥、长丰大

道高架桥等工程。完成园博园配套道路建设，建成

广华路、古田四路北延线、紫润北路、三环线北段等

道路。加快区级道路建设，推动江发路立交、古田五

路、丰雅路等７条道路竣工通车，启动古音路、长顺

路等１８条连通道建设。继续实施提升基础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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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专项行动，推进一批环卫、水务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集约用地，探索绿化、体育等规划控制用地

和地下空间的复合利用。

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完善街道社区为基

础、部门为主体的工作格局，让城市管理更加常态长

效、更加亲民为民。巩固创建成果，提升管理标准，

扎实推进“创模”工作。完善部门、街道联勤联动机

制，保持查违控违高压态势，强化占道经营、渣土运

输、非法营运、交通秩序等专项整治，提高清扫保洁、

门前三包等基础性工作水平。建立农贸市场、无主

水箱长效管理机制，继续推进城管作业市场化改革。

深入抓好“我的园博我的家”“周末清洁家园”等活

动，引导更多群众共同参与城市管理。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

四、全面发展民生事业，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坚

持保基本、守底线，打基础、创品牌，不断提高保障水

平和服务质量，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

整体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东部通过整

合、调整，重点改善青少年宫、老年大学、老年人活动

中心环境条件，打造集中服务青少年和老年人的活

动中心。西部全面建成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公共

卫生服务中心、社会福利院，补齐功能“短板”、打造

民生服务“样板”。改扩建幼儿园２所、创建标准化

小学８所，启动紫润明园初中、新一聋校建设，筹办

汉江湾国际学校。建成区非遗展示中心。新增一批

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启动建

设新残疾人服务中心，办好残疾人阳光家园。坚持

建、管、用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服务居民群众的

社会效益。

着力打造民生服务品牌。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新增就业１５８万人次。加强低保动态管理，做好社

保扩面、接续工作，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保全覆

盖。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加大政策补助、社会

救助、慈善扶助力度，持续关爱“失独”家庭、支出型贫

困家庭和特困边缘户。整合公共资源与社会力量促

进医养结合，建成更加完善的“一键通”后台服务体

系，着力打造养老服务品牌。推动保障房建设规范

化、分配透明化、管理长效化。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教

育教学，加强师资建设，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启动第

二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促进体教结合，发展学

校体育和校园足球，增强学生体质。全力办好中田

赛。依托汉江湾体育公园建设全民健身中心和学生

校外活动基地，搭建市民大舞台、举办文化嘉年华，开

展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支持群众文艺

团体和健身团队蓬勃发展。深化“医联体”模式，优化

家庭医生、健康档案、中医诊疗等特色服务。做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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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地方志等工作。

支持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开展工作。

夯实社会治理工作基础。深化幸福社区创建。

落实社区治理实施方案，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

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创新社区工作机制，支

持社会组织发展，促进社区更好服务群众。完成

第六届社区换届工作。促进人财物向老旧困难社

区和长丰保障房集中区域倾斜，让群众生活更有

保障、更有质量、更有归属感。全面完成无物业管

理老旧社区问题电梯维修更新，建立日常管理长

效机制。加强物业公司指导与监管。学习贯彻新

安全生产法，构筑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

重点问题专项整治，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加

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提升信访、维稳、调解、

应急等工作水平。净化市场环境，加大食品药品、

特种设备、物价、消费等领域监管力度。深化平安

口建设，构筑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汉

正街、长丰、“三圈”等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提高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为民办好十件实事。

１落实公租配房１０００套，住房租金补贴应保

尽保。

２帮助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３０００人次，

开展创业培训、扶持创业各１０００人。

３救助困难家庭５０００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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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免费受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少于３００件。

５为９０岁以上有需求的高龄老人提供每天１

小时护理服务。

６为所有居民家庭购买火灾、盗窃财产损失民

生保险。

７组织文体活动、文艺演出１５０场，新增、更换

户外健身器材２００件。

８为６５岁以上有需求的盲人提供每周５小时

家政服务，为２０００名贫困残疾人提供小型辅助用具。

９改造社区道路３万平方米，维修人行道３万

平方米，新建公厕９座，完成２０个社区排水管网改

造、２５个老旧社区架空管线整治、６０个社区绿化提

档升级。

１０建设社区视频监控探头１９３５个，规范设置

停车位１０００个。

五、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打造人民满意政

府。按照建设法治政府、为民政府、勤廉政府要求，

进一步转变作风、提升效能，依法依规行使权力、履

行职责、推动发展、服务民生。

全面落实依法行政。自觉接受区人大法律监

督、工作监督，主动接受区政协民主监督，积极接受

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提高议提案办理质量和

实效。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

查、集体讨论决定纳入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完

善政府制度体系，强化内部权力制约。加强政府信

息化建设，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

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

信息公开，进一步规范依申请公开。落实行政执法

责任制，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入开展

“六五”普法，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带头学法、规范用

法、模范守法，做好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社区矫正等

工作，营造遵法守法良好氛围。

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落实各领域专项

改革要求。坚持机关“瘦身”与基层“强身”相结合、

事权下放与财力下沉相匹配，更好支持街道发挥基

层基础作用。健全财务总监、跟踪审计、投资评审等

机制，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政府采购，防范债务风

险。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指导目录，推动公共服

务供给多元化。探索建立资源整合、数据共享、管理

统一、运行高效的电子政务云平台。加快推进企业

改革。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增强区属国有企业规范

经营和抵御风险能力。集思广益、务实求新，开门编

好“十三五”发展规划。

不断加强作风建设。严格落实“八项规定”，巩

固扩大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形成作风建设常态长

效机制。面对面、心贴心地了解群众疾苦，切实解

决好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始终保持

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

提高培训针对性、落实岗位责任制，在严明纪律、

严格监督、严肃问责中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

优化政务督办和绩效管理，强化督查考评结果运

用。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确保“三公”经

费支出只减不增。强化重点工程、重点领域、重点

岗位综合监管，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认真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治庸问

责，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营造心无旁骛、风清

气正、轰轰烈烈的干事氛围。

各位代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口转型发

展、跨越发展的光明通道已经打开，历史使命召唤我

们前行，群众期盼激励我们奋进。让我们在武汉市

委、市政府和口区委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

协监督支持下，团结和依靠全区人民，锲而不舍、奋

发有为，以高昂的斗志、扎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圆

满完成“十二五”发展任务，为早日建成现代商贸强

区、美丽生态口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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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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月５日在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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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会议上作
工作报告

各位委员：

我受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

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会议的同

志提出意见。

２０１４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４年是口“三件大事”实现重大突破、转型
发展、基础不断夯实的一年，也是十三届区政协履职

尽责、奋发有为、全面建设取得重要成效的一年。在

中共口区委的领导和市政协的指

导下，区政协常委会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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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及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切

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职能，在开展学习教育中激发履

职热情，在助推转型发展中提高履

职成效，在加强自身建设中增强履

职合力，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

生态口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在加强学习教育中激发履

职热情

常委会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坚持

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以共同目标凝聚人心、以广泛

共识汇集力量，通过政治学习、专题教育、业务培训

等形式，加强政治业务学习和宣传引导，较好地激发

了广大委员履职热情。

（一）立足政协实际，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区政协党组和机关全面贯彻“照镜子、正

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认真查摆“四风”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开展“五进、五问、五

听”活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主动接受委员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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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５个方面、２６项突出问题，以整风精神召开专
题民主生活会，班子成员逐条对号入座，认真加以整

改，取得了明显成效。区政协４位主席和专委会主
任还圆满完成了全区２４家单位和３个街道的教育
实践活动督导任务。

（二）采取多种形式，认真组织理论学习研讨。

先后组织学习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

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国、省、市

“两会”精神，有针对性开展讲座和学习研讨。围绕

“人民政协的群众工作”开展专题征文活动，收到理

论文章３８篇，编印《人民政协的群众工作理论与实
践论文集》，召开研讨会进行交流，增强了委员们的

群众观念。

（三）充分拓展平台，着力抓好业务知识培训。

组织政协常委和委员参加市政协举办的各类形势报

告会和专家讲座，视察重点项目，听取区情报告，交

流履职情况。举办提案知识、社情民意信息培训班，

对各界别组长、政协信息员、特约信息委员、新任委

员进行专题培训，有针对性地提高了委员们在新形

势下做好政协工作的能力。

二、在助推转型发展中提高履职成效

常委会坚持把促进口转型发展作为履职第一

要务，充分发挥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渠道作用，

积极谋划政协工作，精心组织协商议政活动。

（一）政治协商有效展开。一是在专题协商上，

以加快建设“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和打造汉正街

中央服务区为常委会重点协商课题，先后组织专

班外出调研、与专家座谈、市区政协联动，召开政

协委员与区委书记座谈会、与区长恳谈会，就事关

口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并提出建设性

意见。《人民政协报》分别以“区委书记与政协委

员共商‘汉江湾’建设”和“武汉市口区区长和政

协委员共谋百年汉正街华丽升级”为题予以报道。

唐良智市长就汉江湾建设作出重要批示，纳入全

市重点功能区建设予以推进。主席会议围绕“科

学规划打造中部功能区”和“促进社区功能归位，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两个重点协商课题开展调研，

组织政协委员、社区群干同区政府领导面对面交

流和协商，调研成果《转型期社区建设的路径选

择———减负与提能并重》被《长江论坛》采用，并在

市政协“社区管理转型升级”常委专题协商暨重点

提案督办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二是在对口协商

上，各专委会邀请相关联络委和界别委员与政府

有关部门进行直接沟通协商，先后围绕“发展总部

经济和楼宇经济”“建设高品质武胜国际文化城”

“破解征收拆迁难题”“推动汉西家居生活体验中

心全面提档升级”“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等课

题开展对口协商，提出可行性建议。三是在界别

协商上，鼓励引导各界别委员小组围绕事关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

自选主题开展界别协商。民营企业组就“企业发

展”，经济组就“电子商务”，科技组就“科技企业

孵化园区建设”，文教体组就“武胜国际文化城建

设”，医卫组就“健康产业发展”，教育组、文教体组

就“建立综合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工青妇组就“发

挥崇仁路小学品牌优势，打造西部地区教育亮

点”，街道组就“加强社区建设”，政法组就“残疾

人科技工业园发展”等问题进行界别协商，取得一

系列积极成果。四是在提案办理协商上，争取区

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以两办名义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人民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办〔２０１４〕２号），明确了提案办理工作的七项机
制，把提案办理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体系。本

年度政协委员提出的 １６６件提案全部办结，区政
府对全区提案办理工作进展情况作了专题通报。

关于《发挥优势整合资源，推进我区医疗健康服务

业发展》和《加快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场馆建设，促进古田地区城市功能提升》两个建议

案被区政府采纳，建议成果转化为建设成效。

（二）民主监督有效推进。一是加大专项监督

的力度。会同区人大组成专项督查组，按照“深

入、常态、规范”的要求，对基层干部作风、政务信

息公开、粉尘污染治理等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情况

开展专项督查，督促有关单位整改并完善长效机

制。二是扩大视察监督范围。围绕“中小学教育

服务问题”“医疗机构收费问题”“公交运营服务问

题”“居民小区物业管理问题”等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的突出问题开展视察监督２０余次，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沟通协调，促进了整改落实。三是增强评

议监督实效。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全区绩效管理单

位满意度测评和对职能部门的党风廉政、政务公

开、依法行政、服务群众、自身建设等方面的民主

评议和监督，委派５０多名政协委员参加市区组织
的政风行风民主评议活动，街道政协联络委还邀

请政协委员评议监督街道工作，对改进干部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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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发展环境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参政议政有效作为。一是不断加强上下

联动。围绕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省市区三

级政协联动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主席杨松、副

主席王振有和市政协副主席李传德、石大鸿、吴勇

分别率领省市政协委员对我区协商民主制度建

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残疾人保障工作和古田生

态新城建设进行了专题调研，为我区一些重点工

作纳入上级决策起到了促进作用。二是继续开展

课题招标。围绕促进口发展和推进区政协年度

重点协商课题的落实，组织开展面向全区各界别、

政协委员和区直单位的重点课题招标活动，邀请

省市区专家学者担任答辩会的评委，确定 ６个课
题中标，提高了调研活动的质量和效率。三是直

接参与重点工作。认真落实中共口区委关于

“四大家”领导挂点工作的要求，充分发挥专委会

和街道联络委的作用，组织辖区委员积极投身项

目建设的主战场，多次参与民意调查和信访疏导

工作，为武胜文化城建设、６２中学改造、汉正街东
片拆迁和幸福社区创建起到了助推作用。全年编

报社情民意信息９０余篇（条），市政协采用３６篇
（条），编印《社情民意》２６期，专报市领导２期，为
领导决策提供了贴近实际的参考意见。

三、在加强自身建设中增强履职合力

常委会坚持“五位一体”自身建设格局，注重

能力建设，强化服务意识，提高了政协履职的科学

化水平。

（一）不断优化履职环境。研究制定《关于发挥

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工作中作用

的意见》，强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

政协履职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了党派合作。定期

召开专题界别议事会，组织界别广泛开展“践行群

众路线，坚持履职为民”的主题活动。抓好委员履

职的动态管理，召开政协委员联系群众日座谈会，建

立委员联系社区制度，开展“政协委员社区行”和

“对口帮扶”活动，各界别深入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

科普宣传、法律咨询、健康讲座、扶贫济困等活动，

“送政策、送法律、送科技、送健康、送文化”和“助

学、助困、助老、助残、助孤”等项目成为各界别履职

为民的新常态。

（二）努力营造和谐氛围。组织民族宗教组委

员参观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增强民族团结、宗

教和睦。以传统节日和重要纪念活动为载体，组织

召开“迎中秋、话招商、促转型”座谈会，协助区委举

行各界人士迎春团拜会。发挥文史资料工作“存

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深入挖掘和整合口

文化资源，编辑出版《当代名人与口》和书画摄影

作品集《之秋》。积极做好宣传口、推介口的

工作，反映我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长篇通讯

《“三件大事”促转型，实现美丽生态口梦》在《今

日湖北》杂志发表。组织委员参加武汉市庆祝建国

６５周年暨纪念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服务》７０周
年书画展览，有３幅作品入选。

（三）切实加强机关建设。进一步修改完善办

公室、专委会岗位职责和机关管理等相关制度。组

织机关在职党员到社区开展服务群众、美化环境、收

集民意等活动。多次深入联系点黄陂区将军庙村问

民需、访民困、解民忧，赠送电脑和打印机等物品帮

助该村进行网格化建设。为该村一名特困户联系委

员企业结对帮扶，资助其两个子女大学学费５万元。
在“万名干部进万村惠万民”活动中，被评为全市

“三万工作突出单位”。坚持走访委员，切实帮助委

员协调解决在工作生活和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推荐委员参与武汉电视台《政协论坛》活动，办好

《口政协》杂志和区政协网站。

各位委员，过去的一年，区政协各项工作有了新

的进步，这是中共口区委正确领导和市政协加强

指导的结果，是区人大、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的结果，是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

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区政协常

委会，向所有关心支持政协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朋

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工

作中的差距和不足：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建设

还亟待加强，联系委员、服务委员的制度还有待完

善，“让委员走进群众，让群众走进政协”的途径还

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都要在今后工作中认真

加以改进。

２０１５年工作意见

２０１５年是口转型发展承上启下的转折之年
和“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区政协工作总的指

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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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

口区委的领导和市政协的指导下，坚持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以推进协商民主建设为重点发挥重要渠

道作用，以助推转型发展为主线积极建言献策，以履

职为民为使命当好桥梁纽带，以有为高效为导向加

强自身建设，为推进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建

设作出新的贡献。

一、充分发挥政协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重

要渠道作用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６５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推
进基层政协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建设。根据中

共武汉市委《关于加强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意见》，

向区委提出《关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实施

办法》的修改建议，使政治协商制度与区委、区政府

议事规则有效对接，为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重要

渠道作用提供制度保障。不断创新以界别为基础、

以专题为内容、以对口为纽带的协商机制。巩固发

展建议案协商等有效协商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开

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切

实提高协商水平，努力促进成果转化。

二、充分发挥政协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的议

政建言作用

口“三件大事”进入决战攻坚阶段，恒隆广

场、凯德古田广场、武胜文化城、新世界二期、招商江

湾国际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基础设施、生

态建设步伐全面加快，园博会和中田赛筹备工作进

入倒计时，为广大政协委员履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

平台。我们一定要把握机遇，发挥优势，认真履职尽

责。围绕建设汉江湾购物休闲旅游区和将汉江湾体

育公园打造成全民健身中心，以及口西部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城中村”改造产业谋划、发展后园博

经济、发展互联网金融产业等，深入开展专题协商、

对口协商、界别协商和提案办理协商。召开委员与

区委书记座谈会、与区长恳谈会，组织委员开展调研

视察，积极协商议政。继续组织调研课题招投标，着

力打造建言精品。

三、充分发挥政协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中的桥

梁纽带作用

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代表群众是人民政协的优

势所在，也是广大政协委员的宗旨所在。我们一定

要完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联系社会各界群众、与人

民群众交流互动的工作机制，到基层中查实情，到群

众中找对策，到实践中寻答案，使建言献策更贴近群

众意愿、更符合客观实际。围绕建设汉江湾国际教

育园、健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提高中小学生体质健

康、加强长丰地区保障性住房管理、破解征收拆迁难

题、发展文化产业、十件实事办理等民生问题，通过

社情民意，积极为民代言。认真开展专项督查，切实

增强民主监督实效。积极协助区委、区政府做好教

育引导、协商疏通、化解矛盾的工作。

四、充分发挥政协在加强“五位一体”自身建设

中的统筹协调作用

坚持“五位一体”格局，更加扎实地抓好自身建

设，提高政协工作科学化水平。进一步发挥党派界

别的参政议政作用，拓展履职平台，以“界别活动

周”为载体，有效开展界别之间、界别与党政部门之

间的协商，推动界别活动制度化经常化。发挥专委

会基础和支撑作用，组织协调专题调研、委员提案、

大会发言、对口协商，增强履职实效。发挥政协委员

的主体作用，抓好政协委员学习培训，完善委员建议

采纳反馈、履职考评等制度，为政协委员知情明政、

参政议政搭建平台。发挥政协机关的服务保障作

用，切实转变机关作风，不断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文

字表达能力、服务管理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以勤奋

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真正把政

协机关建设成为政协委员之家、各界人士之家。

各位委员、同志们，风正好扬帆，履职再加鞭。

面对新任务、新使命，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口区委的领

导和市政协的指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开拓进

取，扎实履职，为早日建成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

口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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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记

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

【概况】　２０１４年是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
的关键年，汉正街综合整治与拆迁征收工作指挥部

继续围绕综合整治与拆迁征收２条主线，重点推进
综合整治、拆迁征收、招商引资和产业升级４项工
作，为建设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奠定坚实基础。

【征收改造】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市场拆迁征收工作取
得较大突破。１２月３０日，银丰地块作为搬迁改造
后首宗地块入市，上海复星集团以总价４２７亿元摘
牌，将用于复地金融蜂巢项目。截至年底，汉正街东

片累计居民签约４１９６户，完成９０％，企业签约６１
家，完成８０４％；长江食品厂东片签约５２％，与华通
公司就Ａ２和 Ｂ地块签订回收的备忘录，锁定回收
价格；地铁６号线签约６６０户，完成７８１％，在同区
域征收中处于前列。

【市场整治】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综合整治与拆迁征收
工作指挥部继续通过消防整改实现市场搬迁、改造、

关闭，超额完成消防摘牌的市级绩效目标。按武汉

市人民政府要求，已关闭潮流服饰、内衣专卖、运动

休闲服饰、二色织、时尚鞋城等５家存在消防隐患的
市场。完成中心商城、暨济箱包城、滨水香苑市场等

３家单位消防整改并通过验收摘牌销案。

【消防整治】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综合整治与拆迁征收
工作指挥部继续加强消防整治，辖区内全年未发生

重大消防安全事故。持续巩固消防安全预防体系，

强化消防安全隐患“报出来”制度，辖区１万多个终

端网格全日制报送消防隐患问题，做到眼中有物，层

层负责，及时发现。累计上报隐患１２１１个，整改消
案１１８５个，完成比例９７９％。逐步完善消防应急
救援体系，坚持四级夜巡制度，每天６０人的夜巡队
伍对汉正街全区域进行通宵巡查，７４部消防安全应
急对讲机保持联络，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坚持

群防群治，在１９３个消防栓周边设立义务消防点，聘
请义务消防员，配备水带、扳手等应急器材，确保第

一时间实施救援。

【业态转型】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通过改善商城内部经
营环境完善经营配套设施，扩大单体商铺面积，提高

品牌商品入驻率，进而提升经营业态，品牌商品集采

基地显现雏形。第一大道、多福路商城、品牌服饰大

楼等示范商城已完成内部改造，物流理货区、观光扶

梯等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内部环境显著改善，吸引一

大批拥有自有品牌的服装企业或代理商扎堆经营；

万丰酒城、翠园礼品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以名牌企业

为招商对象，单体商铺平均面积由改造前的４０平方
米提升至８０平方米左右，店面装饰更加时尚，公共
空间更加宽敞，市场购物环境趋于商场化，品牌商品

占有率也由５０％上升至８０％。同时，示范商城内的
商户们已摆脱过去货卖堆山的老套路，仅在店面展

示商品样品，大量货物基本不运进汉正街区域，实现

现场展示、异地批发。

【交通禁货】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交通禁货工作进一步
深化，大货车违规进入汉正街区域基本得到遏制。

全面实施“五禁一限”（全区域禁大货、多福路禁停、

利济南路单侧禁停、江滩禁停、明清步行街禁停和三

曙街限行），实行全区域错时进货，大力整治 ８∶００
·３２·



至１８∶００时段小货车（客改货）、非法营运和物流托
运点运营。全年查处大货车９７台，客载货１０７万
起，黑面的等非法营运车辆３８２台，取缔无证物流门
店１２７处。汉正街区域内两纵两横道路基本通畅，
环境秩序明显改观。

（田　伶）

化 工 企 业 搬 迁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化工企业搬迁整治工作专
班（简称口区化工专班）按照年初确定的各项目

标，倾力打造“汉江湾”古田核心板块，持续推进化

工企业搬迁和１１３５片项目开发建设，围绕产业转型
升级建设古田生态新城，为完成全区“三件大事”作

出积极贡献。

【化工企业停产搬迁】　２０１４年，口区化工企业停
产搬迁取得决定性胜利。７月１４日，远大医药（中
国）有限公司厂房、设备、管网拆除、土地平整完毕

并顺利移交区政府。７月２４日，武汉汉虎高分子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房屋、设施、设备搬迁腾退完毕，移

交化工专班。１１月３０日，武汉方圆钛白粉有限责
任公司正式停产，区化工专班启动设备拆卸和房屋

拆除工作。武汉有机实业有限公司除甲苯生产线因

签有涉外合同经市政府同意其延期停产外，其余戊

二醛、丙烯醛、氯化卞、苯甲醇等车间均已停产并分

别迁往山东潍坊、湖北潜江投产。武汉力诺双虎涂

料有限公司、武汉无机盐化工有限公司均按搬迁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规定于１２月３１日，按期关停，并同
步展开设备拆卸和厂房拆除工作。截至年底，全区

１５家有土地化工企业停产搬迁工作基本完成。

【化工企业新厂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化工专班
一方面注重老厂过渡期生产安全，一方面关注其

搬迁承接地的建设进度，全年赴武汉化工新区考

察调研跟踪督办 ５３次，力求搬迁工作无缝对接。
新康化学集团（武汉力诺化学集团、武汉有机实业

有限公司）位于化工新区新厂区的主干道全线贯

通，消防设施配备到位，管网铺设基本完成。其

中，力诺双虎新厂区工业漆车间即将进行单机、整

机联动试车；汽涂和树脂车间设备安装完毕，进入

生产调试，初步具备承接生产的条件。有机实业

厂区内结晶车间、钠车间、苯代车间、氧化车间设

备安装完成，具备联动试车条件。

武汉联德化学品有限公司（武汉无机盐化工

有限公司）位于化工新区的新厂高肥车间设备安

装完毕，其余车间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年底已启动

试车生产。

【搬迁场地综合整治】　２０１４年，口区为确保企业
按期停产搬迁，化工专班分别于４至５月、１１至１２
月两次组织安监、环保、公安、消防、交通、物流等部

门对部分关停化工企业及周边化工市场进行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以整促停、以治促搬。围绕化工企业生

产经营查准运、查超载；围绕化工原料储存要求查设

施、查制度；围绕化工生产条件查许可、查排放；围绕

厂区安全查设备、查消防。两次集中整治，化工专班

共出动执法人员２４５人次，下达使用燃煤锅炉企业
整改书２家；督导６０家化工、建材经营门店配置、更
换消防器材２００余具，限期整改违规堆放危化品堵
塞消防通道化工门店２４家，行政处罚６家；下达违
规储存、无证经营危化品整改指令书各４起；整治出
店经营、违法占道１６处；处罚搬迁企业及周边占道
违停车辆２８起。通过近４个月的连续整治，有效促
进化工企业按时停料、减产、关停。

【１１３５片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１１３５片项目
建设进度加快。一期 ７公顷凯德广场基础建设完
工，二期９８公顷招商地产项目４月启动建设。截
至年底，８栋 ３２层商品住宅 ５栋临近封顶。三期
（供销学校片）范围内房屋安全拆卸、土地平整完

成，初具供地条件。１１３５片内仅剩皇经堂蔬菜批发
市场、二电线厂２家非化工企业土地收储仍处于跟
踪谈判阶段中。

【腾退场地土壤详查】　２０１４年，口区化工专班会
同区环保局协调市环科院和中国地质大学对远大医

药厂搬迁遗留场地１３７个土壤详查点位和９个地下
水点位进行取样，获取数据２０万个并出具１３册《监
测报告》。１１３５片项目三期范围内环宇化工厂区和
相邻的无机盐厂部分区域土壤详查方案已通过专家

论证并拟定进场详查协议备签。汉虎高分子搬迁遗

留场地因其地块面积狭小，规划涉及“城中村”改造整

合用地，经区重大项目调度会议研究，决定其土壤治

理工作纳入后期“城中村”改造土地整理一并推进。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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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过程信访维稳】　２０１４年，口区化工专班在
推进化工企业搬迁过程中，实现全年无重大信访事

件发生。在职工安置方面，通过搭建政府、企业、职

工的三方对话平台，尽可能平衡各方诉求，关注职工

正当权益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在职工分流方面，向

职工提供随厂工作、就近就业、提前退休等多种选择

自主权。为照顾随厂外迁职工，要求企业协商尽可

能新增单身职工宿舍和双职工夫妻房并安排通勤车

接送轮班职工，免除职工后顾之忧。对就地安置职

工，则协调市财政、社保等尽可能予以化工企业职工

安置政策性照顾，惠及远大医药、力诺双虎、无机盐

厂、钛白粉厂等３００余名职工。认真做好已签订协
议的２１１２户社会拆迁户后续安置落实工作，督促
拆迁代办公司加快房屋、土地权证的销户灭籍、安置

房入住手续办理和拆迁水、电、气销户押金的清退，

为其尽早提供便利，安居乐业。

（王国斌　杨　）

“城中村”改造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口区城改办）按照区政府

“三件大事”总体要求，统筹协调，克难奋进，全年完

成房屋拆迁５７６１万平方米，还建房开竣工７３２１
万平方米，为实现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创造良好

条件。２０１４年，区城改办被评为全区安全生产工作
责任目标考核良好单位。

【土地挂牌】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改办把挂牌工作列
入重点，围绕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和绩效目标要求，倒

排时间节点，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人、加强跟踪督

办。积极争取市重点办和市规划局支持，协调相关

部门围绕挂牌、拆迁、还建房建设的目标实行并联同

步办理，有效推进“城中村”改造进度。３月６日，长
丰村、罗家墩下干校村的挂牌土地分别由美好集团、

武汉古田联合置业有限公司摘牌。区城改办及时与

市重点办、市规划局对接，加紧编制完善常码村、东

风村、易家墩村和舵落口村的改造规划方案。

【拆迁与还建】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改办重点加快推
进汉西村、长丰村拆迁工作，同时做好长青村、红星

村、永利村拆迁收尾工作。加强领导调度，各街道指

挥部定期研究拆迁工作中存在的困难，依法依规推

进拆迁。加强政策宣传，指导各街、村与群众面对面

交流，积极争取村民支持。指导村两委会宣讲“城

中村”改造政策，帮助村民解决拆迁中遇到的生活

困难，做到合法、合理、合情。全年累计完成房屋拆

迁５７６１万平方米，其中汉西村完成拆迁２４９６万平
方米、罗家墩下干校村５７８万平方米、红星村５８５
万平方米、永利村７５５万平方米、长丰村１３４２万平
方米、长青村完成整村拆迁验收；还建房开竣工

７３２１万平方米。

【完善工作机制】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改办为加强对
村集体内外部监督，进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工作，

在广泛征求区属相关职能部门、街道、村、开发商意见

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湖北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法》，结合“城中村”改造实

际，率先在全市探索制发《关于开展“城中村”房屋拆

迁及还建房建设安置审计工作的通知》《关于建立和

完善“城中村”改造重大事项审查报备制度的通知》

《村改制经济实体财务管理制度》《村改制经济实体

合同签订和管理制度》和《村改制经济实体印章使用

和管理制度》，指导督促各村经济实体注重加强现代

企业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完善风险防控，依法依规

有序地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

（汪　钰）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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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事记

１　 　月

７日
△湖北省妇联、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恒源祥集团

在口开展“恒爱暖冬行动”———爱心父母为贫困

孩子编织毛衣活动，为武汉市第一聋校２００名贫困
残疾孩子捐赠毛衣。捐赠仪式上，省妇联副主席鲍

清芬、口区副区长程宏刚、区妇联主席潘璇、区教

育局书记靳远涛亲手为孩子们穿上新毛衣。全国道

德模范杨小玲全程手语翻译。

△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唐良智在武汉市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到口区代表团

参加讨论，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并期待口有

更大发展。

９日
武汉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梁守恕、办公室副主任

沈文莉到口区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并深入韩家墩

街四新社区调查走访。区关工委名誉主任、区委副书

记刘红鸣，区关工委主任李本焱等陪同调研。

１０日
口区人力资源局、区妇联、区残联共同举办就

业援助月专场招聘会。长江大酒店、武汉亚洲心脏

病医院等３８家企业提供岗位６００余个（含残疾人岗
位３０个），共有３６０人参加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
向７７人（含８名残疾人）。

１１日
口区全面启动新一轮“三万”活动。截至１月

１６日，全区活动单位与黄陂区１６３个村结成对子，
到位帮扶资金３５万元。

１４日
中共口区委十一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

区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王太晖作重要讲话，

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总结２０１３年工作，部署上年
经济工作。全会提出的本年工作的总要求是：在坚定

不移、锲而不舍地推进“三件大事”过程中，要更加注

重城市规划；更加注重产业升级；更加注重城市管理。

２１日
由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武汉光彩事业

促进会、部分新生代民营企业家联合倡议发起的武汉

光彩·杨小玲助残基金会在武汉市第一聋校成立。企

业家捐赠的首批２０万基金将全部用于困难学生的生
活及学费补助。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市光彩会

会长张学忙，区领导王太晖、景新华、余力军参加。

２３日
武汉市政协主席吴超、常务副主席李传德，团市

委书记叶文静等到口区汉正街万安社区看望服刑

在教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及家属。

２４日
口区“四大家”领导率领机关干部深入“三

万”活动联系村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群众，宣

传惠农政策，发放慰问金和生活物资共计２万元。

３０日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区人大主任

·６２·



冯群翔，区政协主席国洪河，区委副书记刘红鸣，区

政法委书记周付民等慰问口区交通大队多福路岗

民警并向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交通民警致以节日

问候。

２　 　月

１４日
口区“四大家”领导赴宜昌慰问区重点企业

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同公司高层会谈，通报

各自战略发展规划、优质项目进展状况，就全面加强

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８日至１７日
口区人力资源局举办４场“春风行动”招聘

会。武汉长江大酒店、银湖三五酒店、亚洲心脏病

医院等１２８家企业共提供各类岗位８４００多个，共
有１９００余人参会，达成就业意向 ７１７人（已上岗
４４５人）。

１８日
口区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部

署会。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会议并作动员讲话。王

太晖指出，要真正从思想深处、灵魂深处深刻认识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充分认

识开展这一活动的必要性、紧迫性；要认真领会、严

格落实中央、省、市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各项

要求；要从实际出发找准并解决好存在的突出问题；

要切实加强对教育实践活动的组织领导。

２１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区委常委、常务副

区长苏海峰到口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调研，了解

全区电子商务工作发展状况并研究全年工作计划。

２５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在区纪委全委（扩

大）会强调，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当前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形势，做政治上的清醒

人、明白人。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余力军主持会议

并代表区纪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２６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到易家街调研红

星美凯龙项目工程进度和招商情况，听取该项目全

年工作安排、进度节点及存在问题的汇报。景新华

要求各职能部门和街道主动作为，贴身服务，全力支

持该项目尽快落地。并希望企业充分发挥汉西地区

家装产业集聚优势，提升品牌，打造全国性建材家居

区域中心。

△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程宏刚向市政府汇报
世界中学生体育联合会考察团接待方案。

２７日
口区获评“２０１３年度湖北省县域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示范区”。

２８日
口区领导王太晖、景新华、周付民、许以华、张

勇强到汉正街研究部署汉正街全年重点工作。区委

书记王太晖要求汉正街要坚持综合整治与拆迁征收

两条主线，重点推进综合整治、拆迁征收、招商引资

和产业升级４项工作，为建设汉正街·武汉中央服
务区奠定坚实基础。

３　 　月

３日
口区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１０４

周年暨“巾帼建新功 共筑口梦”先进事迹报告

会。大会表彰了区“三八”红旗集体、“三八”红旗

手、优秀妇女工作者和巾帼文明岗，全国道德模范杨

小玲、董明，省“三八”红旗手肖芳分别在会上作了

《“鼓舞”人生，圆孩子的梦》《在奉献中实现人生梦

想，共享人生出彩》和《传递急救知识，成就健康人

生》的先进事迹报告。区妇联被武汉市妇联评为

“武汉市三八红旗集体”。

４日
△湖北省学雷锋志愿服务集中行动暨“本禹志

愿服务队”创建活动和志愿助残“阳光行动”启动仪

式在武汉市第一聋校举行。仪式结束后，参加活动

的领导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了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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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志愿服务，在运动场与聋哑孩子开展足球、漫画创

作等文体活动，在律动室看杨小玲授课，在学校报告

厅观看志愿者讲授社会实践课。随后，又到宗关街

发展社区为全省首家“本禹志愿服务站”揭牌，与道

能义工志愿者、董明志愿服务队共同陪社区老人过

生日，并现场参观了社区志愿者开展的法律维权、医

疗救护、电器维修、手工制作、低碳环保等志愿服务

活动。

△口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郭萍办理的外来务
工妇女史某请求工伤保险待遇案获评武汉市首届维

护妇女儿童权益双十佳（十大法律援助案件、十佳

法律援助律师）表彰活动中的十大法律援助案件。

５日
口区创卫创模创文明城市暨“城管革命”推进

会召开，区领导景新华、刘红鸣、潘利国、刘传参加。

１１日
口区“我的园博我的家”活动启动。区“四大

家”领导、辖区部分机关和文明单位干部职工及志

愿者３５０人，在汉丹铁路沿线４万平方米区域内义
务植树，共种植樟树、栾树１２００株。

１２日
武汉市残联理事王芳、口区政协主席国洪河、

口区委副书记刘红鸣陪同市政协常务副主席李传

德一行视察口区韩家墩街阳光家园建设情况。

１３日
中共口区委常委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第一次集中“夜学”。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

学习，区委全体常委、区人大主任、区政协主席和党

员副区长参加。王太晖强调，每位常委要充分认识

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性，集中精力和时间把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好，通过每位常委自身带头、五个联系点

带头，以点带面，推动面上的工作。

１８日
△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胡曙光考

察汉正街银丰片、汉正街东片征收拆迁现场并在石

码社区召开教育实践活动座谈会，听取干部群众的

意见和建议。区委书记王太晖就全区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状况作了汇报。

△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有限公司承担的“新材
料孵化器大学生科技创业见习基地建设”项目获得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验收证书。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在市第一职业教
育中心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解决教育实践活动中

学校提出的相关问题。

２０日
△中共口区委常委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第一次专题研讨。区长景新华、区委副书

记刘红鸣作中心发言，其他常委分别作交流发言，区

委书记王太晖主持专题研讨。

△口区韩家墩街云鹤社区关工委、汉水桥街
海工社区关工委在全省关工委全会上被评为“五好

基层关工委先进集体”。

２１日
口区城建工作会议召开，研究部署全年城建

工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现场签订绩效目标责任书。

２０１４年全区共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１１７项，总投
资为６１６３亿元，其中，市级资金５１４６亿元、区级
资金１０１７亿元。

２５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召开汉正街·武

汉中央服务区２０１４年工作动员部署大会。

２６日
口区召开区委区政府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上

年工作，对全年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会议还表

彰了上年度绩效管理、项目建设、财源建设、招商引

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并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突

出贡献奖获奖单位—汉正街综合整治与拆迁征收办

公室和区水务局颁奖。

２８日
口区召开村干部集体廉政谈心会，区委书记

王太晖与１３个村“两委会”及改制企业班子成员集
体廉政谈心。会上，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余力军通

报了全国“村官”违反八项规定、虚构私吞征地拆迁

款、违反财经纪律等５方面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村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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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委会”及改制企业班子成员参观廉政警示教育

展览；村党支部（党委）书记代表“两委会”及改制企

业班子作廉政公开承诺。

４　 　月

２日
口区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召开。会

议表彰上年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先进单位和先

进工作者，部署全年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

９日

△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胡曙光及
市委督导组第一组参加口区区委常委（扩大）会

议，专题学习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要讲话。区委常委对照讲

话精神、结合自身情况进行了交流发言。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在“看口说口
爱口”基层党组织书记教育实践活动专题培训班

作教育实践活动专题辅导。全区社区、村、企事业单

位党组织书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

织书记２３０人参加培训。

１１日
中共口区委召开政法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

习中央、省、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年工

作。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付民作工作报告。

１３日
国家教育部中体联秘书长杨立国到口区考察

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杨立国

在调研中充分肯定口区在赛事筹备中所做的努力

和取得的成绩。

１６日
口区委、区人民政府研究园博园周边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区委书记王太晖、区长景新华听取区

城管委和相关街道、部门关于园博园周边区域综合

整治推进情况汇报后强调，要以园博会为契机，充分

发挥城管委的综合协调作用，集中力量全面改善周

边环境，展示口新形象。

１７日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绪!

一行就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到口实地调研并充

分肯定了口的相关工作。

△中共武汉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
三督导组第一组组长李富生实地考察远大制药厂厂

房拆卸现场，有机实业、力诺双虎搬迁过渡性生产车

间和１１３５片项目一期、二期开发建设工地并听取化
工企业搬迁整治情况汇报。

２０日
口区部门权力清单和权力目录全部上网公示。

２１日
口区人民法院在长丰法庭举行“劳动争议审

判法庭”挂牌仪式，标志着劳动争议纠纷专业审判

法庭正式成立。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付民参加

揭牌仪式。

２２日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振有视察宝善社区、学堂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及区社会福利院大楼、汉兴

阳光老年护养中心等５家养老机构，充分肯定口区
养老“一键通”工作以及“五环运作、全面覆盖、环环

相扣、闭环运作”的运行模式。市政协副主席彭富春，

区领导王太晖、国洪河、程宏刚、荣建陪同视察。

△“武汉市地方税务局纳税人学校口分校培
训服务站”落户武汉三新材料科技企业孵化器，授

牌仪式在孵化器学术报告厅内举行。

２３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人民政府区长
景新华到区水务局调研汉江公园、竹叶海湿地公园

建设以及排水体制机制改革工作。景新华要求水务

部门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明确主要任务和工作举

措，以市场化为方向、机械化为手段、信息化为支撑，

推进水务工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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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出版集团主办，
区委宣传部、武汉新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区文体局

等联合承办的第１９届“书香江城———大美武汉”读
书节开幕式在口区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举

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述永出席活动，并为第

二届“武汉读书明星”获奖者颁发“书香江城阅读推

广人”聘书。

２５日至２６日
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国风筝协会、武汉市人民政

府主办，市体育局、口区人民政府、市风筝协会协

办的２０１４全国风筝锦标赛暨中国·武汉国际风筝
邀请赛在口汉江湾体育公园举行。来自国内外的

４０支代表队２１７名选手参赛。多家中央、省、市新
闻媒体均报道了本次比赛。

２８日
口区纪念建团９２周年、“五四”运动９５周年大

会暨“志愿青春梦，美丽‘心’口”志愿者招募启动

仪式在十一滨江中学举行。团市委副书记陈隽罡，区

委书记王太晖，区委副书记刘红鸣等出席大会。大会

围绕“志愿·青春·奉献”主题正式启动了园博会、世

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美化汉江湾志愿者招募工作。

５　 　月

５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唐良智到口区实地察看

江发路、解放大道立交、三环线匝道等重点道路及轻

轨连廊桥建设进展情况，听取汇报并协调解决其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促进城建攻坚计划顺利实施。唐良智

指出，城市建设是优化环境、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石，市

区共建是落实城建攻坚计划的重要保障。要加大投

入力度，加快路网建设，确保宜家项目如期开业。

１２日
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程宏刚到武汉四中赛事

场馆施工现场调度，召集了桩基、监理、代建、旧人防

拆除、跟踪审计等部门，对各方提出要求：抓紧工期、

保证质量、依法依规。

１４日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楼阳生到

江城壹号产业园考察口区“微果”青年创业孵化

中心项目，详细了解该项目的设计理念、运作流程、

人才引进载体、创业导师团队、建设成效等方面情

况，并实地考察新音界艺术中心等青年创业项目。

楼阳生表示，要加快推进孵化中心建设，引进孵化更

多青年人才，为广大青年实现创业梦想提供平台。

１６日
口区残联理事长周华在第五次全国自强模范

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上被授予“全国残联系统先进工

作者”称号，成为湖北省残联系统获此殊荣第一人。

１８日
由口区总工会、区直机关工委、区文明办、区文

体局主办的“走进绿道·爱我口”健步行活动在张

公堤段绿道（古田二路到舵落口段）举行，活动全程４
千米，区直机关３９家单位６００名干部职工参与活动。

２０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到汉水桥街专题调

研汉宜路片旧城改造项目，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协调

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２２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区人民政府区长景

新华召开紧急会议，对创卫工作进行再调度、再强

调、再部署。王太晖指出，全区要高度重视创卫工

作，在有限时间内高效整改薄弱环节。

２４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冯群翔、刘红鸣、潘利国、刘

传先后到汉西货站４库东区、新合村新八建设集
团工地、汉西路１５９号拆迁工地、发展大道２号、常
码小路、常码头村、崇仁集贸市场、阮家台社区铁路

小区、电源村居民小区等重难点创卫点位，实地检查

创卫整改进度，并强调对连续两次回访未整改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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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门、街道，将启动问责程序。

２６日—２８日
世界中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杨昆仑先生和田

径技术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考克先生，对武汉

市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筹备工作实地考
察，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

新华、中共口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潘利国、口

区副区长程宏刚等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３０日
邻里中心保障性住房项目主体建设完工。该项

目位于长丰大道旁（古田二路—古田四路段），占地

面积４２公顷，有保障性住房２１３６套，是口区第
一个开工配建１０００套公租房的项目。每套公租房
面积约６０平方米，建成后用于解决城镇中低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新职工和有稳定职业并在城镇居住一

定年限的外来务工人员住房困难。

６　 　月

４日
口区人民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专项规划与区域规划管理的实施意

见》。该意见明确了专项规划与区域规划由政府组织

领导、发改委综合协调、各有关部门负责编制实施。

规范了立项、编制、审批、实施和监督等关键环节，为

进一步统筹全区规划、保障规划实施提供依据。

５日至８日
按照市创卫办部署，口区开展创卫迎检演练。

区委书记王太晖带队到汉正街“回头看”，区领导景

新华、刘红鸣、潘利国、刘传徒步巡查宝丰地区的

大街小巷，查找问题，落实整改。各相关单位领导深

入辖内一线查遗补漏、督查整改。

８日
口辖区由大学生创办的企业———武汉易惠信

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武汉四季生活商贸有限公司

和武汉中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市人社局、市科技

局联合举办的“青桐学院”揭牌仪式暨“青桐计划”

资助大学生创业项目颁奖活动上分别获得１０万元
资助奖励。

１３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到武汉桥梁科学研

究院参观“探索者Ⅲ”拉索检测机器人、１５００吨剪
力墙、特大型桥梁监测系统及云计算中心，了解企业

科技发展情况和面临的困难。

１９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国生到口区调研老工

业基地和传统商贸区转型升级，实地考察汉江江滩、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口民族工业博物馆、瑞典

宜家购物中心及额头湾村“城中村”改造还建小区，

并听取口区委、区政府工作汇报。王国生强调，当

前口要做好转型发展和生态文明两篇大文章。

２３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察

看各职能部门服务窗口，了解中心运行情况并听取

中心负责同志工作汇报。王太晖指出，政务服务中

心是为老百姓办实事、为企业服务的政府工作机构，

要着力推进服务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

２６日
武汉市第三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大

赛开幕式在江城壹号举行。通过初审、实训和半决

赛等环节，共选出１０个优秀项目进入决赛。本届大
赛从项目征集起即启动服务工作，调动区内电商基

地、三新孵化器、江城壹号载体资源引导入驻，共引

导落户大学生创业团队２４个。

７　 　月

１０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光清在汉西建材
片、市一聋校片项目现场调研指导口区“三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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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作，区领导景新华、张勇强参加调研。

△口区就省委专项巡视组巡视工作召开动员
会。省委专项巡视组一组组长沈景艳就巡视工作讲

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学忙就配合做好巡

视工作提出要求，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会议并作动

员讲话。

１６日

△汉水桥街刘武强在湖北省第二届“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评选表彰活动中被授予湖北省“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称号。

△口开发区管委会、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武汉企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就阿里巴巴·汉

正街产业带项目举行签约仪式。

１９日
口区领导王太晖、景新华、刘红鸣、余力军、许

以华、彭前旭、尹天兵专题听取长丰街集中整顿软弱

涣散基层党组织工作情况汇报。

２２日至２５日
中共口区委副书记刘红鸣，区委宣传部部长潘

利国，副区长刘传到街道环卫所、城管委清洁公司看

望慰问在高温一线工作的职工并派送防暑降温物资。

２８日
“八一”建军节前，口区“四大家”领导率街

道、区直部门分４组走访慰问海军工程大学、军事经
济学院、空军后勤部驻武汉办事处、武汉警备区、武

警武汉市支队、武汉军代局、区消防大队等１４个辖
区驻军部队和共建部队。

２９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召集区财政局、区

人力资源局、区编办、区民政局、区老龄办等单位主

要负责人就如何整合养老资源，发挥政策优势，惠及

全区老年民众进行专题调研。

３０日
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冯群翔主持召开区第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口区２０１４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会议决定接受李军辞去区人民法院院长职务。

８　 　月

５日
口区召开卫生计生工作暨出生人口性别比综

合治理大会。区委书记王太晖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长

景新华与长丰街、汉正街代表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

副区长刘传安排部署２０１４年全区卫生计生工作。

６日
口区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区

长景新华出席会议并要求各单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

和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化隐患排查、

综合整治和严密防控，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

１３日
口区政协召开第十三届十九次主席会议，就

《科学规划打造口中部高端商贸商务功能区》课

题进行协商讨论。会议由区政协主席国洪河主持。

国洪河指出，区政协课题调研要围绕区委、区政府工

作思路，从宏观角度谋篇布局；要充分发挥口区党

派全、界别多、委员代表性广泛的优势，履行政协职

能，广泛开展议政建言活动，全力助推口区的转型

发展和跨越发展。

１４日
口区召开人大议案和建议中期办理进展情况

汇报会，区领导景新华、冯群翔、苏海峰参加。区长景

新华指出，要将议案和建议办理纳入区政府重点工

作，形成良性互动，增强办理合力；区政府及各职能部

门要主动接受人大代表监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对政

府工作的参谋作用和推动作用；要认真总结经验，重

点突出办理质量，确保年底结硬账。

１９日
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李昌海一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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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考察口区南国西汇小餐饮便民服务区，调研小

餐饮便民服务区建设工作情况。

２０日
地铁６号线中山大道口段（武胜路至利济

路）正式搭围封闭，两年内禁止机动车通行。

２８日
在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表彰暨文明湖北推进电

视电话会议上，口区获得“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度省级
文明城区”称号，荣华街中山社区、宗关街发展社

区、六角亭街学堂社区、汉中街万兴社区、古田街古

南社区获得“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度省级文明社区”称号。

３０日
武汉市第二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口

区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论坛由武汉文化创

意产业协会主办，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监事会主席庹祖

海、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上海

戏剧学院副院长黄昌勇、上海创意产业中心秘书长何

增强等４０余位文创专家和商界精英围绕“文化·科
技·创意”各抒己见，为武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建言献

策。论坛还讨论通过了《创意产业武汉行动纲领》。

９　 　月

３日
口区人民政府召开产业转型升级工作调度

会，各产业专班分别汇报工作推进情况及下步打算。

区领导景新华、苏海峰参会。

５日
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贾耀斌实地查看汉孝城际铁

路夹角地综合整治和利用项目建设现场，就该铁路

涉及新墩至汉西上行联络线的线型优化，夹角地及

“城中村”改造地重合等问题进行调研。

９日
为迎接全国第３０个教师节，口区召开大会

隆重庆祝第 ３０个教师节。大会对获得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省建功立业标兵、市功勋班主任、

市“十大魅力教师”以及口区“第七届模范班主

任”“第八届名师”等称号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

表彰。

１２日
中共口区委召开党外人士双月座谈会，向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通报中国（武

汉）国际园林博览会建设情况并征求其意见。

１７日
国内第１６家宜家家居商场———宜家家居武汉

商场举行开业典礼。武汉市副市长邵为民、瑞典公

使欧思诚、英特宜家购物中心集团中国区董事总经

理丁晖、宜家中国区总裁朱昌来出席典礼仪式。宜

家家居武汉商场占地８公顷，营业面积约５万平方
米。在９月１３日至１６日试运行期间，访客量５４
万人，营业额达４６９万元。

１８日
由共青团口区委员会、口区人力资源局、

口区科技局联合举办的口区“青年创业大讲堂”

暨孵化器进校园活动在湖北工业大学举办。口区

利用这个平台宣传推介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孵化器

服务内容及入孵流程以及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大

赛开展情况。

２０日
以“创新发展 全民行动”为主题的２０１４年湖

北省暨武汉市“全国科普日”启动仪式在口民族

工业博物馆举行。省委统战部部长张岱梨宣布活动

启幕，市委常委冯记春致辞，中科院武汉分院党组书

记陈平平主持启动仪式。

２２日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卢国祥到口

区听取区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情况汇报及对市人大

的建议。卢国祥指出，在口大转型、大跨越的关

键时期，区人大要进一步创新履职方式，丰富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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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做到真监督、真

支持，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２４日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谭琳到口区仁寿法庭视

察家事法庭工作。谭琳肯定家事法庭是基层妇联组

织与法院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成功

模式。家事法庭探索的“七步诊疗调解法”应在湖

北省乃至全国推广。

２５日

△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武汉市人民政府
市长唐良智到口区易家街视察武汉市构建“万亿

倍增计划”蓝图中的重点项目———宜家项目。阮成

发要求把购物中心的商业功能与张毕湖湿地公园的

生态功能有机融和，规划好、建设好。

△口公安分局、长丰街等单位联合对东风创
业园、国光工业园、东风轻纺城开展排查，依法查处

存在“三合一”场所企业４家，拆除违规搭建房间５６
间，打通消防通道２处。

２６日
口区海外联谊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口

区海外联谊会章程》和第一届理事会人员名单，选

举产生区海外联谊会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市

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汪海鹰参

加会议。

２８日
中共口区委组织部、区直机关工委、区人力资

源局联合举办新录用公务员党风廉政教育暨公务员

技能提升培训班。对全区１２０名新近录用的公务员
和选调生实施培训。

２９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英姿率市政府副秘
书长周元、市教育局局长徐定斌和市安检局、市消防

局的相关领导，先后视察了江城壹号“微果”青年创

业孵化中心和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场馆

建设项目，听取工作汇报，查看重点部位、重点场所

安全管理情况。

△口区召开落实“两个责任”座谈会。会上，
区委书记王太晖与各街道书记、区政府组成部门党

组（党委）书记以及村和村改制企业党组织负责同

志集体谈心，进一步传导压力和责任，对全区深入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工作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再推动。

３０日
口区在利济北路辛亥革命烈士陵园举行公祭

烈士活动。部分区、街领导干部、部队官兵、青少年

学生代表及社区居民１００人参加公祭。

１０　 　月

１０日
口区政协第十三届二十次主席会议就“促进

社区功能归位，完善基层社会治理”课题开展专题

协商。

１７日
国家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到口区调研

新合村小学“校园足球”开展情况，其后又视察武汉

第四中学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场馆建设情况。

２０日
口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部署大会。

区委副书记刘红鸣部署全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区委宣传部部长潘利国传达中央、省、市深化文

明城市创建有关精神，区纪委副书记鲁志扬宣读

《武汉市２０１４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责任追究
办法》，汉正街、区城管委、口公安分局、区教育

局、区建设局代表创建责任单位作表态发言。

３０日
武汉市创业中心、口区科技局等一行进入湖

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开展“青年创业大讲堂”活动，

通过政策讲解、现场咨询、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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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详细讲解口区“青桐计划”、孵化器入驻等

扶持政策。

３１日
湖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张岱梨到第二

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看望一线职工，了解企业生产

情况，与企业领导、工会干部、技术骨干、职工代表

座谈。

１１　 　月

５日

△口区召开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常
态化机制工作推进会。区委书记王太晖要求继续推

进基层党建区域化，不断探索完善街道“大工委”、

社区“大党委”工作机制，实施品牌创新工程，构建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的党建工

作区域化新格局。

△武汉市人民法院庭审直播网对口区人民法
院第１８审判法庭审理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实施同
步庭审视频直播，这是区人民法院首例实现互联网

同步直播的案件。

１０日
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等到区政务服务中心

查看政务服务大厅文明创建氛围、工作环境和服务

设施，随机抽查窗口工作人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国梦”的知晓情况。

１２日
口区青年企业家王怀佳创办武汉世佳伟业科

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曾先后被评为“武汉

市十佳创业人物”“武汉优秀青年企业家”，此次又

获评“湖北省第二届残疾人创业之星”。

１８日
口信息网政务微信平台以其便捷的交互功

能，在全国２０１４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与精品栏目管
理经验交流大会上获得“２０１４政府网站政务微信卓

越奖”。

２５日
口区三通百货商行总经理郑大雄在第四届全

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表彰大会上获得“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称号。

２８日

△口区领导王太晖、景新华、许以华、张勇强、
潘利国实地调研博学教育园建设，就园区整体规划、

绿化、钟楼和教堂修缮、周边房屋立面整治以及道路

建设等工作提出指导性建议。

△长丰街百泽社区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区教育局、口公安分

局国保大队被市民宗委命名为武汉市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示范单位，宝丰街北社区、宗关街新合社区被

命名为武汉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社区。

１２　 　月

２日
口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第十三次调

度会。区领导王太晖、刘红鸣、许以华、潘利国、刘传

参加会议。会后，区领导实地检查口体育广场、

裕康集贸市场、空后社区等５个重点区域和场所的
文明创建工作，随机抽查居民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知晓情况。

４日

△口区人民政府召开十四届八次全体（扩
大）会议。会议专题研究２０１４年度《政府工作报告
（讨论稿）》。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并原则通过报告，

要求进一步修改完善，为提交区“两会”审议和协商

做好准备。

△１２月４日是第１４个全国法制宣传日，也是
首个国家宪法日。口区举办多场形式多样的法制

宣传活动。现场发放宣传资料８６００份、调查问卷
６８２份、普法宣传环保袋２０００个，接受群众法律咨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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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２４７人次。

６日
口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调度会，

传达中央文明办最新工作要求以及市文明创建指

挥部会议精神，对迎检工作再调度、再动员、再部

署。会后，区领导对辖区主次干道、施工工地的公

益宣传和环境卫生以及汉正街市场文明创建工作

进行实地检查。

１０日
湖北省政协主席杨松到口区调研，实地查

看了协商民主取得实效的新加坡凯德广场盛捷服

务公寓、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武汉四中
比赛场馆、瑞典宜家家居商场、额头湾“城中村”改

造还建房等项目，充分肯定口区在推进人民政

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和促进口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的努力。

１２日
口区作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区代表，在

国家发改委组织的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座谈会上

就老厂房改造利用、土地污染治理、推行绿色建筑等

创新点作交流发言。

１４日
中共口区委副书记刘红鸣、副区长尹天兵、区

政府办副主任操俊峰现场指挥拆除宗关街发展二村

井南社区６５号房屋（面积１６００平方米），正式启动
长丰大道拆迁征收工作，打响房屋拆除“第一枪”。

１７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

谈会，了解全区基层党建工作情况，听取１１个街道

以及开发区工委书记对全区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

２２日
口区２０１４年退役士兵技能培训班开班，１２３

名退役士兵参训。培训专业包括汽车美容、二手车

评估、珠宝鉴定、电子商务、中式烹调等。经过３—６
个月的理论学习和操作培训，学校将对考核合格的

学员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并推荐上岗。

２４日
平安夜崇拜活动在基督教救世堂举行。为保证

信教群众节日快乐祥和，市公安局、市民宗委、区人

民政府相关负责人现场巡查指导安全保卫工作，区

民宗侨务局、口公安分局、区消防大队、区交通大

队、汉中街等单位组织７０余人疏导交通、维持秩序。
活动从晚７时开始至９时３０结束，人流量达１５００
余人次。

２５日
韩国清州市代表团赴武汉四中考察２０１５年世

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赛事筹备工作。口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程宏刚向来宾介绍了口区的发展现状和

未来趋势，同时介绍了赛事筹备情况，并热情欢迎韩

国清州市派队参赛。

２９日
口区在全市率先出台《口区行政权力动态

调整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凡涉及行政权力的法

律依据立、改、废，行政权力行使主体发生调整，办理

流程发生变化以及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涉及部门职

责调整，各权力行使部门均要及时申报，形成动态长

效管理机制。

（肖　莉　罗　兵　范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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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综 述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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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毗邻；南濒汉江，与汉阳区隔水相望；西抵舵落口、

额头湾；北至张公堤与东西湖区接壤。２０１４年，全
区土地面积 ４１４６平方千米。全区户籍总人口
５２７５９３人，其中，农业人口５７７人，非农人口５２６９８９
人，有汉、回、满、土家等２７个民族。区辖１１个行政
街道；１３０个社区居民委员会，１个村民委员会。

２０１４年口区街道基本情况简表

街道名称
面　积

（平方千米）

人口

（人）

社区居委会

（个）

村委会

（个）

易家街 　８８０ １２０７２ 　４ １
古田街 　５２２ ６４６６２ １３ —

长丰街 　１０１７　 ２６３０５ １５ —

韩家墩街 　４５９ ６３４０１ １０ —

宗关街 　３７１ ４９６９３ １１ —

汉水桥街 　２６４ ６０４７０ １３ —

宝丰街 　１８８ ５３６４６ １０ —

荣华街 　０８１ ４３３６０ １１ —

汉中街 　１３３ ４９６９７ １１ —

六角亭街 　０７４ ３０７７７ １０ —

汉正街 　１５７ ７３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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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２２米。
口位于汉江和长江的汇合口，是汉口的发源

地。境内得水之利，自然形成港埠，商贸始盛，人丁

集聚，遂形成十里长堤和正街（汉正街）。近代，境

内汉江沿岸帆船林立，码头排列，商贾云集，货达三

江。京汉铁路开通后，境内建有玉带门、汉西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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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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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的气候特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

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降水充沛；雨热同期，无霜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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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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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口镇设立巡检司，但司署仍设在汉阳。清康熙

年间，汉口巡检司由汉阳迁至汉口，汉口从行政管理

上与汉阳正式分离。清末，汉口设置为夏口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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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口市，区内建置沿革便反复隶属于汉口市政府和

汉口特别市政府。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６日，武汉解放。７
月，中共武汉市第二区委员会成立。１９５０年１１月，
武汉市第二区人民政府成立，管理口片区。１９５２
年６月，武汉市第二区改称口区，辖街道人民政府
２０个。１９５４年，街道人民政府改为街道办事处。
１９５５年３月，口区人民政府改称口区人民委员
会。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口区人民委员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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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口区人民公社。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口区人民公
社撤销，恢复口区人民委员会。１９６８年３月，成
立口区革命委员会。１９８０年２月，撤销口区革
命委员会，恢复口区人民政府。

国 民 经 济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完成生产总值５０９５６亿
元，按可比口径（下同）比上年增长１０％，其中，第二
产业增加值１３０４０亿元，增长１０％；第三产业增加
值３７９１６亿元，增长１０％。第二、三次产业结构由
上年的２５０∶７５０调整为２５６∶７４４。年末全区登
记失业率３４％，比上年低０４个百分点。全年新
增就业人数３３３６０人。

【工业】　２０１４年，口区完成工业增加值６４４０亿
元，比上年增长９２％，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
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非国有工
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４４３６亿元，增长９９％。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

值４９４亿元，增长１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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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４２亿元，增长 ９８％。全年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产值）１５５９亿元，增长
９３％。截至年底，全区共有个体私营工业企业
６５４９６个，从业人员２６３９５８人。

【建筑业】　２０１４年，口区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
建筑企业１６０个，从业人员７５４６人。全年有资质
的建筑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５０２３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５１％。完成建筑业增加值 ６６亿元，增长
１１１％。建筑施工企业施工工程质量优良品率达
２７５％，建筑业劳动生产率 １５２万元／人，增长
３４％。全 年 房 地 产 投 资 ２１６４４亿 元，增 长
２６２％，其中经济适用住房开发投资４３６４亿元，下
降３７６％。全年建筑企业施工项目２４个，竣工项
目５８个；施工面积６３６６万平方米，增长１４７％，竣
工备案面积９９６１万平方米，增长７６６２％。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１４年，口区完成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３４０９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１２％。按产
业构成分，第二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９６９亿元，

下降６６％；第三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３１２４亿
元，增长 ２２２％。第二、三次产业投资之比为
２８∶９７２。

【国内贸易】　２０１４年，口区完成批发和零售业增
加值１３０９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７％。全年商业企
业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１７４６亿元，增长
１２０％。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１１３３亿
元，增长１２５％；限额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额
完成２０６１４亿元，增长１０７％，其中，限额以上批
发零售贸易业完成零售额 ４９７７０亿元，增长
１２５％；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完成零售额１３６２亿
元，增长６６％。截至年底，全区共有注册商品交易
市场９０个，商业从业人员１０万人。

【对外经济贸易】　２０１４年，口区完成外贸出口创
汇总额（海关口径）４２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１％。全年直接利用外资 ４７２亿美元，增长
２２０％。全区累计批准三资企业３０２个，其中２０１４
年新增三资企业１个。

【财政收入与支出】　２０１４年，口区实现全口径财
政收入７９６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４％，占全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１５５％提高至１５６％。全
年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３５亿元，增长１４％。全
年财政支出３６０４亿元，下降５７％。

社 会 发 展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２０１４年，口区共植树
５１万株，市区垂直绿化１１００米。全区新增公共绿
地面积１０１８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９５３平
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３６２％。全年治理污染源
１０１８个。全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５４７分贝，与上年持平，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
级为二级，评价为较好；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

声级为６９９分贝，比上年上升０２分贝，道路交通
噪声强度等级为二级。全区道路清扫面积９４８８７
万平方米，垃圾清运量１２００吨／日，“门前三包”覆
盖率１００％，环境卫生管理达标率８５％。

【教育】　２０１４年，口区共有幼儿园５９所，在园幼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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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１５０３９人，比上年增长３８％；小学４０所，在校学
生３１００３人，增长１１％；普通中学２３所，在校学生
２１９０３人，下降１９％；中等职业学校１所，在校学
生４５８９人，增长２５。全年新建、改建中小学校竣
工面积２２４９９６２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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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１％，高中毕业生升学率９８９％，其中
一批本科上线７２７人，比上年增加６５人，本科上线
２１２４人。

【科学技术】　２０１４年，口区共有科研机构１３个，
全年实施科技计划项目４７项。全年专利申请５８３
项。截至年底，全区累计获批高新技术企业３０个，
全年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８９９５亿元，增长
１０４％。国家级孵化器（武汉三新新材料科技企业
孵化器）１个，全年新增孵化面积５０７万平米，截至
年底，孵化器总面积达２３７９万平方米。全年技术
市场签订各类技术合同５６项，合同成交额 ２７亿
元，增长１２５％。

【文化】　２０１４年，口区共有区属文化事业机构
５个，其中，文化馆１个，图书馆１个，藏书２３万册，
从业人员５０人。全年开展大型群众文化活动５０项
（次）。全年文化市场管理稽查覆盖率达１００％，音
像制品案件查处率１００％。２０１４年，区文化馆选送
参加文化部组织的第十二届“和平杯”中国京剧票

友邀请赛的代表获优秀个人组织奖、十大名票奖；参

加省文化厅组织的第十二届“和平杯”中国京剧票

友邀请赛湖北选拔赛，获优秀组织奖；参加２０１４武
汉市琴台之声音乐大赛获组织奖。

【卫生】　２０１４年，口区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３８９个，其中，医院４７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０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２５个，其他医疗卫生机构３０７个；
有卫生技术人员医护人员为１４４６１人（药师和技师
没有进行网上管理无法统计），其中执业医师４１８６

人；有医院病床 １１５５２张。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生
５０４人、医院病床１３９１张。全年法定报告传染病
发病率为 ９９３１人／１０万人，儿童免疫接种率
９９７％，食品卫生监督覆盖率１００％。

【体育】　２０１４年，口区共开展大型群众性体育活
动２５次，参加活动人员１５万人。体育人口达到４４
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６２１％。组队参加市级以
上体育竞赛２６６人次，获得金牌７０枚、奖牌１２４枚。
代表武汉市组队参加省运会乒乓球项目比赛摘获金

牌１３枚、银牌３枚，以团体总分２１９分取得金牌总
数和团体总分双料第一的好成绩。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区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３０７００７５元，比上年增长９０％。全区参
加社会养老保险单位４５９５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职工２４１０万人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单位４６２８
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员４７９２万人次；参加失
业保险单位４２７９个，参加失业保险职工１４８５万
人次；参加工伤保险单位４４８９个，参加工伤保险
职工１６２９万人次；参加生育保险单位４５２４个，
参加生育保险职工 １６８２万人次。全年共 １２１８
万户次城区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贴，比上年

下降２５％，计２１９５万人次，下降７０％，生活保
障费实际发放金额９２９４５１万元，增加９４７４６万
元。发放物价补贴、水费、电费、单亲补贴等各项

补助１０１０６８万元。全区人口出生率９５８‰，人
口死亡率 ７３９‰，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１９‰，符合
政策生育率９３６７％。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共有各级文明单
位、文明街道、文明社区及文明诚信市场共有 ４２５
个，其中，国家级文明单位 ２个，省级文明单位 ２４
个，省级文明社区５个，市级文明单位７１个，市级文
明街道８个，市级文明社区４７个，省级文明诚信市
场７个，市级文明诚信市场５个。

（曹海霞）

·９３·

·口综述·



政　　


治

中共口区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转型发展进入攻坚关键
期，中共口区委员会（简称口区委）、口区人

民政府坚持既定发展思路不动摇，一年接着一年干，

锲而不舍抓落实，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难题，在加快

转型发展时投入更大精力和更多资源改善民生。全

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全面完成，“三件大事”

（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化工企业搬迁、“城中村”改

造）取得决定性进展，公共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相互促进、更加

协调的好势头。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把第
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重要的政治任

务，梳理并确定８１项整改任务，其中２８项年内已整
改完毕，２２项立行立改、长期坚持的整改任务取得
初步成效，２６项专项整治任务取得明显实效。区委
常委会议定９８项分类实行留、废、改、立的制度建设
计划，已修订或新建４５项。

口区委在抓好区委常委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同时，精心组织全区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有

序、深入开展。全区６８个区属单位、４３个科级事业
单位、１２１３个基层党组织、３６９８５名党员全部参加
教育实践活动，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

病”的要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着力解决“四风”

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关

心的突出问题，健全完善一批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区委十一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

会议】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４日，口区委十一届五次全
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和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届

四次全会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市委十二届五次全

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书面审议了《口区

委常委会向区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的工作报告》。全

会提出，２０１４年工作的总要求是：在坚定不移、锲而
不舍地推进“三件大事”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城市

规划，涵养都市气质；更加注重产业升级，增强经济

活力；更加注重城市管理，培育现代文明。

【区委区政府工作会议】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６日，口
区委、区政府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２０１３年全
区上下共同努力，发扬敢于碰硬，敢于化解突出矛

盾，敢于突破薄弱环节的精神，做了很多实实在在

的工作，全区绩效考核在全市中心城区排名第二。

２０１４年是口转型发展关键年，“三件大事”到了
关键突破期，重大项目也在关键耕耘期，全区总的

要求是勇于担当，敢于碰硬，更快、更稳、更实地推

进各项工作。

【区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　２０１４年８月
１３日，口区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

省、市有关会议精神，分析总结全区上半年工作，研

究部署下半年工作。全会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

·０４·



廉洁为官，守住底线，做个对得起组织、对得起社会、

对得起家庭、对得起自己的合格的人、合格的共产党

员、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全会回顾总结上半年工

作指出：开年以来，全区上下围绕转型发展主题，扎

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接受省委巡视

和全省经济责任审计，积极推动稳增长、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区域发展态势总体平稳。全会要求，

下半年全区上下要主动立足人、环境、功能、产业、治

理５大核心要素，坚定不移按照既定的发展思路干
事创业，砥砺奋进，奋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奋

力推进口转型发展，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

态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委专项巡视一组巡视口区工作反馈会】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湖北省委专项巡视一组巡视
口区工作反馈会召开。省委专项巡视一组组长沈

景艳反馈了巡视工作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车延高就贯彻落实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提出要求，

区委书记王太晖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省委专

项巡视一组副组长程忠伟、巡视专员王海霞，区委

常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党组成员，区人民法

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其他在职市管干

部，换届以来从“四大家”领导班子中退休的市管

干部参加会议。省委专项巡视一组充分肯定口

区各项工作，严肃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就问

题整改提出具体建议。

【调研与信息服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区政府研
究室注重服务大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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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把握全局性、提高

创造性、增强实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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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区政府工作会议、区委十一届五次、六次全

体（扩大）会议等重要会议的主题报告，为推动口

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年全区信息工作围绕中央和省、市、区委的中

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共编发《口信息》９０期、３９１
条；向市委办公厅报送信息２３７条，采用８９条，其中
获市领导批示７条，全年未发生紧急信息错报、漏报
情况，较好发挥了信息为党委决策服务的功能，为区

委及时掌握发展动态、科学决策、指导工作提供良好

的信息服务。

【督促检查】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区政府督查室围绕
全区中心工作，突出“三件大事”、项目建设、产业升

级等重点，紧扣决策督查、领导批示、专项督查的

“落实”想办法、下功夫、履职能。建立健全“主要领

导总负责、分管领导直接负责、督查联络员专门督

办”的工作机制，形成全区抓落实的合力。落实督

查工作“拟办立项、责任分解、跟踪催办、回告反馈”

的闭环工作流程，用好督办信息平台，强化督查工作

绩效考核，完善制度，促进督查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制度化，提高督办效率和质量。全年承办各类批示

件、转办件３４１件，其中上级转办件３８件，区领导批
示件３０３件，办结率、回告率均为１００％，确保了政
令畅通。

（李雄风）

·组　　织·

【概况】　２０１４年，中共口区委组织部（简称口
区委组织部）围绕加快推进全区“三件大事”选干

部、配班子，建队伍、聚人才，抓基层、打基础，强素

质、树形象，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班子和队伍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组织部坚持
好干部标准和基层优先导向，着力选优配强各级领

导班子，营造“轰轰烈烈干事，实实在在出活”的干

事氛围。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指导各级领导班

子用好“四大法宝”（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发

现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加强干部队伍源头储

备，积极做好公务员招录、“９８５工程”院校研究生选
聘工作，改善干部队伍结构。深入推进年轻干部成

长工程，完善后备干部人才库。运用“党校理论学

习＋实践锻炼 ＋党校总结学习”模式遴选２９名年
轻干部开展专题培训。选派１００名优秀年轻干部到
文明城市创建、项目专班等工作一线锻炼，接收１２
名干部到口区挂职，建立以街道为核心的基层干

部培养选拔链。举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条例》专题培训，制定《贯彻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条例〉的意见》和《区管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规程》，按“好干部”标准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

制定科级干部任前备案和选拔任用有关事项报告办

法，加强对科级干部选拔任用的宏观指导与监督。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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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２０１１年以来全区干部政策法规执行情况进行自
查自纠，对省委巡视组反馈的问题认真整改，进一步

提高干部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严格落实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履职尽责全程监督和干部选拔任用全

程监督，开展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尽责集中报

告活动。认真执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任前廉政情

况函询、任前公示等监督制度，完善与执纪执法部门

干部监督信息沟通办法。进一步规范对领导干部在

企业兼职（任职）和在社团兼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参加社会化培训、因私出国（境）审批的

监督管理。完善绩效管理和干部考评机制，将市级

目标、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履职尽责任务同步下达、同

步监测、同步调度，建立《全区绩效责任单位指标设

置模型》，加强对绩效指标的日常监管和跟踪督办，

加大指标难度系数考评，进一步发挥绩效考评的激

励导向作用。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组织部围绕
“为民务实清廉”主题，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以上率

下，会同有关部门强化严督实导，精心组织６８个区
属单位、４３个区直部门所属科级事业单位、１２１３个
基层党组织、３６９５名党员参加活动。坚持把学习教
育、理论武装摆在首位、贯穿始终，学原文、读原著、

悟原理，深入开展“五进五问五听”活动，聚焦“四

风”听取意见，党员干部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党

性修养，提高贯彻群众路线的意识和能力。坚持

“先培训再启动、先联系再启动、先整顿再启动”，开

展“看口·说口·爱口”系列活动，分层培训

党组织书记，健全基层组织体系，深入开展“党员找

组织、组织找党员”活动，全面完成２１个软弱涣散
党组织的集中整顿工作，基层党组织战斗力进一步

增强。坚持聚焦“四风”，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

活会，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类制定评议标

准，组织基层党组织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

议党员工作，使党员干部经历了一次严格的党内政

治生活锻炼。坚持强化整改措施，对８６项突出问题
立行立改，逐个攻坚，“四风”突出问题得到整治，党

员干部作风明显好转。积极回应群众需求，坚决推

动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往基层倾斜，建立

并全面实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常态化工

作机制，低收入家庭住房分配等一批关系群众切身

利益的实际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党员干部服务群众

自觉性大为增强。坚持破立并举，注重建章立制，在

改进干部作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服务群众常态化

机制等方面出台一批务实管用的工作制度和管理制

度，作风建设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制度执行力和约束

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全年，省、市简报１０次刊发
口区做法，《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先后聚焦口

区教育实践活动情况。

大力实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堡垒工程”。深

化基层党建品牌创新行动，对全区基层党建特色

品牌创建工作实行项目化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

方案和推进措施，取得 ８０多项理论和制度成果，
形成“一街道一品牌，一社区一特色”。深入推进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堡垒工程”，强化社区硬件建

设力度。贯彻《武汉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基本规

范》，指导全区 ２３４个基层党组织如期换届，完成
１个村“两委”换届，加强“城中村”改造后党组织
建设，做到“城中村”股份制企业党组织全覆盖。

通过“干部进课堂 ＋党课下基层”相结合的方式，
集中轮训党组织书记８５７人次。指导和督促社区
党组织书记落实“一定双评”（年初确定年度目标

任务，年底由上级党组织考评、有党员群众评议）

制度。严格开展民主评议，对全区评出的 １８６名
“差”党员逐一制定整改措施，对 ７名不合格党员
作出组织处理，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

推广百步亭工作法、发展社区工作法为契机，在全

区社区中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指导

全区１７个部门依托社区“五务合一”（强化党务、
规范村（居）务、优化服务、拓展商务、协调事务）平

台开展各类服务活动，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大力

推行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模式，建立健全街

道社区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完善街道干部“岗在

社区、重在服务、责在连心”工作机制，３１９５名在
职党员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认领 ９００多个
服务岗位。全面推行“三方联动”机制，大力推广

“四民工作法”，坚持“三必到五必访”，健全“两长

四员”等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探索楼宇党建工

作模式，选派１名市管干部、３名区管干部、３００多
名科级干部担任党建指导员，实现非公经济组织

和社会组织党建指导员应派尽派。

【人才培育】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组织部围绕产业转
型升级实施“１＋５”人才政策，细化资金奖励、平台
建设、服务保障等服务措施。加强科技企业孵化器

建设，江城壹号“微果”青年创业孵化中心工作经验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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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省市领导肯定。成功举办第三届武汉市大学生

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吸引一批电子商务产

业创业人才和团队。加快政产学研深度合作，与武

汉大学等１４所高等院校开展校园对接活动，与中南
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开展就

业创业共建。加强人才服务平台建设，在区政务中

心设立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道”，在新材料科技

孵化器、经济开发区、区人资局和远大制药、长丰赛

博思等企业建立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形成四级

人才工作网络。组织开展区级人才评选，年内有

４人入选“口英才计划”、３０人入选“口拔尖人
才”。积极推荐高层次人才参与省市评选活动，年

内有４人入选“黄鹤英才计划”，４人获评省市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

（马　维）

·宣传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围绕巩
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

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根本任务，

紧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中心工作，密切结合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提

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构建大宣传工作格

局，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提供强大思

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

【理论武装】　２０１４年，中共口区委宣传部（简称
口区委宣传部）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全年组织学习活动２９次，其中，中心组（扩大）
报告会１１场、针对性集中研讨６次、联组学习活动
１场、其他形式集中学习活动１１次。实施理论宣讲
“百千工程”活动，组织各类宣讲３６６场，社区２轮
全覆盖。口区委宣传部被评为“２０１４年度全市理
论宣讲工作先进集体”。

抓好区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把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马克思主义哲学、党史国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区委中心组学习

的重要内容，制定区委中心组学习计划，扎实开展学

习活动。举办高水准的区委中心组（扩大）报告会，

探索区委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的新形式，完善全区

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加强对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的分类指导，落实督学促学、考核评价、督查通

报等机制。完善网络学习平台，丰富在线理论学习

内容，做好与国内知名理论学习网站的链接，拓展理

论传播新空间，拓宽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学习视野和

渠道。加强调查研究，促进学用结合，围绕全区重点

工作和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深入研究，形

成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开展送理论到基层活动。继续实施理论宣讲

“百千工程”，面向基层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

的理论宣讲。组织理论宣讲团进社区、进企业、进学

校、进工地，采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宣讲形

式，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讲和中国梦学习

教育活动，拓展理论武装的覆盖范围，增强干部群众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

自信。

【宣传教育】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宣传部改进完善先
进典型的推评机制，把握时代脉搏，适应社会需要，

精心推评和宣传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发

挥先进典型的示范效应和引导作用，在全社会培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评宣传先进典型。２０１４年，全区先后推评
“湖北好人”３名（张和武、曾磊、王明芳）。武汉市
模范市民３名（杨小玲、董明、段逸群）。在“立榜扬
德　见贤思齐———践行武汉精神评选活动”中，全
区又有５人分别荣登孝星榜、先锋榜、诚信榜和好人
榜。另有１０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职工获评口
区“爱岗敬业模范”。

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５
周年组织宣传活动。“国防教育月”期间，开展青

少年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统筹推进“三创一革

命”宣传，配合各有关单位深入开展廉政建设、经

济普查、消防、安全生产、计生、科普等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

【舆论导引】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宣传部在中央和地
方主流媒体发稿１２１１篇（条），年内央视《焦点访
谈》栏目对口区进行２次正面报道。精心策划、
宣传和推介的口品牌形象———微电影作品《汉江

湾》获得第二届中国（武汉）微电影大赛“武汉城市

形象宣传片十佳影片奖”。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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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主题新闻宣传。按照口区委、区政府的

安排，深入开展“三件大事”“三创一革命”等主题宣

传，及时深入报道区内重点项目和重要活动。做好

全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新闻宣传。聚焦

口“群星”持续宣传推介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武汉

精神践行者、爱岗敬业模范等先进典型。完善重要

报道线索的收集与发布制度，联手主流媒体共同营

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

应对与处置突发事件。完善《口区重大突发

事件新闻舆情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突发

事件应急报道小组作用，整合资源，分工协作，积极

稳妥做好热点问题和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工

作。完善新闻发言人考评工作制度，推进新闻发言

人切实履行职责。

加强网络应用与监管。深化政务微博“口发

布”影响力，开通“口发布”微信平台，打造权威

“自媒体”。做好涉舆情动态监控，主动准确回应

敏感舆情。联合公安、网管部门依法查处网络谣言。

强化区域形象策划与对外宣传。加强与长江

日报传播研究院的合作，围绕区域品牌战略策划、

广告创意制作、事件推广传播、主题活动企划、招

商引资配套服务等开展系列推介活动。建立“中

国汉江湾”形象识别系统，征集发布形象主题口

号、标识，制作形象宣传片、宣传册，展示口新经

济、新生活，挖掘区域新价值。通过讲述口“好

故事”，传播口“好声音”，塑造口繁荣、生态、

文明的“好形象”。

【文明创建】　２０１４年，口区顺利通过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检查，市民文明素质进一步提高，为武汉

市获评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作出应有贡献，被

市委市政府评为突出贡献单位，并获得“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度省、市级文明城区”称号。崇仁路小学被
评为全国文明单位，全区全国文明单位总数增至２
个。宗关街发展社区的“时间银行　创新志愿服
务管理模式”获评第九届“武汉市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创新项目”。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贯彻中共《关于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把“三个倡导”融

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

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市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持续开展“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学雷锋活

动常态化和志愿服务制度化，促进“志愿者之城”建

设。精心组织道德讲堂集中巡讲，学习宣传道德模

范，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组织武

汉精神践行者报告会和爱岗敬业模范评选活动。

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实施市民素质

提升工程，加大“做文明有礼、重情守信的武汉人”

宣传教育力度，组织“十万市民进讲堂”“学礼仪、懂

礼仪、践行礼仪”等活动，提升市民文明素养。深入

开展勤劳节俭、遵德守礼、孝老敬老教育，培育文明

社会风尚。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

法公信建设，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深化道德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

【文化发展】　２０１４年，口区成功举办２０场“艺术
生活·人文武汉”公益性文艺演出５５场文化惠民
演出，成功承办全国第二届纸制品收藏博览会和湖

北省第二届“金编钟奖”大赛。２０１４年，口区被评
为“全国文化先进区”，星海合唱团在第二届琴台音

乐节被评为十佳合唱团。

加快推进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街道综合文化

中心和社区综合文化活动室建设，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扩充区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与街道、

社区公益性电子阅览室资源建立链接。提高武汉汉

正街博物馆和口民族工业博物馆免费开放水平。

加强对保寿、淮盐巷等９处历史文物的保护。
大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以“好时光·悦读空

间”为主题，开展“口全民读书月”活动，举办社区

名家讲坛、国学读书社等群众性特色读书活动，积极

倡导“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乐”的阅读新风。开展

“走进博物馆”“文化遗产宣传周”系列活动。

完善全区文化产业布局规划。重点建设江城壹

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古田记忆”新媒体文化创意产

业园和武胜国际文化城。促进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吸引更多文化企业落户口。

（汪　丹）

·统一战线·

【概况】　２０１４年，中共口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简称口区委统战部）贯彻落实全国及省、市统战

部长会议精神，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凝

心聚力，团结争取社会最大公约数，为全区的经济发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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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口区委召开双月座谈会

展和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截

至年底，口区各民主党派共有

４３个支部，１２１５人。

【多党合作】　２０１４年，中共口
区委常委会两次专题研究统一战

线工作，规范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

设、党政领导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

以及双月座谈会等工作，部署开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

习实践活动。区委全年召开双月

座谈会６次，分别就“化工企业搬
迁”“全区重点项目建设”“创建全

国卫生城市”“（武汉）国际园博会

建设”“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政

府工作报告”等工作情况通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征求到意见和建议３１条。健全双月
座谈会意见建议反馈机制，有效调动党外人士参政

议政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协商实效。年内，１５名区
级领导每人与２名党外人士联谊交友，并规定全年
与交友对象联系或面谈不少于４次，其中见面谈心
不少于１次。

【建言献策】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统战部继续发挥统
战优势，汇聚社会各界力量。区委统战部印发的

《２０１４年全区统战理论调研工作方案》对全区统战
重点调研方向、参考课题和实施步骤进行妥善安排，

对论文选题进行征集。全年各民主党派提交了《关

于大力发展我区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建议》《关于进

一步做好口区“城中村”综合改造拆迁工作的建

议》《关于打造中部文化交易所助推口新经济的

建议》《关于打造总部经济园区服务产业发展的建

议》等７篇优秀调研论文和“同心共筑中国梦”征文
５２篇，为口的转型发展、跨越发展提供有益的参
考。其中民盟区工委的《关于大力培育社会组织，

推进社会治理的建议》得到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立勇的关注和签批。

【党外人士队伍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深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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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党外干部的培养锻炼和选拔使用。进

一步建立完善党外代表人士库，入库的３４１人已建立
电子档案和文字档案。截至年底，全区有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７０后处级党外干部
２名。４２名５０岁以下党外干部，其中局级３名，处级
６名，科级１５名，均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２０１４年，全区人大代表中有党外人士４９人，占
代表总数的２０１％；区人大常委会有１０名委员是
党外人士，占委员总数的３８５％。区政协委员中有
党外人士１６７人，占总数的６１４％；区政协常委中
有党外人士３２人，占总数的６９６％。
２０１４年，全区党外代表人士实职安排１３人，其

中局级３人，处级１０人。政府２６个工作部门中有
５个部门安排了６名党外领导干部，街道办事处也
安排２名党外领导干部。全区全年接收５名市民主
党派机关年轻干部及４名全市遴选的优秀党外干部
到一线锻炼。

２０１４年，全区统一战线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
区台联政协委员、非公有制经济代表、武汉亨通兄弟

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大雄在第四届全国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

大会上获得“全国优秀建设者”称号。九三学社区

工委委员汪正兴获得湖北省“黄鹤英才”称号；区工

商联副主席、武汉艳阳天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震彦获得武汉市“黄鹤英才”称号；区政协委员、

区工商联总商会常委、湖北创成商贸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良机，区工商联副主席、兰卫临床检测实验室总

经理曾伟雄，区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区工委社员、武

汉方正装饰公司总经理朱芳，区知联会会员、区图书

馆采编部主任沈彤均被授予“口区拔尖人才”称

号。武汉四中音乐教师、区知联会理事郑文轩入选

武汉市“同心”艺术团。区政协委员、区知联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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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山巷小学校长张海玲参加武汉市委统战部、武

汉市知联会举办的“无党派人士优良传统与中国

梦”主题演讲比赛并获得三等奖。

【“三个一”活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统战部为推
进统战创新，服务中心工作，在全区统战战线发起

开展“三个一”活动，即为口健康产业发展提供

一条招商信息、联络一家优质企业、招引一个好的

项目。全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踊跃

响应，积极为口的健康产业发展牵线搭桥、招商

引资。民建区委副主委张智成功引进武汉海王星

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农工党区工委副主委王岚

联系的国药控股湖北公司拟在口选址投资医疗

消毒中心项目；农工党区工委副主委彭绍蓉不仅

介绍同学回国后到口区投资健康产业，还招引

相关企业来口集聚发展；区知联会理事毛玲出

资租用闲置楼宇改建的同心健康产业园，先后引

进企业２０余家；区知联会副会长曹燕，为美联大
健康武汉公司、华美医疗美容等项目落地提供服

务和支持；民建区委会员李永进在口注册成立

宁康盛医药公司。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区掀起了

为健康产业发展服务的热潮。

２０１４年，区委统战部牵头的健康产业专班共引
进医疗健康企业２１家，引资６０００万元，实现税收
５００万元。口同心健康产业园挂牌成立，企业入
驻率达７０％。健康产业专班举办两次免费培训班，
参训企业家达２００人次。兰卫实验室、阳光医院已
成功申报市发改委服务业支助项目，并获扶持资金

１５０万元。

【服务非公经济】　２０１４年，口区工商联继续开展
“进万家民企·促跨越发展”主题活动，帮助民营企

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难题。全年共上门走访

企业１０８家，提供各类服务３４８次。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统战部、区有关职能部门、区

工商联继续落实“新５６条”，组织民营企业填写《武
汉市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调查问卷》，找准民营经济

发展中遇到的政策障碍、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提出

意见和建议。联合区科技局开展“青桐”计划，鼓励

大学生到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积极参与“科技企

业孵化器创新创业校园行”活动，先后到武汉地质

大学和江汉大学宣传推介口区的创业政策和创业

环境。与区人力资源局联合主办第三届武汉市大学

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大赛，为促进大学生创业

发挥示范和带动效应。

【统战成员服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统战部为最大
限度争取港澳人心回归、台湾民心认同和海外侨心

凝聚，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筹建了口

区海外联谊会，吸纳会员６１人，形成港澳台及海外
工作的信息、服务和联谊平台。与此同时，积极支持

区民宗侨务局创新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积极

开展对台工作，摸排辖区内各类台胞基本情况，尽力

为台胞台属在汉发展提供便利的服务。全区全年共

组织３批３０人赴台公务交流，实地了解台湾地区的
社情民意、优势产业和先进管理经验，为两岸经济文

化的适度对接创造了有利条件。

（卞　玮）

·党　　校·

【概况】　２０１４年，中共口区委党校（简称口区
委党校）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充

分发挥党校职能作用，较好地完成了干部培训轮训、

教学科研、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送课下基层等各项任

务取得明显成效。

【教研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党校为更好服务
口区转型、跨越发展中心工作，遵照党中央提出的

“要围绕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创新培训方

法、提高培训质量”的要求，结合全区党员干部实

际，以提升干部能力素质为重点，致力于提高干部政

治思想素质以及战略思考和研究探讨能力、果断决

策能力、组织指挥能力、协调交往能力，重点加强对

口区区管领导干部、青年干部、社区干部、非公企

业党组织干部的培训和对区公务员的轮训。全年举

办了区管领导干部班、副处以上党员干部学习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培训班、中青年干部成长班、公务员

培训班、社区党组织干部班、非公企业党组织干部

班、入党积极分子班、统计干部班等１４期，培训各级
干部６３０余人次；举办周末菜单式选学课堂１０期，
培训干部２８００余人次，课程更新率６０％以上，学员
满意率达９５％以上。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培训效果，
区委党校积极推广案例式、研讨式、体验式教学方

法，帮助学员围绕口改革发展问题进行研讨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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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想碰撞，提高认识水平。在内容上围绕全区中

心工作特别是“三件大事”（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

化工企业搬迁、“城中村”改造），把创新驱动和转型

发展、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现代商贸物流、社

会治理与依法行政等内容按板块纳入教学课程，形

成问题探寻，达成目标共识。通过加强领导方法与

领导艺术、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以及各种新知识新

技能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加快知识更新，提高推动工

作落实能力，效果十分明显。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２日，口区委党校召开全区党校系统依法治国理论研讨会

【科研成果】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党校按照“教学出
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的要求，积极组织

教职工和在校学员合力调研，取得较好成效。全年

编印《口论坛》４期、《前沿视点》４期、建议集
１册；撰写区情调研文章１０篇，８篇在市以上刊物公
开发表，其中《打造“中国汉江湾”推进新型城镇化

可持续发展》《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构筑公共服务体

系》等７篇科研成果还先后获得省市党校系统研讨
会一、二、三等奖，《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

力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入选《市情研究》并受好

评，分别报送市委市政府和职能部门以供主要领导

决策参考。

【教学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党校加强教育培训
管理工作，有力促进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规范

化和制度化，较好地保证教学的实效性。加强班级

管理，每期主体班都选派素质高、善管理的干部任班

主任，同时对培训人员采取指纹打卡记录考勤，考勤

结果每周公布，确保考勤率的准确度；加强自身人才

培养，区委党校要求教职工一专多能，每年选派教师

到省委、市委党校进修学习，教师水平逐步提高，教

学内容更贴实际；加强制度建设，先后修订了《口

区学员培训管理条例》《班级学员管理工作规定》，

订立了《教学培训质量评价办法》及《廉政承诺书》，

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科学、规范的管理措施。

【群众路线宣讲】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党校为做好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帮助全区党员干部及社区群众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按照先学一步、学深一点、积极

作为的要求，认真组织资料编撰和宣传学习工作，向

各街道、委办局、企业、学校、社区等基层党员群众宣

讲送课达１０８场次，直接听众４８００余人次。
（李金玉）

·对台事务·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台湾事务办公室（简称口
区台办）围绕全区中心工作，以对台交流和服务为重

点，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对台方针、政策和部署，为巩

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了应有作用。

【对台交流】　２０１４年，口区台办重点深化赴台经
贸、文化等民间交流，全年共组织医疗健康及电子商

务考察团、政党交流团等３批３０人赴台公务交流，
了解台湾地区的社情民意、优势产业和先进管理经

验，并参与接待台湾来汉参观的各届人士。区台办

配合区人大、区政府办对辖区贯彻落实《武汉市鼓

励和保护台湾同胞投资办法》进行执法检查，建立

信息调研、座谈协调和督办机制。区发改委综合全

区产业结构和台湾优势产业的实际制订项目投资计

划，将医疗健康、电子商务、文化创

意等产业作为向台胞推介的重点。

同时，为台商建立健全项目审批和

管理的系列操作机制，努力提高服

务效率。区金融办帮助台资进入

辖区风险投资业务，引进有台资参

股的省级保险机构建信人寿入驻，

进一步拓宽台胞融资和投资的范

围和领域。区卫计委为台胞在同

济医院、市一医院等就医打造绿色

通道，同时组织辖区１０家社区服
务中心为台胞建立健康档案，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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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免费体检。区工商局、区国税局、区地税局、区

食药监局、区科技局等部门为经济开发区内重点台

资企业武汉元祖食品、贝斯特纸业的税收优惠、食品

安全和技术改造等工作出谋献策，取得良好效果。

【服务台胞台属】　２０１４年，口区台办坚持把台办
办成台胞台属之家，认真处理各种涉台事务，热情接

待并用心办理其请求事项。区台办组织力量对居住

在辖区的１７名台胞进行摸底，形成信息互通、互享
的服务机制，以利及时协调解决台胞台属反映的困

难和问题。

２０１４年，口区台办围绕促进和平发展的主
线，通过区台联会平台组织活动凝心聚力。５月，区
台办与武汉经济开发区联手，组织区民革、区台盟、

区台联成员赴武汉神龙汽车城、康师傅饮料、格力空

调企业参观学习，用亲身经历提振各成员服务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拥护祖国统一的信心。同时，还引导

各成员开展扶贫慰问活动，为辖区困难群体捐款，服

务社会公益事业。区台办全年向区内困难台属（主

要是持有台属证的困难人员）发放慰问金５０００元。
（余法盛）

·信　　访·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信访局按照“权益有保障、
诉求有渠道、矛盾能化解、危机能控制”的要求，提高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

稳定的能力，坚持以落实信访事项首办责任制、化解

信访积案、深入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活动、遏制进

京赴省非正常上访为重点，着力推进“事要解决”和信

访秩序规范。全年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１２１万件
（人）次，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

定，为促进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区人民
政府先后召开４次区委常委会、９次区政府常务会、１２
次区领导小组会和２１次全区分管领导会议专题研究
部署信访工作。全区信访稳定工作年度大会重点就

落实首办责任制、领导干部接访、领导包案、信访积案

化解及遏制进京赴省非正常上访等工作，层层压实责

任，确保目标任务完成。年内，３名副区级干部组成
督导组对全区信访积案化解工作进行督导协调，推进

信访问题有效解决。各街道、部门落实党政主要领导

负总责，做到重大信访问题亲自抓，重点信访人员亲

自谈。同时，规范分管领导的直接责任和其他领导成

员“一岗双责”职责。通过层层强化领导责任，信访工

作由分管领导抓转变为主要领导亲自抓、领导班子成

员共同抓；由信访部门为主转变为信访部门协调、各

部门为主办理；由仅靠信访干部做工作转变为各部门

干部全员做工作，形成工作的整体合力。全区１６１件
信访突出问题落实到区、街两级领导包案，已化解１４６
件，化解率达９０６％。

【领导带头接访】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书记王太晖、
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先后３０余次对信访重要事
项作出批示，接待群众来访 ２４次、阅批群众来信
１０３件，对韩家墩街、荣华街、长丰街等４６件信访突
出问题亲自调度、亲自布置。区委、区政府制定《关

于２０１４年深入开展领导干部阅信、接访、包案活动
实施方案》《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

问题的意见》《口区进京非正常上访处置工作的

意见》《关于开展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工作方案》

等文件，对领导干部接访作出刚性规定：主要领导每

月到接访中心接待信访群众，其他区领导每天轮流

接访，各街道和区直部门领导有访必接。区“四大

家”２６名领导干部和各街道、区直相关部门２００余
名干部采取不同方式参与接访活动６００次，接访群
众３０００人次。２０１４年４月，区委书记王太晖带领
相关部门到汉正街现场研究解决了集体上访长达

１０余年的三特片还建问题。

【化解信访积案】　２０１４年，口区信访局坚持每月
和各重大会议及敏感节点期间进行排查，街道每半

月排查一次，社区（村）每周排查一次，重点时期加

大排查密度，确保各类矛盾纠纷情况清、底数明，有

针对性的做好源头预防。全面清理排查具有影响全

区稳定久拖未决的信访积案并逐项、逐案、逐人建立

台账。建立完善重点疑难信访问题联席会议和信访

救助制度、设立信访稳定专项资金。对信访突出问

题和积案按不同类型交办拆迁还建、企业改制、涉

军、涉法、涉诉等１０个专班逐案落实化解。年内先
后化解了区物回公司、汉正江燕制伞厂等企业改制

遗留问题，为５００多名下岗职工发放慰抚金 ４７万
元。区拆迁专班协调解决益康公司、１１３５片等拆迁
还建问题，化解了大量集体访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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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来信来访】　２０１４年，口区信访局按照区一
级多办少转，街道一级只办不转，重要信件直接办理

的原则，大力减少信访件中间环节，通过增加满意度

实现“以信化访”。同时加强网上信访处理，年内

３４１件网上信访办结率达１００％。口区信访局《以
群众满意为标准，把信办到来信人的心坎上》被《湖

北信访》刊登。依托“区群众来访接待中心”，探索

完善“统一登记、分类接访、各负其责、综合协调、集

中调度，妥善处理群众诉求”的联合接处模式，为群

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坚持信访信息报送和通报

制度，全年编发《情况通报》１１期、《信访简报》１６
期、《要情专报》６期，有效推动信访工作的开展。

【稳控息访】　２０１４年，口区信访局坚持一手抓事
要解决，一手抓包保稳控，全力控制进京赴省非正常

上访。完善信息收集汇总和分析研判机制，严格落

实２４小时值班、日查日报日研判和“零报告”制度，
密切掌握各类重点问题、重点人员动态，对可能引发

进京赴省非访、群体性事件的隐患和苗头，做到超前

工作、主动作为。全年先后掌握各种上访信息３０２
条，按照处置预案，有效预防和化解涉军群体、企业

改制买断职工、被拆迁户、残疾人等３６批次群体上
访行动。对部分生活确有困难的上访人实行关爱稳

控，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反复耐心做思想工作促其转

变态度，先后有２３６人承诺不进京上访。同时，公安
机关也对７５名牵头人进行依法训诫，并依法行政拘
留４人，刑事拘留１人，有效遏制上访老户和重点人
员拟进京非访的违法行为。

（龚志高）

·老干部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老干部工作局（简称口
区老干局）以“让组织放心、让老干部满意”为目标，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为契机，坚持建班子、带队伍、强管理、优服务、

促发展的工作理念，老干工作取得新成果。年内完

成的调研论文分获湖北省调研论文三等奖１篇、武
汉市调研论文一等奖和三等奖各１篇。区老干局获
得“全市老干部工作绩效立功单位”称号。

【落实老干部政治待遇】　２０１４年，口区老干局围

绕全区中心工作，探索改进老干部思想政治建设，为

口区的转型跨越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重视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口区老干局定

期举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并组织部分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参加全市培训。全区各级党

组织均把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纳入基层党组织建

设的整体规划，把健全支部班子，创新组织设置和活

动方式列为日常工作议程。截至年底，全区已建立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４８个，离退休干部党小组５６个
和临时党支部１２个，各支部每月开展的学习和活动
不少于１次。

注重落实老干部政治待遇。口区老干局坚

持重大节日走访慰问老干部，重大事项征求老干

部意见，重要会议请老干部参加的制度。全年共

举行情况通报和形势报告会 ６次，参加市老干部
局组织的形势报告会 ２次。每逢春节、端午、中
秋、重阳等节日坚持走访慰问老干部并为他们订

阅报刊杂志１６００余份。
积极引导老干部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

用。口区老干局组织老干部雷汉娥等参加区委

宣传部理论宣讲团，深入社区举办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理论讲座和推介老干部先进典型事迹。同

时，充分组织引导老干部在关心下一代、捐资助

学、著书立说、讲学授业等方面发挥专长，老有所

为。２０１４年，古田街古画社区离退休党支部和汉
水桥街离退休党支部获评“武汉市离退休干部先

进党支部”，王文中、郭德美等 ４人分获省、市“离
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

【落实老干部生活待遇】　２０１４年，口区老干局把
落实老干部生活待遇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及时贯

彻落实国家下发的老干部各项政策，稳步改善老干

部生活待遇。

老干部各项经费得到充分保障。除离休费按时

足额发放和医药费实报实销外，年初提高离休干部

护理费标准和逝世离休干部慰问金，按时落实离退

休干部的物业费问题，确保老干部的各项政策性生

活待遇落实到位。

老干部特殊困难救助形成制度。加大对离退休

干部及遗属的困难补助力度，建立健全困难帮扶救

助机制。对生活困难和医药费自付部分较多的离退

休干部实行相应补助，全年共发放特殊困难救助费

１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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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６日，口区老干局组织区级老领导到革命老区黄冈县参观

【老干部文体活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老干局以区老
年活动中心为依托，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适合

老干部特点、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以全区“三位一

体”养老服务机构为载体，利用社区资源为老干部

提供生活、医疗保健等服务；以文明创建为契机，组

织开展“汉江美”摄影进校园活动；响应习近平总书

记的号召，组织老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活动；宣传推介老干部先进典型，深化“青少年帮

教”活动，让老干部在未成年教育中感受老有所为

的快乐；巩固区老干部大学“全省示范性老年学校”

创建成果，坚持政治建校、平安建校，落实组织部主

管、老干局主办、老干部主抓的办学体制，整合教学

资源，强化教学成果，教师队伍和教学质量稳步提

高。截至年底，区老年大学已开设学科１１８门，１３６
个教学班共有学员４１９０人，较好地满足了老年人
“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健康、服务社

会”的精神文化需求。

（郑爱民）

·区直机关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４年末，中共口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
员会（简称口区直机关工委）有党的基层组织４６
个，其中机关党委６个、总支１１个、支部２９个。由区
直机关工委直接管理的党员共有２３０４名，其中在职
党员１６３３名，离退休党员６３２名，学生党员１名，其

他党员３８名。年内，口区直机关
工委着力抓好区直机关基层党组织

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

建设，机关党建工作水平整体提升，

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党建工作创新】　２０１４年，口
区直机关工委按照健全组织、落实

制度、夯实基础、注重实效的要求，

着力加强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和党

员队伍建设。根据党章和《基层组

织工作条例》的规定，及时督促指

导１４家区直机关基层党组织进行
换届，并大力推行“公推直选”产

生机关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３
月，组织举办区直机关基层党组织

书记培训班。９月，举办党务干部培训班，组织区直
机关１００余名基层党务干部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
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全年组织培训１５名入
党积极分子，考察发展２０名党员。“七一”期间，积
极开展“一把手”讲党课活动。为探索新形势下机

关党建工作新模式，启动在区直机关基层党组织中

建立党建联系片组工作。

【学习型机关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直机关工委
为推进“三型”（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机关建

设，着力在区直机关营造学习氛围，开展读书荐书

活动，年内已收集３０家区直机关单位区管和市管
领导干部的推荐书目 １３０余条。分别在区地税
局、区人民法院举办“爱上层楼”读书会。组织员

工参加武汉图书馆“名家论坛”活动，聆听武汉市

文联主席池莉“小生活与大社会”的讲座。１２月，
在区财政局举办主题为“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

化，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的读书交流会，区财政

局、区发改委、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法院的干部

在会上作读书交流，区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书记、

党支部学习委员７０余人参会。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直机关工委为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及区“纠正和治理基层干部作风问

题”承诺整改任务，加强机关纪律作风巡视督查。

坚持每周对区直机关单位进行１—２次纪律督查，全
年共巡查５３次、２３０余家次。同时，对２０余家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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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场所、８家酒店、１６０台公车进行排查，发现问题
３５起，有２人受到党纪处分，３人受到通报批评，发
现的问题全部整改到位。此外，还在区直机关推行

工作人员工作状态管理系统，运用软件平台强化管

理。年内，工作状态管理系统显示：４５家单位中签
到情况较好有４２家，优良率达９３％。

【文明单位创建】　２０１４年是各级文明单位的复评
和申报年，区直机关工委对所属４５家文明单位全部
完成新一届复评和申报工作。区直机关工委为参与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迎检工作，协调区直机各单位，组

织专项巡查２２次，巡查单位１２０余家次，发放问卷
６００余份，抽查机关工作人员２００余人次。此外，还
率先深入宗关街变电社区、韩家墩街公安社区开展

文明创建入户宣传和洁美楼栋的义务劳动。６月，
联手区文明办在口区道德总堂开展以“讲述道德

故事，弘扬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口好人故事

汇”活动，区直机关１００余人与“口好人”杜良、汤
彦平、袁凯萍等进行现场交流。

【群团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直机关工委继续抓好
“一建带三建”工作。为维护区直机关干部职工身

心健康，申请专项经费将两年一次的体格检查变更

为一年一次。依照上级工会要求，继续开展重大疾

病医疗互助活动，在区直基层工会普及申办工会会

员卡。“七一”前后，上门慰问１８名区直机关困难
党员、离退休老党员。积极组织文化体育活动活动，

１月，在汉江江滩成功举办迎春拔河比赛。５月，
“走进绿道·爱我口”健步行活动在张公堤段绿

道举行，３９家区直机关的６００余名干部参加比赛。
１１月，以“健美、文明、阳光团队”为主题的口区直
机关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圆满落幕。此外，还举办

了区直机关“‘绳’采飞扬·健康向上”第一届跳绳

比赛和“迎国庆·巧手靓技手工制作活动”。

（黄学斌）

·保密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国家保密局（简称口区
保密局）围绕全区中心工作，深入贯彻中央、省委、

市委有关保密的重要指示，以互联网计算机安全保

密大检查和保密普查为主线开展保密宣传教育，依

法推进保密督查和保密服务，较好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全年全区未发生失泄密事件。

【计算机安全保密检查】　２０１４年，口区保密局
按照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全

区互联网计算机安全保密大检查。按照保密技术

检查要求，科学规划、突出重点、规范程序、合理安

排检查对象、时间、内容及检查方式。将保密检查

工具和数据修复工具应用到自查和抽查中，保质

保量、不留死角。实行边查边改，对存在问题的单

位，能现场整改的立即整改，问题较多的则按整改

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注重技术指导，深入了解

全区各单位保密技术防护工作需求，因地制宜加

强专业性指导，提供坚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全区

全年共检查非涉密计算机 ５００余台（次）、非涉密
移动存储介质４００余个（次）。

【保密普查】　２０１４年，口区保密局下发《关于开
展全区保密普查工作的通知》并召开保密普查工作

培训会议，组织全区７０余家单位的１６０余名涉密人
员进行业务培训，传达省市保密普查会议精神，讲解

普查统计要素和统计系统操作方法。区保密局按照

《口区保密普查手册》将保密普查统计范围内的

１００余家单位划分为不同类别，实施分类指导。在
此基础上审核汇总各类数据，更新全区国家秘密、涉

密载体、涉密人员、保密要害部门（部位）、保密机

构、队伍结构、技术装备、经费来源等数据，进一步健

全完善全区保密工作基础数据库。

【保密宣传教育】　２０１４年，口区保密局始终将保
密宣传教育贯穿于各项日常工作，着力提升各级领

导干部和涉密人员的保密综合素质。全年共举办各

类教育培训班１０余次、２０００余人次。为提高针对
性、增强渗透力，撰写并印发保密专题党课教材，在

全区７０余家单位开展保密专题学习教育活动。组
织区委办、区政府办、区政法委、区信访局、区机关事

务管理局等１５家单位的１５名涉密人员参加全市新
任（涉）密人员上岗培训，掌握保密基础知识，提高

保密工作技能，考核合格后分别颁发《定密责任人

岗位工作证》《涉密人员岗位工作证》。组织全区电

子政务内网首批联网单位的分管领导和涉密人员收

看全省电子政务内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化保密

意识，强调保密责任，扩大保密宣传教育的影响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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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组织全区各级保密组织签订保密工作责任

书，进一步明确各级保密组织的责任和义务。

【保密督查】　２０１４年，口区保密局以涉密计算机
信息系统保密管理为抓手，坚持机关日常保密管理

抓细节、社会单位保密抓规范、专业市场保密抓重

点，以保密督查推进保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定期

对全区重点单位的涉密计算机和移动存储介质进行

技术检查。全年共抽查相关单位３１家（次），涉密
计算机５６台（次），涉密移动存储介质４９个（次）。
强化政府门户网站保密检查。利用互联网门户网站

检查平台，对口党政信息网等门户网站进行全面

检查，实现对全区各类门户网站的全覆盖；结合全区

涉密文件分发情况，对重点涉密单位开展门户网站

专项检查。全年全区各类门户网站未发现违规公开

涉密信息的情况。开展国家统一考试保密检查。为

确保２０１４年全国高考、中考试卷信息安全保密，研
究制定《口区２０１４年高考、中考期间保密工作方
案》《口区２０１４年高考和中考保密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预案实施细则》；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

就试卷的运输、存放、管理开展专项检查。全年全区

高考、中考各类试卷存放点均达到国家安全保密标

准，未发生失泄密事件。开展信息公开保密审查专

项检查。为进一步完善保密审查机制，不定期抽查

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等重点单位，及时发现并

消除失泄密隐患，确保信息公开和保密审查工作依

法依规开展。

【保密服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保密局转观念、强素
质、揽全局，围绕保密技术监控设备的使用管理，切

实履行服务职能，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健

全服务机制。完善保密技术监管方式。为全区各单

位的涉密终端及时安装、更新违规外联监控系统，确

保终端监控覆盖全区、终端管理安全可控。做好保

密技术防护设备推广。要求相关部门按照市保密局

《２０１４年保密技术防范设备（产品）推荐目录》购
置、使用合格的保密技术产品，致力于提升全区保密

技术防护水平。牵头全区电子政务内网建设工作，

制发《口区电子政务内网终端汇集点建设方案》，

推动相关部门通力合作解决资金、人员、场所等问

题，按时限保质保量完成区级终端汇集点建设，实现

市、区两级平台互联互通。

（刘　剑）

·绩效考评·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区人民政府坚持以绩
效管理为引领，以市级绩效目标为导向，动员和凝聚

各方力量，发扬愚公精神，弘扬干事文化、鼓励争先

进位，全区“三件大事”取得决定性进展，经济发展

稳中有为，城市环境明显改观，社会民生不断改善，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较好完成武汉市委、市政府下达

的各项目标，被评为武汉市综合考评立功单位。

【确立考评指标】　２０１４年，口区绩效管理和干部
考评工作办公室（简称口区考评办）围绕经济社

会转型发展、科学发展，引领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突出“精简、效能”，将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的指标（“十二五”约束性指标、当年经济社会发展

战略任务、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底线控制”目标）

作为主要内容，集中精力办大事、干成事。强调“三

个不低于”（在指标值选取上不低于市级目标、不低

于经济工作会议目标、不低于“十二五”平均发展水

平），对党群部门提出“两个对照”（对照十八届三中

全会及中央省市改革创新要求设置创新类指标，对

照中心城区同类工作标准设置争先进位标杆类指

标）的工作要求，提倡加压、鼓励争先。引入难度系

数，体现“隐性”绩效，合理拉开差距。突显关键性，

鼓励设置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指标，不设或少设

置综合性外围指标或含糊性指标，有效防止指标设

置过泛和年终“搭车”考核现象。

【监控履职过程】　２０１４，口区考评办围绕“实干、
实事、实绩、实效”加强绩效目标和干部履职的实

时、动态监控。实施干部履职尽责管理，围绕岗位和

职责、权力与运行、责任与担当，坚持目标导向、职能

职责导向、问题导向，细化领导干部具体责任，推行

干部工作记实，全程监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履职尽

责情况。加强日常监控，出台《目标跟踪管理办

法》，建立重点指标预报分析、主要指标排位分析、

目标推进问题收集分析等制度，明确考评部门、主责

单位、专项部门职能职责和日常任务，细化《重点指

标专项方案》，逐项明确指标标准、数据支撑、分时

节点和预警措施，保障决策有目标、执行有标准、考

核有依据。研发绩效考评信息系统，将绩效指标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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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干部履职尽责全流程置于统一平台，阳光运行、

动态监控，对显而易见的绩效及时跟踪、直接评估，

减少不必要的现场核查、台账清查。强化分析调度，

定期分析绩效指标运行，找准薄弱环节和制约要素，

及时制发《绩效目标专报》和《绩效指标预警》，对重

点目标实施专项调度，逐项分析、明确路径、破解难

题，保障各项指标顺利推进。

【完善激励机制】　２０１４年，口区考评办坚持“以
实干论实绩、从实绩论德才、凭德才用干部”的用人

导向，以保证绩效考评结果与干部教育培养、选拔任

用、管理监督和治庸问责有机对接。坚持从单位自

查、资料核查、专班评审、领导评价、民主测评、个别

谈话以及第三方评价等多渠道、多角度、多视野，重

点考察干部在突发事件、重点工作和关键时刻的表

现，让品行好、敢担当、善创新的干部真正得到重用。

注重民意调查，广泛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民

群众、企业单位、服务对象和受益主体参与评价；实

施内部民主测评，由分管领导评价正职、班子正职评

价副职、班子成员评价班子成员，机关干部评价领导

干部，通过互评印证考核结果，既考干部执行力，又

考群众满意度。严格绩效奖惩，对全区转型发展、跨

越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单位，授予立功单位荣誉，另行

奖励工作经费，在干部选拔任用上重点倾斜，体现

“有为有位”。对政绩较差、在全区造成不良影响的

单位及个人，扣发绩效奖、削减评先比例、问责主要

责任人，做到赏罚分明、取信于民。

（罗艳玲）

·媒体传播发展·

【概况】　２０１３年，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武
汉市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武汉市口区

媒体传播发展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的通知》，正式将武汉市广播影视局口管理处

划归口区，名称变更为武汉市口区媒体传播发

展中心，内设办公室、新闻策划科、对外宣传科、网络

舆情科。主要职责是：在区委宣传部的领导下，把握

正确舆论导向，统一宣传口径，组织策划对外宣传，

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全区对外文化交流，负责城区

形象宣传和推广，负责全区广播电视节目的采编制

作，做好视听新型媒体的宣传，加强与上级广电媒体

的沟通、交流、合作，充分发挥武汉广播电视台口

记者站作用，及时反应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

成果，弘扬主旋律，负责互联网涉舆情信息的监

测、研判、报送和处置工作，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

求，积极推动全区文化产业建设，全面策划口区域

内文化传媒产业项目的立项、认证及后期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媒体传播发展切实增强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

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

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

纪方面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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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口区委、区政府的充分肯定，为推动口

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

【重大主题新闻宣传】　２０１４年，口区媒体传播发
展中心新闻策划科和对外宣传科配合宣传部新闻

科，围绕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城中村”改造、化工

企业搬迁、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汉江江滩建

设等主题策划新闻宣传，主流媒体对口经济社会

发展进行集中报道，共计发稿４５０篇（条）。参与策
划“汉江湾”整体对外宣传，协助拍摄《汉江湾》微电

影，获得第二届中国（武汉）微电影大赛武汉城市形

象片“十佳作品奖”和“优秀作品奖”。“汉江湾”已

成为口对外宣传的新名片。

【政务微博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媒体传播发展中
心将＠口发布作为“口卫视”来打造，坚持每月
策划一个专题活动，重大活动进行同步微直播。腾

讯微博发布信息４３６７条，其中原创３６４７条，转播、
评论和对话７２０条，听众１６８５４３人，新浪微博发布
信息４５４５条，其中原创３４６５条，转发１０８０条，粉
丝８５３６５人。新浪、腾讯粉丝数均位居全市城区第
一。以服务民生为主旨，将微博发布的内容和生活

紧密相连，如在“爱耳日”“爱眼日”“国际爱滋病

日”等纪念日发布相关内容，扩大民众知晓率；根据

实时社会热点新闻发布相关的内容，例如在“昆明

火车站砍人”事件发生后，“口发布”及时发布了

如何应对恐怖突发事件，遇到紧急情况如何自救等

相关内容；在古田二路长丰大道口排水箱涵爆炸事

故、汉正街电线故障等突发事件中第一时间发布信

息，传递政府声音，成为对外发布信息的重要窗口，

获得了全区广大市民的支持和“点赞”。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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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欢乐社区行”活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媒体
传播发展中心和武汉电视台新闻经济频道紧密联

系，先后在宝丰街公路社区、宗关街发展社区、汉水

桥街海工社区等社区开展了１３场“欢乐社区行”活
动。不仅给老百姓带去了精彩的文艺演出，送去了

欢乐，还联合相关医院和法律事务所，在活动现场为

居民提供免费义诊和法律咨询，深受民众的欢迎。

（李　琳）

·史志资料征集编纂·

【概况】　２０１４年，中共口区委党史（地方志）办
公室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以“存史、资政（治）、育

人（教化）”为己任，精心部署，开拓创新，较好地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口年鉴》（２０１４年卷）于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参加全国版协组织的五年一次编纂质量评
比，获得全国编纂质量综合一等奖。

【《中共口区组织史资料》第六卷编纂工作启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党史办公室及时启动《中共
口区组织史资料》第六卷编纂工作。年初制定编纂

工作方案，起草编纂工作规范和编写大纲，正式启动

该项工作。全年已征集组织史资料２万余字。

【《中国共产党口历史》第三卷初稿重编】　２０１４
年，口区委党史办公室因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对正

史编纂年限做出重新调整，对《中国共产党口历史》

第三卷初稿及时修订，调整为３编１１章４０节，编写
年限截至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全年完成第一编《口拨乱
反正与改革开放的起步》、第二编《口改革开放的全

面展开》和第三编《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中的第九章、第十章，共计２０余万字。

【党史大事记资料征编】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党史办
公室充分利用政府政务网络媒体提供的信息和区委

提供的资料，对区内大、要、新、特事追根溯源，征集

２０１３年党史大事记资料３万字，重点是区委、区政
府领导全区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内容，形成２万字
的２０１３年口区党史大事记资料。

【《口年鉴（２０１４年卷）》编纂出版】　２０１４年，

口区地方志办公室完成《口年鉴（２０１４年卷）》编
纂出版工作。《口年鉴（２０１４年卷）》在坚持以往
编纂风格的基础上，从规范编纂程序、完善框架结

构、充实条目内容等方面有所调整和创新：编纂程序

规范合理，严格按照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提出的

“三审三校两读”程序，全力打造精品佳作；编纂体

例进一步规范，对全书的类目进行科学整理、合并，

由１５个调整为１４个，同时按单位职能进行分目设
置，使全书类目更加系统、清晰；收录的内容与范围

有所扩展，增设公用事业和金融等类目，增加经济发

展类、城市建管类等９家单位的内容。同时，《口
年鉴（２０１４年卷）》在版式设计与图片制作方面坚持
精品标准，力求新颖独特，首次采用双色印刷，更加

直观生动地反映２０１３年口区的各项重要活动及
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并就领导关怀、“三件大事”、园

林绿化、科教文卫、社会和谐等方面精编了大量图

片，力求图文并茂、彰显活力。全书共计 ４７万字，
１００余幅图片。

【口区情资料征编】　２０１４年，口区地方志办公
室按照武汉年鉴社的要求，组织人员在区属部门、街

道搜集资料和图片，并编辑成文，真实、准确地反映

全区２０１３年经济社会发展概况，编纂近万字区情资
料，及时报送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

【《长丰乡志》资料征集】　２０１４年，口区地方志
办公室稳步推进《长丰乡志》资料征集工作。先后

召开工作调度会、推进会、座谈会，协调和指导相关

街道、部门及１３个村组织人员征集有关信息、数据，
安排人员在长丰街蹲点，调阅历史档案资料。截至

年底，１３个村已完成各自村史初稿的编写任务，总
计２０万字。

【《湖北县情·口区情》资料征编】　２０１４年，
口区地方志办公室按照《湖北县情》编写要求，积极

在区属单位搜集资料、图片并编辑成文，真实、准确

地反映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概况，编纂完成１万余字
资料稿，及时报送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第九分册（汉正街）初稿

征编】　２０１４年３月初，口区地方志办公室接到
市政府关于《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第九分册（汉

正街）的编纂任务，立即组织人员拟定编写大纲，指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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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专人负责搜资和撰稿。截至年底，完成大纲修订

和资料搜集１０万字，初稿编纂２０万余字。
（曹海霞）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简称口区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切实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发挥地方国家权

力机关的作用。围绕全区大局，遵循法定职责，联系

口实际，坚持依法监督与支持工作相结合，破解发

展难题，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发展，保障民生，

坚持规范履职与改革创新相统一，强化常委会职能，

不断发挥代表作用，形成了人大监督有力，“一府两

院”密切配合，代表和群众积极参与，同心合力，共

促发展的良好局面。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６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了如下事

项：讨论通过了口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４年工作要
点；审议并通过了口区人大常委会专项工作评议

暂行办法（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口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主任徐岗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口区人民政

府关于大会议案办理工作方案》并表决通过了该方

案；会议听取了口区纪委副书记、口区监察局局

长王明星所作的《关于全区清理规范行政权力和政

务服务事项（第一批）工作情况通报》。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查决定接受张建华辞去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代表职务，其代表资格随之终止。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６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了如下事

项：听取和审议了口区发改委副主任李勇所作的

《口区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４年重大项目建设情况
的报告》，报告经表决予以通过；会议决定，口区

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名额由６６名增加到１０４名；审
查决定，任命谢磊、余敏、彭华勇、刘僖、任甜、姚伏、

夏凯、李进春、刘再安为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审判

员；免去熊义德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

委员会委员职务；免去倪康尧、陶玲、张芹武汉市

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０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了如下事

项：审议并通过口区财政局局长李昌华所作的

《关于口区２０１４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审议并通过口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梁述桥

所作的《口区人民法院关于开展２０１３年度办案
质量检查工作的报告》、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江巧云所作的《口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 ２０１３
年度办案质量检查工作的报告》、口公安分局局

长张晓红所作的《口公安分局关于开展２０１３年
度办案质量检查工作的报告》，会议对３个报告形
成了专门的审议意见。会议决定，接受李军辞去

口区人民法院院长职务。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６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了如下

事项：听取和审议口区审计局局长姜雯代表政

府所作的《关于口区２０１３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和批准口

区财政局局长李昌华代表政府所作的《关于口

区２０１３年度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
议口区教育局局长郑学军代表政府所作的《关

于推进全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报告》和口区

人大常委会工作评议小组《关于对口区教育局

进行工作评议情况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评议意

见。会议决定接受马亚兰、吴树红、王昌文等３名
代表辞去口区第十四届人大代表职务，其代表

资格终止；会议决定，任命王德义为口区人大常

委会韩家墩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王汉滨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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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６日，口区人大常委会测评区统筹办土地储备工作

口区人大常委会韩家墩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

务，邱霞为武汉市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任命胡建斌、韦翼鸿、邓毓珂、陈春艳、钱丹、万春、

周志妮、纵红雨、郭红缨、胡爱萍、耿汉英、黄许雄、

黎灿、潘李莉、荣蕃洁、余明周、曾菊英、吴红?、肖

书湘、汪大枨、方历娇、王波、吴红武、谌玲、陈扬、

唐望东、樊磊、胡志强、李英杰、明艳琴、易惠云、余

婷、田刚萍、曾铨、陈赐文、李翠兰、陶正太、裘?

丽、龚萍、王红霞、钟丽珍、王丹为武汉市口区人

民法院人民陪审员；会议书面听取和审议了部分

市人大代表的述职报告。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０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和决定了如下

事项：听取和审议口区人民政府《关于土地储备

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口区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的情况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上述报告；会议审

议了口区人大常委会工作评议小组《关于对口

区统筹办开展工作评议情况的报告》《关于对口

区工商局开展工作评议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上

述评议意见；会议审议并通过口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主任徐岗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３年度
口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情况的报告》；会议审查通过了《关于召开口区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草

案）》，会议决定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４日到２６
日召开，会期两天半；审查通过《关

于召开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筹备工作意见（草

案）》；会议审议和通过《口区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

于代表资格终止和补选代表资格

的审查报告》，口区人大代表王

小松、王长青、杨建林、李军、沈雪

香、曹晋因工作变动，刘正飞代表

已去世，上述７名区人大代表资格
终止，补选王怀佳、吉广心、许建

辉、杨帆、李建奎、张洪伟、罗志高、

胡军、靳远涛、蔡志刚等１０人为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代表；会议讨论

了《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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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对口区人民法院、口区人民检察

院、口公安分局关于办理口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３
年度办案质量检查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进行书面审

议；会议决定免去石和江口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

济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陈义光口区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尹天兵口区人大常委

会长丰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吴兵口区招商局

局长职务，何中波口区环境保护局局长职务；会议

决定，任命何中波为口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

作委员会主任，纪跃辉为口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主任，吉广心为口区人大常委会长丰街

工作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免去李志芬口区人民

法院执行庭副庭长职务；免去曾卫、杨世洪口区人

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免去樊映群

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执行庭副庭长职务；免去罗

砺、夏长江、杨邦选、刘军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

务；会议决定，任命李志芬为口区人民法院执行一

庭庭长，胡迪、张?、葛向群、许力为口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０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任命胡诗云为口

区人民法院代理院长。会议经无记名投票，增补黄

长清为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选举结果报市人

大常委会确认；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口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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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议案

和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和讨论了

口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送审稿），讨论了提交

　　２０１４年５月９日，口区人大常委会开展《武汉中小学校安全条例》执法检查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有关文

件及各项名单（草案），审查通过了列席人员名单。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２日，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决定：因工作需要，武汉市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时间

由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４日至２６日调整为２０１５年１月５
日至７日。

（冯　畅）

·职权行使·

【工作监督】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大常委会办好“三
件大事”，认真执行监督法，切实加大监督力度，着

力推进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完善了重大事项决策程

序。把重大建设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提交大会审议批准，扩大了决策民主。为增强审

议政府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常委会组织委员深

入园博园等建设工地，主任会议邀请市区人大代表

视察汉江湾体育公园等现场，检查建设进度，分析存

在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 ２０１３
年度本级财政决算，听取和审议２０１３年本级财政预
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报告，

审议批准２０１４年上半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报告。针对全区经济发

展中税源不足等问题，听取区国、

地税局税收情况专项报告，要求财

税机关加强征管，落实年度目标任

务。加强对预算执行审计的监督，

督促将涉及政府投资的基建项目、

房屋征收拆迁项目等资金管理使

用情况纳入年度审计目标。强化

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的督促

检查，促使相关单位进一步健全财

经管理制度。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大常委会
认真总结评议工作，进一步改进方

式、规范程序、扩大参与，研究制定了《区人大常委

会专项工作评议暂行办法》。提前下达评议通知，

促使自查自改；向社会发布公告收集意见；突出现场

视察和会议评议，把发言权交给代表；对存在的问题

要求立行立改，务求实效。年内，常委会委员、市区

人大代表和１１０名市民代表，分别参加对区教育局、
工商局、统筹办开展的工作评议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促进了政府相关部门职能作用有效发挥。

【执法检查】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大常委会将实施
《武汉市中小学校安全条例》作为年度执法检查重

点，对区辖６０所学校展开检查。先后暗访１５所学
校，召开６次专题座谈会，归纳整理成４３个问题，
提交区政府及教育部门整改。为适应跨越发展，

推进科技创新，专题听取区政府实施《武汉市科技

创新促进条例》情况的汇报，检查全区科技创新服

务体系建设情况，对产业转型升级、科技成果转

化、资金使用效益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

对区政府实施《武汉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条例》

《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六五”普法进展情况

等，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促进了相关部门依

法行政。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大常委会围绕提高办案质量
不断深化司法监督，分别对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

院、口公安分局２０１３年度办案质量和执行修订后
的刑事诉讼法情况开展检查。检查组针对群众反映

和社会关注的司法热点，选定案宗。对区人民法院

重点检查被改判、发回重审、抗诉的案件。对区人民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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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重点检查不捕、不诉、撤回及改变定性的自侦

案件。对口公安分局重点检查刑拘后未报捕、未

批捕和未移送起诉而作其他方式处理的刑事案件。

在先行自查的基础上，组织专班随机抽查了１７１件
案件，逐案检查，客观点评，提出意见，三机关按照审

议意见强化整改。在市区人大代表民主测评中，区

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口公安分局办案满意率

比上年有新的提升，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

【代表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大常委会坚持邀
请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组织代表参与执法

检查、视察调研、工作评议及专项督查，引导代表

就城市开发、环境整治、健康产业发展等建言献

策。安排８７名人大代表回原选举单位述职，促进
代表依法履职。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大常委会积极探索建立健
全代表走进选区和接待选民的制度。实现街道代

表工作室全覆盖后，已在７６个社区建立代表工作
站，为代表联系选民，倾听群众心声营建平台。宗

关街严格落实代表接待选民收集意见限期办结回

告制度，荣华街、韩家墩街把代表服务选民工作定

位在社区。据统计，全区１１个街人大工委共组织
２００余人次市区人大代表集中进选区活动１２场，
接待选民 ２４００多人。活动中选民提出问题 ３１９
个，当场协调解答处理１７３个，转交政府职能部门
办结反馈１２４个，因故不能办理的２２个问题也全
部向选民做出合理解释，得到各选区选民的充分

肯定。

【关注民生】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大常委会持续把食
品安全作为监督重点，要求在全区建设１０个便民小
餐饮规范服务区，以点带面提升全区小餐饮服务整

体水平。常委会据此多次视察调研，强化跟踪督办，

促使政府相关部门按期完成任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先
后视察了汉中街、宝丰街和易家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运行状况，建议区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工作机

制，强化社区卫生服务站规范化建设，推进全区区域

医疗联合体的发展。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大常委会为了督查治庸问
责、优化发展环境中“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与

区政协联合成立５个专项督查工作组。通过视察调
研、明查暗访、重点抽查等方式，推动有关整改单位

建立长效机制。

【议案督办】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大常委会把督办大
会议案和代表建议作为体现人民当家作主重要途

径，力求把议案办好，让建议落实。全年共督办议案

３件，建议７３条。《关于在汉江北岸江滩建设群众
文化体育广场的议案》的办理，加快汉江湾体育公

园建设进度，为口民众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体

育活动场所。《关于推进口农贸市场改造升级，

进一步规范市场管理的议案》的有效办理，整体改

变菜市场昔日的脏乱形象。２７个市场经升级改造
后整洁便利规范，面貌一新。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大常委会加大对代表建议的
督办力度。组织各街人大工委和１８７名区人大代表
以及１０１名市民代表，对７３条代表建议办理情况逐
项检查并进行满意度测评，有效提高代表建议的办

理质量。

（冯　畅）

口区人民政府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政府践行群众路线、
团结全区干部群众破解难题、调解矛盾，在化解风险

中克难攻坚、负重奋进，较好地完成区十四届人大三

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地区生产总值达到５０９６
亿元，增长 １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
３４０９３亿元，增长２１２％；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达到３５亿元，增长１４％。口保持全国文化先进
区荣誉，被评为全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区，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示范区、市委大项目建设立功单位，再

获省、市文明城区称号。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１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月２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区
人民政府第６１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信访局关于做好“两节”、省市“两会”期间及全年信

访稳定工作汇报，要求区信访局将此项工作向区委常

委会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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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区重大项目建设情况、２０１４年全区重大项目计划
安排和责任分解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提

交区委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

于《口区旧城改造与“城中村”改造对接筹集安置

房源管理办法》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招商局关于请求设立区级对外

贸易发展促进资金的情况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２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月１３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６２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统筹办关于武汉四中周边建设片项目情况汇

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民政局关于春节期间慰

问辖区困难群体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安监局关于春节前后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３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月２６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６３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环保局关于推进创模工作，开展城镇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４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２月１７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６４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卫计委、环保局、文明办、城管委关于２０１４年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环保模范城市、文明城市和推进城

管革命（简称“三创一革命”）有关工作汇报；会议听

取了区编办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汇报；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２０１４年省市级
重大项目申报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

筹办关于四中建设片、汉宜路片和武汉制瓶厂片征

收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区监察局关于全国、省市廉政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通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５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２月２４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６５次常务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了全
国、省市审计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审计

局关于审计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食药

监局关于２０１４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汇报；会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育局关于２０１４年教育工作汇
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综治办关于综治工作汇

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关于２０１４年全区
建章立制工作计划、修订《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和

区政府党组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

作方案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６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３月３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６６次常务会议。会议研究部署经济
责任审计有关工作；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

关于区人大议案、政协建议案办理工作方案汇报，要

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人力资源局关于２０１４年全区人力资源工作汇报；会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信访局关于“两会”期间信访

维稳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监察局关于

２０１４年监察工作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７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３月１０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６７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统筹办关于一职教东片和正达红星美凯龙项目

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汉正街办事处

关于汉正街中央服务区２０１４年工作要点汇报，要求
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建

设局关于２０１４年区城建计划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
步修改完善。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８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３月１７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６８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城改办关于２０１４年“城中村”改造及加强“城
中村”改造代拆代建公共设施项目资金管理工作汇

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了区民政

局关于“城中村”撤销村民委员会工作汇报，要求将

方案修改完善后报区委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安监局、消防大队关于全区安全生产和消

防安全管理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文体

局关于２０１４年文体工作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９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３月１７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６９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经信局关于２０１４年经信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考评办、财政局、发改委、招商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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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绩效、财税、重点项目和招商引资总结表彰
方案及２０１４年工作要点汇报，要求将材料修改完善
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了汉正街办事处

关于解决龙腾项目历史遗留问题情况汇报，要求将

此项工作报区委常委会审议。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０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３月２４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人民政府第 ７０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统计局关于２０１４年统计工作汇报；会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环保局关于 ２０１４年环保工作
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水务局关于《完善湖

泊保护管理责任制实施意见》汇报；会议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监察局关于全区清理规范行政权力和政

务服务事项工作汇报；会议听取了区房管局关于

致远公司调剂给华通公司 ８０套动迁安置房源情
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汉宜

路片项目征收工作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１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４月８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７１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重要批示精神；会议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４年街道及相关单位
财源建设工作绩效管理考核办法及考核指标情况汇

报，要求将考核办法进一步修改完善后下发；会议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科技局关于《口区实施“青桐”计

划鼓励大学生到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五年行动计

划》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城管委关于全区环卫合同工参加社保补

缴经费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质监局关

于全区质监工作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２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４月２１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７２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发改委关于２０１４年两型社会建设工作要点汇
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政府办关于区政府党组教育实践活动征集意见

汇总和责任分解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

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统筹办关于

《进一步健全完善国有房屋征收工作机制的补充意

见》《口区征收劳务代办公司管理实施办法》《

口区征收项目建筑拆除公司（含渣土运输）管理实

施办法》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法制办关于《口区贯彻〈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实施意见》和《口区人

民政府信息公开实施意见》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

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签

订建一路片、四中片土地储备项目合作协议情况汇

报，要求将项目协议进一步修改完善。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３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４月２８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人民政府第 ７３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卫计委、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４年创卫专项整
治经费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

关于《长丰大道（二环线———三环线）工程项目征

收补偿方案》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育局

关于新一聋校异地新建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教育局关于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

校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

区委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民政局

关于“城中村”撤销村民委员会工作汇报，要求将

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４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５月７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７４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发改委关于一季度经济运行和２０１４年产业转
型升级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房管局关

于全区保障性住房分配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４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
准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５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５月１２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７５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编办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

清理规范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质监

局、房管局关于无物业管理老旧社区问题电梯维修

更新进展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会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济开发区关于阿里巴巴·汉

正街产业带项目建设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发改委关于２０１４年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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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监察局关于区纪委监察局牵头

或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清理调整情况汇报，要求将

材料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６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６月４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７６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综治办关于全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申报情况汇

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加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专项规划与区域规划管理实施意

见》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支铁

夹角地项目征地拆迁资金平衡情况汇报；会议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房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及

“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人力资源局关于２０１３年全区各类机关和
参照管理单位科及科以下公务员和工作人员年度考

核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长丰街办事处关

于长丰村相关工作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７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６月１１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７７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了区房管
局关于房屋安全管理建章立制工作汇报，要求将材

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政府研究；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民政局关于长丰街组建社区情况汇报；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云鹤小区限价房

项目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

关于农利村扩大片供地方案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８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６月２４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７８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统筹办关于长丰大道工程房屋征收情况汇报；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民政局关于全区社区治理工

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

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口公安分局关于

社区视频监控系统工程建设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汉中街办事处关于与武汉越秀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有关工作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９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７月１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７９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统筹办、韩家墩街办事处关于一聋校片项目征

收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交通大队关于

加强道路交通管理配套设施建设工作汇报；会议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卫计委关于全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

合治理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力资源

局关于《口区关于“吃空饷”在编不在岗和违规聘

用编外人员问题的整改工作实施方案》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０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７月１４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８０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政府总值班室关于区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

综合平台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务中

心关于《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单位绩效管理目标考

评办法》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育局关于

汉西村还建地配建控规小学和教育专项经费有关情

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编办关于调整部分

行政审批事项情况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１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７月２１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８１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卫计委关于卫计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财政局关于《口区２０１４年上半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汇报，要求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提

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

办关于江家墩片供地情况汇报；会议听取了区科技

局关于实施新材料孵化器股权受让有关情况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２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７月２８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８２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民政局关于扩展大病救助对象情况汇报；会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考评办关于上半年全区重点绩效

指标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３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８月１１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８３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统筹办、韩家墩街办事处关于一聋校片项目征

收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古田街

办事处关于内燃机片项目模拟征收相关情况汇报；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宗关街办事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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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关铁桥片二期项目危旧房屋收购情况汇报；会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定向购买“广电兰亭

荣荟”房源对接汉正街东片项目有关情况汇报；会

议听取了区统筹办关于长江食品厂片项目Ａ２、Ｂ地
块土地开发权收回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

改完善后报市政府研究决策。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４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８月２５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８４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环保局关于黄标车提前淘汰更新有关工作汇报；会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建设局关于地铁７号线国有土
地房屋收购方案有关情况通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４年全区地方性政府债务工作汇
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监察局关于２０１３年全区
创建“群众满意基层站所”活动情况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５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９月１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８５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建设局关于提升基础公共服务能力专项行动工

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改办关于村

改制经济实体相关制度及“城中村”房屋拆迁、还建

房建设审计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统筹办关于海尔工业园旧厂改造项目相关情况汇

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信局、区委区政府研究

室关于汉西建材家居市场转型升级实施建议情况汇

报，要求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会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国资办关于《加强区属企业国

有资产监管的意见（试行）》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

步修改完善。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６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９月１８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人民政府第 ８６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促进财政专项资金向街道倾

斜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

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企业联合会／企
业家协会关于２０１４年口企业１００强、民营企业
５０强发布等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
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口区

２０１３年财政决算（草案）报告》汇报，要求将材料
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审计局关于《口区２０１３年度区级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汇报，要求

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法制办关于政府法律顾问工作

情况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７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９月２２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８７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统筹办关于海尔电器片旧城改造项目房屋征收

情况汇报；会议布置了国庆节期间有关工作；会议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总值班室关于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关于督

查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

会审议。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８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９月２９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８８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政府办关于政务信息公开承诺整改工作情况汇

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编办关于全区行政权力

清理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扶贫办

关于开展干部驻村帮扶贫困村和贫困户工作汇报；

会议听取了区司法局关于玉带正街１２号办公用房
处置情况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９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０月２１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人民政府第８９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老龄办关于加强老龄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安监局关于金正茂服装城重大火灾隐患

督办整改和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提

案办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０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０月２７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人民政府第９０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教育局关于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赛事筹备工作经费预算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发改委关于《口区人民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办法》和《口区人民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实施细

则》汇报；会议听取了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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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三公”经费管理工作汇报；会议听取了区行管局

关于加强公务接待管理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发改委关于《口区征收（拆迁）安置房管理

办法》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１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３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人民政府第 ９１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
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精神；会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汉水桥街片项目

土地整理及开发合作补充协议》《海尔电器厂房屋

收购补偿协议》和《海尔电器厂改造项目合作协

议》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力资源局关于

《口区基层公务员培训规定》汇报；会议听取了

区招商局关于因公出国和外事管理相关制度汇

报；会议听取了区经信局关于制定服务企业相关

工作制度情况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２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１０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人民政府第９２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统筹办关于《全区２０１１年以来土地储备工
作重点情况的报告》汇报，要求将材料修改完善后

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招

商局关于银丰片项目招商签约情况汇报；会议传达

学习了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讲

话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四风”整治，

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指导

意见〉的通知》精神。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３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１８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人民政府第９３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政府办关于《２０１３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汇报，要

求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４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２４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人民政府第９４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了区发
改委关于《口区促进产业转型发展的支持办法》

汇报，要求将材料修改完善后由区产业办制发暂行

办法；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交通大队关于集中开

展正三轮摩托车非法营运综合治理工作汇报，要求

将治理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统筹办关于２０１５年土地储备供应计划编制情况
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监察局关于第二次调

整区纪委监察局牵头或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情况汇

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关于区人大政协

议提案办理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后报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和区政协协商。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５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２４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人民政府第９５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监察局及相关责任单位关于“十个突出问

题”承诺整改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

育局关于汉江湾国际学校推进情况汇报；会议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委区政府研究室关于《区政府工作报

告（送审稿）》汇报，要求按照准确、全面、具体等原

则将报告进一步提炼，突出亮点，修改完善后提交区

政府全会和区委常委会审议。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６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２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９６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新
预算法，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口区

２０１４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５年财政预算（草
案）的报告》汇报，要求将报告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

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计局关于

２０１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和第三次全国经济普
查评选总结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水务局关于汉江湾体育公园公共设施运营管理方案

汇报，要求将方案进一步细化修改完善。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７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８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开
区人民政府第 ９７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
《武汉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精神；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口区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５年计划草案的报
告》汇报，要求将报告的内容、数据与《区政府工作

报告》对接核准，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

委会审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民政局关于区福

利院养老大楼运营方案汇报，要求将方案进一步修

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民政局关于加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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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社区治理工作、减轻社区负担有关问题汇报，要求

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８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１５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人民政府第９８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统筹办关于长江食品厂片项目Ａ２、Ｂ地块土
地收回及开发补偿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招商局、统筹办关于武胜路公交枢纽片项目情况

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编办关于《口区行

政权力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试行）》汇报，要求将办

法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残联关

于２０１４年残疾人工作及建设区残疾人服务中心有
关情况汇报。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９次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３０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主持召
开区人民政府第 ９９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全区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

管理清理甄别工作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发改委关于全区“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情况

汇报，要求将材料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

议；会议听取了区教育局关于全区第二期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情况汇报，要求深入研究、科学论

证，将行动计划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建设局关于《口区地面沉降应急处

置预案》汇报，要求将预案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古田街办事处关于内

燃机宿舍片模拟征收预签约情况汇报；会议布置

了元旦、春节前后有关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政府 １０件实事办理情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政府继续为群众办好 １０件
实事。

１关于“落实２０００套廉租房，完成１０００套公
租房分配入住，住房租金补贴应保尽保。”对 ２００９
年以来全区公租房、廉租房轮候家庭进行全面清理，

按轮候年度，对４２２８户符合条件的轮候家庭采取
一次性分配、分批入住的方式进行配租。在华生城

市广场一期、长华公寓二期、邻里中心、盛世长丰４
个项目落实廉租房２０１７套、公租房１０３２套，缓解
了辖区贫困群体的住房困难。加大住房困难家庭租

金补贴发放力度，完成２８０户新增住房租金补贴家

庭，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全区共有住房租金补

贴家庭４７７４户，发放住房租金补贴１１３０万元，住
房困难家庭租金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２关于“为全区８０岁以上老人按月发放高龄
津贴，为全区高龄独居困难老人每人提供３６５小时
上门服务。”将全区高龄津贴发放范围由８５岁以上
放宽至８０岁以上，全区享受高龄津贴老人１８５４９
人，累计发放资金２３９０６１万元。采取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筹集资金２２０９７万元，为辖区３７８名高龄
独居困难老人每人提供３６５小时上门护理服务，缓
解了辖区高龄独居老人的生活困难。

３关于“救助困难家庭３０００户次以上，免费
受理法律援助案件２００件以上，贫困学生资助、‘失
独’家庭补贴实现全覆盖。”符合政策规定的９８２６
户困难家庭全部享受“低保”待遇，受惠人员１７１６１
人，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应保尽保”。加大临时性救

助力度，对因突发因素导致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

的１６２６户（次）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一次性给予
５０元—１５００元临时生活救助；对符合条件的３３８８
户（次）孤老、孤儿、赤贫户、边缘户等特困家庭每月

给予物资救助（７０元—１００元标准）。累计投入救
助资金１０３亿元，缓解了贫困家庭的生活困难。全
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４４７件，其中民事援助案件
３３４件，刑事援助案件１１３件，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办理法律援助事务３１５２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
损失５８０余万元，法律援助做到“应援尽援”。资助
各类贫困生６９６１人次、资助金额４９６９３万元，其
中减免贫困家庭学生学费５２６５人次，发放助学金
１６９６人次。同时为１１８名学生办理了生源地贷款，
辖区未发生适龄学生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现象。按

失独家庭每人每月 ４００元的标准，安排专项资金
３２６８８万元，对辖区４７２户失独家庭６８１人进行抚
慰，失独家庭补贴实现全覆盖。

４关于“为全区特困智力残疾人每人每月发
放１００元居家托养补贴，为 １００户特困残疾人家
庭免费安装无障碍设施。”按每人每月１００元标准
为全区 ６５２名特困智力残疾人发放居家托养补
贴；为１００户特困残疾人家庭免费安装无障碍设
施。同时，针对辖区困难残疾人广泛开展康复救

助、岗位就业培训、就业安置、精神病人药物补助、

节日慰问、临时救助等帮扶行动，缓解残疾人家庭

的生活困难。全年累计投入资金１０２１５１万元，
为困难、重度残疾人提供康复、托养服务７１５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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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其中以阳光家园为依托提供托养服务２０６３人
次，实施残疾人康复项目服务５０８８人次，受到残
疾人家庭的好评。

５关于“完成２０个社区绿化提档升级、３０个
社区排水管网改造，改造社区道路３万平方米，维
修主次干道人行道３万平方米。”以园博园周边社
区为重点，投入资金 ３００余万元，完成了紫润南、
紫润北、天顺南、丰竹园等 ２０个社区的绿化提档
升级，种植乔木３７５万株、灌木６５万平方米、草
皮４３万平方米，修剪乔木６万株、草皮４６万平
方米。投入资金２００余万元对新华、发展、古南等
４０个社区进行绿化改造，修剪乔木２万株，补栽各
类植物１万余株，增加休闲桌椅５００余套。投入经
费２１７万元完成３０个社区的排水管网改造。投入
资金６５５３７万元完成社区道路改造 ７６万平方
米，其中车行道 ５万平方米，人行道 ２６万平方
米。２０１４年，共投入资金５００万元完成解放大道
水厂—宝丰路段、长风路古田二路—丰硕路段等

破损人行道维修３万平方米。
６关于“新增户外健身器材１５０件，举办大型

群众文体活动３０场”。举办２０１４年“龙腾狮跃闹
元宵”“相约童年·相约六一”“我们的节日·端午

文艺晚会”、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暨群众

广场舞蹈大赛等大型群众文体活动３２场；围绕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举办“百团千场”文艺演出进社区活

动１３０场；与武汉汉剧院、武汉楚剧院签约，举办第
三届“艺术生活、人文武汉”公益性文艺演出２０场，
积极完善社区体育设施，为新合社区、四新社区等居

民小区安装户外健身器材１５０件。
７关于“完成 ３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

级、１４个卫生服务站规范化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新增２０００户，组织医疗健康服务活动进社区５０
场次。”按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标准，３６０４、同济医
大、曾家、舵落口等１４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完成规范
化建设任务，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提档升级加
快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所属服务站的服务能

力不断增强。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为抓手，广泛组织开展医疗健康服务进社区、进家庭

活动，为辖区居民宣传讲授健康知识、传染病防治知

识，组织义诊、巡诊。全年新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２５００户，开展医疗健康服务进社区活动３０７场，增
强了辖区居民的健康意识。

８关于“完成５家农贸市场改造升级，建成１０

处小餐饮便民服务区。”投入资金３１４５万元，其中
市级奖励资金４４５万元，区级财政资金１８５８万元，
农贸市场举办方资金８４２万元。全区３７个农贸市
场中升级改造２７个，依法取缔１０个不具备条件的
占道市场。完成宗关街南国西汇、汉水桥街仁寿社

区、六角亭街利济北路、汉正街宝善、长丰街天顺园

北区等１０处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建设，完成小餐饮升
级达标２５１家并通过市级检查验收，其中宗关街南
国西汇、宝丰街崇信路小餐饮便民服务区被评为市

级小餐饮“样板服务区”。

９关于“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３０００人
次，免费提供创业就业培训 １６００人次，为 ６５００
名就业困难人员提供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免费培

训下岗再就业人员 ３８００余人（次），举办各类招
聘会４０场次，提供就业岗位近 ２万个，安置下岗
失业人员再就业４４８７人次，为６９５９名就业困难
人员提供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累计发放补贴资金

２９５０余万元。
１０关于“维修、更新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社区

问题电梯２０台。”按照政府出一点、房屋开发单位
出一点、电梯使用业主出一点的原则，广泛筹集资

金，并严格按招投标等规范流程对问题电梯进行维

修、更新。已维修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社区问题电

梯８台，拟更新的１２台问题电梯施工加快。积极指
导街道社区在已维修、更新电梯的居民楼成立业主

委员会，健全电梯使用管理制度。督促有安全隐患

的问题电梯物业管理单位积极整改，共督促物业管

理单位更新问题电梯５台，维修问题电梯１５３台，有
效消除了电梯安全隐患。

（曹林发）

·政府法制·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法制工作围绕全区中心工
作，以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发展环境、提高工作效能

为抓手，解放思想，务实奋进，充分发挥政府依法行

政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作用，较好地完成全年各

项工作任务，为推动口转型跨越发展提供有力的

法制保障。全年共收到行政复议案件申请１９件，其
中受理１６件，办结１６件，不予受理３件。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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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口区法制办）履行依法行政工作职能，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强化依法行政工作重点，制定

《２０１４年依法行政工作要点》和《２０１４年度依法行
政绩效考核目标》，确定全年依法行政工作四大重

点和各项具体任务，要求各单位严格按照标准考核

各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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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行政权力阳光运行。区法制办对全区所

有部门进行拉网式指导，将权力基本信息、政务公开

信息按照省标进行统一和规范。强化行政首长责

任。成立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加强依法行政绩效管

理，实现统一领导，责任明确，工作落实。全年区政

府常务会听取和研究依法工作４次，依法行政工作
稳步推进。强化依法行政报告制度。落实《关于进

一步规范依法行政工作报告制度的通知》，切实强

化对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分类指导，促进全区

依法行政工作平衡发展。

【规范行政行为】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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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各项公示听证、集体

决策，均依照《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全

区１４项政府决策合法率１００％。加强规范性文件
审查备案，全年制发的１件规范性文件事前审查率、
备案率、合法率均达到１００％。强化行政执法案卷
审查，３６家执法机关的６０宗执法案卷全部合格，案
卷优秀率９１２％。

【法律服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法制办探索政府法律
顾问管理新模式，聘请５名资深律师组建区政府法
律顾问团，就“城中村”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等重大决策事项提出法律意见，充分发挥律

师顾问团法律参谋作用。年内，该顾问团起草和审

查各类经济合同协议１１５份。参与武汉四中片房屋
征收、化工企业土地及股权收购、“城中村”改造等

重点项目，进行合法性审查论证７次，提供征收意见
１２次，召开听证１次。代理政府参与行政诉讼案６
件，法院二审判决均维持原判。

【行政监督】　２０１４年，口区法制办进一步完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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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向人大报告依法行政工作制度。

建立司法建议与回复制度，延伸法院行政审判职能，

针对行政诉讼案件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以供

区政府督促职能部门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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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区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９０万余件，合
法率超过９９９％。

（王　倩）

·机构编制·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口区编办）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重

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体制机制问题，推进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加强自身

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截至 ２０１４年
底，口区总编制数８００４名，其中党政群机关使用
编制１７４２名，事业编制６２６２名。全区实有人数
８３１４人，其中党政群机关实有人数１６７８人，全区
事业单位实有人数６６３６人。武汉市下达财政供
养编制数８３２４名，实有财政供养人数７９７３人。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２０１４年，口区编办积极
做好与国务院、省、市机构改革的衔接工作，在完

成食药监、工商、质监管理体制调整后，继续加大

探索力度，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以国务院、

省、市关于区级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意见为

指导，初步拟定全区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总

体实施方案，遵循“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提出２７个
政府工作部门职能调整和机构整合的建议；拟定

未来３年—４年的改革任务分工和职能调整规划；
以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为目标改革纪检监

察管理体制，制定纪委、监察局派出派驻机构的设

置草案。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２０１４年，口区编办稳步推
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力打造零障碍、低成本、高

效率的政务环境。根据省、市两级清理的成果，对全

区行政审批事项进行调整，对省、市下放权限的审批

事项逐一做好承接落实；对上级调整、取消的对应事

项不再保留，并逐步将一些对营业场所设立、工程合

同验收等事前审批项目转为事后备案。全区全年保

留行政审批事项１３６项（含暂停审核２１项），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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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９日，口区召开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清理规范工作推进会

率约７％。推行行政权力三个清单的建设，依法公
开权力运行流程，梳理出的１５大类２３２９项行政权
力全部上网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２０１４年，口区编办稳妥推
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制定完成《口区事业单位

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和《区属事业单位分类指导目

录》，明确了全区事业单位分类的指导思想、原则要

求、目标任务、方法步骤和参考分类。通过与其他中

心城区的沟通协商，加深对分类政策和各事业单位

职能的理解，减少分类改革工作中潜在的矛盾点，推

动了分类工作平稳进展。

【事业单位法人年检】　２０１４年，口区编办加大对
事业单位的监督管理力度，通过严格把关、周密部

署、优化服务等措施，顺利完成２０１３年度全区事业
单位年检工作。全年全区应年检事业单位２４６家，
已年检２４３家，年检率为９８９％。同时，对３２家事
业单位的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等事项办理变更手

续；新设立公告事业单位２家。

【机构编制核查】　２０１４年，口区编办对全区
２９２家行政、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人员信息进行
核查。核查工作强调服务基层，实行上门辅导，对

部分单位存在从工作流程到具体填报口径上的疑

难问题，集中解答和指导。进一步强化编制和组

织、人力资源以及财政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部门

间信息共享机制，形成核查合力，强化机构编制实

名制管理。为落实核查实效，年内还进行核查工

作“回头看”。按照一定比例对部

分单位和部门的机构编制人员信

息再次进行抽样查验。

【编制精细化管理】　２０１４年，
口区编办针对编制管理中存在的

核编标准不适应现实发展需要、人

岗配备不够科学、队伍结构不尽合

理，教育资源有待优化等问题，打

破各校原定模式，采取核编与学校

区域发展、办学特色、小班化教学、

考虑员额管理等内容相结合的特

色做法，分阶段有序推进中小学、

幼儿园编制核定工作。经反复调

研，核定区教育局９所幼儿园编制及员额４５７名，其
中事业编制２３８名，涵盖教师、会计和保健员需求，
核定员额２１９名，涵盖保育员、保安和保洁员需求；
按照市编办文件核实全区中小学校教职工事业编制

３６５５名，基本完成核编到校。

【编制政务公开】　２０１４年，口区编办按照准确、
规范、扩面、及时的原则，进一步深化机构编制政

务公开工作。全区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异动实现

及时审核、及时上薄、及时上网公开，定人定责维

护更新编制政务公开信息，及时准确公开人员编

制异动情况并补充公布编制政务信息。全区 ２９２
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信息和８３１４名干部职工
的人员信息全部实现网上公开，公开率达１００％，
充分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根据

湖北省统一要求，区编办开展机构编制外网网站

建设工作。２０１４年，区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的中
期、年终考核均获得优秀。

【中文域名注册】　２０１４年，口区编办根据中央、
省、市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进中文域名注册工

作。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共注册中文域名１８０个，其中，
政务域名６１个，公益域名１１９个；完成网上名称申
请和《标识证书》业务２家。根据上级编办要求，将
启动党政机关网站开办审核、资格复核和网站标识

管理工作，提高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网站的权威

性、可信度和认知度，促其有效利用网络平台提高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李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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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力资源局坚持“民生为
本、人才优先”工作主线，强化“为人才当保姆，促事

业进步；为企业当保安，促经济发展；为劳动者当保

镖，促社会和谐”的智能定位和工作理念，坚持稳中

求进，将改革创新与科学发展、提升服务与保障民生

相结合，积极服务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４日，口区人力资源局在南国西汇广场宣传劳动保障政策法律
法规

【就业再就业】　２０１４年，口区就业帮扶机制改革
成效初显。全区新增就业人数３３３６０人次，安置下
岗失业人员再就业４４８７人次，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３４％以内。

整合市场资源调节就业。定期开展劳动力市场

清理整顿活动，着力规范劳动者求职、用人单位招用

和职业中介行为，将１６家民营职介机构合并为４家
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全年举办各类招聘会４０场，发
放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的“春风卡”３０００份，安
排参会单位４２５个，组织各类岗位１８２８３个，实现
意向就业１２７８３人次。

对接重点项目促进就业。深入瑞典宜家家居公

司、沃尔玛山姆会员店、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等

重点项目，实地了解建设进展情况，调研用工需求。

成功组织１０００余人参加宜家家居专场招聘会，其
中３８６人进入第二轮面试。组织应届离校未就业大
学生和辖区居民 １５０余人参加山
姆会员店现场招聘会，４０余人达
成就业意向。同时在武汉市率先

试点就业服务专员区级制度，每个

街道设 １名就业服务专员，建立
“就业服务 ＱＱ群”为区内重点项
目、重点企业服务。截至年底，群

内已有会员企业１００余家，每天提
供实时、动态信息２０条以上。

关注重点群体帮扶就业。把

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

首位，充分发挥小额担保贷款、灵

活就业社保补贴和企业社保补贴

等政策对就业创业的推动作用，

全年发放小额担保贷款５０２０万
元，为２６万人次发放灵活就业

社保补贴３０００余万元，为２３家企业１８００余人次
发放企业社保补贴３０４余万元。为４家企业办理
了贷款贴息。坚持“凡进必考”，为３４家单位公益
性岗位招录８１名工作人员。

改革培训机制保障就业。坚持管理与培训分离

原则，完成对新增的武汉好德益职业培训学校的认

定申报。契合需求，全年新增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

员、汽车检测员、茶艺师４个鉴定工种。退伍士兵技
能培训，采取菜单式选学，助其扎实学会电子商务、

珠宝鉴定、汽车维修、二手车鉴定评估等创业就业实

用专业技能。全年协同企业、街道完成创业培训和

创业意识培训１２５３人；农民工培训３８１７人；再就
业培训３１９８人；岗前培训和大学生就业技能培训
１２２８人。

【公务员及人事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干部人事制
度改革持续推进，干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以优化队伍结构为目的

合理设置岗位需求，招录公务员１２名，招聘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３１名。推进干部人才队伍菜单式学习
平台和激励平台建设。按期完成新招录公务员和参

照管理工作人员的初任培训，参训率１００％，合格率
１００％；开展第十七期科级干部任职培训班，完成科
及科以下公务员菜单式培训４期，共培训１４８０人
次；６０名组工人事干部圆满完成业务培训。以公务
员平时考核为切入点推进公务员岗位责任制。以加

强公务员日常管理为出发点完成全区公务员管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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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日，口区人力资源局组织全区在建建筑领域用人单位召开遵
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专项检查工作会

息系统建库工作。以任人唯贤为

导向完善选人用人制度，通过奖励

培训、重点岗位锻炼、提职晋级等

激发干部队伍活力，营造昂扬向

上、敢于担当的干事创业氛围。年

内，汉水桥街办事处副调研员刘武

强获评湖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称号。

工资调整工作稳步推进。

２０１４年，全面完成全区机关事业
单位人事工资统计工作；完成口

区第二阶段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

休教师的补报审核以及生活补贴

标准的核定调整工作；完成７２家
机关事业单位正常增资调整；完成

机关及事业退休人员生活补贴比

例调整；会同区民政局完成移交

口区安置的包括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空军后勤部

队驻武汉办事处、海军工程大学等单位军队无军籍

退休职工退休待遇的核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才工作机制改
革稳步实施。

深入推广“品牌招聘会”，推进高层次人才库建

设。全年组织５场“引才高校行”招聘会，成功推荐
２３６名高校毕业生上岗；举办１１场以房地产、医疗
医药、汽车、电商等为主题的“中高端人才交流会”，

组织１８３家上市、外资、大型企业集团参会，吸引了
３５００余名来自全国各地高层人才及少量海外中高
层人才参与洽谈，人员到岗达成率３０％以上。共成
功引进各类人才８５６人，其中，中高端人才１６人，电
子商务人才７６人，专业技术人员５人，社会管理人
才７５人，综合人才４４８人。

实施职称社会化评审，推进高技能人才库建设。

组织湖北中兴建筑有限公司、武汉新建筑开发有

限公司和武汉长丰赛博思钢结构有限公司１３９人参
加中高级专场评审会，考核认定３９人的初级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举办教育、卫生、城建等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培训１５个班次，累计参训人员３１７９
人次。做好口区人才推荐评选工作，远大医药

（中国）有限公司杨波、武汉双虎涂料有限公司冯

俊、武汉长丰赛博思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蔡玉春、武

汉市第十一中学田祥高４人获得省、市政府专项津

贴；武汉长丰赛博思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入选首批

武汉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名单，获２０万元项目资
助；武汉志昆科技有限公司马延勇入选武汉市２０１４
年黄鹤英才（科技）创业人才，获３０万元资助；武汉
旭日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杨旭东入选创新人才，获

得５万元专项资助；湖北珠光宝气职业培训学校杨
青虎获评湖北省民间工艺传承人，胡小凡获评武汉

市技术能手；武汉天龙职业培训学校崔建军获评武

汉市技能大师。

引进高品质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推进产业集群

建设。引进智联招聘、武汉楚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等５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和１家创业培训学
校，力促智联招聘呼叫中心落户口区。２０１４年，
区人力资源局建立了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财务报表制

度并实现了辖区企业全覆盖。区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２３２亿元，完成税收１４６６７万
元，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雏形初现。

【军转干部安置】　２０１４年，口区接收安置自主择
业军转干部，从完成登记报到、档案管理、退役金审

核、医疗参保等各个环节完善和改进军转干部的管

理服务工作。推进“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就业创业之

家”建设。做好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工资

补助和医疗救助并核发节日慰问金。建立《工资补

助变动情况登记表》完善工资补助年审。改进企业

军转干部体检方式，建立健康体检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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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日，口区人力资源局承办第三届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业项目大赛决赛

【劳动关系调解】　２０１４年，口区劳动关系协调机
制改革取得新突破。

监察执法水平不断提高。全区以劳动保障监察

“两网化”（网格化、网络化）管理为依托开展劳动保

障用工年审、日常巡查等活动，对用人单位实施主动

监察。及时宣传国家、省、市最新劳动用工政策法

规，为企业答疑解惑。向用工不规范或有一般违法

行为的企业发送《劳动保障监察建议书》，变刚性责

令改正为柔性监察建议，提高了用人单位主动整改

率。全年检查用人单位５０１４户，受理举报投诉４８１
件，办理回复率 １００％，法定期限内结案率 １００％。
处置各类突发事件２２件，共追发劳动者工资９８６９
万元，其中，农民工工资５８６４万元。

“大调解”体系逐步建立。按照《武汉市街道（城

镇）劳动争议调解暂行办法》已在汉水桥街、韩家街、

汉中街试点，建立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年内已受理劳

动争议调解案件１３件，调解成功率５４５％。全区全
年受理劳动争议案件１２２２件，其中，经审查立案处理
的７５１件，涉及劳动者９５６人，维权金额５５０余万元。
法定期限内结案５７６件，结案率９９１％。一裁终局案
件１３８件，一裁终局率９９３％。

“大三方”协调机制建设成效明显。年内，口

区劳动关系三方协商会议指导韩家墩街、宗关街、长

丰街、汉正街等７个街道成立三方协商委员会，实现
街道全覆盖。全年审查集体合同１２０份，其中，企业
集体合同７６份，区域性工资集体合同３２份，行业性
工资集体合同１２份，覆盖企业１５６５家，职工２９５３４

人。集体合同审查登记及时率、合

法率达 １００％。为推动劳动合同
制落实，全年新签劳动合同 ２１４
户，涉及职工 ４５５６人，签订劳动
合同４４９５人，劳动合同签订率达
９８７％。同时，为改进和加强政府
对企业工资宏观调控，开展年度企

业薪酬调查，完成１９５家企业薪酬
调查工作。

【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

项目大赛】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
政府和口区人力资源局举办第三

届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

项目大赛。为扩大大赛影响力和美

誉度，形成电商大赛的“一网（官

网）两库（人才库、项目库）三平台（人才信息平台、项

目交易平台、众筹融资平台）”格局，优化改版大赛官

网，开通大赛官方微信平台，共收到全国３３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报名项目６６４个，涉及高
等院校４７所，参赛人数突破４０００人。大赛依据计划
书质量、团队模拟运营成果、现场答辩质量标准，通过

初审、实训和半决赛筛选１０个优秀项目进入决赛。
１２月６日，武汉电视台录播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
大赛从项目征集开始即启动落地服务，调动口区电

商基地、三新孵化器、江城壹号载体资源引导入驻，共

引导落户大学生创业团队２４个。
（林　立）

·政务服务·

【概况】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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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改进服务、提能

增效，着力打造为民服务的政务平台，全年共办理审

批服务事项１４６件，其中，即办件１０９万件，承诺
件３７件，按时办结率１００％。

【企业注册免费代办】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务中心在
政务大厅开展企业注册免费代办服务，用实际行动

支持企业发展。３月１日，公司注册认缴制等新政
策开始实施，工商局窗口月均办件量接近上年同期

的２倍，而新申办的小微企业因不熟悉办理手续，没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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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按要求准备资料，直接影响了办证效率。政务大

厅内揽客人员，趁机游说办事人接受中介服务并收

取高额中介费。为此，区政务中心在政务大厅内设

立企业注册免费代办点，免费提供表格、章程，安排

专职代办员，免费指导不熟悉流程的企业填表和办

理登记，让小微企业享受到优质的政务服务。自试

行免费代办至年底，代办窗口共接受咨询５０００余
人次、办理注册登记１０７５起，为企业节省中介费约
５０万元。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务中心在政务大厅内开展免费企业代办服务，用实际行动支
持企业发展

【提供代办并联审批】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务中心为
更好的服务区重点项目及区内企业，根据区财源办

的要求，制定《口区政务服务中心关于试行服务

企业四项措施的通知》，明确在区政务中心实施企

业注册免费代办、企业登记两证一照（税务登记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及代码卡、工商营业执照）齐发、开

展事前介入式现场指导，以及督促“首问负责制”

“一次性告知制”“当场办结制”“限时办结制”和

“超时默许制”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与

效率。区政务中心发放证照后还积极与区财源办和

企业所属街道联手实施跟踪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经

营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社区网上审批申报启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务
中心为进一步推进审批电子化进程，降低群众办

事成本，提高审批服务效率，在完善原有的预约服

务、延时服务、上门服务基础上，启动工商执照年

检网上审批申报，以网上行政审批平台为载体，为

公众提供网上申报受理、审批和查询办理情况等

服务。

【政务大厅巡查制】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务中心根据
区委区政府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的要求，实施政务

大厅巡查制度。政务中心办公室领导和工作人员按

照巡查时间表，分时间段轮流检查窗口工作人员的

在岗情况、服务态度、工作效率，纠正其在班时间的

违规违纪行为，并协助处置政务大厅突发事件，维护

大厅的办事秩序。

【政务中心规范化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务中心
将多年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汇编成《口区

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管理制度》，并据此制定《口区

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单位绩效管理目标考评办法（试

行）》和《口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绩效管理目

标考评办法（试行）》，用量化考核规范窗口单位及

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为保障制度落实到位，区政

务中心于８月初升级改进政务大厅视频监控系统全
方位监控和记录功能，并以此作为工作考核的主要

依据。

【政务大厅便民服务】　２０１４年，
口区政务中心为加强政务大厅

管理，提高办事舒适度，将咨询量

较大的服务项目一次性告知书和

办事指南等分类摆放在各窗口，方

便群众咨询取阅；进一步完善志愿

服务岗，为群众提供咨询引导、帮

助老弱病残孕、失物招领、图书漂

流、预约服务、接待投诉、劝阻不文

明行为等服务；检查、维修厅内的

座椅、水瓶、擦鞋机、报刊架等便民

服务设施，在免费提供开水、水杯、

签字笔、便笺纸、糊精等的基础上，

又添置了轮椅、拐杖、老花镜、急救

药品等便民物品；在大厅内增加绿

色植物，增设垃圾桶，劝阻在大厅

内吸烟、饮食、遛狗等不文明行为。

（刘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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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服务与应急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府总值班室围绕发展稳
定大局创新管理方式，提升服务效能，全区公共服务

质量不断优化，应对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也明

显提升。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７日，口区政府总值班室在宝丰街公路社区举行“湖北应急公
益行———走进社区”活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府总值班室在区应急委的领
导下，不断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突发事件应对处

置能力明显提升，成功处置了“２２１”古田二路地下
箱涵爆炸、汉正银丰片工地院墙垮塌、群体性堵塞交

通要道等事件，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

失，有效维护了社会安全、和谐和稳定。年内全区共

发生公共安全事件２３２件。其中，公共安全突发事
件２３件，涉及安全隐患、火情、商户维权、非正常死
亡、房产纠纷及欠薪堵路等；非正常群访事件 ２０９
件，涉及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城中村”改造、

拆迁、企业改制、人身意外及其他诉求等。

【应急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编制了《口区突发
事件总体预案》，进一步细化职责，明确责任单位，

规范处置流程，落实岗位责任制。制发《政务值守

工作手册》和《政务值守记录簿》，对街道部门领导

带班、工作人员值班、考评通报与责任追究等进行规

范，对政务值守、信息报告、应急响应、处置流程、领

导批（指）示办理等提出明确要求，政务值班正规化

水平不断提高。２０１４年，区应急办共向上级有关部
门报送各类应急信息 ６０余条，其中《应急要情专
报》６期，同时，向各基层单位发布恶劣天气预警、应
急值守提示信息５０余条。
２０１４年，区政府总值班室深化应急知识宣教培

训。在９月２７日举行的湖北应急公益行———走进
社区活动中，口区宝丰街公路社区６０名社区民众
分组参加了急救包扎、消防结绳、投弹灭火、楼道逃

生等培训项目，通过实际演练提高民众避险逃生、自

救互救、发现隐患和消除隐患的能力，有效宣传普及

了应急管理知识。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府总值班
室围绕纠正和治理基层干部作风问题，完善机制、立

行立改、强化督办、问责追究，有效规范政府部门的

行政效能和行政行为。

２０１４年，区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综合平台
共受理涉及城市市容管理、房屋土地、社会劳动保

障、市场、教育、食品药品及医疗卫生、社会治安、交

通等方面的办件４２７１８件，办结率９９９％，按时办
结率７８９％，综合满意率９７７％。区委书记王太晖
对外公开承诺，有诉必查、有案必处，查处、回复率

１００％。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多次作出专题批示，
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将群众诉求落到实处，将群众冷

暖放在心里，切实维护政府形象与信誉。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制定强化制
度建设的《口区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综合平

台管理制度》（试行）、《口区政

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综合平台

绩效指标考核办法》（试行），建立

健全分级督办、现场督办、问责、通

报和考核等工作制度，强化日常跟

踪督办，在以发现问题为主要职责

的基础上增加监督、检查问题落实

情况等关键职责，有效提升查处、

处置工作实效。通过建立办件日

登记、周统计、月通报、季分析、年

考核制，强化日常基础管理，适时

掌握工作动态。《考核办法》将按

时办结率目标值调整为１００％，增
加群众满意率考核目标，提高区级

绩效考核分值（１分提升至２分）。
对街道、部门接处办件的受理、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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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办理、反馈等环节制定细化考核标准，突出过程

与成效的量化评分，确保群众投诉件件有回音，事事

有落实，难点有突破。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府总值班室强化人员管理，
加强制度建设，着手制定《人事派遣人员绩效考核

标准》《专业评价员工作手册》《市长专线工作考核

办法》。结合全国文明城市检查活动，不断加强接

线人员管理培训，确保政府服务热线接通率、接通时

间、文明用语、服务态度、专业水平的争先创优。

（叶　芳）

·机关事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简称
口区机关事务局）认真贯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条例》，围绕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中心

工作提高服务保障能力，努力打造“务实、进取、廉

洁、高效”的后勤团队，为机关各项工作的平稳有序

运转创造良好条件。

【服务保障】　２０１４年，口区机关事务局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认真细致做好各项后勤服务工作，为区机

关各部门工作正常运转提供良好的环境。

切实保障行政中心正常运转。加强行政中心办

公区设备设施运行维护，关键岗位实行 ２４小时值
班。细化机关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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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大院内冷、暖气供应

正常。全年共承担机关组织的１５００余次会议的接
待服务工作。配合园林局改进园林花卉的维护和保

养，机关大院绿化、保洁工作得到干部职工的认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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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办理医保调出调入９６人次、ＩＣ卡遗
失补办２８人次，报销在职退休干部医疗费６２．５万
元、子女统筹费 ３６万元。本着安排靠前，服务到
位，不留死角的原则，圆满完成区人大、政协会的后

勤保障工作。

机关食堂管理注重安全健康。加强对食品的采

购、储存、加工各环节管理，禁绝腐烂变质食材进入

厨房，严把食品安全关。在食堂明显位置张贴节约

标识，倡导“光盘行动”、反对“舌尖上的浪费”，营造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氛围。合理配餐，推行少

盐少油少糖，科学调整烹饪结构，提高食品原材料利

用率，力争食堂饭菜价廉物美、营养均衡。改进机关

接待用餐制度，精心设计接待用餐菜单，圆满完成各

类会议接待任务。

健全公文打印和公务车辆的管理制度，增强机关

事务局的保障服务功能。文印室坚持主动服务、超前

服务、高效服务、创新服务”原则，全天候值班制度，做

到随叫随到，不断提高文印质量和水平，确保文印材

料准确、及时和保密。机关车队秉承“主动服务、贴近

服务、跟踪服务、上门服务”宗旨，合理安排公务用车，

有效保证机关各项公务活动的正常运行。

【节能增效】　２０１４年，口区机关事务局以建设节
约型机关为目标，认真履行公共机构节能管理职能，

将节水、节电、节油等项目细化到人，实现节能工作

监管、奖惩目标与单位挂钩。定期举办联络员（统

计员）培训班，加强节能工作的调研和考察，分步推

进全区公共机构的节能工作。６月，与区发改委等
部门共同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制作展版３０余块，
发放宣传册及相关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余份。年内，引
进先进技术，将区行政中心大院内普通路灯全部更

换为太阳能路灯。将行政中心大楼消防通道照明灯

全部改换为声光控ＬＥＤ节能灯。２０１４年，区机关事
务局获评“武汉市节水先进单位”称号。

【建章立制】　２０１４年，口区机关事务局通过认真
梳理分析，建立完善区级机关经费、国有资产管理等

定额标准和相关制度，修订区行政中心绿化、保洁、

会议、安保等服务项目标准及考核奖惩方法为依法

行政奠定良好基础。

年内，区机关事务局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

强财务预算管理和审计监督，严控一般性支出，管好

“三公”经费支出，全年“三公”经费支出为１５９万
元，比上年下降３１％。同时，加强对二级事业单位
的财务收支管理和政府集中采购工作的重点审计，

保证资金使用的安全性与合理性。

２０１４年，区机关事务局从资产的配置、使用、处
置、保管和维护、盘存、责任追究和赔偿等方面对区

机关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制定细化标准。强化资产

动态管理信息化基础工作，为国有资产监管打下坚

实基础。全年共购置资产１６９９件，处置资产２６５５
件，资产登记率达１００％，规范处置率达１００％。

（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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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口区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４年，政协口区委员会（简称口区
政协）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切实履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履职尽责、奋发有为，

在开展学习教育中激发履职热情，在助推转型发展

中提高履职成效，在加强自身建设中增强履职合力，

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作出积极贡献。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协组织政协常委和委员参加
市政协举办的各类形势报告会和专家讲座，视察重

点项目，听取区情报告，交流履职情况。举办提案知

识、社情民意信息培训班，对各界别组长、政协信息

员、特约信息委员、新任委员进行专题培训，有针对

性地提高委员们在新形势下做好政协工作的能力。

【口区政协十三届十六次常委会议】　２０１４年１
月２７日，口区政协主席国洪河主持召开口区政
协十三届十六次常委会议。会议协商讨论通过

２０１４年区政协工作要点；通报区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提案审查立案情况和确定的重点提案，并就专委

会副主任调整建议名单进行协商，同时书面传达学

习省市政协会议精神。

【口区政协十三届十七次常委会议】　２０１４年３
月２０日，口区政协主席国洪河主持召开口区政
协十三届十七次常委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

会”精神；听取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

作情况通报，同时分组征求常委对区政协党组和机

关党员干部的意见建议。

【口区政协十三届十八次常委会议】　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３０日，口区政协主席国洪河主持召开口区政
协十三届十八次常委会议。会议就“建设‘汉江湾’

古田生态新城”课题进行专题协商。与会人员围绕

“建设‘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进行认真协商讨论，

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要求，调研专班就“建设

‘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的调研课题作进一步修改

完善，办公室以政协正式文件送区委、区政府及相关

部门，以供决策参考。

【口区政协十三届十九次常委会议】　２０１４年１１
月１９日，口区政协主席国洪河主持召开口区政
协十三届十九次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协商关于土

地储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对搞好土地储备工作提

出一些好的建议，同时，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纪念人民政协成立６５周年大会上讲话精神和
做好人民政协群众工作进行交流。

【口区政协十三届二十次常委会议】　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１１日，口区政协主席国洪河主持召开口区政
协十三届二十次常委会议。会议就“打造武汉·汉

正街中央服务区核心区”课题进行专题协商，区长

景新华与委员以此为主题进行座谈。会上观看“打

造武汉·汉正街中央服务区核心区”宣传片；区政

协副主席丁新超报告“打造武汉·汉正街中央服务

区核心区”课题调研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打造武

汉·汉正街中央服务区核心区”进行协商讨论；区

长景新华发表重要讲话。与会人员围绕“打造武

汉·汉正街中央服务区核心区”进行认真协商讨

论，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要求，调研专班就“打

造武汉·汉正街中央服务区核心区”的调研报告作

进一步修改完善，办公室以政协正式文件送区委、区

政府及相关部门，供决策时参考。同时，会议审议通

过区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有关工作事宜和协商决定

有关专委会主任任免。

（康永辉）

·职能履行·

【理论研讨】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协中心组先后组织
学习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国、省市“两会”精

神，有针对性开展讲座和学习研讨。围绕“人民政

协的群众工作”开展专题征文活动并召开研讨会进

行交流，收到理论文章３８篇，编印《人民政协的群
众工作理论与实践论文集》。

【政治协商】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协在专题协商上以
加快建设“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和打造汉正街中

央服务区为重点协商课题，先后组织专班外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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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家座谈、市区政协联动，召开政协委员与区委书

记、区长恳谈会，就此进行广泛协商并提出建设性意

见。《人民政协报》对此予以报道。武汉市人民政

府市长唐良智就汉江湾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并将其

纳入全市重点功能区建设。

主席会议围绕“科学规划打造中部功能区”和

“促进社区功能归位，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两个重点

协商课题开展调研，组织政协委员、社区群干同区政

府领导面对面交流协商，调研成果《转型期社区建

设的路径选择———减负与提能并重》被《长江论坛》

刊发，并在市政协“社区管理转型升级”常委专题协

商暨重点提案督办会议上作专题发言。

在对口协商上，各专委会邀请相关联络委和界

别委员与政府有关部门直接沟通，先后围绕“发展

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建设高品质武胜国际文化

城”“破解征收拆迁难题”“推动汉西家居生活体验

中心全面提档升级”“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等课

题开展对口协商，提出可行性建议。

在界别协商上，鼓励引导各界别委员小组围绕

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难

点问题，包括“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科技企业孵

化园区建设”“武胜国际文化城建设”“健康产业发

展”“建立综合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发挥崇仁路小

学品牌优势，打造西部地区教育亮点”“加强社区建

设”“残疾人科技工业园发展”等自选主题进行界别

协商，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

在提案办理协商上，争取区委、区政府以两办名

义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

实施意见》，明确提案办理工作的７项机制，把提案
办理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体系。年内政协委员提出的

１６６件提案全部办结。其中，关于《发挥优势整合资
源，推进我区医疗健康服务业发展》和《加快 ２０１５
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场馆建设，促进古田地区

城市功能提升》两个建议案被区政府采纳，建议成

果转化为建设成效。

【民主监督】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协扩大视察监督范
围，增强评议监督实效。按照“深入、常态、规范”的

要求，会同区人大组成专项督查组，对基层干部作

风、政务信息公开、粉尘污染治理等突出问题的承诺

整改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督促有关单位建立长效机

制。围绕“中小学教育服务”“医疗机构收费”“公交

运营服务”“居民小区物业管理”等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的突出问题开展督察２０余次，发现问题及时沟通
协调，促进整改落实。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全区绩效

管理单位满意度测评和对职能部门的党风廉政、政

务公开、依法行政、服务群众、自身建设等方面的民

主评议和监督，委派５０名政协委员参加市区组织的
政风行风民主评议活动，街道政协联络委还邀请政

协委员评议监督街道工作，对改进基层干部作风、优

化发展环境发挥促进作用。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４年，湖北省政协主席杨松、副
主席王振有和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李传德、石大鸿

分别率领省市政协委员对全区协商民主制度建

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残疾人保障工作和古田生

态新城建设进行专题调研，省市区三级政协的联

动专题调研为推进全区重点工作发挥重要的促进

作用。

年内，口区政协为推进年度重点协商课题

的落实，继续开展面向各界别、政协委员和区直单

位的重点课题招标活动，邀请省市区专家学者担

任评委，最终确定６个课题中标，保证调研活动的
质量和效率。与此同时，区政协按照区委关于“四

大家”领导挂点工作的要求，发挥专委会和街道联

络委的作用，组织辖区委员投身项目建设主战场，

多次参与民意调查和信访疏导工作，为武胜文化

城建设、６２中改造、汉正街东片拆迁和幸福社区创
建发挥助推作用。全年编报社情民意信息 ９０余
篇（条），市政协采用３６篇（条），编印《社情民意》
２６期，专报市领导２期，为领导决策提供贴近实际
的参考意见。

【优化履职环境】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协研究制定
《关于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

工作中作用的意见》，强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在政协履职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党派合

作。定期召开专题界别议事会，组织界别开展“践

行群众路线，坚持履职为民”主题活动。抓好委员

履职的动态管理，召开政协委员联系群众日座谈会，

建立委员联系社区制度，开展“政协委员社区行”和

“对口帮扶”活动，各界别深入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

科普宣传、法律咨询、健康讲座、扶贫济困等活动，

“送政策、送法律、送科技、送健康、送文化”和“助

学、助困、助老、助残、助孤”等项目成为各界别履职

为民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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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交流】　２０１４年，口区政协组织民族宗教组
委员参观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增强民族团结、

宗教和睦。以传统节日和重要纪念活动为载体，组

织召开“迎中秋、话招商、促转型”座谈会，协助区委

举行各界人士迎春团拜会。发挥文史资料工作“存

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深入挖掘和整合口

文化资源，编辑出版《当代名人与口》和书画摄影

作品集《之秋》。积极做好宣传口、推介口的

工作，反映全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长篇通讯

《“三件大事”促转型，实现美丽生态口梦》在《今

日湖北》杂志发表。区政协委员有３幅作品入选武
汉市庆祝建国６５周年暨纪念毛泽东同志发表《为
人民服务》７０周年书画展览。

（康永辉）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３日，口区纪委在汉正街管委会举办汉正街地区廉政阳光工程
警示教育活动

纪 检　监 察

【概况】　２０１４年，中共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口区监察局

"

简称口区纪委（监察局）
#

围绕全

区中心工作，切实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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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营造

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落实“两个责任”】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常委会先
后１７次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出台《中
共口区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

委监督责任的意见》，并召开区委全委（扩大）会议

专题部署。区委书记王太晖以第

一责任人身份，主持召开全区落实

“两个责任”（党委负主体责任，纪

委负监督责任）座谈会，逐一与部

分单位及街道党政“一把手”谈

话，与１３个村“村官”进行集体廉
政谈心。区纪委强化对下级党委

落实主体责任的监督，全年约谈区

属单位主要负责人 ３２人次，６个
区属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向区纪委

全会报告责任制落实情况。加强

对全区５０家单位和部门监督。筹
备成立３个综合派出纪工委，２至
４个重点派驻纪检组，按照“一案

双查”（指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案件时，既要查清当

事人的违纪问题，又要查清主管领导或分管领导的

责任范围及责任）的要求，严格责任追究。

【干部作风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纪委（监察局）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成６个督查组，在重大
节日和重点场所，对公款吃喝、大操大办、公车私用等

七类重点问题进行检查。全年明察暗访２４８次，查实
问题６９件，党纪政纪处分２５人，组织处理７９人和３
个单位，其中涉及处级干部１４人、科级干部３０人，点
名通报１２次，问责案件数和问责处理人数均超过历
年。协助区委制发《中共口区委建立健全干部作风

长效机制建设意见》及６项配套制度，建立区领导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联系点制度，对汉正街整治、化工

企业搬迁、“城中村”改造、江滩整治等重点工作逐一

明确责任领导。大力精简“文山会海”，全年大型会

议、简报比上年减少２７％、１７％。“三公”经费２９２９
万元，比上年减少７３４万元，下降２０％。

【违纪案件查处】　２０１４年，口区纪检监察机关共
受理群众信访举报２０６件（次），受理业务范围内信访
举报１６１件（次），列为案件线索９件。立案查处党纪
政纪案件２８件（其中处级干部７人，科级干部１０人，
一般干部１１人），采取“两规”措施６人，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１０人，挽回经济损失５０００余万元，采取“两
规”措施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数均是历年之最。重

点查处房集团原总经理胡亮受贿、挪用公款、违规

担保案，区房管局原副调研员高建受贿案，区统筹办

原征收拆迁工作负责人周世江受贿案和长丰街长丰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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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３日，口区纪委举办全区纪检监察干部业务培训班

村原党委书记汪大权、会计叶发珍挪用公款案等大案

要案。成立巡视整改督查小组，对省委巡视组移交的

６８件信访件逐一核实，立案调查７件，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２人，信访约谈党员干部６人。

【执纪监督】　２０１４年，口区纪委（监察局）研究
制定《纪检监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加

强再监督的意见（试行）》，加大对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审计和“城中村”“三资”管理力度，强化对全区

“三件大事”和重点项目中干部勤廉履职情况的监

督管理，汉正街综合整治和征收拆迁效能监察工

作被评为“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十大创新工作”之

一。专项治理市场中介领域，对已发现的 ５个问
题进行督查整改。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查处教育、卫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７３
个，查处乱收费乱罚款问题５４个，清退公车４辆、
清理多占办公用房１９６４平方米。持续开展民评
民议和“行风连线”工作，评选出８个口区２０１３
年度“群众最满意基层站所”和８个“群众满意基
层站所”，区城管（执法）大队等５单位被市政府授
予“群众满意基层站所”。

【健全防腐惩贪体系】　２０１４年，口区纪委（监察
局）制发《关于贯彻〈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工作规划〉实施办法》，抓好７７项工
作任务的责任分解和检查考核。认真开展第１５个
党风廉政“宣教月”活动，全区６０００余名公职人员
参观反腐倡廉警示展，１万余名党员干部观看警示
教育片《贪欲的陷阱》，区纪委常委分片到２７个区

直单位（部门）讲廉政党课，对 ３２
个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廉

政提醒教育，深入８个重大案件发
案单位参加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

１００余名党员干部到区人民法院
旁听有关案件的现场庭审，口区

廉政文化进家庭被评为省级示范

点。加强重点领域制度建设，修订

完善征收拆迁、国有资产管理等

３２项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
约和监督，建立涉及 ３５家单位
４４４８项行政权力和服务事项的权
力清单以及 １１５项行政审批事项
的外部办事流程图（程序清单）和

权力行使通用责任规范（责任清单）。认真落实信

访处理、谈话和诫勉等党内监督制度，对９名区管干
部实施信访约谈。

【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纪委（监察
局）加强街道和区直单位纪检监察干部的调整配备，

７名平均年龄４６岁的区管干部转任纪工委书记（纪
委书记、纪检组长）。建立９４人的纪检监察后备干部
库，从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法院调入２名业务骨干
充实委局机关办案队伍。制定区纪委监察局内设机

构调整方案，增加案件检查室，明确案件管理的专职

人员，确保办案人员占全体干部的６０％以上。积极
探索建立办案协作区制度，将１１个街道和经济开发
区划分为３个办案协作区，有效推进了案件查办工
作。全年举办各类业务培训７期、培训１７０余人次，
派员参加上级纪委培训８期、培训３０余人次。

（李之良）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４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
作委员会（简称民革口区工委）以履行参政议政

职能为重点增强社会责任感，以社会服务为平台树

立良好形象，立足本职，履行职能，为推动“现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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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强区、美丽生态口”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截至

年底，民革口区工委共有工委委员１０人，其中主
任委员１人、副主任委员３人、秘书１人，下设３个
支部。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４年，民革口区工委采取座谈
会、报告会、研讨会、支部联合活动等形式学习传达

全国“两会”及市区有关会议精神。年内先后选派

３０余人参加口区委统战部与市社会主义学院联
合举办两期民主党派新成员和优秀骨干学习班。组

织６批共８６人次党员参加民革市委、区委统战部以
及区委宣传部理论学习小组举办的各种学习辅导

班，通过学习领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把全区民革

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同时，参照中共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做法，在口区民革党员中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实践活动”。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４年，民革口区工委选拔一批组
织能力强、参政水平高、甘于奉献、工作创新的党员充

实支部干部队伍。重视班子、支部干部和新党员的培

训工作，暑期学习班培训骨干党员３０余人。加强后
备干部队伍建设，选派魏丽娜、李和平等参加市委统

战部党外干部培训班；推荐魏丽娜为民革湖北省委特

邀信息员；推评刘莉为民革武汉市委“十佳党员”；年

内发展兰成格、江蕾等４名新党员。２０１４年，民革区
工委选定黄陂区作为“美丽乡村”的调研对象，并安排

相关专业党员参与调研。民革口区工委全体政协

委员先后赴园博园、汽车工业园、民院博物馆、红安革

命老区等地参观考察。民革口区工委班子成员还

参加武汉市委统战部组织的党外干部暑期学习班和

口区委举办的基层干部培训班。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４年，民革口区工委积极实施
“一人一案”工程，完善工作机制，打造民主党派参

政议政平台。全年共向省、市、区提交提案和建议

４０余件，其中，向民革湖北省委提交提案５件，向民
革武汉市委提交建议２５件，在区政协会议上提交提
案１０余件。有代表性的优秀提案有：《关于加快汉
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改造发展步伐的建议》《关于

保障我市重大项目建设用的建议》《关于加强基层

企事业单位统战工作的建议》《关于大力推进文化

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议》《对

我市化工企业搬迁治污工作的建议》《关于借力中

国国际园博会 助推武汉市绿色园林城市建设的建

议》《关于加快口区重大项目建设的几点建议》

《关于加强我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的几点建

议》等。

【完善规章制度】　２０１４年，民革口区工委进一步
调整完善规章制度，将１０项规章调整为民革口区
工委委员会议规则、民革口区工委成员分工、民革

口区工委参政议政专委会章程、民革口区工委

学习与宣传专委会章程、民革口区工委妇女专委

会章程等５项制度。

【社会公益服务】　２０１４年，民革口区工委发动党
员为穷困居民及重病党员捐款３万余元，向贫困山
区捐赠５箱衣物、文具和体育用品。民革口区工
委成员还带着慰问品和慰问金，看望口区抗战老

兵胡恒清、邹崇芬等，为老兵们送上社会的关爱。民

革口区工委积极参与民革武汉市委“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赞”诗词、诗歌、书画、

摄影作品征稿活动，党员程良华多幅摄影作品参展

并获“优秀作品奖”。在年内开展的“送医疗、送法

律、送文化”进社区活动中，主委刘莉多次参加送医

下乡义诊活动；李和平律师走进社区举办法律知识

讲座；杨旭平老师积极参加文艺进社区义演。这些

社区法律、教育咨询活动共接待居民２００余人次。

【联欢联谊活动】　２０１４年春节前夕，近１００名党员
参加了民革口区工委召开的迎新春联欢表彰大会，

会上表彰在参政议政、信息宣传、组织发展、社会服务

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党员。三八妇女节前，民革口区

工委组织女党员，参观武汉市博物馆。中秋、国庆节，

民革口区工委登门慰问区内老领导、老党员，并送

去慰问品，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此外，区工委年

内还举办了青年联谊会和企业家联谊会等活动。

（高正浩）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４年，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民盟口区工委），下设１１个基层支部，
盟员２８９人（男１７９人、女１１０人），平均年龄４５２３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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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其中，有中高级职称者１７７人，区政协委员１６
人，区人大代表４人。
２０１４年，民盟口区工委把建设学习型民盟组

织与“争五优 创规范”活动有机结合，各项工作取得

一定的成绩，先后获得民盟湖北省委授予的“基层先

进集体”称号和民盟武汉市委授予的“组织发展工作

先进集体”及“参政议政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思想建设】　２０１４年，民盟口区工委精心制定开
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方

案，成立以主委程宏刚为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并把

学习实践活动纳入年度目标考核。

２０１４年，民盟口区工委组织基层班子成员
与骨干盟员参加民盟湖北省委盟员骨干暨参政议

政信息员培训班和民盟武汉市委、口区委统战

部举办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

践活动动员会”；组织盟员参加“２０１４楚天弘文尚
德公益大讲坛”和“弘扬传统美德，践行雷锋精神”

报告会。民盟区工委中的政协委员分批参加区政

协组织的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各类学习培

训。通过学习，基层组织班子成员与骨干盟员不

仅提高了认识、提升了素质、拓宽了视野，也增强

了领导基层工作的能力。

为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６５周年和
多党合作制度确立６５周年，民盟区工委组织在职盟
员在崇仁路中学举办专题报告会。民盟区工委主委

程宏刚在其《正确认识我国的政党制度》的辅导报

告中回顾历史观照现实。让广大盟员深切认识到现

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体制是中国政治制度

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４年，民盟口区工委进一步完善
参政议政工作的领导机制、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

基本形成运转有序、渠道畅通、富有成效的参政议政

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参政履职的能力。

年初，民盟口区工委按照民盟武汉市委安排

的课题任务，多次深入市、区民政局、劳动局、老干

局、工商局、文体局调研，形成《关于大力培育社会

组织，推进社会治理的建议》《“乐龄工程”必须加强

老龄专干队伍建设》等调研文章上交民盟武汉市

委，得到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立勇批示。

民盟口区工委在政协口区第十三届四次会

议上提交提案３８件、大会发言１件，其中集体提案

《关于发展口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几点建议》被

评为优秀提案。民盟界别政协委员余水平、沈必辉

获优秀政协委员称号，民盟区工委获“２０１３年区委
统战部参政建言组织奖”。

【盟务活动】　２０１４年，民盟口区工委积极开展文
艺活动。民盟区工委承办口区统一战线迎新春文

艺汇演———“同心共筑中国梦文艺汇演”；组织盟员

参加市、区各级部门组织的纪念中国人民政协成立

６５周年和多党合作６５周年报告会；组织盟员参加
民盟武汉市委、中共口区委统战部举行的“岗位

添华彩，建功中国梦”演讲比赛。

２０１４年，民盟口区工委举办首届“民盟口
区工委乒乓球联谊赛”；先后组织盟员参加口区

统一战线“同心杯”羽毛球联谊赛；组织离退休盟员

到黄陂木兰湖开展登高健身活动。民盟区工委支持

基层盟支部开展“学习‘红烛’精神，弘扬爱国主义”

专题学习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

践的活动座谈会、“九一八”事变８３周年纪念会和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座谈会及相关参观考察活动；盟员沈梦

参加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北省教育厅、湖北广播电视

台联合开展的“用我的声音做你的眼睛———２０１４湖
北广电高校联合行动”并深入到湖北省郧县桂花小

学开展支教活动。盟员祝亮平自费收购蔡甸区张湾

街老农李德发５万千克大白菜并免费发放给口社
区居民。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４年，民盟口区工委新发展盟
员２１人。其中高级职称９人，７０后和 ８０后出生
的１０人，基本符合民盟武汉市委提出的“保政治
素质，保重点界别，保骨干成员，保民盟特色和优

势”要求。后备队伍中有副处级 ２名、正校级 １
名、学校中层５名、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１９名，
人才队伍结构合理。

２０１４年，民盟口区工委支持盟员双岗建功。
民盟区工委主委程宏刚增补为民盟武汉市第十二

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力翔增补为政协口区

十三届政协委员；民盟十一中学支部主委田祥高

入选享受市政府专项津贴人员；周军华获口区

第八届名师称号；程琪入选口区模范班主任；何

政国入选口区学生最喜欢教师；余洋燕、王婷在

口区年度中学“教学比武论坛”优质课竞赛活动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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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获区一等奖、三等奖；高力翔、李智刚、马骐被

评为年度武汉文化遗产协会“优秀会员”；邹敏撰

写的《ＥＡＰ在公交行业中的探索与应用》被评为年
度调研成果优秀奖。

民盟口区工委副主委张宁、基层民盟支部主

委周泽政分别代表民盟区工委、基层民盟支部在民

盟湖北省委基层组织建设调研座谈会上发言。民盟

区工委获得民盟省委和民盟市委授予的年度“先进

基层组织”称号。

（黄泽平）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４年，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简称民建口区委）履行参政党职能，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年内，开

发区支部被武汉市民建评为“优秀支部”；孙建十、

谢斌、索祖钢、黄旭被民建湖北省委会评为优秀支部

主任；会员蒋鹏、黄旭被评为优秀区政协委员；贾洪

武、彭正文被区人民法院聘选为人民陪审员；田盨获

得“武汉市第十届学科带头人”称号；王怀佳获得

“湖北省十大青年创业人物”和“湖北省第二届残疾

人创业之星”等称号。

【政治学习】　２０１４年，民建口区委根据区委统战
部《关于在全区统一战线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精神，在会员

中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

动。以主委李光为组长、全体副主委为副组长、各支

部主委为成员的活动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召开

全区“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建设中国特色参政党重要思想》《李鸿忠同志在

全省统一战线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

习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等汇编成册；编印

了《口民建“实践”活动学习资料汇编》发放给全

体委员；制作了“实践”活动 ＰＰＴ供全区会员学习、
借鉴，并将电子版上传到会员 ＱＱ群，方便会员下载
自学。

年内，区民建先后组织所有支部会员参加省、

市、区各类“实践”活动主题辅导讲座、报告会、座

谈交流会和“同心大讲堂”１０余场（次），覆盖率达

９０％以上；民建区委领导班子开展集体学习１０余
次、撰写学习体会１２篇；向民建市委会、武汉统一
战线网站等报送“实践”活动信息２７篇（件），其中
李光主委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

体会》、黄旭的《深化司法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贾洪武的《习总书记的四面镜子》被民建中央

网站采用。李光、万贤芳、鲁光明等先后被市级媒

体采访。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５日，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市民
建主委张文彤到口区调研，对区民建领导班子给

予“姿态高、认识高、水平高”的评价。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４年，民建口区委领导集体以创
建“学习型、团结型”领导班子为目标，主、副委暨领

导班子成员在班子民主生活会上述职，自觉接受会

员监督。全年各支部组织生活均达到或超过４次，
做到“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活动有记载、出勤

率有保证”。

区民建全年共发展新会员 １０名，平均年龄
３８６岁，均为大学文化程度，其中７人来自“两新”
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是极具界别特征

的经济界代表。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４年，民建口区委主持的《关于
创新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几点思考》《关于科

学引导有机农业发展的建议》《关于科学规划，促进

武汉市健康服务产业快速发展的建议》等课题分别

在市民建、区政协、区委统战部的课题招标中中标，

中标数创历年最高。全年提交的１７件团体、个人议
提案在质量上也取得新突破，其中主委李光撰写的

《大力发展武汉市家政服务产业的建议》被市政协

办公厅专报市人民政府签批。会员胡文学的《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被安排在市政

协十二届１７次常委会上发言。民建区委向区政协
十三届三次全会提交的《关于加快我区“三旧”改造

和建议》，促成《口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的出

台，促进汉正街东片、银丰片、汉宜片、四中片、海尔

电器片等项目改造的启动实施。

２０１４年，全区共有２６名民建会员任区政协委
员、人大代表，其中政协常委４人，人大常委１人，会
员王怀佳为新当选的区人大代表。

【会务联谊】　２０１４年，民建口区委与会员企业武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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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贾洪武的《习近平总书记的四面镜子》被民建

中央网站采用。李光、万贤芳、鲁光明等先后被市级

媒体采访。



汉鑫飞达公司联合举行了“城区禁鞭、绿色出行”的

禁鞭宣传主题活动。在会员企业武汉三商网公司举

行“电子商务发展与走向”暨电子商务行业调研座

谈会，探讨全区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前景。组织会

员参加武汉市“金融与科技创新改革”高峰论坛，受

到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的亲切会见。应洛阳民建

之邀，赴洛阳民建参观考察。参加市政协社会法制

专委会与江汉民建在吉家沃尔特农场举办的“科学

引导有机农业发展”调研活动。随市民建专职副主

委李海波一行赴珠海调研生物制药产业发展。年

内，孙建十、傅长华代表区民建参加全区统一战线

“同心共筑中国梦”文艺汇演；区民建羽毛球队在全

区“同心杯”羽毛球赛中获得优胜奖；区民建参与的

统战联队在口区直机关工委举行的广播操比赛获

得三等奖。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４年，民建口区委为离任老主委
申请困难补助金２万元。１月１８日，在“情系大别
山、冬季送温暖”捐赠活动中，会员李永进为罗田县

白莲乡上马村捐赠１０万元用于该村修桥铺路和资
助家庭生活困难村民；会员万贤芳向村民捐赠了价

值４７万元的衣物。
（向　仁）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４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
会（简称民进口区工委）团结和带领全体会员努

力践行“同心”思想，汇智聚力，围绕建设“现代商贸

强区、美丽生态口”主题履行参政党职能，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参政议政和双岗建功等各项工作取得

新成绩。

【思想建设】　２０１４年，民进口区工委制定《民进
口区工委关于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学习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并成立以民进口

区工委主任为组长，副主任和委员为成员的学习

实践活动协调指导小组，通过民进口区工委会

扩大会议全力推进学习实践活动。截至年底，已

圆满完成会员读书班、主题报告会、“同心共筑中

国梦”征文活动和学习心得交流会等 ４项阶段性
工作。

民进口区工委充分发挥各支部的主观能动

性，运用读书会、座谈会、组织生活会围绕“做好十

件事”开展学习活动。十七中支部邀请校党支部书

记和会员共同学习下载复制《同心歌》推荐给每一

位成员；星火支部采取集中学习与个人学习（夜学、

自学）相结合推荐学习书籍，组织会员练唱《同心

歌》；中学联合支部、四中支部组织会员阅读《苦难

辉煌》，通过阅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了解中国

革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程，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信念，进一步增强政治认同、道路认同和

制度认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的决策和

部署上来。一批读书体会、理论文章脱颖而出，《民

进激励我成长》《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被《武汉民

进》刊发，《坚持走群众路线 做一个接地气的政协

委员》等７篇论文收入区政协《人民政协的群众工
作理论与实践》论文集。

年内，民进区工委注重加强年轻会员的培养教

育，选派孟癑、卢静、柴轶男、黄丰华等８名青年新会
员参加“２０１４年口区统一战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培训班”。推选中学联合

支部罗萱参加通讯员培训，参加武汉市民主党派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演讲比赛。鼓励新会员王媛

媛，执笔撰写民进口区工委年度集体提案《关于

打造总部经济园区，服务产业发展的建议》。民进

口区工委不断加大对青年骨干会员的教育与培

养，为组织的发展积蓄后劲。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４年，民进口区工委共发展１７
中教师鲜皓和陶梅、口区招商局王媛媛以及武汉

市普爱医院徐小芳等４名新会员，为民进组织注入
新活力。

拓展会员活动基地。保持与武汉市民进直属经

济总支江北支部共建合作，继续以霞峰消防门窗有

限公司作为委员组织活动基地，提供信息交流平台。

继续与江夏区工委联和资助纸坊街龙井社区、武汉

市第一聋校的特困学生完成学业。坚持把协和医院

爱心学校作为志愿者爱心传递基地，利用会员的职

业特点为白血病儿童献爱心。

开展丰富多彩活动。组织会员开展参观、视察、

调研、送教、联谊等活动。综合支部开展“看口、

爱口、说口”主题活动，树立会员做口发展

“有心人”，为口的转型发展贡献力量。组织会员

陈慧、聂熠莹参加“同心共筑中国梦”文艺汇演，彰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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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民进会员的艺术才华。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４年，民进口区工委各位主、副
委在参加中共口区委双月座谈会上提出具有前瞻

性、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增强民进的影响力。民进

口区工委在区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的大会发言

《关于积极谋划１１３５片总部经济打造古田产业新
城的建议》评选为优秀发言，转化为集体提案后又

被区政协定为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对隔年提案《关

于借力武汉国际园博会建设美丽生态口的建议》

实行“回头问效”，提请政府相关部门关注园博会期

间的文明创建及“后园博”经济的发展。区民进界

别政协委员全年提交提案２５件，区工委集体提案和
张文《关于丰富居民文化生活的建议》获评区政协

优秀提案，郭建敏、罗光伟的提案获评市政协优秀个

人提案奖。

２０１４年，民进口区工委，全年报送 １１篇社
情民意，分别被民进中央和《武汉重要信息》采用。

年内组织力量撰写《关于打造总部经济园区服务

产业发展的建议》调研报告聚焦总部经济，分别从

“突出产业导向，争取相关政策，开发产业载体，突

出园区功能，优化模式环境”等角度提出切实可行

的建议。

２０１４年，民进口区工委在民进武汉市委举行
的会务工作表彰会上共有１８人次受到表彰，民进
口区工委获得参政议政工作先进集体成果奖。

【双岗建功】　２０１４年，民进口区工委有２３名会
员在本职工作中获得奖励和表彰。张文撰写的论文

《区域性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与探索》刊发《成

才》杂志，被中南民族大学聘为“教育硕士研究生”

校外导师，获武汉市“口区第八届名师”称号；张

莉参与编写湖北省《新闻阅读与实践读本》，获“

口区第八届名师”称号，被评为口区“毕业年级学

业质量优秀班级”科任老师和区“毕业年级学业质

量优秀管理干部”，教学论文获得武汉市二等奖；黄

丰华参与省级课题研究并顺利完成获武汉市“百优

班主任”和口区“第九批学科带头人”称号；罗萱

获口区新秀班主任、第九批区优秀青年教师和民

进口区先进会员等称号；罗光伟获选武汉市第三

届“我心目中的好医生”，并当选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

２０１４年，民进口区工委会员张东友再次当

选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主持召开全国第三次影像学青年医师论坛，

当选中国针灸学会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和武汉市医学影像质控中心主任；哈汉芳被湖

北省教育厅聘为专家，参加湖北省教育厅特级教

师讲师团到麻城、崇阳等地讲学；陈荣华撰写的

《竹枝词》获首届武汉市文学艺术奖，当选为武汉

竹枝词学会会长；邓小燕撰写的《炔雌醇环丙孕酮

片用于药物流产后７７例临床观察》收录于核心期
刊《中国妇幼保健》；贺立群撰写的《抗栓药物治疗

时代心脏永久起搏器植入术后的囊袋并发症分

析》等两论文刊发于内科危重症杂志。会员罗光

伟通过武汉晚报、楚天金报、武汉科技报、湖北广

播电台生活频道等媒体普及医学常识，提高民众

的防病抗病能力。

（郭建敏）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４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
会（简称农工党口区工委）全体党员坚定信念，立

足本职，服务社会，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参政议政，各

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２０１４年，农工党口区工委下辖６个支部，共
有党员２４７名，平均年龄５６５岁，均为医疗卫生工
作者。其中，有５人是年内发展的新党员。

【组织和思想建设】　２０１４年，随着党员人数增加，
区工委注意抓好党员思想建设。工委会每季度召

开一次工作会议，传达上级文件，部署相关工作，

加强党员思想教育，坚定政治方向，提升政治素

质。鼓励各支部开展丰富多彩党员活动及社会活

动，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农工党各支部积极参加

区委统战部组织的“全区统一战线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动员大会”。新党员及

骨干参加第 ３４期新党员培训班。组织党员参加
“统一战线迎新春文艺汇演———同心共筑中国梦”

活动和羽毛球、乒乓球比赛。安排优秀党员与新

党员谈工作和学习体会，引导他们做好本职工作

及党派工作。邀请市委会宣传部刘秀娟主任为中

山医院支部党员讲解调研报告及新闻信息报道的

写作方法，为“中国梦·农工情”征文活动积极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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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召开组织生活会，活跃基层，丰富党员生活。

１１月，区工委会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参观武汉光
谷科技园，请映盛中国 ＣＥＯ谭运猛作了“互联网
在医疗机构发展中的作用”的探讨。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４年，农工党口区工委充分发
挥党员的医疗专长，积极举办健康咨询和义诊活

动，宣传保健养生及疾病预防知识。全年各支部

举办健康讲座、义诊活动 ３０余次，发放科普健康
宣传资料２０００余份。普爱医院支部到军事经济学
院、三江集团、汉中街、韩家墩街开展义诊和科普

知识讲课。中山支部到新洲区汪集中心卫生院等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２０１４年，农工党口区工委党员专家积极参与
认知功能障碍、大肠癌、骨质疏松症等各类专业疾病

筛查３５００余人次。市精神卫生中心支部主任周新
芳因此获得武汉市第三届“我心目中的好医生”称

号。综合支部李峰、黄明芳还结合创卫工作开展环

保咨询及社区消毒灭虫等宣传活动。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４年，农工党口区工委承接的
３个调研课题如期完成。中山支部调研组在听取
阳逻医院各部门意见和建议后，从医院的人才培

养、设备添置、科室建设、医院管理、医院基建、发

展规模等方面进行科学探讨，完成了“关于民营医

院的现状调研”的报告。市一医院支部、综合支

部、区工委会为完成“关于加快汉江湾体育公园建

设，打造全民健身基地的建议”的课题，各支部多

次到区政协、区水务局调查走访，为撰写调研报

告，收集了大量数据和材料。市精神卫生中心支

部调研组通过到口区紫润明园开展社区精神卫

生现状的摸底调查，充实“关于社区精神疾病患者

的管理建议”的调研报告。此外，综合支部主任梁

明华参加中山社区健康教育调研；李峰、黄明芳参

加了辖区内民营医院调研。区工委全年完成省、

市、区提案６份，撰写政协提案３篇。农工党口
区工委被农工党武汉市工委评为“２０１４年度先进
组织工作集体”。

【捐资助学】　２０１４年４月，农工党口区工委党
员代表来到红安永河镇中心小学看望杨豪和孟美

两位同学及家人并送去了学费。１１月，农工党党
员再赴红安看望两位学生并资助生活费。截至年

底，孟美已进入初中学习，杨豪转到红安县城读六

年级。两人学习成绩均很优秀，也很懂事，资助行

动将持续下去。

（江　腾）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４年，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简称致公党口区工委）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基

层，倾听民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幸福建言献

策，认真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组织建设、“同心”建

设、学习实践活动以及党员双岗建功、服务社会等方

面均取得一定成效。

【思想建设】　２０１４年，致公党口区工委组织党员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文

件、习总书记一系列讲话以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强化参政议政意识，提高参

政议政水平。年内，区工委下属４个支部通过建立
党员网络群，传达上级精神、探讨社会问题等多种形

式相互交流，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围绕实现“两

个一百年”目标，不断践行“同心理论”，激发全体党

员崇尚信仰、珍惜选择、默默奉献的政治热情和实现

“中国梦”的美好期待。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４年，致公党口区工委副主委陈
辉撰写的《关于大力发展我区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建

议》在区政协全会上作了大会发言。集体提案《关

于加快我区都市工业园区转型发展的建议》被区政

协评为优秀提案。同济支部曾仁端教授年逾八旬仍

然坚持参政议政，撰写社情民意“关于破解医科大

学生高转行率的几点建议”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零

讯》刊用并被国务院副总理批示；其理论文章《中共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改革开放新航程》被中共

湖北省委采用。在区政协十三届四次全会上，区工

委政协委员提交提案８件、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建议
案３件。区工委主委、副主委认真参加区委统战部
组织的“双月座谈会”并积极建言献策；教育支部组

织党员撰写提案近１０篇，均由政协委员在区政协会
上提交。副主委陈辉向区政协提交了《关于成立地

方各级党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建议》等３篇
反映社情民意的文章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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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建功】　２０１４年，致公党口区工委党员勤
恳敬业，克己奉公，在各自岗位上取得良好业绩。

同济支部宁琴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

展计划”创新团队负责人，承担国家“十一五”“十

二五”科技重大专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

传染病防治”课题研究并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医学

大讲堂”担任《传染病学》主讲名师；支部主委陈素

华连续取得医院个人业绩前 １０名及医院突出贡
献奖；支部副主委宋晓东被评为同济医院先进个

人；党员王春旭到荆门二医院挂职科研副院长后，

推动该院科研及学术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年

内，教育支部杨双田“浅谈物理教学中的语言素质

训练”课题获国家级一等奖，“初二物理实验教学

中的几点体会”课题获省级二等奖；高琳的“家庭

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课题获市级三等奖。

普爱支部委员许传文的科研课题“肾康注射液治

疗糖尿病肾病的疗效及可能机制的研究”已获市

卫计委课题立项；党员姜齐洪撰写“普奈洛尔降门

脉压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肠道屏障功能的影

响”等文章被 ＳＣＩ收录；党员肖军积极响应卫计委
号召，远赴新疆博州对口支援，帮助当地医院开展

骨科手术及学科建设，深受领导及同行赞誉。

【组织工作】　２０１４年，致公党口区工委根据市
委会和口区统战部的要求，按照“高觉悟、高素

质、高水平”要求从严培养和争取“三高”人员入

党，年内发展４名新党员，学历均在本科以上（其
中２名为博士学位）。同时，区工委组织全体党员
参加多种形式的培训、调研、走访、学习和社会服

务工作，并专门选送 ４名新党员到市社院参加新
党员培训班。

【联谊活动】　２０１４年，致公党口区工委注重发挥
优势，把服务社会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区工委参加

省、市委会组织的社区医疗中心义诊，送医送药进社

区；普爱支部每月坚持在常青社区举办“健康大讲

堂”，共发放健康教育处方万余份；春节前后，区工

委慰问退休老领导、老归侨、老党员和贫困群体；

“中秋茶话会”组织党员“迎中秋、谋发展、话和谐”；

重阳节期间区工委又组织老党员参观武汉中央商务

区和瑞典宜家家居公司。同时，区工委全体党员参

加口区委统战部组织的“同心共筑中国梦”文艺

汇演，撰写“我的中国梦”征文，参加区委统战部组

织的羽毛球联谊赛。

（王　丹）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４年，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简称九三学社口区工委）深入开展“坚持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习实践活动”，努力履行

参政党职责，通过参政议政推动各项工作，搞好基

层组织建设。年内发展新社员 ２人，全社成员达
９９人。

２０１４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社员朱芳获武汉
市五一劳动奖章，汪正兴获武汉市第三批“黄鹤英

才计划”人选，
$

茜被评为武汉市优秀妇女工作者。

【政治学习】　２０１４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召开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动

员会并成立中心学习组，对全年的学习活动进行总

体部署。年内除指派两名新社员参加口区统战部

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多党合作的理论培

训班外，另有三批１０人次参加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坚持群众路线教育大课堂”报告会，５人次参加区
政协主办的“贯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报告

会”，两批１２人次参加社市委“坚持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专题讲座。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４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围绕
武汉市、口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主线开展调研，撰

写提案，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责。１１月２７日，区工
委调研组就口区城改办、区规划局、长丰街办事

处“城中村”综合改造土地征收及房屋折迁工作情

况进行调研，为区政协大会提案提供资料。５月６
日，区工委参与市委课题组就九三学社武汉市委

“明晰科技人员职务发明知识产权的属性，加快武

汉发明专利成果转化”的课题调研华中科技大学。

胡晓华、张靖、张三平撰写“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中

村”综合改造土地征收及房屋折迁的建议”提案入

选区政协大会发言。年内，蔡伟提出的“关于新的

产业转型时期汉正街品牌定位的建议”、周俊的

“关于鼓励大型公立医院退休专家延聘或返聘到

基层医院（二、一级医院）的建议”、
$

茜的“倡导

绿色出行的建议”、张靖提出的“探索武汉湖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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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新模式建生态宜居城市”等提案中有 ５项成为
九三学社武汉市委提案。九三学社口区工委全

年上报信息３份、稿件４篇。

【社务活动】　２０１４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组织一
系列文娱体育活动。一医院支社小合唱节目参加湖

北省迎新春表演和口区迎新春同心文艺汇演获得

好评。区工委在口区统战部组织的羽毛球比赛中

获团体第二名；一医院支社社员为华中烧伤妇女儿

童救助基金捐款并到省未管所看望犯罪的未成年

人，送去“爱心妈妈”的关怀。新社员吴军参加市委

会举办的“九三学社成立６９周年纪念演讲比赛”获
得好评。

（张三平）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区支部·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区支部
（简称台盟口支部）以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为主线，围绕口区经济

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取得较好的成绩。

【政治学习】　２０１４年，台盟口支部制定《台盟
口支部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

活动方案》。全年先后组织盟员参加省、市、区各类

学习实践活动主题辅导讲座、报告会、座谈交流会、

“同心大讲堂”１０场（次）；支部领导成员开展各种
规模和形式的集体学习５次。

【建言献策】　２０１４年，台盟口支部多次开会研
究参政议政提案，部署社情民意调研工作，组织盟

员针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在区政协第

十三届三次全会上，台盟支部提交的集体提案《大

力发展我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议》以及《关于加强

和完善老旧居民区物业管理的建议》《关于加强对

流动摊贩管理维持道路畅通的建议》《关于口宝

丰二路脏乱差治理问题的建议》等３件个人提案，
集体提案被评为区政协优秀提案并得到区有关部

门积极采纳。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４年，台盟口支部发展新盟员１
名，另有１名台胞列入考察培养对象。盟员雷敏捷

撰写调研报告《党外干部推荐安排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得到积极回应。５月，台盟口支部支部
组队参加“口区统一战线羽毛球赛”取得第三名。

副主委邓爱丽，盟员雷敏捷、高进在“同心共筑中国

梦”征文活动中，分别撰写《同心共筑中国梦》《回顾

入盟誓言，为口发展贡献力量》等３篇论文。

【盟务活动】　２０１４年，台盟口支部成员参与赴台
盟武汉市委会扶贫点捐赠、禁鞭宣传、暑期中小学生

安全教育、校园心理咨询、社区法律讲座等各类社会

公益活动２０余次（场）。
２０１４年，台盟口支部支委多次上门慰问生病

或生活困难盟员，带去组织的关怀。国庆、中秋和春

节期间，支部组织有关盟员参加省、市、区台盟和台

联举办的联谊活动，“三八”节组织女盟员参加游园

活动，重阳节组织老盟员参加省、市相关活动。

（吴明华）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口
区工商联）围绕全区经济发展大局，以促进“两个健

康”（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

士健康成长）为宗旨，重思想、强商会、兴会员、抓自

身、创文明，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年内，区工商

联按照湖北省“五好”县级工商联（领导班子好、组

织建设好、工作机制好、作用发挥好、基本保障好）

的创建工作目标推进创新，“以五有五好为抓手，创

新商会服务工作”入选武汉市工商联系统十大亮点

工作并获奖。１２月，区工商联顺利通过湖北省“五
好”工商联检查评审验收。全年共编印《口商会》

８期，组稿３５篇，向市、区及有关媒体上报信息 ３５
件（篇），信息工作排名全市第一。年内，口区工

商联被评为武汉市“２０１４年度优秀工商联”和湖北
省“五好”工商联。

【商会发展】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口区共有商会组
织４６个，其中，街道（开发区）综合性商会１２个、行
业商会２９个、异地商会５个，商会总数已创历史新
高，商会会员达到３３６２名。街道、开发区商会在全
市率先实现了全覆盖，行业商会也覆盖了全区９０％
以上的主要业态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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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２日，口区工商联、总商会举办民营企业小额贷款政策培训班

【商会活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各基层商会组织开展
迎春团拜会、茶话会、趣味运动会、主题报告会、项目

推介会、企管培训会以及考察会员企业、赴外地调研

考察等活动１５场（次），参加会员近千人（次），《中
华工商时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对此作了相关

报道。区工商联安排的每月轮值会长（副会长）值

班、每周开展体育沙龙、每天微信群互动已成常态。

２０１４年下半年，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
岱梨来武汉听取汉正街市场总商会和汉正街第一大

道靓仔服饰商会的工作情况汇报。工商联还结合理

想信念教育邀请全国道德模范杨小玲作爱岗敬业报

告，邀请湖北省讲师团成员吴双墩作诚信教育辅导。

１２月中旬，全区各街道（开发区）商会、行业商会、异
地商会负责人，工商联会员企业党委下属党支部，区

个私协会党委下属支部书记、组织委员等近１２０人
参加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报告会。

【服务会员单位】　２０１４年，口区工商联以多种形
式为会员企业、基层商会服务。以“同心·律师服

务团”为骨干，以法律服务“进商会、进市场、进街

道、进企业、进园区”为主题，先后在汉正街、汉西路

香江家居广场、经济开发区开展了５场（次）法律咨
询和宣传活动，发放资料５００余份，法律服务热线电
话接受民营企业咨询７８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百
余万元。与口区科技局联合主办“口 ２０１４融

资项目与资本对接会”，组织武汉

市科技金融创新服务中心等６家
金融机构与数十家有融资需求的

会员企业开展互动。发挥工商联、

行业商会的中介组织作用，为全区

民营企业提供经营管理、融资理

财、产业规划、劳动争议仲裁等咨

询服务，引导其提高经营管理水

平。开通微信服务平台，为全区会

员提供经济、政治（党建）、管理、

国学、健康、旅游、信息等服务，发

布中央、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

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文

件，会员企业招商引资、融资信息

７００余条。继续开展对口联系企
业制度，选派两名干部到企业进行

为期半年的挂职锻炼，协调区统筹

办、口国资公司为企业解困。联

合区委宣传部邀请国务院政策研究机构资深经济学

家钟朋荣教授到口区作“大城市中心城区如何科

学选择主导产业，走产城融合发展之路”专题辅导

报告，区辖各界人士２００余人参会。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４年，口区工商联提交集体议案
６件，其中《关于发展我区商会总部经济的建议》《关
于汉西家具市场的提档升级》《关于加快我区健康

产业发展》等集体提案被区政协列为主席督办案和

政协常委会重点提案。支持、帮助民营经济届别的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全年

提交个人议案、提案５０余件，提交调研论文８篇，其
中３篇获奖。

（向　仁）

群 众 团 体

·口区总工会·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总工会贯彻落实全总十六
大、省总十二大和市总十三大工作任务，紧紧围绕全

区经济发展战略，以服务基层、服务职工为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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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９日，口区总工会在麦德龙口商场举办全区大型超市职工技
能大赛

抓重点、促全面，转作风、求实效，

圆满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实现

口工会工作的新发展、新进步。

口区总工会获评武汉市工会工

作优秀单位。

【工会与政府联席会议】　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２５日，口区人民政府与
口区总工会召开第九次联席会议。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区政府支持

推进新一轮“两个普遍”工作的议

案。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

充分肯定区总工会在落实“两个普

遍”三年规划中发挥工会职能、为

口转型发展作出的贡献，并希望

区总工会今后在维护职工利益、提升职工素质、解决

职工困难、活跃职工生活方面有所作为，为建设现代

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中发挥广大职工的主力军

作用。

【区委工会工作会议】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３日，口区
委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

工作的意见》和武汉市委《关于在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中发挥工会组织作用的意见》，召开工会工作会

议。会议要求全区工会组织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时代主题，进一步坚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信念和信心，

为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凝心聚力，推进工会工作

再上新台阶。

【核心价值观教育】　２０１４年，口区总工会结合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基层工会干部培

训，邀请湖北省委党校教授专题授课，在职工中大

力倡导、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发挥

凝聚共识、引领风尚、规范行为的作用。开展“道

德讲堂”进企业活动，用职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

边人说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大力宣传爱岗敬

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弘扬助人为乐、见义

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和孝老爱亲的道德品

质，助力口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跨越发展。

【职工技能大赛】　２０１４年，口区总工会围绕全

区中心工作，在规模以上企业和税务、城管、卫生、

教育等系统开展劳动竞赛，在瑞典宜家、红星美凯

龙、金三角星汇云锦等重点工程开展“双创双保”

竞赛活动。年内，在麦德龙口商场举办口地

区大型超市职工技能竞赛，麦德龙、沃尔玛、家乐

福、卜蜂莲花、中百仓储、武商量贩 ６支代表队的
近６０名职工参加点钞、扫描商品、手输条形码、估
价和估重割肉等项目的比赛。还举办有赛博思钢

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市第二电线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和汉口电力设备厂职工参加的首届职工焊

接技能竞赛。

【劳模表彰】　２０１４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口区
总工会推荐评选全国、湖北省、武汉市五一劳动奖

章，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状，省、市工人先锋号等１７个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区工会通报表彰十佳创新示

范岗、十佳创新能手和十佳维权工作者。同时，在推

评湖北省“最美一线职工”活动中，麦德龙口商场

刘世超获得提名奖。

【劳模工作室】　２０１４年，口区总工会在“劳模工
作室”创建活动中，建立以劳模杨小玲、冯强、熊中

秋等命名的工作室，最大限度的发挥劳动模范的潜

能和智慧。年内，杨小玲工作室获评市劳模工作室

和市十佳女职工创新工作室。编辑制作的《武汉市

口区劳动模范风采录》，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汇录

口地区部分获全国、省、市劳动模范、五一奖章者

的事迹，充分展示其高尚品德和精神风貌。

·７８·

·政　治·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总工会组织开

　　２０１４年９月４日，口区总工会举行全区建筑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签约仪式

展对基层工会组织建设情况的调研。调研专班依

托区人大、政协摸清代表委员所在企业名单；依托区

委组织部摸清非公党建企业名单；依托区工商局摸

清全区工商注册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名单；依托民政

局摸清新社会组织名单。通过系统培训、适时督导，

制发调研统计表格、下拨工作经费，每月召开工作推

进会，每周进行情况通报。区工会主席刘红鸣专题

听取街道开发区调研汇报，督导推进调研工作的落

实。历时近两个月，掌握全区基层建会、发展会员、

干部配备、作用发挥、工作保障等情况，为基层工作

组建奠定扎实基础。调查显示，全区实有各类基层

组织３６１１家，其中３４５１家已建立工会；共有职工
７２４０２人，其中工会会员６５３０３人，入会率９０２％；
工会干部５５１７人，其中专职工会干部１１６人。通过
深入推进普遍建会工作，年内新增基层工会６８２家、
工会会员４４９３人。年内，区工会获得全市推进企业
普遍建会工作二等奖。

【建筑业工资集体协商】　２０１４年，口区总工会
继续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通过“三方四家”工

作会议编发《工资集体协商操作手册》，进一步规

范协商的程序和内容。在进一步规范民营医院、

建材家居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基础上，全力推进

建筑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成立由刘红鸣主席

任组长，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成员单位的主要领导

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经充分筹备和两轮谈判，正式

签订口区建筑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规范辖

区建筑行业工资标准。该项工作被安排在湖北省

工会工作会议上进行经验交流并获得全市推进工

资集体协商工作一等奖。

【和谐劳动关系】　２０１４年，口区总工会成立以法
律顾问团成员为主体的法律援助维权志愿者服务

队，进企业，进园区，进社区开展劳动关系协调工作。

同时，与区人民法院劳动法庭和区人力资源局劳动

仲裁庭对接，致力于做好诉前调解和裁前调解工作。

全年接待来访职工３２３人，完成劳动争议调解案３０
件，涉案金额６４万元。大力开展和谐企业创建活
动，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年内，新增市级和谐企业１４
家。积极为改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程序把关，稳

步推进企业改制。继续开展基层企业民主管理星级

评估，进一步提高职工民主意识，年内新增民主管理

三星级以上单位８家。

【职工文体活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总工会利用“三
八”妇女节和“五一”劳动节，为职工送文艺演出

４场。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陶冶职工情操、提高
职工素质。年内，举办的“口区２０１４‘农商行杯’
职工乒乓球比赛”，吸引２２支代表队１５０余名运动
员参加。在汉正街都市工业园组织园区企业职工趣

味运动会；还与区直机关工会、区文体局等联合举办

区直机关干部拔河、健步行、广播操比赛。通过“展

现劳动美、点亮新生活”创意大赛，选送４０件绘画、
书法、摄影、手工作品参加全市比赛，获得摄影类作

品一等奖一个，手工类作品一等奖、三等奖各一个。

组队参加全市职工“中国梦·劳动美·我与改革创

新”演讲比赛获评演讲比赛优秀奖和优秀组织奖。

在职工书屋建设中命名区级职工书屋示范点１０家、
职工图书角示范点５家，另有２家获市级职工书屋

示范点命名。

【职工之家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
区总工会进一步推进全区基层工

会规范化建设，努力把基层工会建

设成为组织健全、维权到位、工作

规范、作用明显、职工信赖的职工

之家。年内口区总工会通过基

层推荐、层层评比，共命名区级先

进职工之家（小家）１７家，推评市
级模范之家（小家）６家。

【困难职工帮扶】　２０１４年，口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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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完成转型升级，具备“六大

平台”（困难帮扶平台、权益维护平台、就业创业平

台、文化体育平台、综合服务平台、行政服务平台）

和“四大系统”（基础数据和网络系统、职工服务卡

系统、职工互助互济系统、社会化职工服务系统）服

务功能。在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中，为６５７名建档
的困难职工和临时救助困难职工发放慰问金，对６６
名８０岁以上劳模进行慰问。为就业困难职工和农
民工开办月嫂培训、西式面点培训班。为２０００名
困难女职工进行免费“两癌”筛查（市区级建档困难

女职工３２６人，临时救助困难女职工及边缘困难女
职工共１６７４人）。在工会组建的同时，为新入会的
会员办理工会卡。年内已发放会员卡１７万多张，
逐步实现工会会员卡的动态管理。

【职工医疗互助】　２０１４年，口区总工会继续推进
职工医疗互助工作，帮助患病住院职工解决个人自

付医疗费用过高的困难，使职工在患病住院时除能

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外，还可获医疗互助活动给予的

一定补助，以减轻职工的经济负担。年内职工医疗

互助已为２１６０７名职工申请给付医疗互助金１２８０
万元。

【工会经费审计】　２０１４年，口区总工会加强财务
和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完成对 １５家二级工会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经费收支情况及专项经费使用情况
的审计，提出整改意见５０条。开展经审工作调研并
撰写调研报告，制发《工会会计科目正确使用说明》

《工会财务工作相关规范要求》，有效促进基层工会

财务工作规范。年内，区工会接受市总工会经审会

经费审计并完成整改。

【工会协理员培训与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总工
会进一步加强对工会协理员的培训和管理，定期

组织协理员学习习总书记关于工会工作的重要讲

话和《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劳动合同法》等

工会工作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提高工会协理员

适应新形势要求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职工的

能力水平。出台《口区工会协理员管理办法（试

行）》，加强对工会协理员的劳动纪律管理，完善工

会协理员的进出机制，使工会协理员更好为推进

工会工作发挥作用。

（夏倩倩）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４年，共青团口区委员会（简称口
区团委）围绕团的根本任务、政治责任和工作主线，

推进教育引导、参与动员、成长成才、关爱维权、自身

发展“五大体系”建设，团结带领辖区青少年在口

转型、跨越发展，实现生态文明新口的实践中贡献

力量。口区闲散青少年帮教在湖北省重点青少年

群体工作试点考核评价中排名第一；区人民法院团

总支获得“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口区团委

获评全市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

【思想教育】　２０１４年，口区团委广泛开展“革命
传统教育周”“传薪火、讲品德、树新风，共筑中国

梦”“爱祖国跟党走”等主题教育活动，教育引导青

少年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全年组织大规模宣讲

活动１１场次，开展青少年凭吊、红色寻访、中华魂读
书等活动百余次，参与青少年达４０００人次。开展
“我的中国梦———奋斗青春最美丽”“寻找核心价值

观最美代言人”等主题实践活动，引领团员青年真

心实意跟党走；开展“绿色园博环保行”“青年志愿

者文明值守”“城市发展我成长”“重点项目考察行”

等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内涵；“青春口”公众微信平台经提档升级成

功通过认证。全区各级团组织共开通微博、微信２８
个，开展“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奥会、

未成年人安全知识系列宣传，全年发送消息２０００余
篇，粉丝达７５００余人。通过“网络推广＋线下活动”
形式，开展了志愿、姻缘、童心等“”字号系

列活动，参与人群逾６０００人次。

【青少年教育社会化】　２０１４年，口区团委围绕
“小时候·童心”主题，以购买服务等方式推进青

少年教育社会化、项目化运作，共征集项目近３０项，
下拨项目经费及物资４万余元。整合社会资源在江
城壹号建立首家民营企业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引入５名社工入驻韩家墩街四新社区和六角亭
街学堂社区，致力于打造“向日葵成长计划”和“放

学去哪儿”４点半学校品牌；联合道能义工、凯德广
场、湖北省公路管理局等开展“道能德育拓展训练

营”“超级梦想家”“童梦星空广播台”等系列活动近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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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协理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会工作的重要

讲话和《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劳动合同法》等



１０００场，服务青少年３万余名；年内，全区４家市级
托管室、１家区级托管室累计为青少年服务７０００余
人次，３１次（篇）被省、市级媒体报道。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号，口区“青年干部跨越论坛”第五期青年干部座谈会———
“奋斗青春 共话口”在区会议中心举办

【关心下一代】　２０１４年，口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简称口区关工委）针对贫困学生、孤残青少

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弱势青少年群体，开展“梦

圆童心”活动。全区各级青教组织年内已与 ５７
名重点青少年实现一对一帮扶，累计慰问、资助贫困

青少年１４０６人次，总金额１０万元；帮助２名服刑
在教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解决了廉租房。众多金晖志

愿者活跃在关爱助学、维权服务、网吧监督等工作之

中，全区各级关工委的凝聚力、执行力和社会影响力

不断增强。韩家墩街云鹤社区关工委、汉水桥街海

工社区关工委获湖北省“五好基层关工委先进集

体”称号。

【青年创业就业】　２０１４年，口区团委围绕青年创
业需求开展各类创业就业培训７１２人次。联系区孵
化器基地、汇丰企业总部等５家创业实体的６名青
年获得湖北省大学生创业资金的帮扶，推荐３５个项
目申报ＹＢＣ扶持计划；还联合区科技局、湖北工业
大学等举办口企业孵化器、青年创业大讲堂进高

校活动２场，惠及高校创业青年３００余人；年内新建
立的武汉企派、武汉蜂巢、天勤伟业、武汉百恒等７
家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新增岗位 ３１个，已推荐
２０７名青年上岗就业见习。

【青少年维权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团委调整全区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在全市首家设

立“青少年刑事检察科”和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管

理教育中心，健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体系。

闲散青少年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试点工作稳步推

进，在全国重点青少年群体工作情况考评中名列全

省第一；全区各级青少年维权岗开展“四进”维权活

动１２０余场次，惠及青少年１０００余人；举办了２场
“１２３５５关注成长”心理调适校园行活动；市精卫中
心被评为湖北省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探索建立

“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长效机

制，在学堂社区建立“面对面工作室”并开展“成长

的烦恼———开学第一课”等活动，完成《成长之

路———口区青少年安全教育》调研报告和人大议

案各１篇。

【青年志愿者活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团委依照“基
层团组织＋辖区志愿者组织”的架构，在１１个街道
１２６个社区成立“本禹志愿服务站（队）”。在开展
“园博会志愿者招募”“志愿青春梦·美丽心口”

等３次招募活动中招募青年志愿者４００余人；围绕
“三创一革命”等工作开展“争当创卫先锋 共建美

丽江城”和“文明创建我先行”等志愿服务２０余次，
参与青年逾５０００人次。为纪念建团９２周年和“五
四”运动９５周年，团区委先后组织开展以“志愿青
春 爱我江城”为主题的３５志愿服务月活动和“我
的中国梦———奋斗青春最美丽”系列分享读书活

动，活动覆盖全区１２０个社区的２
万余名青少年。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
区团委坚持党建带团建，不断探

索创新基层团建模式。全区 １７２
家机关事业、学校、非公组织、青

年社会组织单位参与共建，１１个
街道和经济开发区成立了区域青

年工作共建委员会，区域化团建

运行框架基本形成。成功联系武

汉南安商会、长江地理摄影俱乐

部、口区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

等１５家优秀青年社会组织举办
专题培训班，为 ３０余名团干、青
年社会组织负责人、青年骨干提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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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谭琳（左二）到口区仁寿法庭视察
家事法庭工作，省妇联主席彭丽敏（右二）、市妇联主席陈光菊等陪同视察

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年内，

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在宗关街

发展社区挂牌；达成与江城壹号

共建青年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合作

意向。同时，强化中学共青团和

少先队组织建设。

【培育青年人才】　２０１４年，口
区团委积极打造以“青年书香号”

“中华魂”读书活动为代表的青年

文化活动，形成理论文章 ２０余
篇；与区委组织部联合举办“奋斗

青春·共话口”“奋斗青春·品

读口”等青年干部跨越论坛，为

５０余名优秀青年干部提供学习
和展示平台。与辖区越秀地产等

商业体联合举办七夕“姻缘”等

大型活动，吸引 １００余名辖区青
年参与；开展“联心·青联企业

行”暨创业青年面对面、“家有学

童·亲子教育沙龙”等活动，强化青联对人才的凝

聚、服务和引导作用；推荐中信银行王家墩支行等

３家单位参评市级青年文明号，口公安分局古田
四路警务服务站等４家单位获得市级青年文明号
命名，全区１５家青年文明号通过复核。

（王　磊）

·口区妇女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妇女联合会（简称口区
妇联）全力推进“３Ｍ”工程（做美丽女人、建魅力组
织、创美好生活），围绕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

态口的目标，构建基础工作标准化、创新工作项目

化、特色工作品牌化、组织工作社会化的良好格局，

在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中有为有位。年内，口

区妇联先后获得湖北省廉政文化进家庭示范点、武

汉市三八红旗集体、武汉市关心支持儿童工作先进

集体等称号。

【巾帼建功立业】　２０１４年，口区妇联继续开展
“五进”活动，聘请全国道德模范杨小玲、董明和全

国妇女代表肖芳等深入社区“妇女之家”开展道德

宣讲、法律讲座、创业培训、科学育儿等活动，受益

面达７００余人。组织区辖基层妇联在百步亭社区
举办妇女干部培训班，采取现场观摩交流互动形

式提高妇联干部的履职能力。召开“巾帼建新功、

共筑口梦”各界优秀女性座谈会和女性人才迎

新座谈会，就女性就业、扶贫帮困、人才发展状况

等问题搭建女性交流展示平台，大力培养、宣传优

秀女性典型事迹。年内，武汉地铁集团曾铁梅等２
人获评第九届“口拔尖人才”，口区福利院护

理员刘金花获评武汉市第四届优秀农民工，南国

西汇获评市级女性创业基地，武汉海鲜粥道餐饮

连锁有限公司参评２０１４年口区优秀创业项目。
有序推进巾帼文明岗创建活动，口区仁寿法庭

等５单位被命名为市级巾帼文明岗，长丰街紫润
北社区等９单位被命名为区级巾帼文明岗。实施
“女红创业计划”，推荐口区巧妇靓家手工坊参

加湖北省首届妇女儿童服务业博览会，受到省妇

联领导的关注与肯定，获武汉市优秀妇女儿童服

务项目奖。举办就业援助月女性专场招聘会，开

展送岗上门活动，全年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 ４９３
个，其中７７人达成意向协议。

【妇女儿童维权】　２０１４年，口区妇联加大推进
·１９·

·政　治·



“反家暴”工作力度，发放《居民家庭暴力问题公众

认知调查表》，召开“平安家庭”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协调会、平安家庭创建暨反家暴工作推进会，制发了

《口区关于推进多部门合作预防、制止和依法查

处家庭暴力的工作意见》。成立“口区妇女心灵

驿站”并启动“点亮心灯 暖意人生”妇女心灵驿站

进社区活动１０场，受益面达２０００余人，得到湖北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３日，口区妇女心灵驿站首站走进韩家墩街云鹤社区，武汉市
婚姻家庭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亚辉讲授婚姻中的智慧

省妇联积极评价。９月２４日，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谭琳到口区仁寿法庭视察家事法庭工作，充分肯

定了区妇联与区人民法院诉调对接的新举措。２５
日，全国妇联系统信访维权骨干１００余人到口区
家事法庭参观学习的新闻被《中国妇女报》报道。

推动实事化维权，开展防邪知识进家庭、幸福生活与

法同行、“三八”妇女维权周、“中国梦 武汉情”家庭

禁毒总动员等活动，配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开展普

法宣传进社区工作。年内，全区妇联系统组织普法

宣传活动百余场，发放宣传品１５２４２份，参会人数
１１１００人；命名表彰了 ５家区级妇女儿童维权岗，
１００户“平安家庭”创建示范户和１０个维护妇女儿
童权益先进个人。关爱弱势群体，依法维护孤残儿

童、服刑人员子女等弱势儿童的权益。年内为一服

刑人员子女成功办理孤儿证，另为一残疾孤女解决

了跨区读书问题。

【巾帼志愿服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妇联积极组织巾
帼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展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农民工、残疾人等志愿服务活动共６０余场。其中包
括关注特殊儿童“我的寒假亲子同乐———流动儿童

走进武汉科技馆”、关爱聋哑学生的“传递人间真

爱———助残志愿者献爱心”、口区特困家庭少儿

乒乓球公益培训暨“电商杯”乒乓球赛、“恒爱暖冬

行动”———爱心父母为贫困孩子编织毛衣、“我自护

我平安 我快乐”等活动。“六一”儿童节期间，三级

妇联共帮扶慰问特困、留守、单亲独生贫困女孩、孤

残、困难流动儿童１００余人，发送价值３万余元的慰
问金、学习用品等。在金秋助学行动中，联合雅梦天

娇美发美容连锁公司资助６名特困、孤儿、残疾儿童
每人１０００元学费。

【创建文明家庭】　２０１４年，口区妇联以“幸福家
庭、美好人生”为主题举办了“七型家庭故事会”“诗

词朗诵会”“最美家庭评选”“‘六一’家庭音乐赏析

会”“幸福家庭，低碳生活”节能环保小制作比赛等

系列家庭文化活动。配合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举办的

“全家齐动员·文明在行动”家庭书法摄影大赛活

动共收到书法、摄影作品６０余幅。开展廉政文化进
家庭系列活动，向全区正处级领导干部家庭发放

《贤内助、廉内助》助廉教育读本和《好家风、传承正

能量》折页３０００余份，区妇联被省纪委评为“廉政
文化进家庭示范点”。年内共推荐５名优秀女性参
加武汉市“立榜扬德 见贤思齐———武汉精神践行

者”评选，其中陈子英、孙明菊入选武汉市孝星榜，

周鸣凤获评市级最美家庭的“十佳

母亲”，孙明菊家庭被评为武汉市

最美家庭。

【创新家庭教育】　２０１４年，口
区妇联与区教育局联合制发《关于

开展口区家庭教育报告团进社

区活动的实施意见》，形成社区、家

庭、学校三方对接机制。暑假期

间，区妇联启动“共筑梦想 亲子同

行”口区家教报告团社区行活

动，利用辖区家教专家、学校老师

到各街开展１０场家庭教育培训活
动。各级妇联组织还以社区家长

学校为阵地，广泛宣传防溺水、防

传染病、避免交通事故、安全用电、

防火、防性侵等安全知识的宣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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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２０１４年，区妇联
获评武汉市关心支持儿童工作先进集体。

（戚　红）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口
区科协）围绕“三服务一加强”工作职能，坚持夯实

基础、突出重点、打造亮点、争先创优的工作思路，深

入开展学术交流、科学普及、人才举荐、组织建设等

工作。

【服务企业发展】　２０１４，口区科协加强企业科协
组织建设，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有限公司联合科协

和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科协先后于５月２２
日和９月２９日正式成立，全区企业科协组织增加到
８家。区科协为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发展，于７月３１
日邀请武汉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在三新材料企业孵

化器举办科技信息推广应用暨企业科技工作者培训

会，孵化器内４０余家企业负责人参会。

【讲理想比贡献活动】　２０１４年，湖北省科协组织
开展“讲理想、比贡献”项目申报活动，口区科协

组织并推荐下属科协报名参赛，取得较好的成绩。

武汉远大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科协获评“创新团

队”，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获评“先进集

体”，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有限公司联合科协主席

艾青被评为“优秀组织者”并被推荐至全国参评，

获得由中国科协、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资委、全

国总工会联合授予的“全国‘讲理想、比贡献’活动

优秀组织者”称号。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协积极争取承办武
汉市科学年会分会场科技沙龙活动，１１月７日至８
日，区科协依托中山医院举办《医疗机构全面开展

健康管理的模式和方法探讨》学术研讨会，解放军

总医院、解放军１８０医院、湖北省疾控中心慢病研究
所、华科大附属同济医院和协和医院等５０余家医疗
卫生企事业单位共６０余名专家参加研讨会。

【理论研讨】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协组织辖区科技工
作者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热点和难点开展建言献策活

动。年内已推荐科技工作者建议７篇，其中《关于
湖北汉江中下游城市水源水质及饮用水安全问题的

建议》《关于推进口区健康产业孵化器建设的建

议》被评为武汉市科协国家级科技思想库优秀科技

工作者建议。同时，区科协深入基层调研形成的

《推进企业科协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论文获武

汉市科协调研论文一等奖。

【全民科学素质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协组织召
开口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总结上年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情况，

部署安排全年重点工作。年内，区科协承担公民科

学素质抽样摸底调查任务，在８个街道选取１２０个
样本、在区直机关选取１６个样本，共完成公民科学
素质摸底调查问卷１３６份，为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
查工作积累基础资料。

【创建科普示范社区】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协以创建
科普示范社区为抓手，深入开展社区科普活动２６５
场次，社区覆盖率１００％。积极推荐、指导社区申报
全国、省、市级科普示范社区，宝丰街公路社区被评

为“全国科普示范社区”，获奖补资金２０万元；汉中
街万兴社区被评为“湖北省科普示范社区”，获奖补

资金１０万元；汉水桥街海工社区、韩家墩街四新社
区、六角亭街学堂社区、宗关街双墩社区、汉正街旌

德社区被评为“武汉市优秀科普益民示范社区”，各

获奖补资金５万元。王春华、肖传慧获得“武汉市
优秀科普志愿者”称号。

与此同时，区科协联合区财政局、区民政局、区

妇联投入奖补资金２４万元推进区级科普助推幸福
社区创建工作，评选区级科普示范社区２０个。

【青少年校外科技活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协与区
教育局联合承办“武汉市中小学航海模型竞赛”和

“武汉市青少年创建环保模范城市”环境表演大赛，

联合举办“口区中小学、幼儿园第十六届科学幻

想画、科技小报、摄影比赛”。还与区妇联联合举办

“流动儿童走进武汉科技馆”活动。在“百万市民学

科学———我的科学梦”武汉市首届中小学学生科普

征文活动中，口区参赛的中小学生获得一等奖

１名、二等奖４名、三等奖８名。

【院士专家进校园】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协配合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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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市科协及中国科学院武汉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

功举办“院士专家进校园”科普报告会 ９场，邀请
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端明，中

科院武汉分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袁志明，海军工程

大学动力工程学院舰艇安全技术系主任、博士生

导师蒲金云等专家，为全区中、小学生作《物理学

与高新科技》《新发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航空母

舰的发展》等主题科普报告，为全面提高青少年科

学素养奠定基础。同时，深化院士专家进校园品

牌活动，开展院士专家进社区４场、院士专家进机
关１场。

【“科技周”主题活动】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６日，口区
科协组织的科技活动周在宝丰街公路社区启动。科

技周期间，区科协组织全区科协系统围绕“科学生

活 创新圆梦”主题，开展《奋进中的口科技创新

事业》巡展、科普文艺汇演、科技小实验进社区、防

震减灾宣传教育、人工急救知识培训、消防模拟演

习、组织居民参观桥梁科研院和中国地质大学逸夫

博物馆等７０余场次科技和科普活动。

【“科普日”主题活动】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０日，口区
科协在口工业博物馆承办２０１４年湖北省暨武汉
市“全国科普日”启动仪式。在一周时间内，区科协

发动街道科协、学（协）会、企业科协、辖区科普教育

基地及中小学校，举办“创新发展 全民行动”主题

科普展览、“普爱杯·科普生活‘大富翁’趣味游戏”

“科普知识进万家，健康生活美家园”“健康家庭菜，

厨艺大比拼，邻里一家亲”等群众性科普活动，开展

“青少年网络科学体验活动”“我家的绿色我作主，

我桌的绿色我来秀”等网络科普活动，同时，还参与

武汉市“创新发展 全民行动”科普知识竞答。在全

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口区共举办大型报告会３场，
听众１０００余人；大型活动５次，参与群众近４０００
人；科普讲座、研讨会１９场，听众３０００余人；科普
展览、观测１０余次，观众２００余人；组织科普场馆参
观３次，参与群众近２００人；科普竞赛３次，参与群
众２００余人；街头宣传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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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科协被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日”
优秀组织单位。

【推介优秀科技人员】　２０１４年，经口区科协积

极推荐，武汉桥梁科研院王波被评为武汉市优秀

青年科技工作者。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高

工陈桂营及其研究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认证信息

化入选首批“口英才计划”。在《武汉科技报》设

立《最美科星———走进口》专栏，先后宣传推介

张三平、汪正兴、杨波、万涛等优秀科技人员的先

进事迹。

【服务科技人员】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协利用中国
科协会员日、元旦、春节，邀请区领导深入武汉材

料所、航天电工、桥梁科研院、建工科研院等企业，

看望慰问优秀科技工作者 ５０余人次。安排辖区
１０名科技、科普工作者代表进行健康体检。举办
“迎中秋·话创新”口地区科技工作者联谊会，

２０余名辖区科技工作者代表共谋科技发展，探讨
创新话题。

【基层科协培训】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口区科协
组织辖区街道科协秘书长和部分社区科普工作者

４０余人赴江岸区台北街宝岛社区、江汉区唐家墩
街汽运社区和常青街扬子社区参观学习。６月２６
日，组织召开 ２０１４年度口区科协工作培训会，
邀请武汉市科协副主席郑华、调宣部部长徐继平、

科普部部长张玲，为全区街道科协主席、秘书长和

社区书记、科普站长共２００余人授课，详细讲解科
协的性质和职能、科普工作的内容和要求、创建科

普示范社区的标准和要求以及申报年度科普示范

社区等方面知识。

（李　玲）

·口区红十字会·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红十字会以弘扬“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为己任，积极开展儿童重大

疾病救助、“失智”老人项目推进以及博爱社区创

建、遗体器官捐献、紧急救护知识培训等各项工作。

【０—６岁儿童重大疾病救治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
区红十字会借助计划生育在街道、社区的网络，将

０—６岁儿童重大疾病救治的宣传工作推进至社区，
在每个社区办事窗口、小区内张贴宣传公告，告知救

治事宜，提醒符合条件的患儿接受救治，同时配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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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７日，口区红十字会、宗关街办事处、发展社区联合在宗关街发
展社区开展了以“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为主题的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红十字会组织的审议代表、媒体实地探访患儿家庭。

全年共有８名０—６岁的儿童（其中２名白血病、６
名脑瘫患儿）获得对应救助。获得捐款８０００元，已
转到市红十字会。

【“失智”老人资助项目】　２０１４年，口区红十字
会在红十字会基地———发展社区“试水”“失智”老

人资助项目，该社区固定专人与区红十字会对接，每

月跟踪护理受资助老人的情况，对离世、新加入的老

人的情况及时更新，从８月活动开展至年底，共为
８０人次“失智”老人提供了资助。

【遗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及活动组织】　２０１４年，口
区共有１２名志愿者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２名已故
志愿者实现遗体捐献。

【博爱社区创建及紧急救护知识宣传】　２０１４年，
口区红十字会在宗关街发展社区、常码头小学开展

红十字会宣传５次，在红十字日、世界急救日等主动
走上街头、走入社区开展宣传和培训，让紧急救护知

识更普及。

【协助完成“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立１１０周年主题
采访活动（湖北站）启动仪式”】　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１９
日，“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立１１０周年主题采访活
动（湖北站）启动仪式”在六角亭街学堂社区举行，

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书长

张钦，武汉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专职副会长陈耘，湖北广播电视台

资讯广播总监张良武，口区副区

长、区红十字会会长刘传等参加

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武汉市红

十字会、区老龄办与湖北广播电视

台资讯广播共同开展了“我陪父母

学急救”的主题社区行活动，对居

民进行了心肺复苏、气道异物阻

塞、心脏病突发、中风以及火场逃

生等情况的现场演示，让居民身临

其境学自救互救。同时，还向现场

居民发送《应急救护指南》，该指

南包含心肺复苏、创伤救护、意外

伤害等急救知识。

（张　梅）

口区直属机关、党派、团体和

部分事业（企业）单位机构和

负责人名单
（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中共口区委员会

中共口区第十一届常务委员会

书　记：王太晖
副书记：景新华　刘红鸣
常　委：余力军（女）　周付民　许以华　苏海峰

姚中阳　彭前旭　张勇强　潘利国
区委办公室

主　任：许以华
副主任：王发龙　谈宇贤　夏　天
区委区政府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崔　翼　陈宗坤
区委区政府督查室

主　任：张　兵
区国家保密局

局　长：刘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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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书　记：余力军（女）

副书记：王明星　鲁志扬
常　委：陈　明　舒　浩　李卫东　金拥军

肖　岚（女）　雷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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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煜
区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室

主　任：金拥军

区纪委教育调研室

主　任：雷志锋

区纪委纪检监察室

主　任：李卫东

区纪委执法监察室

主　任：肖　岚（女）

区政府纠风室

主　任：齐　蔚（女）
区行政投诉中心

专职副主任：李德志

区治庸问责办公室

副主任：王明星

区委组织部

部　长：彭前旭
副部长：吴铁娃　郭　军（女）　杨小莉（女）
区绩效管理和干部考评工作办公室

主　任：杨小莉（女）
副主任：陈　蓓（女）

区委宣传部

部　长：潘利国

副部长：陈汉忠　杨　丽（女）　高　萍（女）
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杨　丽（女，２０１４年３月兼任）

副主任：王志龙　徐　力
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夏桂芳（女）　廖　飞　杨姝颖（女）
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部　长：余力军（女）　彭前旭（２０１４年５月任职）
副部长：肖　波　曾宪涛　刘　军

区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　任：刘　军
区委政法委员会

书　记：周付民
副书记：纪跃辉　余镇平　谢晓凤（女）　陈奕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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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吴双墩

纪工委书记：张全润

吴　燕（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副书记：吴丽华（女）　张全润　吴　燕（女）
陈志高

区信访局

局　长：王发龙　张春生（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副局长：付敢华　张春生　刘连生　向德民（挂职）

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刘建青

副主任：修顺玲（女）

区老干部工作局

党组书记：吴铁娃　邹清彪（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局　长：邹清彪
副局长：张顺林　廖桃存

区委党史（区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李志安　毕成国（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党史办副主任：罗　兵

地方志办副主任：肖　莉（女）
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

区行政学校校长：苏海峰

区委党校校长：彭前旭

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江志明

副校长：戴定凯　汪　翔（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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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　任：冯群翔

副主任：邹蔚原　施德华　刘国利　肖永红
鲍春峰　余雅明（女）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周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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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中波（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任职）
区人大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　任：徐世东
区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　任：陈义光　纪跃辉（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任职）

副主任：刘国伟

区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主　任：薛铁章

口区人民政府

口区第十四届人民政府

区　长：景新华
副区长：苏海峰　张勇强　程宏刚　刘传（女）

尹天兵

区政府办公室

主　任：徐　岗
副主任：叶奇超　操俊峰　高　雷　范　宁

熊芳俐（女）　张　晋　李若飞　崔　翼
易　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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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钰（女，挂职）
区政府总值班室

主　任：熊芳俐（女）

区政府法制办公室

主　任：（缺职）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徐　彬（女）

副局长：程光明　杨　清（女）
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詹学明

副主任：么满生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胡立武

副主任：吴志国　李　勇　曾籦珉　刘　燕（女）

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曾籦珉

区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

副主任：詹文萍（女）　陈　娟（女，挂职）
区物价局

局　长：吴志国
副局长：张晓虹（女）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商务和旅游局、区中小企业

发展局）

党委书记：谢冠昌　谈宇贤（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局长：万艳红（女）

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邦雄

副书记：徐金祥

副局长：张爱明　夏　新　宋小涛

口经济开发区

工委书记：吴晓娟（女）

雷汉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雷汉平

纪工委书记：吴　勇（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副主任：可　巍　吴　勇　韩俊峰
李春洋（挂职，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任职）

区教育局

党委书记：靳远涛

党委副书记、局长：郑学军

党委副书记：袁　玲（女）　宋建华
纪委书记：宋建华　雷志锋（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副局长：胡振双　王　琼（女）　华锦山
区教育工会主席：郭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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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李声浩

区科学技术局（区知识产权局）

党组书记、局长：罗　威

副局长：田莉莉（女）　胡正举

区民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徐春林

副局长：张兰英（女）　付远华　王道勤

区财政局（区国资办）

党组书记、财政局长、国资办主任：李昌华

纪检组长：曾籦珉（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财政局副局长：李之东（女）　胡祖刚　万惠龙

区人力资源局

党委书记、局长：郭　军（女）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潘武洁（女）

副局长：李运同　何　博　彭长征

口社会保险管理处

党支部书记、处长：陈　晖（女）

副处长：朱绍儒　易　斌

口国土规划分局

党组书记、局长：刘益德

副局长：房德龙　朱明乔

纪检组长：钟卫东

区建设局

党委书记：陈　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局长：张　彬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章颂平

副局长：江　兴　黄文伟

总工程师：彭元齐（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区环境保护局

党组书记、局长：何中波

叶奇超（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纪检组长：项　琳（女）

副局长：邓先锋

总工程师：刘利娜（女）

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邹仕芳

纪检组长：程　崴

副局长：夏　明　喻友峰

程　崴（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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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洋

区民防办公室（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地震工作办

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吴晓国

副主任：胡爱清　周　红（女）

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

党组书记：刘文杰（女，２０１４年３月任职）

谢建斌（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主　任：谢建斌

副主任：刘文杰（女）　曲红亮　程　骏　岳　峰

郭家龙（２０１４年３月任职）

张江善（２０１４年３月任职）

总工程师：张江善（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区建筑管理站

站　长：黄文伟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党委书记：蔡先成

党委副书记、主任（局长）：张启发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年喜

纪委书记：丁元清（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副主任（副局长）：丁元清　戴淑珍（女）　张　波

总工程师：张　宁（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区交通运输（物流）局

党委书记：康小汉

党委副书记、局长：蒋昌洪

副书记、纪委书记：舒保祥

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张君英（女）　王爱书　翁宝贵

物流局副局长：代　彦

区水务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党委书记：郑志平

党委副书记、局长（主任）：江世红

副书记、纪委书记：汪　涛（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纪委书记：徐勤忠

·８９·

·口年鉴·



副局长（副主任）：杨其红　杨　柳（女）

张　宁（女）　江志涛（２０１４年３月任职）

总工程师：张　宁（女）

区金融工作办公室

主　任：刘文杰（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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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局长：王干武　彭　菁（女）　肖名实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党委书记：李　斌

党委副书记、主任：张　泉（女）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潘跃林

副主任：童　翔　李　坚（女）　成亚平（女）

吴清平（女）

丁方勇（挂职，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任职）

区审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姜　雯（女）

纪检组长、副局长：鄂德福

副局长：黄维松　刘运华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毕成国　雷泽民（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局　长：雷泽民

副局长：田　波　李　钢

区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易　鹏

副局长：佘德孝　杨华颖（女）

总统计师：佘德孝（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区档案局

党组书记、局长：王红坚

吴晓娟（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副局长：杜　丽（女）

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李　为

副主任：汪英玲（女）

区国家税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冯贤祥

副局长：刘效模　严国生　张晓波

总经济师：贺启绍

总会计师：陈幼文

纪检组长：闻心昌　张晓波（２０１４年３月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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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检组长：张文侠（女）

总会计师：陈　怡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葛建桥

副局长：孔庆娟（女）　吴　双　万跃胜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玉红（女）

副书记、副局长：王汉滨

副局长：张德群

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党组书记、局长：李鹏杰

副局长：柳四元　付远华（２０１４年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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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冠昌（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任职）

区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

主　任：王克耀

区政协社会法制与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主　任：陈启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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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主　任：朱波夫　王红坚（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任职）

副主任：易文斌

区政协民族宗教与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

主　任：张菊芳（女）

区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

主　任：袁　玲（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口区人民武装、司法机构

区人民武装部

部　长：张烨耀

政　委：姚中阳

副部长：邓先兵

口公安分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晓红

党委副书记、政委：曾宪民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高明德

纪委书记：石学宏

副局长：姚　昕　周关夏　罗　军　杨　斌

陈　光　彭海波（挂职）

政治处主任：王洪涛

警务指挥室主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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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检察长：刘　明　李耿东（女）　孟汉民

纪检组长：邹志祥

反贪局局长：张　伟

政治处主任：吴文斌

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岳　武　谢莉波（女）

区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李　军

胡诗云（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梁述桥

副院长：彭文华 沈革非

政治处主任：陶丽蓉（女）

纪检组长：陈平安

执行局局长：赫　斌

区司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余钢益

纪检组长：向德潮

副局长：张传武　程蔚隽（女）　胡学勤

孙毅明（女）

政治（警务）处主任：岳　勇

依法治区（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和平

区交通大队

政　委：严新华

大队长：杨　斌

副大队长：董书明　罗明杰　宋　健

副政委：谭文革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刘　莉（女）

副主委：程煜方　吴云鹏　高正浩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程宏刚

副主委：王干武　张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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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王　岚（女）　彭绍蓉（女）　柴厚杰

彭晓红（女）　贺　漪（女）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王　丹（女）

副主委：陈素华（女）　陈　辉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张三平

副主委：胡晓华　蔡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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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区支部

主　委：吴明华（女）

副主委：邓爱丽（女）

区工商业联合会

党组书记、副主席：曾宪涛

主　席：李　光

第一副主席：曾宪涛

专职副主席：潘　坦

人民团体

区总工会

主　席：刘红鸣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姜文舫

副主席：程华桥　唐颂华　龚经昌

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赵　多（女）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党组书记、书记：孙　嘉（女）

副书记：阮晓琪（女）　郭　晶（女）

吕建兵（挂职）

钟　林（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挂职）

区妇女联合会

党组书记、主席：潘　璇（女）

副主席：刘　纯（女）　林　琳（女）

区科学技术协会

党组书记：周　巍　张　进（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主　席：张　进（女）

副主席：胡永江　黄来生

区残疾人联合会

党组书记、理事长：周　华

副理事长：杨丽君（女）

街道（办事处）

易家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陈　涛

副书记、主　任：肖家华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何　定

副书记：李毅宏　金志兵
副主任：方海霞（女）　杨恒毅　韩洪革　张　杰

付　怡（女）　聂　斌（２０１４年３月任职）
武装部长：杨建斌

古田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宫志中

副书记、主　任：鲁翠玲（女）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肖宇翔

副书记：李书荣　秦自春

副主任：余良浩　朱祖贵　周志新　李咸阳
陈　颖（女）　樊　洁（女）

聂俊航（２０１４年５月挂职）
王家国（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长丰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吉广心（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任职）
副书记、主　任：吉广心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徐启平

副书记：童　伟　王朝晖

副主任：张　慎（女）　高万兵　边　彤（女）
向德民　雷　磊　刘　力（２０１４年３月任职）

武装部长：袁文均

韩家墩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邹慧来

副书记、主任：姚碧波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崔晓勇

副书记：王德义　王会显
刘　斌（挂职，２０１４年５月任职）

副主任：梁莉萍（女）　熊建明　黄景浩（女）

秦　晗（女）　李水杰
刘增建（２０１４年３月任职）

武装部长：朱建军

宗关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陈洪波

副书记、主　任：胡　俊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刘进才

副书记：吴　红（女）　汪　涛
刘　侠（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副主任：刘　侠　袁兆东　涂干平　彭传高
罗彩英（女）　王　珂（２０１４年３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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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部长：鲁连忠

汉水桥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雷艳国
副书记、主任：周呈斌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徐建平

副书记：张　虎　乐智敏
副主任：谢水法　郭永忠　汪　翔　何禧彤（女）

姚光琴（女）　李荣胜　郑厚敏
上官丽娜（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挂职）

武装部长：许　凌
宝丰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肖军生
副书记、主任：李　斌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王亚楠（女）

副书记：陈华勇　张良先
副主任：肖坤才　张　伟　曹　燕（女）　曾跃祥

屈鸿雁（挂职，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任职）
武装部长：张　伟
荣华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刘自玮
主　任：张　智（女）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闫本华

副书记：赵平祥　马　任
副主任：李运明　李　林　张　燕（女）　李　斌
武装部长：蔡建中

汉中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叶　青（女）
副书记、主任：赵宏亮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徐　锋
副书记：刘　倬　匡　明

副主任：宋晓林　袁宏玲（女）　赵云峰　余文安
武装部长：管伟华

六角亭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严　栓
副书记、主任：邱华威（女）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黄卫国

梁卫华（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副书记：许建新　吴志顺

胡正举（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副主任：梁卫华（女）　马　勇　秦文华　关晨曦

周尧清

武装部长：罗　俊
汉正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徐盛敏
副书记、主任：胡亚非

副书记、纪工委书记：罗辉华

纪工委书记：阮小满（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职）
副书记：黄瑞跃　王　纯（女）
副主任：赖　辉　阮小满　李洪新　吴章发

鲁　速　范奇志　周　玲（女）　朱红兵
李　书（挂职，２０１４年５月任职）

武装部长：佟玉方

区属企事业单位

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玉林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汉宜

副总经理：梁建国　陈正尘　陈汉宝　黎宇宁
（曹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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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法　


军 事

政 法

【概况】　２０１４年，中共口区委政法委员会（简
称口区委政法委）积极推进平安建设、法治建

设、过硬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为顺利推进“三件大事”，加快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营造安

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

高效的服务环境。

【维护区域稳定】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政法委为化解
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加大基层调处工作力度，

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层调处组织全年共

受理民间纠纷７６９４件，成功率９９８％。加强反恐
防暴快速反应机制和能力建设，建立警企联动、警民

联防机制和内保机制，实现重点部位“一分钟”、社

会面“三分钟”快速反应，维护了全区社会稳定。

【平安口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政法委加强平
安口建设，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积极构建

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推进１５００余个视频监控摄
像头建设，在全市率先实行 １１０、１１９、１２２“三台合
一”。持续开展“平安创建”系列活动。全区２个街
道被评为市级优秀平安街，４个部门被评为市级平
安示范单位、１５个社区被评为市级平安示范社区。
切实解决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全年共破获

刑事案件１８０４件，查处治安违法案件１万余件，深
挖１件１５年前命案积案，医院圈、学校圈、商业圈刑

事警情比上年下降１７１％。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
意度进一步提升。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政法委
创新管理措施，强化社会治理，加强流动人口和特

殊人群服务管理。全区登记流动人口２１万人，出
租屋１７万户，办理居住证 ２３万份，深化“社区
矫正规范年”活动，做好刑释回归人员安置帮教。

年内全区 ２５５名社区矫正对象无一人重新犯罪，
１１７６名刑释回归人员重新犯罪率０５９％，低于全
市平均水平。

【法治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政法委严格公正执
法，推进法治建设。利用互联网，开通微博、微信平

台推行阳光执法司法。完善司法责任制，实行案件

质量终身负责制，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推动涉

法涉诉信访改革，基本实现诉访分离、及时处置。建

立健全法律服务体系，在全区９５个社区建立法律援
助受援点，支持社区律师和同心·律师服务团开展

工作。深化“六五”普法工作，开展首个“国家宪法

日”宣传活动，不断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政法队伍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委政法委在全区
政法机关（部门）开展正风肃纪，加强队伍建设。认

真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区政法机关（部

门）共有２７个集体和７９人次受到市级以上表彰，涌
现出一大批在全国全省有影响的先进典型，凝聚形

成引领政法工作健康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大力开展

素质提升活动，围绕提升政法“五种能力”，组织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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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培训和岗位练兵活动。深入开展“正风肃纪，争

做好干警”和严肃查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活

动。区委政法委定期组织执法执纪巡察组到政法单

位明查暗访，现场督促整改问题，用铁的纪律带出过

硬队伍，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肖成杰）

公 安

【概况】　２０１４年，武汉市公安局口分局（简称
口公安分局）瞄准“群众最满意的平安城区”“三年

创省优、五年争国优”的口公安梦，大力实施“三

做三推”系统工程，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

强化队伍凝聚力，持续推进各项公安工作，有效维护

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大局平稳。口公安分局档案

管理工作从省一级晋升为省特级，成为全市２个档
案工作省特级分局之一。

【实施“三做三推”系统工程】　２０１４年，口公安
分局党委班子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按照“实施主动

警务，打牢基层基础”的总体目标，进一步深化警务

机制改革，在全局范围实施“三做三推”（做实派出

所，做强战斗队，做精警务室，推进公安信息化建设，

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警察文化建设）系统工

程，明确３６项具体建设项目。通过打基础、抓规范、
强素质、创品牌，全力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整

合信息化大数据资源，加强信息化实战应用，不断提

升基层实战能力和水平，推动全局基层基础工作再

上新台阶。湖北省公安厅编发简报专题推介口公

安分局相关工作做法。

【创新维稳机制】　２０１４年，口公安分局成立反恐
中队，完善区委、区政府特警驻点工作机制和重点单

位跟踪服务机制，强化区委区政府和全区１２０家重
点反恐单位的安保维稳及安全管理工作，建立中小

学校、幼儿园“一键式”报警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公

安首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全国“两会”、十

八届四中全会、“武汉会议”等敏感节点全力以赴、

严防死守，全年妥善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１４１件、医

患纠纷６８件，确保重点敏感时期社会稳定。

【案件侦破】　２０１４年，口公安分局积极探索案件
侦破工作新机制，强化“四侦一化”（网侦、技侦、刑

侦、视侦和公安信息化）手段，为侦查破案提供有力

科技支撑。全年破获各类经济案件７５件，挽回经济
损失２２１９６５万元。相继破获部督“２０１４—１４０”特
大运贩毒品案、厅督“２０１４—１１０”团伙制贩毒品案
（入选湖北公安“十大精品案件”）、“９·１０”飞车抢
夺系列案、“１０·２３”特大盗窃案等系列大要案件。
连续两年实现命案枪案全破。

【治安防控】　２０１４年，口公安分局按照“守住点、
控住线、护住面、围住网”的要求，以６个警务综合
服务站和２４个治安卡点为支点的街面防控密网搭
建成型；组建专业反扒队，发动安保队、志愿者等

５０００余名组建“红袖章”开展社会面群防群治工作；
增建１９３５个社区视频监控探头，视频天网向小区、
社区延伸；创建示范中心戒毒社区，创新综合性中心

戒毒社区新模式，受到省禁毒委推广。通过落实各

项措施，全区刑事案件比上年下降，其中抢劫、抢夺、

入室盗窃、扒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４类警情
分别下降３８６％、４０３％、２１％和６７％。强势开
展“赌黄”整治，捣毁游戏机赌博窝点６７处，查处利
用游戏机赌博案件１８１起，基本实现全区面上无赌
博游戏机，“赌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三圈”治理】　２０１４年，口公安分局以 ５１家
“三圈”重点单位为突破口，形成了“一二三”（建立

政府牵头、公安主责、各部门配合的“一体化”工作

机制，成立汉正、长丰两个综合整治专班，实施校警、

院警、医警“三个共建”）独具特色的“三圈”新格局，

其经验在“武汉会议”期间被视频连线推介。截至

年底，口“三圈”部位共发生刑事警情１２６３件，比
上年下降 １７１％；“黄赌毒”警情 ４８２起，下降
３２４％；交通拥堵警情２６９２件，下降１０４％。

【信息化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公安分局强化公安信
息化培训、考核、建设、运维、推广５大工作，致力于
提升公安信息化应用能力与水平，全年内部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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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５月，口公安分局开展黄手环扶助行动，向容易走失的老人们发放、
佩戴１０００余枚黄手环，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考核通过率 １００％。组织专业人
才创立口专家团，根据派工单工

作机制，分局各部门提交求助量共

３００余次，每月使用派工单６０次，
反馈率 ９９８％，全年信息化考核
全市领先。口公安分局情报信

息中心被评为年度公安部“ＤＱＢ”
（大情报信息作战平台）工作联系

点，口公安分局因此成为全市唯

一有公安部“ＤＱＢ”工作联系点的
分局。分局通过信息化破获的

“３·２２”现发命案被列入全市信
息化经典案例。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公安
分局推进队伍正规化建设，强化思想作风、素质能

力、反腐倡廉工作，５年来首次被市局评为执法质量
先进单位。古田四路警务站先后被武汉市总工会、

团市委授予“工人先锋号”“青年文明号”称号，成功

入选《共和国的脊梁》画册，成为全市工人先锋号的

唯一代表。口公安分局民警揽获“时代楷模·武

汉精神践行者”“信息采集能手”“信息应用能手”

“武汉警星”４项大奖，实现表彰“大满贯”。全局全
年共评选出１２名口警星，６个基层单位受到市局
集体嘉奖，３人荣立个人二等功，２９人荣立个人三等
功，２２８人次受到市局嘉奖，荣立三等功以上人数创
１０年新高。

【专职治安调解员】　２０１４年，口公安分局研究制
定专职调解员驻所机制，在派出所设立专业调解室，

返聘退休民警担任调解员专司群众矛盾纠纷调解工

作，努力将各类民间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口公

安分局政治处从退休民警中筛选一批有发挥余热意

愿、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有责任心的

人员担任治安调解员，并按照相关法律与其签订聘

用协议。各派出所专门腾出办公室作为调解室，悬

挂明确标识，配齐办公用品，方便接待群众和调处工

作。口公安分局明确纠纷受理范围、调解程序、工

作要求和责任追究等内容，要求调解室建立纠纷登

记、档案管理台账，对调解的每起纠纷详细记录并整

理归档，推动调解工作规范展开，提升了派出所专职

调解的社会公信力。

【处置２·２０沼气爆炸事件】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日下
午３时２３分，口区古田二路长丰大道路口发生意
外爆炸事件。口公安分局局长张晓红、副局长高

明德、周关夏、杨斌、警务指挥室主任张涛在第一时

间赶赴事故现场，迅速启动重大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调集消防大队、交通大队、特警大队、刑侦大队、治安

大队、长丰所、古田二路警务站、古田四路警务站警

力迅速集结，对爆炸现场秩序进行维护，全力开展事

后处置工作。经市天然气公司技术人员现场检测，

认定为沼气聚集引发爆炸，消防大队当即洒水稀释

可燃气体，交通大队、特警大队迅速疏导交通、疏散

人员，防止发生次生事故。区委、区政府及相关部门

人员也赶赴现场参与紧急处置。事故造成６辆小客
车破损、２名司乘人员受伤，无人员伤亡，路面破损
面积约３０平方米。口公安分局对事件快速妥善
处置受到市、区领导的充分肯定。

【开展“黄手环”扶助行动】　２０１４年５月，口公
安分局针对辖区内迷失老人增多的警情，精心组织

开展黄手环扶助行动，年内向容易走失的老人共发

放、佩戴黄手环１０００枚。“黄手环”内置个人信息
联系卡，记录着老人姓名和家属的联系方式，能够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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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失智老人找到回家的路。口公安分局联合《武

汉晚报》推出“黄手环扶助行动”的系列新闻报道，

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该活动经公安部“打四黑除

四害”等微博转发，点击量近百万，中央电视台相继

在《新闻直播间》《英语频道新闻》栏目中进行专题

报道。

（黄翼龙）

检 察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检察院围绕全区工作
大局，坚持严格执法，加强法律监督，全面推进各项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７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绪
!

一行到口区调研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

检察工作，全年先后获得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

室”、湖北省司法警察编队管理示范单位、武汉市

“六五”普法先进集体和武汉市检察机关先进基层

检察院等称号。

【查办职务犯罪】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检察院贯彻
落实中央加大反腐工作力度的部署和要求，坚持有

案必办、有腐必惩，全年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

权等职务犯罪案件２０件２５人，其中贪污贿赂案１７
件２２人，渎职侵权案３件３人，挽回经济损失３０００
余万元。

【刑事检察】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
民检察院严格履行批捕、起诉职

能，坚决惩处各类刑事犯罪。全年

共受理各类提请批准逮捕案件

８３３件 ９９６人，经审查批准逮捕
７４１件８５２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
案件１２２５件１４１６人，经审查提
起公诉９００件１０３９人。

【诉讼监督】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
民检察院坚持依法监督、规范监

督和理性监督，加强刑事立案和

侦查监督，监督立案２０件２０人，
监督撤案１６件２９人。深入推进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与区工商局等行政单位联合建立案情通报和案件

移送制度，及时监督移送 １０件涉嫌犯罪的案件。
加强刑事审判监督，提出刑事抗诉 ３件，对侵财、
涉毒等１５类刑事案件提出量刑建议，法院采纳率
达９８％。拓展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途径，共
审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１１５人次，纠正减
刑、假释不当５人及脱管、漏管５人。综合运用抗
诉、再审检察建议、违法行为调查等多元化监督措

施，对民事、行政诉讼过程实行全方位监督，提请

民事抗诉案件 ２件，办理民事审判和执行监督案
件１９件，有效维护了法律尊严。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检察院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不断延伸检察职能，积

极参与社会治理。

倾心解决群众诉求。健全来信、来访、网上信

访、电话信访一体化接访网络，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全年共接待来访群众１３２人次，妥善解决集体访、告
急访２１件次。稳步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探索建
立诉访分离机制。坚持领导定点接访、预约接访、联

合接访等制度，共化解矛盾纠纷３１件。
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遵照修改后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特别规定，本着“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３９名涉罪未成年人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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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３日，口区人民检察院干警到汉中街万兴社区开展了以“共同
学法律，大家来预防”为主题的“法在你身边”检察官社区行活动，为社区群众解答

法律问题

分案起诉，对２８人实行犯罪记录
封存，助其融入社会。继续实行合

适成年人制度，将人大代表、人民

监督员、心理咨询师纳入合适成年

人范围，参与讯问和维权帮教。继

续办好武汉市第一聋校“爱心驿

站”、常码头中学“流动花朵”法制

教育园地，通过编写青春法制报、

排演法制情景剧、开展模拟法庭、

举办法制漫画比赛等方式提高未

成年人的法制意识，预防和减少未

成年人犯罪。

【执法为民】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
民检察院认真践行“立检为公、执

法为民”的宗旨，不断细化、实化工

作举措，展现检察机关亲民、爱民、为民的良好形象。

切实关注民生。严厉打击侵害民生刑事犯罪，

先后起诉干扰医疗秩序、骚扰医生生活长达４年的
王敏寻衅滋事案。批准逮捕了长期拒不支付数十名

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彭辅忠案。在“检察服务社区

行”活动中，组织干警慰问孤寡老人、开展法律咨

询，为群众提供“零距离”服务。

主动服务经济发展。正确处理执法办案与促进

发展的关系，对影响发展的犯罪坚决查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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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口区

“三件大事”，畅通服务“绿色通道”，全年办理侵害

企业合法权益的案件２８件。积极参与整顿市场经
济秩序行动，共依法办理集资诈骗、电信诈骗、网络

诈骗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４３件５４人，
批捕了利用虚假合同骗取交易额达１４亿元的电信
合同诈骗案案犯胡斌。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检察院不断加强
自身建设，切实提高综合素质。注重用廉政文化教

育干警，深入开展“增强党性、严守纪律、廉洁从政”

专题教育活动，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和工作作风。

注重用检察文化引导干警，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和政法干警的核心价值观。注重用“道德讲

堂”激励干警，让“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

事，身边事教身边人”，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持续推进“青年干警成

才工程”，搭建青年辩论队、青年法学沙龙、模拟检

委会三大成长基地，提升其法律思辩、理论调研和分

析判断能力。探索建立三会制度（业务专题辅导

会、疑难案件研讨会、办案技巧评析会），打造专业

化办案团队，提升其执法水平和办案能力。

（王耀锌）

审 判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法院围绕全区中心工
作，发挥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能，全面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截至年底，共受理各类案件８０５０件，办结６９０９件，
调整诉讼标的总额２６亿元。

【刑事审判】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法院坚持惩罚犯
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受理刑事案件９４８件，审结９２６
件１０９８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５３人，重
刑率为４８％。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
财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制售伪劣食品药品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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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生产生活安全的犯罪 ５２４件
６２１人。惩处多发频发的醉酒驾驶、交通肇事等犯
罪１４２件１４６人。加大反腐力度，从严惩治贪污、贿
赂、渎职等职务犯罪 １３件 １４人，其中处级干部
１人，推进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准确把握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对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情

节的１９３名被告人依法予以从宽处理。注重保障人
权，为４１名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加强刑事被害人
经济保护力度，促使被告人真诚悔罪，取得被害人谅

解，共有６４起案件的被害方获得了３２４７万元经济
赔偿。认真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审结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２０件３４人，适用非监禁刑２１人。落
实社会调查、合格成年人参与诉讼、轻微犯罪前科封

存等制度，推行“心理干预全程化、帮教矫正联动

化、法治教育常态化”三位一体机制，有效预防和减

少青少年犯罪。

【民商事审判】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人身损害赔偿、婚姻家庭、邻里

纠纷、劳动争议等民事案件３５３０件。深化交通事
故纠纷快审速赔机制，确保受害者及时得到医治，兑

付率达９０％以上。积极应对房产调控政策的新变
化和“城中村”改造引发的权属问题，审结房屋买

卖、房屋确权、腾退、租赁、物业纠纷等案件４３８件，
保障百姓居住权利。坚持依法保护与环境营造相结

合，审结金融、票据、股权、信用卡、民间借贷等商事

案件７８７件。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法院专业化审判与多元化

调解相结合，共调解民商事案件８６１件，调撤率为
６７９％。设立劳动争议专业法庭，化解劳动争议案
件１６０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医疗纠纷专业合
议庭加强与医学会、医疗机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

的沟通互动，针对疑难案件引入专家咨询制度，适时

邀请人大代表、人民调解员协助调解，妥善化解医疗

纠纷案件７０件。家事法庭与区妇联协作开展婚姻
家庭案件诉调对接和判后回访、与心理咨询团队研

究推行“七步诊疗式调解法”，调撤率达８０％以上。
与社区、妇联、公安等多部门探索建立反家庭暴力红

黄蓝分级预警制度，及时保护受害人人身安全。全

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谭琳到法庭考察时对家事审判工

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相关工作经验在全国妇联系

统交流推广。

【行政审判】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履
行司法监督职责，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审

结行政诉讼案件８３件。审查行政非诉执行案件８
件，裁定准予执行５件。注重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
经法院协调和解，化解行政争议２２件。深化司法与
行政良性互动机制，与行政机关就预防和化解行政

争议召开联席会议，连续第五年参加口区规范化

行政执法卷宗审核会，根据行政机关的需求开展法

律培训，推进行政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案件执行】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法院共受理执行
案件１１４５件，执结１０９９件，涉案标的１９２亿元。
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活动，执结案件１５２件，为
当事人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扶养费、人身损害赔

偿等各类款项１６６万元。集中清理涉金融未结执行
案件和涉执信访积案，执结涉金融案件２０件，为金
融机构挽回损失７７４万元。与金融机构、行政机关
建立“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财

产线索２１００条，实施查封、扣押、冻结财产 １６１５
次。建立失信被执行人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对１８名
不讲诚信、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通过限制高消

费、发布诚信黑名单等手段进行威慑，促使被执行人

自动履行法律义务。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犯罪，司法拘留１６人，实施罚款７人，移送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１人。建立分工明确、运转有序、互相协作
的立、审、执配合协调机制，形成解决“执行难”的内

部合力。

【司法为民】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法院以群众诉讼
无障碍为目标，推进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提供导诉候

访、诉前调解、法律咨询、案件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２８６万人次。畅通信访渠道，引导群众依法、理性
表达诉求，受理来信来访３２７件次，回告率１００％。
建立远程视频接访平台，帮助２名老上访户与最高
人民法院法官“面对面”交谈。通过约期接谈、领导

包案、联动稳控、综合治理，妥善化解疑难信访案件

１５件。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为２０名确有困难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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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７３万元，向３０名符合特定
条件的当事人发放司法救助金９３４万元。发挥基
层法庭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优势，开展巡回审

判，举办法治讲座，定期对人民调解和群众自治组织

调解提供指导，审结司法确认案件１０５９件。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１日，口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付民（左二）参加口区人民
法院劳动争议审判法庭揭牌仪式

【公正司法】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法院全面推进审
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

建设，网上公开裁判文书 ３５３８份，执行案件信息
１１２５条，各类流程信息及时上网供当事人查询。不
断丰富门户网站内容，开通官方微博，建立新闻发言

人制度，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升级改造科技法庭系

统，所有庭审都能在互联网适时直播；启动网络司法

拍卖，全过程公开展示，杜绝暗箱操作；组织法院开

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建院校学生

和社会公众到法院旁听庭审、参观互动，增加司法亲

和力和群众认同感。加大司法宣传力度，通过电视

台、网络、报纸等媒体主动介绍法院工作，报道典型

案例，宣传优秀法官，弘扬法治理念。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法院升级审判管理系统，
确保审判节点管控有序。完善繁简分流机制，在结

合案情、征求当事人意见基础上，引导其选择庭前调

解、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缩短审理周期，简易程序

适用率为９１８％，比上年上升了８个百分点。强化
审判委员会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把关、监督、指导

作用，严把案件质量关。加大案件

质量评查力度，集中评查上年度

“信访、抗诉、发回改判”等重点案

件９７件，抽查裁判文书１８４７份，
组织庭审观摩评比６０余场，召开
审判经验交流、评查结果通报会议

１５次，及时整改案件瑕疵。积极
组织判后答疑，一审案件服判息诉

率为 ９０４％。切实贯彻“有错必
纠”原则，对符合法定再审条件的

案件依法裁定再审，审结 ５件，２
件被改判。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法院扩
大司法民主，落实人民陪审员“倍

增计划”，陪审员总数增至１０４名。

加强人民陪审员规范化、自主化管理，陪审工作职能

向调解、导诉、信访、宣传、执行等领域有效延伸。扩

大陪审员参审范围，保障陪审员享有的权力，共参与

审理案件５２０件，参审率达９８９％。

【接受社会监督】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法院严格执
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各项决议、决定，先后就办案质量

检查、新刑事诉讼法执行情况和少年审判等工作向

人大常委会报告，按照审议意见抓好落实。健全建

议、提案办理制度，限期办结委员提案１件。开展集
中走访“两代表一委员”活动，每季度寄送法院工作

动态，邀请旁听庭审、参与调解、处理信访、监督执行

６７次。高度重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认真对待量刑
建议，落实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正确对待

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网络舆情对法院工作的评价，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劳动争议审判法庭”挂牌】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１日，
口区人民法院在长丰法庭举行“劳动争议审判法

庭”挂牌仪式，标志着劳动争议纠纷专业审判法庭

正式成立。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付民参加揭牌

仪式。周付民参观法庭的办公场所，慰问驻守法庭

的干警。他强调，劳动争议纠纷审判法庭是区人民

法院完善专业化审判机制，深化多元纠纷解决体系

的有益尝试，劳动争议纠纷审判法庭要大胆探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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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４日，口区人民法院开展“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向军事经济
学院官兵赠送“法在身边“系列书籍

种有效的调解途径和手段，整合资源、开拓创新，充

分发挥人民法庭的社会功能，更好地维护劳动者权

益，维护社会稳定。

【法院公众开放日活动】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４日，口
区人民法院在中国第一个“国家宪法日”邀请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的官兵２０余人到区人民
法院参加法院公众开放日活动。官兵们参观审判大

楼，旁听了一起刑事案件的庭审。区人民法院党组

副书记、副院长梁述桥代表全院干警向参加活动的

官兵代表赠送了“法在身边”普法丛书。双方表示，

将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与法治宣传教育，共同营造

尊崇宪法、信仰法治的良好氛围。

（桂　菁　朱　丹　庞羽超）

司 法 行 政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司法局全面提升司法行
政工作水平，充分发挥法治宣传、人民调解、社区

矫正、法律援助等司法行政职能，为口区经济建

设、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服务

和法治保障。

【“六五”普法】　２０１４年，口区全面推进“六五”

普法，进一步提升了全区依法治理

工作水平，助推“法治口”建设。

全年组织１７５０人次开展各类普法
活动６３６次，完成普法人数６３６１６
人。武汉市普法讲师团在口区

中小学开展巡回宣讲１０场次，社
区律师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

７０场次，受教育未成年人达３５００
人次；为保障妇女权益，与公检法、

妇联共同开展“消除预防家庭暴

力，幸福生活与法同行”法律志愿

者活动，向女性公民提供婚姻家

庭、医疗纠纷、房产债务、敲诈勒索

等方面法律咨询和服务，发放各类

维权手册２３００余份，提供法律服
务２６０余人次；采取“以案说法”形式送法进监所，
为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围绕主题活动探索创新

普法方式。组织开展“１＋３”普法先行实施计划，打
造口区“普法人在行动”宣传品牌；甄选１８名法
律专业人员组成专家库，充实区讲师团队伍；注重法

律知识与时事热点相结合，突出普法区域特色。扎

实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普法宣传工作。全区各普法实

施单位利用电子显示屏、普法宣传横幅、社区广播

站、工作网络ＱＱ群等宣传法制；在人流量较大的场
所举办法律咨询讲座、问卷调查等进行普法宣传教

育并深入社区、街道开展法制文艺节目巡回演出，全

方位助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人民调解】　２０１４年，口区继续健全人民调解工
作机制，加强阵地建设，基层基础保障水平进一步提

升。全年全区共受理民间纠纷７６９４件，调解成功
７６８０件，成功率９９８％。其中各街道共受理民间纠
纷７３２３件，调解成功率１００％。提高人民调解员以
奖代补补贴标准，全年预算比上年上涨３４％。创新
规范专职人民调解员分级管理，举办人民调解员培

训班，适时开展重大疑难纠纷案卷评查活动。年内

遴选的２２个人民调解规范化协议书参加市司法局
评比，夺得一等奖１个、二等奖２个、三等奖６个，获
奖名次和数量均居全市前列。加强调解阵地建设，

在区属各街道重点社区安装了调解文化宣传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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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１日，口区普法办组织普法讲师团为长丰街２０个社区（村）开
展法律宣讲

营造浓厚的调解文化氛围。在荣华街中山社区建立

了５０米长的人民调解文化长廊和８０平方米的乐龄
调解室。整合优势资源，将１２５名社区律师聘请为
义务调解员，参与重大疑难纠纷调解，提高调解质量

和效率。健全大调解工作机制，落实联席会议制度，

加大对行业性专业调委会的指导并对其进行量化指

标考核。全年行业性专业调委会调解各类纠纷３７１
件，成功３５７件，成功率９６２％。

【社区矫正帮教】　２０１４年，口区司法局加强社区
矫正和安置帮教规范化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特

殊人群管理工作进一步发展。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

完善区司法局与区人民检察院、口公安分局社区矫

正联席会议机制，有效形成社区矫正的合力。深入开

展社区矫正规范年活动，全年开展审前社会调查２７６
起，调查率、程序合格率、建档率均为１００％。规范落
实宣告制度，全年新入矫１９０人，解矫１６４人，宣告率
１００％。完善心理咨询室建设，将心理矫治融入日常
工作，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严格考核奖惩，全年提

出撤销缓刑建议书３份、收监执行建议书５份。整合
资源，保证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管理教育中心积极运

转。２０１４年，全区接受社区矫正人员２５５人，其中，管
制２人，缓刑１９８人，假释２０人，监外执行３５人，无漏
管脱管、重新犯罪现象发生。拓宽安置渠道，完善刑

满释放人员过渡性安置机制，建立街道过渡性安置基

地，并将每街每年安置“三无人员”以及就业有困难的

刑释人员３名—５名纳入综治绩效考核目标；加大对

有困难的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

及时帮扶。２０１４年，全区在册刑满
释放人员１１７６人，其中有７人重
新犯罪，重新犯罪率为０５９％。

【法律援助】　２０１４年，口区司
法局不断完善区、街、社区三级法

律援助网络，在全区９５个社区建
立法律援助受援点，由社区调委会

工作人员兼任联络员，以降低服务

门槛，扩大援助范围。按照“优先

安排、优先办理、优质服务”的原

则，为农民工、未成年人开辟“绿色

通道”，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口区法律

援助中心律师郭萍年内办理的外来务工妇女史某请

求工伤保险待遇案被武汉市妇联、武汉市司法局授

予“武汉市首届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法律援助案

件”。区法律援助中心安排６５名律师到区总工会、
区妇联、区残联、武汉女子监狱进行法律咨询７２场
次，发放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份。区司法系统全年接待
群众来访、来电咨询５５３２起，承办法律援助案５０２
件，其中刑事案１１７件、民事案３８５件，农民工法律
援助案１８１件，依法为受援对象挽回经济损失２６０
余万元。

【法律服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司法局在开展“律师
规范年”活动中拓展服务领域，律师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制定规范化方案，确立社

区律师工作例会制度，重新制作１２５个社区“律师
周四之约”服务公示栏，开展社区律师“六个一”评

比活动。为提高社区律师知晓率，制作发放 ３０００
份律师风采录和１０００余份社区律师宣传册，助推
基层法律服务的推广普及。整合社区律师与司法行

政其他职能，全面发挥律师专业作用。与人民调解

工作相结合，１２５名社区律师申请加入人民调解组
织，成为义务调解员；与普法宣传相结合，利用纪念

日和普法宣传周，组织社区律师开展普法大讲堂活

动百余场；与法律援助工作相结合，律师参与接待办

理法律援助案件；与特殊人群教育帮扶相结合，成立

了“特殊人群律师讲师团”，开展送法进监狱活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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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次，受教育人数达５００人。深化“同心·律师服
务团”服务民企工作，助推经济健康发展，帮助民营

企业破解难题。“同心·律师服务团”为企业举办

了各类法律讲座２８场次，开展电话咨询及法律解答
４５３次，代理诉讼案件１２８件，挽回经济损失９２０万
余元。社区律师全年为居民开展法制讲座６１８场，
法律咨询服务４０５场次，大型法制宣传８０场，代理
案件１３８件，提供法律意见书２７份，参与纠纷调解
２０７件，依法处理社区涉法信访事件１０起。

【司法所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司法局继续积极争
取各方支持，不断加强司法所基础建设，司法所管理

水平进一步规范。积极向街道宣传武汉市“两办”

《关于切实加强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的意见》，加

大对司法所硬件建设的投入。汉正街司法所办公用

房由原来的１２０平方米增加到１７０平方米。确保每
个基层司法所５万元办公经费足额到位。通过“岗
位大练兵”、满意站所创建活动，对司法所工作人员

实施专业培训和考核，从软件上提升其服务基层的

能力和水平。２０１４年，汉水桥街司法所被武汉市人
民政府评选为群众满意基层站所、被口区人民政

府评选为群众最满意基层站所，汉正街司法所被

口区人民政府评选为群众满意基层站所。

（黄　珍）

交 通 安 全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交通大队不断深化警务机
制改革，以创建“平安畅通口”为中心，整治交通

秩序，优化交通组织，狠抓事故防降，提升服务水平，

严格队伍管理，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三圈”交通秩序治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交通大
队精心组织交通，合理安排勤务，按照整治要求，对

辖区５１个重点单位，加强交通设施更新与完善，进
一步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有力推进“三圈”

（医院圈、商业圈、学校圈）“交通”秩序的治理。全

年共新增“三圈”人行横道线６０条、人行横道提示

标牌４２块、警示标牌６６块、限速标牌９６块，施划减
速标线３１２条，新增停车泊位１２０个。医院圈周边
交通拥堵警情比上年下降３０％，同济医院周边整治
经验代表武汉市在全国平安建设会议推广。

【道路交通事故预防】　２０１４年，口区交通大队针
对各类交通问题，开展酒后驾车、涉牌涉证、闯信号、

渣土车违规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交通违法行为实

施整治。全年共查处酒后驾驶６２６件，比上年上升
４４２％；醉酒驾驶 ２００件，上升 １８１７％；假牌套牌
３４９件，上升２０６１％，以对交通严重违法的“零容
忍”遏制辖区道路交通事故。全年辖区发生重大交

通１３件，死亡１４人，下降１人；在籍机动车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死亡５人，下降１人；辖区发生各类交通
肇事逃逸案３５件，其中死亡３起和重伤１起，已全
部侦破，并依法追究肇事逃逸当事人刑事责任。

【优化交通组织】　２０１４年，口区交通大队精心组
织、科学规划，确保地铁６号线、江汉六桥、长丰大
道、三环线等重点项目的顺利施工，顺利完成长丰地

区、长江大道沿线等人口密集地段的旧房拆除交通

保卫任务，妥善处置长丰、汉西地区拆迁堵路维稳等

突发事件，科学规划英特宜家商圈、南国西汇商圈的

区域交通组织，圆满完成环中国自行车赛和各类交

通保卫工作，确保辖区道路有序畅通。全年共渠划

路口７个，渠划道路１条；新增信号灯共报设施处维
修７８处；更新人行横道６０条，新增人行横道２４条；
新增１２０块交通标牌，调整各类交通标志５７８块，清
洗各类标牌８９５块；新增公共停车泊位２２１个，清除
公共停车泊位６２０个；报修护栏９００块，调整更新护
栏３５００块，新增护栏５０００块；复划、更新各类标线
１０５万米；新增电子警察３０处，视频监控３０处。

【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２０１４年，口区交通大队以
辖区主干道、次干道为重点，成立５个携带摄像机、
照相机设备的执法小组，加强违法停车的管理力度，

查处违法停车３９４６万件，拖曳违法停车５１７台，整
治效果明显。同时，充分利用高科技设备开展对无

证驾车、酒后驾车、涉牌涉证、闯信号、“三超”等违

法行为的整治工作，共查处涉牌涉证６８７２件，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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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５３５７件，逆向行驶４３２６件，违反禁令标志３４７
万件，不按道行驶４６万件，行政拘留２７３人。同时
按照国庆节后市政府文件要求，收扣９９５台黄牌超
标电动车，依法拘留８７人。

（李　蕾）

人 民 武 装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武装部（简称口区
人武部）围绕强军目标要求，坚持“理论武装固根

基、真练实备谋打赢、科学管理保稳定、军民融合促

发展”的指导思想，确立“抓教育强班子、抓工作出

成绩、抓管理保稳定、抓特色上台阶”的工作思路，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推进战备训练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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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武部党委发挥核心
堡垒作用，团结一致、主动作为，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

摆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部党委围绕为民务实清廉

主题，牢牢把握“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

总要求，扎实开展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部

党委成员先后７次专题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６
次带着问题开展讨论，不断强化责任意识。书记、副

书记带头讲党课，下基层辅导，采取群众提、自己找、

上级点、互相帮、集体议等方式，查摆党委班子“四风”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坚持问

题导向，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红脸出汗，触

及灵魂，统一思想，增进团结的目的。深入开展“牢记

强军目标，献身强军实践”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战斗力

标准大讨论，引导干部职工认清使命任务，克服后备

后用、后备无用的思想，凝聚干事创业的意志。认真

学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提出的必须坚守的

十一条传统和直面的十个问题进行自我剖析，持续作

风整改，较好解决了党委班子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

题，坚定政治信念，增强事业心责任感。

【民兵组织建设】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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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传达两级军区和武汉警备区党委全会精

神，表彰上年度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区人武部部长张烨耀总结上年度民兵预备役工

作情况，并部署２０１４年度全区民兵预备役工作。副
区长尹天兵就做好全区民兵工作作重要讲话。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武部按照“十二五”期间民兵
组织建设规划合理调配民兵组织，使其组织建设与

任务目标一致，与潜力匹配，适应“平时能应急、战

时能应战”的需求。３月８日，区人武部组织召开全
区基层武装部长、干事参加的全区民兵组织整顿工

作会议，传达学习武汉市民兵组织整顿工作文件，并

下发口区民兵组织建设整顿工作实施方案。全区

各基层武装部着力加强民兵应急队伍建设，配齐配

强消防灭火、防汛抢险、反恐维稳等３类装备器材，
注重办公室、器材装备库室、青年民兵活动之家等场

所建设，全区基层民兵组织建设提档升级。１月和５
月，区民兵应急连分别接受湖北省军区和武汉警备

区组织的全员全装实案拉动演练点验考评，获得优

秀成绩。

【民兵军事训练】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武部坚持党委
议训，以使命任务为牵引，完善各类训练、应急、战备

方案。科学组训，采取基地化、规范化训练模式强化

民兵应急分队训练。从严治训，严格按照上级指令

完成年度民兵军事训练任务。全年共组织民兵军事

训练８期，参训人数５１８人，训练整体合格率９８％。

【行政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武部坚持以党的十
八大精神为指导，以条令条例为依据依法从严治军。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念，通过抓条令、抓纪律、抓整

改、抓重大安全和涉军敏感问题防范强化对“人、

车、枪、弹、财、密、网、院”的管理。全年通过开展

“条令月”“百日三无”等活动进一步规范战备、训

练、工作、生活秩序，确保人武部的安全稳定。

【征兵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武部注重转变工作
思路，积极适应兵员征集时间的调整变化，采取有力

措施加大对高校大学生的征集力度，全力为军队输

送优秀士兵。６月３０日，区人武部组织召开全区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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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２日，口区人民防空防震减灾工作会议召开

秋季征兵工作会议，全区各街道书

记、武装部长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共

６０余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
武汉市征兵工作会议精神，区人武

部部长张烨耀在总结上年度征兵

工作后部署２０１４年度征兵工作，
副区长尹天兵也就此项工作提出

具体要求并与各街签订了征兵责

任状。７月５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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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门前开展“征兵宣传日”活动，

激发适龄青年报名参军，保家卫国

的热情，圆满完成年度征兵任务。区人武部在征兵

中严格落实廉洁征兵“十不准”“八不准”“十条禁

令”和《廉洁征兵若干规定》，加大监察力度，有效防

范违纪问题发生。对体检医生和政审人员严格培

训，促其严把体检、政审、定兵等重要关口，做到感情

服从原则，条子服从条件，有效保证兵员质量。

【参治参建】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武部认真履行区委
军事工作部和政府兵役机关职能，围绕和谐、平安

口建设，主动作为。区人武部先后组织１０余批次、
４５２余名民兵参加区政府组织的拆违行动，执行维
护现场秩序和安全警戒任务。区人武部先后投入

１万余元，结对共建韩家墩街四新社区，助其改善办
公环境，争创星级社区，同时投入８０００余元对口帮
扶３户生活困难家庭。

（肖庆杰）

民 防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防办公室（简称口区
民防办）以“准军事化”机关建设为抓手，围绕民防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积极推进防空防灾一体化

建设，着眼人防军事斗争准备，提升城市综合防护能

力，全区民防建设加快发展，全面完成市、区年度绩

效目标任务。区民防办获得武汉市民防系统“２０１４
年度绩效目标管理先进单位”“武汉市防震减灾工

作先进单位”“２０１４年度安全生产优胜单位”“‘十
二五’人防机关‘准军事化’建设先进单位”“‘楚

竞—１４’人防专业训练竞赛先进单位”“信息化装备
‘五定’达标考核优秀单位”和“全省人防系统档案

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人防工程建设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防办坚持
“以建为主，以收促建”原则，执行《口区人防工程

综合控制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５年）》，依法建设人防工
程。全年有１０个人防工程竣工，新增防空地下室
５５４万平方米；审批结建人防工程１２件，１１６万平
方米；受理人防工程易地建设审批４件，依法足额收
取易地建设费４２７９４万元；受理人防工程拆除审批
事项１５件，依法收取人防工程拆除补偿费６８０７９
万元，按政策规定减免或应建不建的项目４件，行政
审批窗口服务满意率１００％。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
清理规范，公示 ２６项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和程序清
单，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

【人防工程开发利用】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防办落实
人防工程安全生产行业主管、属地监管责任，对全区

人防工程进行普查，建立全区人防工程使用管理数

据库软件管理平台，实现全区人防工程使用监管的

数字化和动态化管理全覆盖。年内１０个新竣工的
人防工程全部办理人防工程使用备案手续，新增地

下停车位８６０个。加大早期人防工程改造力度，原
新宇燃料公司３８０平方米防空地下室改造后无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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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５日，口区民防办组织以“走进我身边的民防”为主题的中小学
生夏令营活动

供给宝丰街站邻社区作为社区公

共服务场所。

【民防指挥通信建设】　２０１４年５
月２２日，口区人民防空防震减
灾工作暨区人民防空防震减灾指

挥部第一次会议召开。区委常委、

副区长、区人民防空防震减灾指挥

部指挥长张勇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按照“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的要求，对区级抢险抢修、医疗

救护等７支民防专业队伍进行整
组。截至年底，全区共有民防专业

队员９８７人。
区民防办组织全办机关人员

开展“楚竞
%

２０１４”人防专业知识竞赛选拔活动，其
中３人参加全省人防专业训练比武竞赛，１人获全
省人防专业训练考核竞赛领导专业第三名。参加全

省人防“楚越—２０１４”机动指挥通信（武汉
%

赤壁）

拉练演练；成功组织１０月２５日警报试鸣工作，鸣响
率１００％；加强信息化装备规范化管理，获评全市民
防系统信息化装备“五定”达标考核先进单位。

【民防法规宣传】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防办组织开展
了“５·１２”防震减灾宣传周、纪念《武汉市人民防空
条例》实施十周年、“１０·２５”警报试鸣等系列宣传
活动。组织全区中小学和部分社区开展防地震应急

避难和防空袭疏散演练活动百余场次，参演人员近

５万人次。“在５·１２”防震减灾宣传周和“１０·２５”
防空警报试鸣日期间，组织民防志愿者在地铁站、商

业广场、街头公园等场所开展社会宣传２０场次，向
市民群众发放防灾防震宣传资料 ５０００份。组织
１２０余名学生到市民防地震展厅参观体验，帮助中
小学生了解地震科普常识，学会自救逃生技能。组

织社区３０余名中小学生参观市防空防震减灾科普
展览和辖区人防工程并兴趣办防空防震减灾知识有

奖答题活动。

【民防知识教育】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防办与区教育
局联合印发《口区中小学校２０１４年民防知识教

育工作意见》，将全区中小学民防知识教育纳入年

度教学计划，５６所中小学开课率达１００％，受教育学
生９９７８人。此外，请市防震减灾专业人员为市第
一职业学校３０００名学生讲授了防震减灾知识。

【基层民防工作站】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防办按照全
市民防社区“十个一”标准制发《加强社区民防工作

规范化建设工作指导意见》，各街道社区按照民防

社区“十个一”标准，开展标准化社区创建工作。宝

丰街公路社区、汉中街万兴社区获评武汉市“十个

一”标准化社区。

【防震减灾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防办在全区
开展防震减灾示范社区、防空防灾科普示范学校

创建活动，博学中学获“武汉市防空防灾示范学

校”称号。完成区级地震预案的修订，指导区防震

减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各街道编制和修订地震应

急预案；加强地震宏观观测站（同济医学院动物实

验室）和地震疏散场所的规范化管理，在口公园

设立地震宏观观测（宣传）点；在紫润北社区和博

学中学设立地震应急疏散标识牌；建立区民防地

震信息实时显示系统并开展地震实情速报网演

练。５月７日，在区教育局举办全区防灾减灾群测
群防工作人员培训班。

（熊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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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和管理

市 政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设局围绕区委、区政府
制定的城建攻坚战略目标，积极推进“三件大事”，

致力加快骨干路网建设，全面推进市级重点项目征

地征收。全年实施城建项目 １１７项，完成投资额
５３２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年监管各类项目６３
个，单项工程３３４项，完成安全生产和文明创建等各
项工作。

【市级重点项目征地征收】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设局
探索新方法、新思路，全力推进市重点项目征地征

收。全面完成轨道交通３号线８５２０平方米土地征
收，轨道交通６、７号线分别完成８４８万平方米和
６８４万平方米的征收量；争取建设资金快速启动古
田四路北延线、长丰大道高架等重点项目征地征收

工作，长丰大道高架完成７２６万平方米的房屋征收
和２５８万平方米土地征用；古田四路北延线完成
３７５万平方米的房屋征收和８６７万平方米土地征
用。全年全区共完成重点项目征地 ７５９２万平方
米，征收３０６９万平方米，完成投资４６６亿元，达成
市级年度绩效目标。

【瑞典宜家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
设局面临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多方筹措资金，精

心组织施工，保证为瑞典宜家配套建设的江发路、长

丰西路、三环线匝道、轻轨竹叶海站连廊桥等骨干路

桥工程在宜家家居９月开业前完工并交付使用。江
发路立交工程已完工，竹叶海路匝道桩基工程及征

收有序推进。宜家配套建设项目完成投资约３５亿
元，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同时，对宜家周边、三

环线及铁路沿线绿化实施提档升级，竹叶海周边地

区环境面貌有较大改善。

【园博园配套设施施工】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设局稳
步推进园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园艺景观、

市政配套设施按照开园日期倒排建设工期及时跟

进，市级三环线北段综合改造工程、广华路道路、古

田四路北延线等重点项目建设的征地征收年度目标

全面完成。以“我的园博我的家”为主题的园博园

周边社区、配套道路园林绿化以及花径品质提升建

设全面完成，为顺利开园奠定坚实基础。

【保障房配套道路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设局集
中力量，抢抓工期，完成丰美路（建荣路—长丰大

道）道路排水工程，金海东路（三环北路—金山大

道）、金银湖南街（金海东路—凌云东路）道路排水

工程建安施工量过半，征地征收同步开展，完成投资

４９００万元。年初，在长安路（古萧路—古田四路）
一期预期完工的基础上，顺利实施长安路（丰美

路—古萧路）二期、丰美路（长风路—长丰大道）等

保障房配套道路建设，预计可与保障房同期交付使

用。完成丰雅路道路工程前期准备，交房前配套道

路将同步建成。为保障民生，区建设局年内还实施

社区道路改造和社区路灯建设工程，改造社区道路

７万平方米，装灯６００盏，完成投资１２２０万元。

【区域骨干路网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设局以绩
效目标为抓手，强力推进重点区域骨干路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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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嘉路、新路、游艺路、汉江大道等道路已委托市规

划分院进行修建性规划设计，并委托测绘院进行地

形及管线勘测。韩家墩路已完成道路资料交接，进

入工程预算评审阶段。长云路、联谊路、联友路、丰

硕路、古正北路、古音路、田正路、古调路、长顺路等

１０条社会融资道路已完成道路拆迁量估算。

【区人大议案办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设局作为区
人大３号议案的承办牵头单位，按照“总体规划、分
年实施，市区共建、以市为主，精心组织、打造亮点”

的要求，以项目建设、环境改善为重点，进一步优化

产业结构、完善城市功能、突出发展重点，着力打造

古田四路文化创意特色街。按照“一年重点突破，

二年初见雏形，三年全面建成”的发展计划，以古田

四路为主线，以产业特色为主导，突出节点分段，实

施环境综合整治，建设“一带四段五节点”的景观结

构，引导控制古田四路两侧地块开发，共同打造文化

古田四路。年内，完成破损人行道改造，整治门店招

牌４０００平方米；完成古田四路沿线道路排水改造
和房屋立面整治改造工程；完成行道树补栽，绿化提

升及景点改造５０００平方米；启动古田四路北延长
线工程主体工程建设和古田四路长丰大道道口改造

主体工程；完成长升路一期建设工程后启动长升路

二期建设。

（王　莹）

城市管理与执法监察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口区
城市管理执法局）（简称口区城管委）围绕“三创

一革命”总体要求，进一步巩固“城管革命”成果，以

双创带动城市管理基础性工作，通过整治辖区市容

环境提升服务效能，持续推进城市综合管理水平，全

年全区市容环境面貌明显改观。

【城市综合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牵头相关
部门开展铁路沿线整治、园博园周边环境综合整治、

主次干道创优工程、双语标识规范整改、创建“楼顶

洁净”达标示范社区、架空管线整治等专项整治工

作，狠抓环卫清扫保洁、出店占道执法管理、立面环

境整治、市政设施管理等基础性工作。依据市城管

委考核奖惩办法确定区内各考核单项目标，修改制

定考核奖惩和绩效考核办法，将承担单项考核任务

单位的目标与其月度考核和年终绩效挂钩，强化区

城管委办公室、区委区政府督察室、区领导三级督办

机制，全年制发督办通知４４期、下发专项督办通报
１００余期。年内全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得分８６０３
分，排名中心城区第四名，实现年度目标任务和“保

五争四”工作目标。

【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继
续以强力拆违行动为抓手，紧抓四个重点，即以园博

园场馆建设为重点，服务重点工程；以长丰地区为重

点地区，继续开展强拆行动；以铁路沿线、三环线等

区域为重点，开展以拆违为抓手的综合整治行动；以

无违法建设街道社区、无楼顶违建小区、三个连片整

治社区、重点道路等专项为重点，推进街道常态拆违

整治工作。全区组织大中型拆违行动２０次，开展铁
路沿线综合整治大会战、主次干道“瘦身行动”等专

项整治行动。拆除园博园周边，长丰地区“三合一”

场所违建，实现违法建设零增长。全区全年共拆除

各类违法建设３０７处、２１９３万平方米，完成市级目
标任务的１２８９％。

【占道整治】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以压降违法
占道问题数２０％为目标，按照“全面控管、集中整
治、重点解决”的原则，全区主次干道范围内建立

区域管理责任制，路段、区域落实具体责任人，做

到定人员、定区域、定责任和定工作标准。年内围

绕口路牛肉市场、利济北路一医院、解放大道同

济医院周边等出店占道顽疾，组织区域性联合执

法行动，采取无缝对接守控管理，增加守控人员和

守控时长，控制占道反弹。全年共整治违法占道

６５万处，规范出店经营１５万处，取缔违法占道
夜市地摊和大排档５０处。

【渣土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坚持“事前介
入、预防为主、多管齐下、全程控管”管理方针，派员

通宵值守出土工地，严控渣土运输车辆洗净、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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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超载出门，降低路面污染程度。夜间分时段开

展夜查，重点管控沿河大道、解放大道等区域的工地

渣土运输和长丰大道、古田地区过境渣土车辆。会

同交通大队、建管站组成联合整治专班并设立执法

点，拦截超高超载、车身不洁、顶灯不亮等违规车辆。

全年共查处车辆漏泼洒４６起，处罚乱倒垃圾２２起，
制止乱挖掘２８起，处罚超重车辆１８台次。

【户外广告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完成古
田四路全线、长风路（古田二路至古田四路段）、汉

西一路东侧、古田五路西侧、紫润南北苑５条门面
招牌达标路段整治工作。全区以“一店一招”“一

楼一线”“一路一景”标准，对已建成的２４条门面
招牌达标示范路加强监督管理，遏制不规范广告

招牌反弹。全年共拆除大型违法户外广告牌 １７０
块，拆除违规招牌、占道标牌２０００余块，拆除各类
条幅３００余条。

【景观灯光亮化】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坚持“政
府引导，社会出资”工作模式，按照“突出重点，提升

节点，打造亮点，彰显特点”的工作思路，精心做好

亮化工程建设。全区新增竹叶海小区、融侨锦江、滨

水香苑、金叶大厦等１６栋楼宇亮化，对沿河大道多
福家电、暨济皮具、第一大道、汉正花园２０栋楼宇亮
化设施进行排查维修。

【环境卫生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以主次
干道、商业街区等人流量大和人群聚集区域的清

扫保洁为重点，安排专人对城市家具、果皮箱、垃

圾桶定时清洗。全区主次干道改换和补装分类垃

圾果皮箱 ９１８个。环卫工人落实错时交接制度，
道路实行 ２４小时保洁。水车、高压冲洗车、高压
吸扫车集团式梯形清洗道路作业纳入日常洗路模

式，通过改装作业车辆喷水管解决交通护栏中心

黄线、人字沟边线清洗效果不佳的问题。定时清

掏公厕化粪池、污水管网，更换更新１８５９个公厕
指示牌。全年转运生活垃圾 ４３万吨，转运建渣、
树枝、城市废旧家具１３万吨。

【“门前三包”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制发

《口区关于创建文明城市推进“门前三包”工作实

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区、街部门职责，将“门前三

包”工作纳入全区绩效目标考核。推行门前三包管

理“协作配合、突出重点”的工作方法，先区直单位、

市级驻区单位，后中央、省级在汉驻区单位；先市场

区域，后零散商户，做到“门前三包”工作全覆盖。

全年发放“门前三包”垃圾容器 １万余个，辖区单
位、门店经营户更换和重新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

１２万份，签订率１００％。“三乱”（乱收费、乱罚款、
乱摊派）整治方面，清除乱张贴广告９８万张，覆盖
乱刻乱画７５万处，清理地面“牛皮癣”４１万处，规
范粉刷临街卷闸门１５６万个。

【１１０联动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加强１１０
接处警规范化管理，制定《接警员工作制度》《接、

处警规范用语》《１１０工作站工作考核制度》等制
度，提升快速处置能力，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热点、难点问题。全年共受理各类办件１４８３０件，
其中数字城管公共服务平台系统市长专线类办件

１９３５件、市级平台转办件６０５４件、区级现场巡查
及视频上报办件６３０９件、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监
督指挥系统市长专线督办单 ５３２件，案件办结率
１００％，处置病害井盖１５７３件，问题管线７４２处，
处置率１００％。

【道路维护】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维修改造解放
大道（水厂—宝丰路）、长风路（古田二路—丰硕

路）、古田路生活村公交站、汉西一路等辖区破损人

行路段 ３万平方米。全年道路维修工程总产值
２９４２０９万元，加铺沥青路面２８４万平方米、水泥
砼路面１５７万平方米、人行道７７９万平方米，主次
干道道路完好率９５％。

【路政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进一步规范行
政审批程序，行政审批受理件在全市网上行政审批

平台登记，市监察部门直接监察审批流程、数据、承

诺时限。同时，区城管委定期向市城管委上交审批

项目月度统计报表，实时对审批工作进行全程监管

和指导。全区办理临时占道（挖掘）行政审批事项

４８３件，其中占道３２５件，挖掘１５８件，行政审批合
·８１１·

·口年鉴·



格率１００％。

【燃气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组织燃气安全
法律法规大型宣传活动３次，发放宣传册４５００份。
对非法瓶装液化气供应点、危及燃气管网安全行为、

非法销售未备案燃气器具行为严格控管。全年开展

燃气专项整治行动１８次，暂扣非法钢瓶３４６个，收
缴伪劣燃气器具２２９台，处理危及燃气管网安全行
为４起。

【噪声油烟污染治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启动
沿河大道上段、沿河大道下段、武胜路、口路、南泥

湾大道、建一路６条路段“无油烟污染”创建达标示
范路工作。主动与环保部门、建管站衔接，实行餐饮

单位和施工工地的联动管理。全年，立案查处油烟

噪声案件１７６件，处罚金额１８７４元，受理油烟噪声
污染投诉３５８５件，投诉接处率、反馈率１００％。

【绿化执法】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以“勤巡查、
多留心、早发现、走程序、快处理”的工作方针，实

施对擅自占用绿地、乱砍树木、损坏绿化及其设

施、牵绳挂物、乱堆乱靠、绿地种菜等违法行为严

肃查处，打击各种违法损绿毁绿行为。开展花坛

内指示牌专项整治，督促拆迁工地和建设单位到

园林部门办理相关许可手续，减少违章行为的发

生。全年共处理违章砍伐、移栽树木案件 １０件，
办理擅自占用绿地案件１件，损坏园林设施案件１
件，处罚金额７７万元。

【环卫设施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先后新建
染料厂公厕等６座土建公厕以及古田四路麦德龙旁３
座一体化环保公厕；对博学仕府、汉西旅社、红英巷、

居仁门、口礼堂等１５座公厕实施翻修改造；１０００
吨垃圾中转站基本完成渣土清除、场地平整、施工围

墙、绿化工程等设施，正协调中转站建设用地相关事

宜，完成可研报告和环评程序，启动项目初设工作。

【行政执法】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组织员工系统
学习城市绿化执法，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噪声污

染及餐饮单位噪声油烟污染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加

强协管员法律知识培训，明确协管员工作职责，增强

执法管理工作技巧。全年全区共查处纠正违反城市

管理法律法规行为３１３万件，实施一般程序处罚
７５２件，罚款２３８６万元；简易程序处罚３５６７件，罚
款１７４４万元；重大行政处罚 ２５件，罚款 ２０２万
元，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合格率１００％。

【执法队伍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管委深入开展
执法队伍“五好一满意”（学习好、作风好、纪律好、执

法好、自律好、群众满意）活动。通过整改落实、检查

评比，推进执法队伍正规化建设，树立先进典型，转变

工作作风，为完善城管员考核机制，制定《口区城管

员考核工作实施办法》《口区城管员工作守则考核

标准》，将执法队员考评情况与绩效奖挂钩，协管员考

评情况与星级评定挂钩，严格依规实施奖惩。

（张　琼）

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口分
局（简称口国土规划分局）开拓创新、锐意进取，

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目标，促进口区经

济发展、城市建设和“两型社会”建设。２０１４年，
口国土规划分局顺利通过市文明办“市级文明单

位”复查，先后被口区委、区政府评为“全区绩效

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区依法行政工作先进单位”

“区信访维稳工作先进单位”“区纳税大户、纳税先

进企业、征（代）收先进单位”“区协税护税先进单

位”“区两型社会建设先进单位”“区重大项目建设

先进单位”“区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区招商引

资先进单位”“区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区消防

工作先进单位”。

【土地规划编制】　２０１４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加快
落实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工作。按照市国土资源和

规划局制定的统一标准，对口区现有用地１４３３公
顷（共８０个项目）制定改迁实施方案。按照统一规
划、分步实施、两年完成的总目标，年内完成生态线内

改迁项目１８项，其中，迁移类６项，整改类１２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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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模１４４公顷，总建筑面积１５０７万平方米。

【地籍地政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共
办理各类土地证书 １２１５５本，土地总面积 ２３９６
万平方米，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１１７３０本，土地
面积２２１６万平方米；完成１０份土地勘测定界报
告书确认，土地面积 ６９７９万平方米；完成辖区
２０１３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和３３个遥感监测图
斑的复查核实工作；做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土地

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开展长丰街东

风村、常码头村、易家街易家墩村和舵落口村的

“城中村”改造基础数据调查复核工作；全年接待

各类土地登记咨询、公开查询８００余人次，出具土
地登记资料查询结果３７５份。

【征地拆迁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完成
征地前告知、确认、听证１３项，面积５２４６公顷；办
理征地项目３４项，面积１０１１公顷，其中，办结２５
项，面积５８７７公顷；负责拆迁安置资金监管１９项，
涉及６个项目共１９９１２万元（货币补偿款和过渡
费）。农民征地补偿全部安置到位，无一例拖欠、截

留、挪用征地补偿费的事件发生。

【法规监管】　２０１４年，口区共有疑似违法用地图
斑３２个（合并为１７宗），监测面积１７２５公顷，涉及
耕地５４５公顷，监测结果无违法用地图斑，按时完
成辖区土地卫片执法任务。年内，口国土规划分

局对４０项批后管理项目进行严格的跟踪管理，处理
违法建设６起，面积４万平方米，批后违法建设发现
率、查处率１００％。行政处罚６件，行政处罚档案合
格率 １００％。收取罚没款 ９６７６２万元，配套费
４８４６万元。精心组织“６·２５”第２３个“土地日”宣
传及“８·２９”测绘法宣传工作。

【历史街区保护】　２０１４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协助
市规划院编制完成《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实施规划和

修建性详细规划》，加快推进口区历史街区、历史

地段和风貌区保护工作。根据《武汉市城市紫线专

项规划》和《武汉市历史保护建筑保护范围划定规

划》，会同区文化局对照“规划一张图”原紫线保护

范围内的历史街区、地段、风貌区进行全面核实，对

２７处建筑本体及保护范围逐个现场比对核实，确认
保护建筑和保护范围线。对新发现和增加的保护目

标福新面粉厂旧址、轻汽办公楼、天主教圣母会旧址

等进行梳理分析，增补了紫线保护。

【古田生态新区规划】　２０１４年，口国土规划分
局协调相关部门编制的古田生态新区规划通过市

国土规划局技委会审查。６月 １２日，市国土规划
局盛洪涛局长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口区召开联

席会议，原则同意规划方案。规划成果已基本纳

入新一版控规。

【议提案办理】　２０１４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共承办
市、区级人大政协议提案２１件，其中主办的涉及用
地产业规划、项目建设、社区用房等方面的４件议提
案都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完毕，实现走访率１００％，回
复率１００％，满意率１００％；

（陈　磊）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简称口区房管局）围绕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物

业服务“电视问政”整改落实、重点项目房源筹集、

房地产市场调控、房屋全生命周期和安全管理、优秀

历史建筑保护等目标任务，克难攻坚、奋力作为，积

极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新成绩。同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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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全区经济社会

平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４年，口区房管局大力推进招商
引资，相继引进名流置业有限公司、中民正承工贸有

限公司等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青晨物业公司、丽家缘

房地产经纪公司、中恒盛朗房地产经纪公司、武汉嬉

空间古田艺术中心、汉正常青地产有限公司等房地

产关联企业。年内，恒久置业有限公司、凯立物业有

限公司、长华置业有限公司完成税收５００万元。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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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物业有限公司邻里中心项目完成投资 ５０００万
元。全区房地产项目商铺都已建成，区房管局积极

配合相关部门实施规范管理。

【保障性住房】　２０１４年，口区房管局把建立健全
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列入关注民生、惠民爱民、构建和

谐口的重要内容。在加强房源清理和规范管理的

同时，出台全区动迁安置房源管理办法，为全区年度

指令性计划和市政建设确定项目筹集安置房源。全

年为汉正街东片、四中周边改造、地铁６号线、内燃
机宿舍片以及古田五路、长丰大道等重点工程和市

政工程项目提供动迁安置房、限价安置商品房和

“城中村”改造剩余安置房源共３３５８套，为顺利推
进全区项目征收提供有力保障。

年内，口区房管局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的意见》和《市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的通知》

要求，共分配廉租房２０１７套、公租房１０３２套，发放
租金补贴１１３０万元，补贴户４７７５户，新增补贴户
２８０户，住房租金补贴实现应保尽保，各项指标均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房产权属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房管局以房屋测
绘成果和产权产籍规范管理为契机，认真履行房屋

交易与权属登记管理职责，加强权属登记规范化管

理。全年完成房地产转移登记办证１２万起，建面
１００２７万平方米。完成房地产抵押登记７７１８起，
建面２１５７万平方米。严格控制房屋交易和产权登
记管理，全年未发生一起差错。执行房地产市场政

策，加强房地产市场规范化管理。按照市局《关于

开展房屋产权登记发证及买卖合同备案管理专项检

查的工作方案》要求，建立办案监查制度。抽调专

人成立局内部办件监查专班，规范监督检查纪律，实

行案件自检、互检、抽检三级检查制度，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堵塞漏洞。认真执行存量房交易计税机评

价格标准，实现网上合同备案规范化管理，优化审批

流程。同时对非住宅类房屋联手税务部门制定房屋

交易评估基准价，确保税收及时足额征收入库。

年内，口区房管局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两

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有土地使用证）历史遗留问题，创新方法，主动

作为，全力推进“解遗”工作进度。建立“解遗”工作

联络网，及时交流解答办证中遇到的难题；加大“解

遗”工作宣传力度，印发工作手册 １５０本，宣传单
２０００余份，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通过对全区各街
按社区、栋号逐一排查，确定“解遗”项目 １５起、
３１８９套（户）、建面２５１３万平方米。

【物业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房管局为兑现“电视
问政”整改承诺，提高物业服务监管质量，落实前期

物业管理招投标制度，对３个新建住宅项目实行招
投标备案、对９８家物业企业加强资质管理，下达整
改通知书７６份。年内，１１３个住宅小区项目经理人
全部培训持证上岗，“四公开一监督”制度全部上

墙。建立健全物业服务质量考评制度，打造物业企

业信用管理平台，８２家物业企业录入信用信息系
统。畅通２４小时投诉热线，建立处理、转办、处置、
回访、督办５个环节全程监管工作机制，下达限期整
改通知书７００份。全年受理投诉案件５０８件，回复
率１００％。截至年底，全区１７个重点问题小区基本
整治完毕，１００多个物业小区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房屋安全鉴定】　２０１４年，口区房管局严格执行
房屋安全鉴定标准。提高危房巡查和监控力度，在

重大节日和恶劣气候时组织人员配备房屋紧急救援

设备，对全区３３５栋危险房屋实施安全巡查，对１０２
栋Ｄ级危房进行督修，在册危房监管率１００％。为
保护历史建筑，完成老同兴酱园遗址优秀历史建筑

推荐申报工作。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房屋基础信息采

集调查，逐步建立面向房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

现已完成荣华街幸乐社区７１栋房屋的基础信息采
集工作。对武汉四中周边１６栋房屋开展的立面整
治已完成入户调查测绘进入工程设计阶段。

【公房管理】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房集团）管理直管公房１７５１栋、２０５４０
户、面积９５４６万平方米，全年收取租金１５４５０２万
元。加快低保户租金核减办理流程，实现当月申报、

当月核减，共为６２３户低保户减免租金１４４９万元。
为５９９户住户办理有偿转让或调换手续，收取有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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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口区环保局召开湖泊水质达标修复工作推进会

让手续费７１１６万元。

【公房维修】　２０１４年，房集团通
过实地查勘，按轻重缓急编排维修

计划，重点解决危旧房屋维修。全

年房屋维修耗资４７２８７万元。其
中大修１７栋，面积３８３８平方米，金
额１７０７９万元；中修 ７栋，面积
１２１１平方米，金额 ２５９２万元；专
项维修金额８８０９万元，小修费用
１８８０７万元。大、中修主要用于房
屋排危、屋面治漏、改造沟管道、更

换老化电线及零星维修等。小修主

要用于文明创建、疏捞沟管道、窨

井、化粪池及门窗维修等。对部分

维修资金缺口较大的房屋采取局部排危、打点支撑并

本着对住户负责的态度加大监管力度。

２０１４年，房集团对辖区内直管公房及所属物
业公司管理的９８个二次供水水箱和４７个蓄水池进
行每年２次的例行清洗、消毒和检测，维修了部分破
损水箱及蓄水池，切实保障居民用水安全。

年内，房集团投入资金５７９万元对宝善和观
音阁农贸市场改造提档升级，湖北省《党员生活》杂

志专文报道了观音阁市场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等相继报道观

音阁市场的便民措施；武汉市副市长秦军对观音阁

市场改造升级给予充分肯定。

（肖腾芳　张　晶）

环 境 保 护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环境保护局（简称口区
环保局）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领会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创建国家和湖北

省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抓手，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确

保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为口跨越发展、转型发

展作出新的贡献。

【口区２０１４年环境状况公报】　２０１４年，口区

环保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发

布《２０１４年口区环境状况公报》：
一、空气环境质量

２０１４年口区共监测空气环境质量３６５天，其
中２６０天空气质量为优良，占全年天数的７１２％。
监测结果表明：辖区空气中二氧化硫年均值为

００２２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００１８毫克／立方
米，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级标准；二氧

化氮年均值为００５７毫克／立方米，与上年持平，符
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级标准；可吸入颗粒

物年均值为０１２４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０００２
毫克／立方米，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级
标准０２４倍。影响空气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为
可吸入颗粒物。全区降尘年均值为７０５吨／平方千
米·月，比上年上升１７６吨／平方千米·月。全区
降水ｐＨ年均值为５４９，比上年下降０８７个单位。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

（一）河流水质

全区河流水体为汉江口段，根据《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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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湖泊水质

全区有张毕湖、竹叶海２个湖泊，按照《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及监测指标评价，执行Ⅳ类水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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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年内竹叶海因湖泊治理未开展水质监测；张毕

湖水质现状总体较差，未达到Ⅳ类水质标准，主要超
标项目为总磷、总氮、氨氮和化学需氧量。

（三）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

２０１４年，汉江宗关水厂水源地水质所有监测项
目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水质达标率为

１００％，与上年相同。

　　口区环保局工作人员监测区域环境噪声

三、声环境质量

（一）区域环境噪声

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评价，全区全年昼间区

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５４７分贝，与上年持
平，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二级，评价为“较

好”。在区域环境噪声声源构成中，生活噪声源占

６４５％，交通噪声源占 １９４％，工业噪声源占
６４％，施工噪声源占９７％。

（二）道路交通噪声

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评价，全区全年昼间道

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６９９分贝，比上年上升
０２分贝，道路交通噪声强度为二级，评价为“较好”。

四、污染物排放及处理状况

（一）废气

口辖区全年工业废气排放总量０９５亿标立
方米，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１３３５吨，工业氮氧
化物排放量 ９７８吨，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５３８
吨，拥有工业废气处理设施３台（套）。

（二）废水

全区全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１７４４万吨，其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为：化学需氧量１１４９吨，氨氮２５９
吨。全区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１００％，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５４０％。
（三）工业固体废物

全区全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量０４１万吨，综合利用量０３８万
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９２７％。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２０１４
年，口区环保局根据武汉市下达

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和省、

市环保局有关总量削减的要求，制定全年主要污染

物总量减排工作方案，完成辖区三环线以内燃煤锅

炉改燃工作，积极推动化工企业搬迁工作，充分发挥

环境影响评价的把关作用，切实控制“高能耗、高污

染、资源性”项目入驻区内。全年化学需氧量、氨

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比２０１０年分别消减
２０８％、１３７％、３６８％和 ２７７％，超额完成 ８％、
８％、２０％和２０％的年度目标任务。

【搬迁企业土壤修复】　２０１４年，口区环保局按照
节约时间、控制成本、保证质量的要求，对企业搬迁

过程中的环境安全、土壤及地下水详查和修复工作

实施全程监管，随时跟踪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监测数

据，不定期实施样品平行抽检。年内完成远大制药

地块土壤详查工作，并积极推进即将搬迁腾退地块

的土壤详查与修复，争取古田搬迁地块及早开发再

利用；完成《武汉无机盐化工厂及武汉环宇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腾退遗留场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方案》

专家评审工作和远大制药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详

查工作，启动原洲际工业园地块的土壤修复。

【大气污染防治】　２０１４年，口区环保局制定并实
施《口区２０１４年改善空气质量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全面开展辖区改善空气质量工作；大力开展二

环线至三环线内燃煤锅炉烟尘污染综合整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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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改燃７７台；完成居民餐饮油烟
治理９３１户；对古田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周边污染
点位开展摸底排查并进行现场检查，制订《口区

古田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周边区域大气污染综合整

治工作方案》《口区大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并在武汉网球公开赛期间对未按要求停工的建筑工

地在全区予以通报批评；启动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工作，制定《口区黄标车提前淘汰更新工作实施

方案》，完成上门抽检１７５台、路检１２６台，上路查处
冒黑烟机动车２２２台，下达处罚文书２００份。同时，
在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机动车环保窗口（黄标车提

前淘汰更新补贴窗口），核发绿标车５１３６台，已有
３３８台机动车完成提前淘汰全部申报程序，发放补
贴资金约２５０８万元；完成武汉大隆燃气投资有限
公司古田一路加油站、武汉海工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海工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制定烟（粉）尘污染治理

工作方案，对全区工业企业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对存

在问题的企业要求其及时整改到位。全年共受理上

级专项督办件１１件，全部做到及时处理、按时回复。

【水污染防治监管】　２０１４年，口区环保局制定
《口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隐患整治工

作方案》，对宗关水厂、琴断口水厂、国棉水厂水源

保护区口岸实施环境安全隐患综合整治和长效管

理，完成清除、迁移水源保护区内所有与供水设施无

关的建设和种植养殖，定期巡查管控，取水口的附近

垂钓捕捞现象，完善饮用水水源隔离防护工程，加强

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的监测，确保汉江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继续保持１００％。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２０１４年，口区环保局共审
批建设项目９６项，项目总投资４３９６亿元，其中环
保投资１０４亿元。不予受理４项，“三同时”（建设
项目中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验收４９项，建设项目环评
执行率、“三同时”执行合格率、限时审批率均达

１００％。同时，开展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
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对未落实“三同时”的单位责令

其停建、停产，杜绝未批先建、边批边建等现象。区

环保局按时上报项目审批月报、季报和年报，保证法

律法规的贯彻执行。

【查处环境污染投诉】　２０１４年，口区环保局共受
理各类环境污染投诉 ６３７件，办理率、回复率
１００％，未发生因环境问题导致的群体事件。监督检
查辖区重点污染单位污染处理设施，对４台（套）污
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实施动态管理。年内依法查处武

汉无机盐化工有限公司将生产废水排入市政管网的

违法行为，环境违法行为查处率１００％。

【环境安全保障】　２０１４年，口区环保局为消除辖
区内重点行业的环境安全隐患，把化工搬迁企业、涉

重企业、涉放射源单位等作为监管重点。督促化工

搬迁企业建立安全管理机构，明确其主管领导和专

职管理人员负责拆迁期间的环境安全工作。加大危

险废物的监督检查，对辖区３５家产废单位开展排污
申报登记，严把危废处置（转移）预审，对企业需处

置（转移）的危废种类数量、处置单位资质和运输单

位资质进行预审，坚持处置（转移）一批次预审一批

次。全年共审批危废转移４批次、５个品种、１９２吨。
危险废物处置率１００％。同时，进一步加大对辐射
工作单位的监督管理力度，督促其办理辐射安全许

可证，确保办证率１００％。

【绿色创建及环境宣教】　２０１４年，口区环保局按
照市绿色社区（小区）创建要求，完成古田街汉口春

天社区和宗关街井南社区市级绿色社区创建，以及

东方红第二小学、古田路小学、建乐村小学、双环小

学、南垸坊小学、水厂路幼儿园、市四初中７所市级
绿色学校的复查工作。古田街汉口春天社区许承伟

家庭被评为武汉市第七届绿色（环保）示范家庭，李

小兰等６户家庭被评为武汉市第七届绿色（环保）
家庭，１８所学校１０７名学生被评为年度武汉市环境
小卫士，对５家环境友好型企业进行表彰授牌。此
外，组织召开口区２０１４年纪念“６·５”世界环境
日暨创模工作推进会，联合区教育局在十一滨江初

中举办以“创模”为主题的武汉市青少年大赛，向全

区机关、企业、社区、学校发放《创模手册》和“６·５”
世界环境日宣传品等资料万余份。

（郑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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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务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水务局以“统筹规划、强化
监管、夯实基础”为工作指针，践行“加强生态建设”

“改善民生环境”的核心理念，狠抓竹叶海湿地公

园、汉江公园和排水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实施监督管

理，创新管理机制和理念，努力加快口水务的转型

发展。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日，湖北省人大代表视察汉江湾体育公园建设

【防汛备汛】　２０１４年，口区水务局研究制定防洪
设施安全及汛前检查工作方案，对全区２５２５千米的
河道护坡、脚带、防洪设施进行拉网式查险。强化对

辖区３大险段、１２处深井、２８座通道闸口、２２处穿堤
管道，２７处人防工程、１处５００米范围内在建工地的
检查，共排除各类防洪隐患７处。完成舵落口水文站
下游水毁护坡修复工程、宗关水厂水毁工程上游护坡

以及脚带修复，制定宗关水厂专防堤段除险方案。强

化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充实调整区防汛排渍指挥部

机构，与 ２８个闸口（其中 １３个钢闸门，１５个叠梁
闸）、２７个人防工程、６家深井、１８家穿堤管道责任单
位签订责任状。加强防汛储备物资的全面核查、登记

造册和涂漆标注；保养和调试１３座钢闸门、防汛光
缆、应急发电机，确保设备运行良好。

【堤防建设改造】　２０１４年，口区水务局全力推进
汉江湾体育公园建设，其中，占地６５万平方米的体
育休闲区主体工程年内基本完成。该体育休闲区包

括１个羽毛球馆、４片门球场、８片
网球场、１个健身长廊、１个木长
廊、２个凉亭和 ２个活动广场，位
于古田三路的公园主入口改建后

也投入使用。

【排水设施建设管理】　２０１４年，
口区水务局注重疏捞维护实效，

排水设施维护服务重心下沉到基

层，依靠街道、社区群干力量，切实

提高排水设施维护效率。４月，区
水务局公开向社会承诺，并公布

２４小时值班电话，１１名排水管网联络员主动与街道
对接，对全区公共排水管道堵塞、井盖损坏和缺失等

投诉力求做到１小时内到达现场，４８小时内处理完
毕。全年排水投诉率比上年大幅下降，接处警率

１００％，满意率达９５％以上。
２０１４年，口区水务局加大排水基础设施建

设，完成主次干道排水管涵清淤疏浚工程立项及初

步设计审批；完成３０个社区共７９５米的排水管网改
造；完成新建排水管网 ９５千米、污水管网 ３９千
米。对汉正街、太平洋、建一路、舵落口等重难点地

段排水管网反复开展疏捞与绞管工作；完成荣华街、

汉中街、汉正街等９个街道１２６个排水问题整改工
作；深入社区１３０多次开展窨井盖摸底调查和上门
服务。

【湖泊保护与治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水务局严格落
实岗位，深化责任，加强巡查，严密监控，确保湖泊保

护、蓝线控制率１００％。印发《关于完善湖泊保护管
理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和《口区湖泊责任状》，明

确相关职能单位、街道的工作职责；落实湖泊巡查各

项制度，联合环保、城管、园林、街道等定期或不定期

巡查湖泊，每月巡查不少于１０次，分管领导参与巡
查不少于２次，力争第一时间发现、制止、报告涉湖
违法行为。全区全年共巡湖２４７次，有效遏制违法
填湖、违法排污和违法施工等行为的发生。年内，竹

叶海湿地公园核心区建设基本完成，共栽植乔木

１３１８株，灌木 １９６５株，桂竹 １３６９４平方米，毛竹
７００平方米，铺草坪８２万余平方米；完成木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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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２日，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成员参观汉江湾体育公园

砂石道路、片石嵌草路铺设，新建长块石嵌卵石道路

７７０平方米和青石板汀步路６８０平方米。
（尹　芳）

园 林 绿 化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园林局围绕建设“现代商
贸强区、美丽生态口”目标，以实施“一会、一堤、

一带、一道、一路和绿化板块”等６项园林重点工程
为抓手，着力在“建精品、求精细”上下工夫，多措并

举推进全区园林绿化工作。全年全区新增绿地

１０１８万平方米，植树５１万株。

【群众绿化】　２０１４年，口区园林局结合口绿化
现状，有效提升城区绿化品质，创新思路，多渠道建

设城区绿化。

启动“我的园博我的家”主题活动。制定主题

活动方案，召开专题会议，明确相关部门和街道的任

务和职责；对园博会址周边紫润南、北社区送菊花

１５万余盆，布景２个，受到社区居民的好评；完成
紫润南、北社区，华生汉口城市广场社区、丰竹园社

区、天顺园社区和常码社区等１０个社区的绿化提档
升级；开展青少年绘画比赛、惠民文艺演出、参观植

物园、新建科普长廊、主题班会、书画摄影大赛等丰

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弘扬园博精

神、展现园博文化魅力。

继续实施铁路沿线防护绿地

建设。已完成古田一路涵洞两侧

及城华路以南、汉丹铁路以北区域

８万平方米绿地建设。
加大重要节点景观绿化建

设。全力打造舵落口小森林（宜

家小森林）、古田二路等重点部位

绿化景观。

实施园林小景和花境建设。

分别在南泥湾大道古田四路口、解

放大道江发路口、沿江大道双厂

巷、宜家小森林中段、张毕湖路三

环匝道口等５处新建园林小景；完

成２处花境建设，分别是宜家小森林绿化面积３０００
平方米，沿河大道宗关花境绿化面积２００平方米。

【专业绿化】　２０１４年，口区园林局科学规划、精
细施工，不断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推进园博

园及周边道路绿化建设。“一会”建设（园博园）：园

区内口区域地面各类建（构）筑物１６２万平方米
全部拆除，５９座坟墓迁移完毕，已提交净地给市园
博会筹备工作指挥部实施建设；完成园博园周边长

风路、长顺路、城华路等４条道路的绿化提升。“一
堤”建设（张公堤）：已完成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２１
万平方米的拆迁任务，即将形成森林景观。“一带”

建设（三环线口段）：对已建三环线５０米绿化带
（面积为４５万平方米），配合三环线道路改造进行
绿化提档升级，补充植物，封堵缺口，绿化效果显现。

同时，已完成三环线外侧生态隔离带建设１０万平方
米，形成最美生态绿廊。“一道”建设（江发路绿

道）：已完成３８千米，新建绿地２０万平方米。“一
路”建设（重点道路）：已完成南泥湾大道、京汉大

道、建设大道、工农路、解放大道、古田正路、古田一

路、古田二路、古田三路、古田四路等１０条道路的绿
化改造提升。着力推进张毕湖公园和竹叶海公园建

设。张毕湖公园改建３０万平方米：张毕湖公园已完
成借地、拆除搬迁１９万平方米，并签定租地协议，
完成总体方案认证，地面附着物已全部拆除，现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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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口区园林局在口公园向市民宣传《武汉市城市绿化
条例》

成公园临三环线一侧绿化建设约５万平方米。余下
公园建设正按计划工期稳步推进。竹叶海公园新建

２０万平方米：竹叶海公园地面附着物已全部清除，
已完成２３３公顷退田还湖及环湖绿化建设。

【绿化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园林局以精细化为目
标，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实施精细化定位、建立标

准化作业导则；加强巡查、督办机制的落实；加大养

护管理的投入，推进专业养护全覆盖。以专业化养

护的无缝链接，实现养护管理的规范化，以规范化确

保精细化。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园林绿化法律

法规和园林绿化建设，不断增强广大市民知绿、爱

绿、护绿、植绿意识，形成全区上下积极参与、自觉维

护、主动监督、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周芷卉）

城 乡 统 筹 发 展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
（简称口区统筹办）以实现口转型发展、跨越发

展为主导，以落实“三件大事”为抓手，稳步推进土

地整理储备工作，探索完善征收管理体制，项目征收

机制有所创新，土地挂牌力度不断加大，为促进全区

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征收拆迁】　２０１４年，口区共
实施国有土地房屋征收拆迁项目

２１个（含结转项目），完成房屋征
收拆迁面积 ８９５９万平方米、居
民７１６９户。

旧城改造项目成果明显。全

年共完成房屋征收拆迁 ４２２５
户、６５４５万平方米，其中，汉西
建材片公告挂牌，四中周边改造

片完成全部征收，汉宜路片签约

率达９０％；内燃宿舍片启动预签
约工作；有机实业片、海尔电器厂

片完成厂区收购；地大汉口分校

片完成校区征收；汉正街银丰片

项目由上海复毓有限公司成功摘牌，成为首宗入

市地块；汉正街东片重启拆迁，签约率达８９９６％；
长江食品厂东片施工断面交付长江大道建设单位

使用；汉正街区域形成了重点项目突破、其他项目

适时推进的格局；古田化工区转型步伐加快，搬迁

启动片的收购拆迁基本完成，搬迁启动片一、二期

地块完成供地后已动工建设；三期完善规划设计

和招商同步开展；四、五、六期地块基本完成收储

任务，进入实施腾退和拆除阶段，古田地区即将告

别化工时代，城区功能整体提升。

【土地整理储备】　２０１４年，口区统筹办遵照《土
地管理法》和上级有关土地市场管理的系列政策法

规，严格规范土地市场交易行为，积极推进土地挂牌

出让，全年共挂牌出让汉西建材片、江家墩片、银丰

片等８宗地块，涉及土地面积５８公顷，成交总地价
１２８３２亿元，可规划建设住宅８６８万平方米，商业
公建１０８４万平方米。为加大土地储备力度，年内
储备土地项目２５个，总用地面积９９２公顷，预计总
投资１２８５亿元，为区级经济的健康发展积蓄后劲。

【项目监管】　２０１４年，口区统筹办不断创新项目
征收机制，借鉴成都市“模拟拆迁”经验在古田街内

燃片试行“模拟征收”，按照“群众的事群众办”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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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拆迁“决定权”交给群众。截至年底，内燃片项

目预签约率超过９０２％，生效率达到８５％，已进入
组织补偿资金兑付阶段。年内，在韩家墩街四中和

一聋校项目探索新的代办机制，明确街道指挥部为

征收主体，发挥代办公司的专业作用，动员群众参与

征收，以增强征收透明度。同时，加强项目监管，建

立第三方机构选定、清退机制，恪守第三方机构准入

门槛，严格执行征收拆迁项目招投标规定，将第三方

机构涉及的征收调查、代办、评估及旧房拆除、渣土

清运等纳入政府采购和采标并严格管理。对征收项

目实行全过程跟踪审计，完善项目推进奖惩激励机

制，强化问责追究机制，确保各类项目按照量化进度

有序有效推进。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０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光清（右二）调研口区“三旧”
改造工作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统筹办加强廉政建
设，端正党风政风。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征收拆迁

项目从业人员为基础，以廉政教育为主线开展反腐

倡廉宣传教育，先后组织全员及全区征收拆迁项目

第三方机构人员参与法院庭审，现场零距离接触违

法案例的审判，邀请区纪委领导上廉政专题党课，从

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加强制度建设，巩固

整改成果，全年制定、修订机关内部管理制度１８项，
会同项目实施单位出台重大项目配套制度５项，内
容涵盖统筹办人、财、物、事及全区重大项目的科学

规范，切实做到了用制度管人管事。

（毛书午）

建 筑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筑管理站（简称口区
建管站）坚持以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为核心，强化

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联动监管，扎实推进安全质量

标准化、监督工作规范化、监管信息化、管理差别化，

开创建管工作新局面。全年全区在建项目６３个，单
项工程３６１项，建筑面积６８７８万平方米，工程造价
约１３８４亿元，完成建安税收４４２３７亿元，其中重
点项目实现税收 １６６４３亿元，重点企业实现税收
２７５９４亿元，区内项目属地纳税率１００％。

年内，区辖建设项目预拌商品混凝土使用率

１００％，预拌沙浆使用率提升至７０％。

【招投标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管站监督管理房
屋建筑工程招标项目４６个标段，建筑面积２７００４
万平方米，造价合计４８１７亿元；监理招标共２２个
标段；设备材料招标２１个标段；应公开招标的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公开招标率１００％；招投
标项目全过程监督管理无差错。全年接收建设工程

招投标资料１０３件，基本实现资料完整、数据准确、
整理规范和归档及时。

【工程造价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管站对全区工
程施工合同审查备案率１００％。在４６个标段合同

备案中，土建３７个，市政９个，总
建筑面积 ３１６５２万平方米，合同
总造价４９１４亿元。全年工期在３
个月以上的４６个建筑工程项目都
建立《武汉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价

款履约管理手册》，建册监管率

１００％。结算审查备案的 １５个项
目，全部依据造价咨询机构结算审

查报告并结合市造价站有关文件

进行依法依规管理，工程项目竣工

验收前核查现场并严格审查结算

书和审计报告。

【文明施工】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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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５日，口区建管站召开全区建设工程三季度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会

管部门严格按照文明施工“八条标准”加强对裸露

土覆盖、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清理、围墙高度及维护、

进出道口硬化、进出车辆冲洗保洁及生活区保洁等

实施全面管理。在辖区建设工地持续开展创建、创

卫、创模宣传教育活动９６场，发放宣传资料４２０余
份，悬挂横幅、标语３００余条，喷绘宣传广告７２处，
临街在建工程围墙靓化３万余平方米。年内，还联
合卫计委为工地管理人员举办“病媒生物防制及健

康教育”培训会，开展工地“除四害”活动。

【建筑质量监管】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管站，严把工程
质量关，下辖的建筑、市政工程监管率１００％，确保全
年无重大质量责任事故发生。全区全年竣工验收工

程３７个（未备案），验收合格率１００％；受理质量投诉
２７起，投诉回复率１００％；工程竣工备案１２６项，备案
率１００％。创无质量通病工程率８８％，创市结构优质
工程６个、省结构优质２个，优质工程６个，质量黄鹤
杯６个。全年坚持对各方质量行为和实体质量进行
检查抽查，及时下发整改通知书并督促其整改落实。

有效提高参建各方的质量责任意识，工程质量总体水

平逐年提升，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

【墙体改革与建筑节能】　２０１４年，口区受监工程
项目已进行墙体节能验收备案项目１０１项。辖区内
所有新建工程全部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新增建

筑节能达到１６６４９万吨标准煤能
力；古田生态新区核心区域被定为

绿色生态集中示范区；新建绿色建

筑２项（ＣＢＤ楚世家２７万平方米、
中民仁寿里１８８１万平方米）；新
增可再生能源应用面积 ２６５２万
平方米，推进既有节能改造公共建

筑和居住建筑２栋（中百仓储古田
购物广场、葛洲坝酒店）；新增大型

公共建筑节能运行能耗检测管理

系统５栋（武汉汉正瑞鑫酒店、武
汉市第一医院、普爱医院、湖北省

中山医院、中百仓储古田二路店）。

竣工项目全部办理建筑节能竣工

验收专项备案手续并严格按照有关政策征收墙改专

项基金。

【建筑工程安全监督】　２０１４年，口区受监工程安
全生产监督覆盖率１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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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次开展
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治理，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监

督检查２３８７次，查出安全隐患２７６８条，下达限期
整改通知书和停工整改通知书２７１份，约谈２１个项
目的参建各方，处罚３５项违规违章行为，处罚金额
共２２９万元，违法案件处罚结案率１００％。年内有
９家单位被市建委安全生产曝光台曝光，４家建筑起
重设备安装单位被列入市建设市场不良行为公示，

全年全区对在建项目公布了４期红黑榜。全区建筑
项目没有发生因公死亡责任事故。

【建筑安装企业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建管站管理
企业１９０家，走访企业８４家，接待企业咨询及办理
业务１９３余项，完成目标任务１００％。积极引导区
属建筑安装企业做大做强，年内已完成１５家企业的
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资质初审和１３家企业
的升级、１０家企业的增项工作，申报注册建造师１２９
人，推动辖区建筑业平稳发展。

（靳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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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用 事 业

供 水

【概况】　口区供水服务责任单位为武汉市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汉口供水部。２０１４年，口区供水服
务面积为 ４１４６平方千米，供水服务人口 ７２５万
人。汉口供水部下属的口营业所、管线所、维修工

程处、二次供水泵站管理所、漏水控制所等５单位联
手为口地区供水提供服务。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口
区共有在册水表２０７８万只，其中计量地表２３２万
只，户表１８０２万只，考核表４３７２只。口区直径
１００毫米及以上管线总长约 ６８０千米，阀门 ７６４３
台，消火栓１７３５台，公益取水栓１３７台，水箱１１２９
座，小区转压站２１座。

【供水服务】　２０１４年，汉口供水部围绕年度目标任
务，以全面完成经营目标为中心，以实现对外承诺服

务为重点，以推行绩效考核制度为抓手，创新思维、

攻坚克难，圆满完成核心经营指标。

２０１４年，汉口供水部为提高服务质量和迎接
《武汉市窗口行业满意度测评》，在上年对宗关营业

大厅进行标准化装修升级、实现触摸屏查询机硬件

升级、新增“热线系统”跨区域（部门）查询和诉求登

录、老用户抄收到户跨区受理等服务功能的基础上，

在营业大厅新设“学雷锋”青年志愿岗，实行青年职

工轮值机制，通过实施更新客服人员头饰、丝巾及工

作鞋，细化客服接待回复规范，改进宣传展架、便民

服务箱等硬件设施，大厅电子显示屏每日公布计划

停水信息等措施，为用户提供贴心服务。同时，坚持

每日大厅晨会和干部接待制，最终在测评中获得较

好的好成绩。

２０１４年，汉口供水部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推进
欠费的清理、函证和追缴工作。口地区重点解决

了武汉制瓶厂历史欠费问题；宝丰二路桥开还建楼

１８０余处居民集体表欠费问题，通过寻求区委、区政
府职能部门配合，收回了历史欠费，并对该处实施了

一户一表抄收到户。

２０１４年，汉口供水部全年受理口地区信访
１２９件，其中，市长专线６件、市长信箱３件，行风连
线２件，治庸办８件，武水在线网络信息１１０笔，年
内全部办结完毕，完成率１００％。
２０１４年，汉口供水部累计完成口区供水热线

工作单２４４万笔，回访 ７３３４笔，联动“１１０”出警
８２５笔次，管网调度办理计划性停水５３笔，全部处
理完毕。

【基础建设】　２０１４年，汉口供水部为配合口区城
市基础建设及市政重点工程施工，加强对施工工地

供水保障、管网安全的巡查工作，对口地区可能影

响到供水管道安全的工地实施管道监护。根据工地

现场的管道及开挖情况，分别制定１天、３天和５天
不等的监护周期，并安排布置每天所需要巡护的具

体工地。整理施工区域以及周边的管网图纸，与施

工单位取得联系或者张贴警示通知，每个工地建立

管网巡护台账并根据管网安全情况调整巡查计划。

发放管网资料，张贴警示标语、标志，投递联系函，有

效保证工地内供水管网的安全。

年内，汉口供水部制定工作方案，成立工作专

班，加强漏损控制与治理。该部坚持每月监控封闭

小区管网的漏耗，完成小区封堵测算水量。年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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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治理，已经将部分高漏耗小区的漏耗率。

年内，汉口供水部联合新闻媒体，开展每周２次
的公益性用水巡查行动，通过巡查和新闻报道，口

地区实现全年公益用水抄见水量和收取水费双增

长。完成了巡查消防设施，对检查到的消防设施缺

损等故障问题均及时修复。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走进居民小区进行安全宣传

【惠民工程】　２０１４年，口营业所积极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着力打造惠民工程，让市民用水更放

心。４月３０日至５月３０日该所对所辖范围内东
方花城、省柴、轻机宿舍等小区内使用期满６年的
居民水表进行免费更换。此次更换的新表采用耐

腐蚀性更强、抗延展性更好的球墨铸铁作为表壳

材质，符合国家最新饮用水规范，将有效防止水源

的二次污染。同时，有效减少因水表设施老化及

堵塞引起的压力消耗，保障了用户用水压力不受

影响。此次工程不仅促进了“治漏降耗”工作进

度，增加了营业所售水量，同时深受广大用户的肯

定和欢迎。

（陈　铭）

供 气

【概况】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位于口区沿河
大道３５８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建设经营管道
天然气、其他管道燃气管网及设施，销售管道燃气燃

具及相关配套设备和提供售后服

务等。公司在口区京汉大道

３６８号金玉华庭和解放大道 １３４
号（古田四路轻轨车站旁）设有

“口店”及“紫薇店”２个天然气
综合服务中心，业务涵盖抄表收

费、新户办卡、零星户报装等多项

便民服务。２０１４年，武汉市天然
气有限公司被口区人民政府第

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授予

先进集体称号，员工张兰获评口

区优秀统计工作者，口区紫薇服

务中心一次性通过群众满意基层

站所复评。

【经营发展】　２０１４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稳步
推进企业创新发展，围绕“安全、服务、市场、人才、

效益”５大重点加强管理、深化改革，形成以点带线，
以线促面的发展新格局。公司全年实现天然气销售

量１２５亿立方米，销售收入３８７亿元。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４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深入
开展安全文化建设和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大消除违

章压占、铸铁管改造等隐患整改力度，完善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定期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充分发挥安全文

化对企业生产工作的引领和保障作用，为新老用户

提供安全、稳定的天然气供应服务。

２０１４年６月，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联合口
区人民政府、口区消防中队等单位在口丽水康

城小区开展首次大型户内燃气泄露抢修演练，旨在

预防和遏制天然气燃爆事故发生。公司通过演练强

化应对险情的快速反应机制，锻炼相关部门和员工

的实战应急能力，对维护公司安全运营，保障客户生

命财产安全，创建区域和谐供气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报装服务】　２０１４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将发
展老旧社区天然气用户工作作为重点民生项目，针

对气源偏远，施工不便等诸多困难，积极采取多项安

装服务举措，全力满足用户诉求，全年新发展老旧社

区用户７万户。口区长寿社区建成年代久，厨房
远离燃气管道，挂表施工困难，且小区独居老人相对

较多，对天然气安装使用少有了解，公司便主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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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社区负责人上门宣传有关知识和流程。为了方便

独居老人报装，公司与社区工作人员联手在现场受

理报装服务，确保天然气报装工作的如期完成。

（李　瑶）

交通运输与物流业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交通运输局依据辖区经济
社会发展状况，稳步推进汉正街物流整治、物流产业

转型升级、客运站周边环境整治、打击“黑的”非法

营运等重点工作，取得较好成效。截至年底，全区服

务交通运输行业有客运站２家，客运企业８家、货运
企业５９０家，维修企业 ７７家，规模以上物流企业
２６５家。

【运输市场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交通运输局强
化行业行政许可管理，全年办理货运企业年审４０３
户，年审率达 ８７９％，审验车辆 １５６７台，年审率
达８７３％。网上人工审核发放旅游包车客运标志
牌１８００张（省际６００张，市际１２００张）。受理道
路运输相关业务备案登记 １２４户，驾驶员诚信考
核签注８９１人次，ＧＰＳ运行轨迹记录抽查１５００余
车次。办理货运企业行政许可 ２５件。全年组织
各类道路运输市场突击整治行动２４次。考核２８
家二类维修企业的信誉质量，考核率８０％；二、三
类维修企业审核合格率达９５％。全年受理交通行
政执法处罚案件 ３８６件，其中黑的 ２４８件、面货
１６０件、面客８件，行政执法案卷全部合格，无一行
政复议、重大违法行为。

【“黑的”整治】　２０１４年，口区交通运输局稳步
推进“黑的”整治工作。全年开展４次为期２１天的
整治城乡结合部“黑的”行动，打击“黑的”３８０余
台；安置安抚并整治取缔残疾人非法营运活动，打击

非法营运车辆４５台，收缴残疾人顶灯７８盏。年内
整治专班共出动执法人员２３００余人次、执法车辆
６８５台次，累计打击“黑的”４８８台次。

【物流产业转型升级】　２０１４年，口区交通运输局
为培育本地物流业发展，由两家３Ａ级物流企业牵

头整合８家 Ａ级以上物流企业组建武汉众联达物
流有限公司；年内新引进规模以上的物流企业５家，
注册资金达７９００万元；蓝焰物流一期提档升级工
程中２１万平方米仓储配送中心已封顶，其中６６万
平方米仓储中心即将交付使用。截至年底，全区

４６９家物流企业中有规模以上物流企业 ２６５家，Ａ
级以上２４家。

【物流市场整治】　２０１４年，口区交通运输局为规
范物流市场秩序，共出动执法人员８００余人次、执法
车辆４００多台次对汉正街地区、西大门物流市场、皇
经堂蔬菜批发市场、化工搬迁区、沿河大道等区域开

展整治行动。关闭汉正街及周边金海酒店、丽晶酒

店门口、友谊南路、三特片等区域，取缔无证无照经

营点１１９户；汉西地区物流整治取缔香江家居周边
５处无证照物流经营门点和临时收货点；长丰地区
取缔西大门物流经营户４２户和交发驾校内物流经
营户１４户；沿河大道取缔陈家墩“三角区”经营户２
户，区内多处物流点已关闭。

【交通运输安全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交通运输局
按照“四不放过”（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

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

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原则，坚

持每季一次安全专题例会，每月一次安全检查，严格

安全生产资质审核，强化安全教育工作，全面贯彻落

实《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试行）》。推进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已完成２家危化品运输企业、
１９家一类维修企业、２家客运站达标工作。年内共出
动执法人员８０人次、执法车辆４０台次，检查车辆１５０
台次，排查安全隐患７８起、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７９５
起，并督促企业按期整改到位。持续开展安全培训，７
月对辖区内物流企业７０名叉车司机进行了安全培
训；８月举办第一期一类修理厂、客运企业等４６家安
全隐患排查培训班；１１月又举办第二期普通货物运
输及物流企业安全隐患排查培训班。

【客运市场周边整治】　２０１４年，口区交通运输局
强化客运市场监管，每周至少两次深入客运站督查

安全管理、文明服务、环境卫生；做好春运和“五一”

“十一”节假日驻站管理工作；加大对重点地段违规

·２３１·

·口年鉴·



车辆的查处力度，全年出动执法车辆１４６台次，８００
人次，检查车辆３６０台次，利用天眼系统登录口运
政网，查处违规经营客车４９台次，督办高速超速事
件６起和夜间违规营运１１起。坚持驻站管理，开展
客运站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和周边交通秩序专项整治

行动，督促客运站做好文明创建工作。坚持标本兼

治，针对体制机制漏洞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常态化管

理，全面提升长途客运站周边环境管理水平，维护全

区窗口地带整体形象。

（张　萍　王新刚）

邮 政

【概况】　武汉市邮政局口分局（简称口区邮政
局）地处武汉市中心城区，是武汉８大中心城区营
业局之一，下设３个支局１３个营业网点，共有员工
２０１人。２０１４年，口邮政分局充分利用和发挥自
身网点多、服务功能多及实物网、资金网、信息网

“三网”合一优势，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发展，履行邮

政服务职责，不断增强自身经营实力，全年经营创收

７０００万元。

【生产经营】　２０１４年，口邮政分局按照“转型发
展、竞进提质”总体要求，全区邮政经济呈现“规模

壮大、位次前移、增长提速、效益提升”的良好局

面，实现业务收入６６２１万元，代理储蓄余额规模
２６亿元，位居全省、市、县邮电局（邮政局、电信
局）第１４位。

【企业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邮政分局以开展党的群
众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纠“四风”、强作风、提效

率，在全体干部职工中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以参与

武汉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整治邮政窗口服务

突出问题，以客户为中心优化营销服务流程，企业管

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得到提高。年内，口邮政分局

被湖北省邮政公司评为“年度最佳服务单位”，口

邮政分局有３个营业厅被湖北省邮政公司授予“三
星级营业厅”，有１个网点被武汉市交委授予“学雷
锋志愿者示范岗”，有２名窗口营业员被武汉市共
青团授予“绿衣天使”称号。

【服务能力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邮政分局网点建设
能力显著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持续提高。年内，完

成汉水桥街网点、长丰街网点整体改造，长丰街网点

营业面积由１００多平方米扩大到４５０平方米，店面
设施全部采用国家邮政局最新标准，提升了邮政企

业形象，夯实了店面营销的硬实力。全年用户满意

度达到８６分，在武汉市文明办窗口群众满意度测评
中口邮政分局得分９６６分，排名第三，全年服务
零投诉。此外，口邮政分局为客户提供多元化服

务平台，如古二网点大厅设置儿童乐园，韩家墩网点

为附近武汉四中学生设立午间图书屋等，延伸了客

户服务需求。

【服务社会】　２０１４年，口邮政分局为体现邮政通
政、通民、通商的行业特征，坚持与街道社区开展爱

心帮扶文明共建活动。年内口邮政分局组织开展

“回馈社会———夏季送清凉”进社区放电影活动，进

入３１个社区为市民免费放电影；联合社区组织开展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的“爱心早餐大派送”活动；以

党支部为单位与社区党组织开展“双认领”活动，为

４名生活困难的帮扶对象长期进行慰问和帮扶，送
去企业的爱心。

（吴春霞）

电 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区分公司·

【概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区分公
司（简称中国电信口区分公司）位于解放大道２１７
号，是一家以移动通信网络和固定通信网络为基础，

为辖区居民、企事业单位、政府和国防单位提供移动

电话和固定电话语音、数据、图像及多媒体通信与信

息服务的国有企业，经营业务主要包括移动电话、固

定电话、宽带、ＩＴＶ电视、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信息咨询等。口区分公司内设办公室、营销

部、移动销售部、固网销售部４个职能部门以及政企
营销中心（下设政企行业部、政企商业部和政企校

园部等３个部）和分局（下设南垸、水厂、常码头、营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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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村、荣华西村等５个分局）。通信服务范围东起
武胜路、青年路、常青路一线，西至张公堤舵落口，南

抵汉江，北至张公堤三环线。２０１４年，中国电信
口区分公司获得“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省级文明单位”
称号以及“湖北省卫生先进单位”称号。

【业务经营】　２０１４年，中国电信口区分公司积极
推进企业转型战略和划小承包机制创新工作，坚持

“４Ｇ为主、３Ｇ为辅”的融合经营思路，积极开展移动
和宽带业务的发展，既向用户提供宽带业务服务，也

向用户提供移动业务服务，让广大用户使用通信有

更多更好的选择。区分公司全年重点业务经营趋稳

回升，发展质量明显提升，收入结构逐步改善，移动

业务收入比上年提升６６％，流量收入比上年成倍
增长。

【渠道建设】　２０１４年，中国电信口区分公司渠
道运营能力持续提升。区分公司根据武汉分公司

的渠道建设规划和口区渠道发展运营现状，为

更好地为区域内的用户提供便捷服务，对渠道布

点进行优化和调整，全年新增自有厅１个、合专厅
７个、零散店３０个。区分公司努力打造“政策、培
训、支撑、宣传、激励”五统一的专业化渠道运营体

系，提升渠道销售及服务技能。区分公司每月对

合专厅和零散店开展业务培训并适时开展劳动竞

赛活动，有效推动分公司的业务发展，形成社会与

企业的双赢。

【通信服务】　２０１４年，中国电信口区分公司持续
做好通信服务提升工作，坚持不定期检查各单位规

范管理的落实情况，杜绝“制度流于形式”。围绕中

心服务指标管控、中心服务业务协调管控、中心各类

服务投诉月考核、完成中心日常综合通信服务督导

及各类越级投诉协调处理、完成中心定责投诉分析

以及无主话单处理等重点工作强化服务管理。坚持

每季度进行一次服务工作分析，找出近一个月的服

务短板和差距，制定措施整改到位。经过努力，全年

区分公司装维投诉量由３８７件降到８４件，远低于武
汉分公司要求的月阀值１９１件的控制指标，自营厅
客户满意度月均达到９６％以上。

（罗红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口区分公司·

【概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口区
分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移动口区分公司）位于

口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汇丰企业总部７号楼，公
司内设综合部、渠道销售中心。主要经营移动通信

业务包括语音、数据、多媒体等。２０１４年，武汉移动
口区分公司重点业务收入增幅明显，主推４Ｇ手
机，推动移动４Ｇ业务快速增长，公司流量收入比上
年增长５５％，４Ｇ用户从无到有，占比超过１５％。同
时，公司坚决落实“宽带中国”战略，加强对宽带用

户的发展，为口区内社区用户提供便捷的宽带受

理及使用服务，并与广电开展业务合作，推出有线电

视＋宽带等家庭系列优惠套餐，有效提升社区宽带
服务，口小区移动宽带覆盖率达到７０％，宽带用
户增长２０％。

【渠道营销】　２０１４年，武汉移动口区分公司以
“加快转型、规模发展”为指导，渠道营销能力持续

提升。口区分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对渠道实行项

目人负责制，将渠道进行区域化管理。通过优化

管理，发展星级渠道及末梢渠道加大对客户的接

触面，更好服务于区域内的用户；通过为渠道代理

商提供业务培训，提升渠道的营销及服务技能，推

动公司经营业绩稳定发展。２０１４年，武汉移动
口区分公司获得武汉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双创”劳

动竞赛先进集体、武汉市人民政府“工人先锋号”

等称号。

【通信服务】　２０１４年，武汉移动口区分公司政企
客户中心实行精细集团服务，开展多样性的集团活

动，强化沟通，加强情感维系。客户经理日常拜访，

发挥客户经理在集团中的核心作用，加强与集团客

户间的联动作用，构建和谐友好的客户关系；上门服

务为集团客户提供便捷服务；节日关怀为集团客户

提供贴心服务；集团联谊加强集团与公司的友好沟

通。在政府企业信息化方面，着力发展专线业务，为

辖区内政府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基础网络服务，专

线业务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着力拓展４Ｇ应用，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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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４Ｇ物联网卡、云监控、教育云等新产品及应
用。紧跟区域经济发展步伐，为区域内政企客户量

身定制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为企业提升工作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创造条件。

【网络建设和维护】　２０１４年，武汉移动口区分公
司积极优化网络结构，跟进新建市场和小区，满足企

业发展以及用户需求。积极推进４Ｇ（ＴＤ－ＬＴＥ）网
络建设，用户手机上网可以达到４０Ｍ下载速率。同
时，积极提升宽带设备容量，分公司优化网络设备和

结构，并积极开展网络资源整治，实现互动电视 ＩＴＶ
平台升级及用户可用带宽达到１００Ｍ。

年内，武汉移动口区分公司及时保障网络

质量，调整重心维护架构，加强维护基础管理，为

维护工作提供保障。优化人员结构，明确员工职

责，将维护人员分片区对应到各类故障，确保故障

处理的及时性；严格落实维护作业计划，加强设备

的日常性维护和巡检，将故障压减在隐患中；定期

对设备清洁、现场管理、工程质量、跳线质量及装

移机资源准确率检查；对所有 Ｇ网基站空调进行
巡视和维护，加强设备抢修、及时做好客户装维服

务，确保网络安全，整体网络维护指标稳定，故障

抢修及时率稳定在 ９９％，重复告警控制在 ３％以
下；积极响应市场需求，提升政企客户服务保障水

平，集团客户专线抢修及时率１００％，故障历史平
均低于２小时。

（丁　娜）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口营销中心·

【概况】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口营销
中心（简称中国联通口营销中心）是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下属的区县分支机构

之一，位于建设大道１４２号湘商大厦Ｂ座７层，负责
口区域的联通业务发展与客户服务，设有３６个营

业厅，１６４个专营店，主要经营语音与数据业务、固
定电话、互联网宽带与专线电路业务、系统集成与信

息化应用业务。

２０１４年，中国联通口营销中心先后获评口
区“文明单位”“卫生先进单位”；公司分工会被武汉

市总工会评为“武汉市先进基层分工会”和“市级模

范职工之家”；公司党支部多次获得中国联通武汉

市分公司“先进党支部”称号；年内，公司顺利通过

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基础管理达标验收并获得全

省第二批检查单位第一名的成绩，顺利通过武汉市

档案局“档案规范管理Ａ级”达标验收。

【业务经营】　２０１４年是中国通信行业４Ｇ元年，中
国联通口营销中心作为４Ｇ通信运营商之一，采
用全球领先的“ＴＤ－ＬＴＥ和 ＦＤＤ－ＬＴＥ”混合网络
制式，依托全覆盖的无线基站，顺应通信发展趋势，

在口商圈和重点区域投资建设４Ｇ通讯网络，以
“双４Ｇ、双百兆”的优质网络服务于口区的公众
个人客户及集团单位客户。截至年底，共建立 ４Ｇ
基站２０１个，并拟在口区新建４Ｇ基站２０个，全力
打造“三网融合、光纤化、全覆盖”的新一代综合互

联网高速宽带网络；为集团单位提供集团短信、电话

会议、呼叫中心、视频监控、手机定位平台、移动 ＯＡ
办公、集团内部网络构建、一卡通等多类业务，满足

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化需求。

【服务社会】　２０１４年，中国联通口营销中心坚持
以人为本、服务大局、奉献社会的理念，在做好生产

经营与客户服务工作的同时，组织员工参与社会共

建共创活动。同时，中国联通武汉分公司口营销

中心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推行总公

司“移动宽带领先与一体化创新”战略，坚持快中求

好，坚持市场驱动，持续激发体制机制活力；坚持客

户导向，持续增强服务支撑能力，为口区域内企业

及公众信息化通信发展做出贡献。

（邱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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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管 理

发 展 改 革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
口区发改委）主动应对宏观经济新常态，正视转

型艰难爬坡期，把握“两轮驱动、全面提升”要求，狠

抓重点、全力推进，规划统筹、项目管理、产业调度、

“两型”建设等工作取得新的成绩，先后获得“武汉

市重大项目建设立功单位”“武汉市低碳示范城区”

“口区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口区重大项目

建设优质服务单位”等称号。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５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常务副区长苏海峰在区发改
委调研全区产业规划

【编制发展规划】　２０１４年，口区发改委编制《２０１５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关于口区２０１４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２０１５年计划草案的报

告》，顺利通过区第十四届人大四

次会议审议。从经济增长、结构调

整、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等４个
方面科学合理地确定２０１５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有效发挥计

划引领的指导作用。

年内，区发改委启动“十三

五”规划前期工作，制定“十三五”

规划编制工作方案，明确规划编制

工作任务、要求和时间安排。围绕

发展目标、重大项目、支柱产业、重

点功能区等开展重大课题研究。

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经济社会各领

域专项思路研究，形成全区“十三

五”规划的基本思路初稿。跟踪全

区“东中西”三大功能板块空间、产业规划，加强专

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统筹管理，组织制定《关于加强

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的实施意见》，完成年度专项

规划立项申报。

年内，区发改委主动衔接武汉市主体功能区规

划、服务业集聚区规划等规划编制状况，跟踪古田生

态新区综合规划、汉正街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区域规

划编制进展，参与汉江湾、汉西市场等区域发展战略

谋划，跟踪衔接《武汉市主体功能区实施计划》等实

际重大规划编制，将汉江湾等全区重大发展战略纳

入市级规划。

【服务重点项目】　２０１４年，口区发改委紧盯年度
目标任务，切实做好重大项目计划管理、协调调度、

动态监控和督办考核工作，项目建设的质量和效率

·６３１·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８日，口区发改委相关人员深入宜家项目现场观摩，推进项目

得到明显提升。

截至年底，口区 １４个省市
级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１５９５４亿
元，超过目标任务３０８％；８０个区
级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２８０２２亿
元，完成２８０亿元绩效目标。重大
项目新开工１１项，竣工或部分竣
工１３项。５Ａ甲级写字楼开工面
积１４万平方米，均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新引进企业“武汉美好锦程

置业有限公司”落户长丰街，注册

资金１０００万元。策划包装的“引
爆”项目———招商江湾国际实现年

内开工、年内结构施工，创下口区重大项目建设速

度的新纪录。

年内，口区发改委组织召开重大项目调度会

２０次，重大项目办主任办公会３７次，重大项目现场
办公会４次，印发重大项目专题纪要１９期，主任办
公会纪要３２期，编制《重大项目动态》１１期。强化
重点领域制度建设，全年共编发《口区政府投资

项目管理办法》《口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实施

细则》《口区征收（拆迁）安置房管理办法》等９项
工作制度。全年下达督办事项３４６项，按时办结率
９０％以上。通过认真研究国家、省、市产业政策和财
税政策导向，引导企业争取各类项目扶持专项资金，

全年全区争取国家专项资金２５４６万元，湖北省信
息化建设补助资金１０万元，市级基本建设资金５０
万元，促进辖区企业快速发展。

区发改委全年受理各类项目审批申请４８件，其
中备案项目１２件，企业核准２０件，政府投资项目行
政项目１６件，限时办结率１００％，服务对象满意率
１００％，无错办件和投诉件。此外，全年共接待咨询
１００余次，发放一次性告知书和项目审批指南卡１５０
余张，树立良好的行政服务形象。

【“两型”社会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发改委继续
推进产业载体打造、生态环境建设、节能减排和示范

创建等工作。全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３７％，
二氧化碳减排指标４０％，完成市、区、委三级绩效
指标。

年内，区发改委深入推进绿色建筑发展，争取武

汉市国土规划局、市建委在土地出让、图审环节的支

持，全区新开工绿建项目６个，建筑面积达１５０万平
方米。积极协调将区行政中心大楼、古田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纳入法国开发署贷款武汉既有公共建筑节

能改造示范项目。组织《武汉市主城区第二批控制性

详细规划导则优化》的意见反馈工作。积极推进低碳

城区试点，制定《口区低碳城区建设实施方案》，编

制的《口区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获湖北省低碳经济

发展专项资金２０万元。组织区内３所学校探索课本
循环利用试点取得初步成效。在全市率先建成区级

低碳节能智慧管理系统，全区全年能源在线监测站数

量达到１３个，组织实施区节能示范项目８个，完成财
政补贴高效照明产品推广任务。固定资产项目能评、

两型示范创建等任务均同步完成。

【经济运行监测】　２０１４年，口区发改委加强经济
动态监测，分类梳理全区重点税收企业、三上企业，

组织各街道、开发区开展辖内企业基本情况调查，建

立十大产业重点企业数据库（５６１家），推动区统计
局建立产业统计口径和统计体系，实行分领域统计、

按季度汇总，４２３家重点企业入库工作基本完成，
１４５家已上报财务报表。加强对十大产业专班专题
调研，督促各主责单位落实专班成员、完善实施方

案，督促各产业专班摸清产业底数、理清发展思路、

明确发展路径、完善产业布局。同时，会同统计局、

研究室等就其反映的主要问题组织各专班、街道、开

发区、重点企业工作人员进行８次产业知识和业务
工作培训。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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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发改委支持粮食重点
项目建设，为湖北省金穗长丰粮食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的研发与应用试验工程项目成功申报并争取到

２０万专项补助资金。１０月１７日—２２日组织开展
口区“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为主题的宣传周

活动，选择发展社区等５个社区发放宣传册，展示宣
传板，宣传活动取得较好效果。

（胡自勤）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４日，口区经信局邀请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与区内１８位企
业家代表进行座谈

经济和信息化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商务和
旅游局、中小企业发展局）（简称口区经信局）围

绕全区转型发展总体目标，推进化工企业搬迁、发展

现代商贸业和总部经济、服务企业等重点工作，基本

完成各项绩效目标。全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

成工业总产值１５７６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０％；完
成工业增加值４４３６亿元，增长９９％；商业企业完
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１７４６亿元，增长１２％；限
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５１１３３亿元，增长
１３９％；限额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２０６１４
亿元，增长７５％。

【总部经济与现代商贸业发展】　２０１４年，口区经
信局致力于引进与留驻并扎实做好总部经济工作。

远大医药总部留驻宝丰路城市广

场；力诺集团华中地区总部（古田

一路项目）初步完成建设规划后进

入项目拆迁及规划手续办理期；航

天电工跟踪１１３５片三期地块，总
部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经过频

繁磋商形成初稿进入签约阶段；年

内还相继引进湖北卓骏自动化工

业有限公司、武汉方圆天下企业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武汉卓宇盛达实

业有限公司、武汉盛世兴隆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武汉固能防水技术有

限公司、湖北中润嘉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等多家企业。按照中心城

区发展定位，启动编制《口现代

商贸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加强现代经营
方式的推广，指导香江家居成功实行集中收银，引进

培育九牧等９家总代理、总经销企业；提升现有商贸
企业的服务功能，在汉西地区建设家居产业 Ｏ２Ｏ体
验馆并成功引进家装 Ｅ站进驻香江家居；指导华生
汉口城市广场等建成项目开展社区商业网点招商，

形成符合区域产业规划的招商方案。

【服务企业】　２０１４年，口区经信局围绕服务增效
主题，按照区领导对口联系企业制度和企业服务直

通车制度，召开区政府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座谈

会各３场。全区安排４１９名干部组建７９个工作组，
走访企业５８１家（次），搜集涉及交通、城管、市政建
设、财政及税收扶持、用工、融资、教育培训、社保医

疗保障等重难点问题２１０个并逐个研究落实。截至
年底，已经解决或有明确解决意见的１６３个，正在办
理４３个，因法规政策等原因不能解决的４个。组织
武汉易慧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１４家企业申报
各类项目扶持资金８８３６１８万元。完成全民创业
项目５０个。初步形成电商大楼创业基地和孵化器
大学生创业基地。完成江北机械厂改制工作，完善

新光皮件厂改制工作。积极支持指导“两会”做好

企业服务工作，帮助华源电气等３家企业申报省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指导筹划组建口区电子商

务协会、口区文化产业协会；组建全区各街道、开

发区“两会”工作站。积极协办第二届全国纸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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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９日，口区经信局组织企业家培训

收藏博览会，做好口企业１００强
排序发布和“双优”评选活动，评

选出中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等１０
家优秀企业和武汉工贸公司董事

长李丰等１０名优秀企业家。

【信息化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
经信局按照“信息平台完善、信息

技术普及、信息产业发展”的工作

思路，完成软件园区１０万平方米
的年度目标。该园区包括汇丰企

业天地电子商务大楼 １３万平方
米、口新材料科技企业孵化器３
万平方米、汉正街都市工业园小园

区０７万平方米、新工厂０６万平方米、蓝焰电商物
流园４４万平方米。整合信息发布平台，为１４７家
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咨询、融资担保等个性化服务。

引导中文百科、中国网库等入驻国家级电子商务基

地（园区），挂牌“软件产业园”；推动中百电商、中烃

网络等电子信息及电子商务企业申报国家双软认定

及相关税收优惠；大力推动软件产业和传统工业的

融合发展，引导中百集团、蓝焰物流等企业启动智慧

物流试点示范建设。

【市场秩序监管】　２０１４年，口区经信局以“创
卫”工作为契机，加大再生资源站点规划和整治力

度。全区待规范的１３０个站点全部按照“七统一”
（统一规划、标识、着装、价格、计量、车辆、管理）要

求实施规范达标管理，有效解决辖区再生资源回收

行业经营乱象。按期完成民营加油站经营资格审查

和复核，每月定期安全巡视，有效提升了成品油经营

企业安全、环保及优质服务意识。深入落实酒类流

通备案登记制度，全区全年办理酒类流通专卖备案

证１５７份，组织酒类宣传执法活动３０次，出动执法
人员６０人次，受理市民举报投诉２起，有效维护了
酒类流通市场秩序。

【旅游开发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经信局以转变发
展方式为主线，以整体提升为目标，以完善旅游产业

发展规划、特色街区建设、文明城市创建和旅游市场

专项治理为抓手，探索创新全区旅游开发工作。积

极策划旅游节庆推介活动，组织企业参加武汉“华

中旅游博览会”、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上海“国

内旅游交易会”和“香港时尚周”等活动，先后举办

“爱在江城，同在蓝天下”音乐赏析会、“中国旅游日

民族工业博物馆”免费游、“书香江城·大美武汉”

读书启动仪式等活动，以政策引导、优化服务入手，

大力营造发展环境，引导、推动企业扩张和产业优化

升级。开展旅游商品征集和展示活动，挖掘旅游企

业，推广旅游产品。以武汉市旅游名镇名村和特色

街区创建为契机，鼓励旅游企业秉承城市可持续发

展创新战略，创建旅游特色，打造旅游特色街区。

２０１４年，旅游企业“江城壹号”顺利通过专家评审，
被武汉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武汉市旅游特色街区，成

为口旅游的新亮点。

（罗婷婷）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简称
口区工商局）以提升干部素质为基础，以精细化监

管为手段，以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和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与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为重点，致力于助推口区

域经济的转型发展和跨越发展。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口区工商局登记各类市场主
体７５７４６户，企业１６０４１户，其中注册资本５００万
元以上的企业１８５２户，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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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２日，口区工商局注册登记局工作人员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向辖
区企业发放新版营业执照

业１０１５户。全区全年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１２７２５
户，比上年增长５０４％，其中，新增私营企业２７１１
户，增长１００％，新增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
２０３户，增长１７４３％，新增注册资本５００万元以上
企业３９２户，增长１７８％。

【整治规范市场秩序】　２０１４年，口区工商局共开
展打击传销、电动自行车和报废汽车市场整治、两节

市场秩序百日亮剑、校园周边综合治理、“扫黄打

非·清源２０１４”、长丰街“三合一”清理等各类专项
整治５０次，出动执法人员２０２人次，出动车辆４０台
次，联合检查商场、超市、宾馆、饭店及经营门店、市

场８５３户，排查安全隐患５３处。清理辖区内涉及机
动车安全隐患市场主体１２４８户，其中有照户１１７３
户，超范围经营１２户，无证无照经营７５户，对有违
法违规行为的经营主体下发行政指导告知书及监督

服务卡。发挥经营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形成整治“二

小”（小美容美发厅、小浴池）合力，取缔“二小”经营

户１１７户，规范办照５１４户，全区“二小”经营户持
证照率达９５％。

年内，口区工商局共开展专项执法整治 ５０
次，办结一般程序案件２３２件，实现非税收入４１５万
元。完成省局交办案件６件，结案率１００％，处以罚
没款４０余万元；完成市局交办督办案件１５件，结案
率１００％，处以罚没款１０余万元，有效维护了市场

经济秩序、净化了市场经营环境。

【实施商标品牌战略】　２０１４年，
口区工商局以新《商标法》颁布

实施为契机，以品牌强区建设为中

心，充分发挥商标管理职能，引导

鼓励企业增强商标品牌意识，争创

著名和驰名商标；指导企业实施商

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帮助拓宽融资

渠道，支持和指导企业通过商标投

资入股、许可使用等方式开展经营

活动，实现商标价值的提升。截至

年底，全区共有４件驰名商标、１２
件省著名商标、２０件市著名商标。
口区工商局全年查处各类商标

违法案件４１件，处以罚没款５５３８
万元，有力保护商标持有人合法权益，营造了良好的

商标创建环境。

【拓展消费维权网络】　２０１４年，口区工商局立足
本职，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重点，切实做好消保

维权工作。大力推进消费者维权服务站进商场、进

超市、进市场、进企业、进景区，实行消费维权全覆

盖。充分利用１２３１５平台，对辖区符合条件的市场、
商场、企业进行宣传、指导和培育，全年发展１２３１５
维权直通车企业９个，维权服务站５５个，共受理各
类消费者申投诉 ７１７３件，办结率、回复率均为
１００％，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５２８万元。

【开展协税护税】　２０１４年，口区工商局积极配合
财税部门做好协税护税工作。通过清查市场主体实

现企业动态信息“三清”（即在注册地经营的企业户

数清；不在注册地经营已迁往外区经营的企业户数

清；查无下落户数清）。全局历时６个月清理公司
制市场主体 １１７９８户，其中在注册地经营的企业
７２２３户，占清理总数的６１２％；因拆迁不在注册地
经营已迁往外区经营的企业８７６户，占清理总数的
７４％；查无下落市场主体３６９９户，占清理总数的
３１４％。２０１４年，口区工商局已挽留欲外迁企业
４１５户。主动对接区政务中心、国税、地税、质监等
部门对注册资本５０万元以上的各类企业开辟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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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７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秦军（前排居中）带队检查观音阁生
鲜市场创卫工作

通道，推行工商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和国、地税务登记证“一窗办

结，证照齐发”，受到市工商局和企

业的好评。截至年底，共办理注册

资本５０万元以上企业２２７８户；联
合区政务中心，代办点办理新设立

企业６４０户，为其节省费用 ６０万
元。同时，对各街新增的５００万元
以上企业由辖区工商所配合街道

定期上门服务；结合口区特点突

破一个固定经营场所只能登记一

个企业的限制，在开发区、创业孵

化器等专业园区及街道有效破解

口办公住所不足的矛盾，在全市

率先试行一点多照的企业集群登

记注册模式；股权转让助增税。积

极配合地税部门对企业股权转让中增值部分征收所

得税，截至年底，共征收所得税１２００万元。积极引
导个体工商户依据国家产业政策进行产业调整，转

变经营方式提升业态，转型升级为企业，全年已有

１３６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

【议案办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工商局办理方式在
区２号议案取得了“六个良好”（改造情况良好、制
度落实良好、卫生状况良好、经营秩序良好、设施

配置良好、群众反映良好）。年内，全区３７个农贸
市场，２５个注册市场已完成２３个升级改造，关闭
１个，打围 １个；１２个占道市场已取缔 ８个，完成
规范改造４个。１１月２１日区人大常委会听取审
议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情况报告，２３名人大代表
对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进行测评，区工商局获

得２１票满意的好成绩。

【广告监管】　２０１４年，口区工商局调查汉正街辖
区多福路沿线品牌广场、多福商城、中心大楼、第一

大道等物业单位设置的户外广告，对６９块无法提供
《武汉市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也未向工商部门备

案的户外广告牌依法进行查处。同时，以“访企业、

解难题、办实事”为主题，开展重点广告企业大走访

活动并实地帮促企业解决在规范经营、广告发展战

略、维权、营销、创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相继走访企

业８家，收集意见、建议１０条（次）。
年内，经口区工商局推荐，武汉市工商局认定

口区２０１３年度市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４３户，
湖北省工商局认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６户。全
区办理动产抵押登记３３件，抵押金额４３亿元；办
理拍卖备案５件，拍卖成交金额１２４７万元。

【支持个私经济发展】　２０１４年，口区个私协会组
织举办融资洽谈会４场次，通过银企对接交流平台
帮助金融机构与３００家私营企业达成融资意向金额
１４７亿元，年内实现贷款１１４亿元，有效拓宽个体
私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叶　勇）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质量技术监督局（简称
口区质监局）围绕“理清思路履好职，紧贴中心

服好务，突出质量创名牌，抓好设备保安全”的总

体工作思路，按照新的机构编制和职责投入运转，

为口经济转型跨越发展服务。全年所办行政案

件无一复议、诉讼案件，执法活动实现零投诉，

口区质监局获评“２０１４年度全市质监系统案卷评
查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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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安全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质监局以长
丰“三合一”整治为牵引，落实安全监管责任，打造

依法监管、联防群治、重点突出的安全防控体系，为

建设“平安口”作贡献。

加大日常监管频次和力度。新装特种设备监督

检验和注册登记率１００％，Ⅰ、Ⅱ类重点监管设备定
期检验率１００％，特种设备定期检验监督率１００％。
对易引发重特大事故的危险源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对重点单位、重点设备和薄弱环节进行检查和巡察，

发现隐患及时，督促整改落实，对不符合安全运行条

件的设备坚决予以封停。全年组织检查１６４次，出
动检查人员１００６人次，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２５１
家、特种设备６５２台（次），共排查严重隐患３１处，
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３１份，年内没有发生
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开展特种设备专项整治活动。协同有关部门为

老旧社区更新电梯１２台、维修问题电梯８台，保障
居民的出行安全。在对长丰地区进行“三合一”整

治期间，出动车辆百余台次、人员５００余人次，拆除
违法升降机８台、小锅炉５０台，有效地打击非法使
用简易升降机和小型锅炉等无证运行和无证上岗等

违法行为。５月至７月，区质监局对全区物流园１００
家企业的设备信息建档备案，完成６４台叉车的审验
上牌和６６名无证叉车操作人员的培训上岗工作，建
立了叉车管理和使用规范。

【行政执法】　２０１４年，口区质监局以打击“假冒
伪劣”为突破口，规范行政执法工作，打造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

确立区域市场健康运行的环境。

２０１４年，口区质监局制定年度干部职工法
制教育计划，全年举办培训３期，发放“六五”普法
书籍１００套，参训人员 ６０人。为宣传《中华人民
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举办各类培

训６期，培训人员５００人。
积极参加质监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清

理和规范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２３３项并在网上
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年内在口信息网发布口

质监动态３２期，向“口发布”报送微博２４条，向
“武汉质监”报送微博１７条，其中《践行为民宗旨，
占领思想高地》文章被《党员生活》刊载。

年内，区质监局围绕校服、建材、儿童用品、眼镜

制配、强制认证产品、液化石油气、食品包装及化妆

品等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的重点领域，开展执法打假，

实施“亮盾行动”。全年共查处案件８起，其中大要
案１件。查获涉案货值近１０万元，罚没款 ８万余
元；处理质量不合格产品２４批次；处理举报投诉２０
余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１０万余元，办结率、投
诉人满意率１００％。

【产品质量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质监局以市长
“质量奖”为抓手，强化质量兴区工作，按照“质量兴

区”工作方案与相关部门签订《质量工作目标责任

书》。年内，全区创建省市名牌企业６个、名牌产品
１２个，ＱＣ小组１０个，检查３Ｃ企业１０家，联系服务
企业１０家；召开全区质量工作大会，奖励获省市名
牌产品企业１６万元。对全区１６家工业生产许可企
业的化学试剂、危化品及包装容器、燃气灶具、消防

设备等２０个产品和８家服装企业实施巡查，建立和
完善质量档案，促进企业质量管理提档升级。年内，

区内２４家眼镜店已完成分类监管。

【标准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质监局办理标准注册
登记８家、１１项产品；企业标准备案２１家４２项产
品、采标９个产品；帮助武汉新大地材料研究所申请
武汉市标准制（修）订资助获市奖励１０万元；检查
消防设备生产企业６家；办理组织机构代码１１９万
个。区政务中心质监窗口全年办理机构代码证书

１６２万件，被评为优质服务窗口，２名工作人员分别
被评为优质服务明星和群众满意之星。

【计量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质监局开展商品量值
专项监督检查１２次，出动８０余人次，检查１０余家
集贸市场和超市的百余批次商品。免费为１０家社
区医疗中心检定医疗计量器具２８４台（件）。对重
点企业和特殊行业实行一站式强检计量器具１２７
万台件；对辖区３７家集贸市场的３３２９台（件）计量
器具进行免费检定，在用社会公用计量器具周检率

达１００％，为量值传递的准确和市场的公平交易起
到有效监督作用。年内，开展“推进诚信计量、建设

和谐城乡”活动，指导荣西生鲜市场诚信计量工作

并将其申报为诚信计量达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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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企业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督促武汉有

机实业有限公司等７家重点能耗企业按照《用能单
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的规定配备能源

计量器具和污染物排放监测计量器具，指导并帮助

其完善计量器具台账和管理体系。年内，该企业已

通过市、区发改委组织的节能减排检查。

（钟常青）

物 价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物价局以“服务政府、服务
司法、服务社会”为工作主线，以保持价格总水平基

本稳定为要务，围绕关系民生的价格热点、难点问

题，不断整顿和规范辖区市场价格，重点强化价格监

管和反价格欺诈，落实稳价安民长效机制，不断提升

依法治价工作水平。

【市场价格监管】　２０１４年，口区物价局重视群众
价格举报，及时办理价格投诉和价格监测，全年受理

价格举报３３４件，对其中２５件涉及退款的举报，按
照规定责令涉事单位退款，退款总金额 ２３６万余
元，罚款 ８０００元，举报件回复率 １００％，办结率
１００％。

坚持实地采价原则，共采集各种价格监测数据

２３３万条，上报各类价格监测报告６２８份，上报准
确率１００％。另对部分重要商品价格变动撰写价格
监测数据分析文章１４篇。

按照市物价局商品和服务明码标价工作五年规

划的要求，打造南国大武汉家装市场 Ｃ座卖场为明
码标价典型示范市场（街）；在继续巩固前期明码标

价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市场内２７２家经营户的标
价。协调企业支持，向荣西生鲜市场等３家集贸市
场免费提供标价牌１３００块，督促指导规范经营户
明码标价。年内已对区内１０家集贸市场明码标价
进行专项整治，涉及经营户１２５８户，对其中２５户
不按规定标价者提出整改意见。

根据省、市物价局《深化价格公共服务的实施

意见》精神，结合价检工作实际，指导企事业单位建

立和完善物价管理规章制度，有计划地开展价格服

务进社区活动，宣传价格法规，受理群众价格投诉和

政策咨询，有效发挥社区价格监督的作用。

年内，对区内８家中介行业进行了价费专项检
查，对个别不规范的收费行为提出整改意见。开展

涉企收费专项检查，检查区属行政事业单位 ６家。
配合医疗行风电视问政工作，参与由区纪委（监察

局）、区卫计委组织的行风检查，对辖区１３家社区
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疗收费和药品价格进行检查。年

内办理行政处罚案件１件，案卷已按规定整理并通
过区法制办审核。

【价格鉴定认证】　２０１４年，口区物价局办理各类
价格鉴证案件２７４件，涉案标的２９１９４万元。其中
涉案财物价格鉴证２０９件，涉案标的２２１６万元，道
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 ６５件，鉴定标的
７０３４万元。按照《湖北省涉案财物价格鉴证条例》
《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管理办

法》和相应的操作规程出具公正、合理的鉴定意见，

得到委托方的认可，鉴定规范率１００％。
２０１４年，区物价局履行价格认证职能，为经侦

办理经济案件服务，全年受理口公安分局经侦处

经济犯罪案件８起，其中非法经营案２起，打击假冒
伪劣商品案４起，鉴定金额２４０２３万元；为公安机
关办案服务，受理口公安分局派出所委托２６０起
价格鉴证，其中涉及强拆案件 １５起，鉴定金额
１６８９万元；为交管部门处理价格矛盾、调节价格纠
纷服务，维护当事人双方利益，在道路交通事故车物

损失评估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合理的市场价格为

主导，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努力维护受害人利益。

【价格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物价局共核发《收费
许可证》３５个，其中新办《收费许可证》５个（民办幼
儿园３个，行政机关２个），换发《收费许可证》３０个
（教育系统８个，行政机关６个，为１６家民办学校和
培训机构办理《收费许可证》备案手续）。办证准确

率１００％。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对行政机关１８家单
位，教育系统义务教育阶段５８家中小学，１０家公办
幼儿园和６家高中，５家职校、４家区教育局二级单
位共１０１家收费单位上年度的收费情况进行年审，
年审率１００％。全年新办、换发《监审证》１４个，其
中，新办证９个，换证５个，办证准确率１００％。

（胡自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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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
称口区食药监局）以保障公众饮食用药安全为中

心，以“三创一革命”为抓手，定期开展食品药品安

全专项整治，不断强化食品药品市场监管，有效保障

辖区食品药品安全平稳可控。年内，口区被市食

安委评为食品安全先进区，区食药监局被武汉市食

药监局评为年度食品药品监管效能评价优胜单位。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程宏刚（左二）带领区食药监局执法
人员检查国庆节前食品药品安全

【创建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　２０１４年，口区食药
监局以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为抓手，组建

工作专班和督导组每天对照创建标准督查整改，坚

持每周召开调度会通报进度、分析问题、改进工作。

把全局力量下沉到创建的重点区域和被曝光的点

位，督促经营整治店内外环境卫生，落实创建各项要

求。年内，督查督办２００余个问题，全部按要求整改
到位。对食品安全制度不落实、又不主动整改的经

营户，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全区食品药品经营户的安

全卫生状况大有改观、创建任务顺利完成。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２０１４年，口区食药监局借
助创建工作契机，以保质期短、易腐坏变质的豆制

品、卤制品、腌制品等为整治重点，

以完善“三防”（防蝇、防鼠、防尘）

和冷藏设备为突破口，推动辖区农

贸市场食品经营户提档升级。全

年共投入专项资金６８万元，采取
“以奖代补”的形式完成２５个有照
农贸市场内卤制品、豆制品等８类
食品共 ３０８户的升级改造。日常
巡查注重督促经营户打开防蝇灯，

关闭防蝇罩、活动门，佩戴口罩、手

套、围裙等防护具。统一更换市场

的动物卫生公示牌和蔬菜农残公

示牌，发放、更换农药残留检测仪

器３６台、检测酶片３万片，开展蔬
菜农残抽样检测 １００３４批次，合
格率 ９９９９％，畜产品抽样检测
３２６２批次，合格率 １００％，水产品

抽样检测３７１批次，合格率１００％，督促市场蔬菜农
残自检１３１９１０批次，辖区农贸市场食品安全得到
居民的高度肯定。

【小作坊小餐饮提档升级】　２０１４年，口区食药监
局将８家食品加工小作坊、１１０家小餐饮列为提档
升级目标，逐户上门制定改造方案，组织其按标准完

成地面、墙面硬化，完善“三防”设施，购置不锈钢食

品容器及加工设备。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给升

级改造达标户兑现奖励。对长丰街等“黑作坊”易

发、高发区域，坚持联合街道、城管、工商等部门实施

综合执法，捣毁非法经营工具设备、没收原材料，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年内，已取缔食品加工黑作坊２８
户，小餐饮停业转向４０家。

【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食药监
局将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建设与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紧

密结合，逐一检查每家经营户现状。对操作间、墙

面、地面、排水沟、吊顶等硬件以及食品存放、台账建

立等软件方面提出整改意见，督促其装修和整改。

同时，联系长航疾控中心为经营户体检 ６７批次共
１２００余人，联系环保部门对服务区内的小餐饮油烟
排放设施逐一新建或改建。多次与城管、房管等部

门联合街道拆除商户违章搭建６８处，取缔占道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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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车３０余台；联合各街投入资金统一制作门店招
牌，增设街面绿化设施，订制、发放统一的口罩、工作

服、工作帽、垃圾桶等设施和装备，动员１０个小餐饮
便民服务区内２５１家经营户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
宗关街的南国西汇和崇信路小餐饮便民服务区被武

汉市食药监局评为“样板服务区”，多次接待兄弟省

市同业参观考察。

　　２０１４年５月５日，口区安监局对搬迁的化工企业开展安全检查

【保健化妆品市场监管】　２０１４年，口区食药监局
摸底调查全区所有的保健食品（化妆品）生产经营

使用单位并建立健全档案。落实保健食品经营企业

备案制度，全年审批保健食品经营户１２４户并发放
了《保健食品经营者合格告知单》。中央电视台

“３·１５”晚会曝光部分企业违法生产经营儿童鱼肝
油问题后，区食药监局随即在全区展开拉网式清查，

未发现此类违法生产的产品流入市场。

【药品零售企业 ＧＳＰ认证】　２０１４年，口区食药
监局先后举办３次 ＧＳＰ实战培训会和答疑会对全
区药店认证现状排查摸底，列出认证时间表，推进区

内药店ＧＳＰ软、硬件改造步伐。全年完成认证检查
５０家，缩减处方药经营范围３家。

【药品药械专项整治】　２０１４年，口区食药监局组
织执法人员１０８６人次，对３６２户涉药涉械单位开展
“个体诊所药品安全”等１４项专项检查。开展铲除
制假售假黑窝点“利剑”行动，把打击制售假冒伪劣

药品、医疗器械和非法生产、经营、

使用药品、医疗器械的违法行为，

联手公安、卫生等部门，有力地促

进辖区内药械市场的规范和医药

产业的健康发展。向武汉市食药

监局稽查总队、口公安分局移送

涉嫌犯罪案件各１件，向区卫计委
提供无证行医线索３４起。年内，
口区食药监局培训生产、经营、

使用单位人员３００余人，报告药品
不良反应１２９７例，医疗器械不良
事件１４４例。

【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查处】　２０１４

年，口区食药监局共查处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

药品和医疗器械违法违规案件９４２件，捣毁疑似私屠
滥宰点３处，处罚注水牛肉经营户１０家、牛肉使用非
法添加剂１２家，无害化销毁病害畜禽及农产品１０００
余公斤；完成餐饮环节抽检２２７４批，食品生产环节抽
检３７批，食品流通环节抽检２００批，区食安办评价性
抽检７０３批，保健食品化妆品抽检３６批，农产品抽检
１０６５７批，总合格率为９８５％，比上年提高３９个百
分点。

（韩　冬）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安全生产工作牢固树立
“红线”意识和“首位”意识，坚持以人为本和安全发

展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要求，完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事故和职业病危害防

控体系，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深化专项整治，提升安

全生产基础水平，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

故，确保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面完成市区

政府下达的各项安全生产目标任务，全区安全生产

形势总体平稳。２０１４年，全区共发生各类事故１７０５
起，比上年增加７３７％；死亡人数为１５人（交通事
故死亡 １５人），占年度目标控制数 ２３人的
６５２２％，与上年持平；受伤人数１０９９人，增长
１６６％；直接经济损失２２７７８万元，增长１１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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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打非治违”】　２０１４年，口区各街、各部门
在重点行业和领域有步骤、分阶段开展“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四个一律”（对非法

生产经营建设和经停产整顿仍未达到要求的，一律

关闭取缔；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有关单位和

责任人，一律按规定上限予以经济处罚；对存在违法

生产经营建设的行为的单位，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并

严格落实监管措施；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

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整治措施，有力打击

和纠正了安全生产领域一批非法违法和违规违章行

为。年内，全区共组成检查组 ４０６０个，参检人员
２６５８０人次，检查各类企业１３２６０户次，查处非法违
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１８１５５件。汉正街地区５１个
商场和市场通过专项整治全面实现规范化管理；长

丰地区４４个工业园在专项整治中查封、关闭１７３家
“三合一”（指住宿与生产、生活仓储、经营一种或一

种以上使用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建

筑）服装加工企业，拆除“三合一”宿舍１５６家，没收
大功率电器２３０件；古田地区９９家化工企业已搬迁
和关停９５家，剩余４家正在关停，做好搬迁准备。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日，口区安全社区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安
监局完成企业摸底调查４２１５家，开展各类培训１００
场（次），培训企业和监管单位“两化”（标准化和数字

化）信息员３４５０人，已进入体系注册运行２６９７家，
涉及监管部门７２家。全年新增注册运行企业２０１６
家，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１００８％。年内排查隐患

１３５６２处，已整改１３４４１处，整改率为９９１％。

【危化品安全专项整治】　２０１４年，口区安监局成
立区危化品“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专班，重点对

古田地区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进行为期

两个月的安全专项治理。查处违规储存危化品 ６
起、无证经营危化品５起，在６家搬迁化工企业发现
和整改事故隐患４２条，查处非法储存经营甲醇燃料
窝点２处。

【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　２０１４年，口区安监局完
成全区７８家重点企业安标化创建工作。其中，６０
家规模以上工业商贸企业完成安标化创建和“回头

看”工作（规上工业企业基本实现全覆盖），６家规模
以上企业完成了自评；另有１２家规下、小微企业开
展了安全标准化达标创建试点，已完成评审企业３
家，完成自评企业９家。年内已有３家企业建成安
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

【安全社区创建】　２０１４年，口区安监局有序推进
安全生产优秀街和安全社区创建。截至年底，宗关

街发展社区获得省级安全社区授牌，六角亭街启动

省级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命名了 ５８个区级安全社
区，对３６个申报年度区级安全的社区开展检查和审
核，共投入推进创建工作经费３８万元。

【职业安全健康监管】　２０１４年，口区安监局启动
对全区１５家重点行业企业职业病
危害“专业问诊”工作，其中 ３家
企业已建成职业卫生管理规范化

企业。结合全区职业病危害防治

工作情况，在巩固现有家具、建材

等７个重点行业的基础上，推动汽
车修理、医疗卫生、建筑施工等 ６
个新的重点行业申报工作。全年

审核作业场所职业健康危害申报

５００家，完成市安监局下达的目标
任务。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２０１４年，
口区围绕“强化红线意识、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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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发展”主题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在全区重

点地段和社区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

免费发放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宣传读本》《国

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致

全国企业负责人公开信的通知》《口区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治理标准化数字化体系建设相关文件选

编》《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相关文件及安全标

准选编》《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政策选编》等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选编１２万册（份）。完成“三项岗位”
人员（高危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取证（复审）培训１２１５人，为市
目标任务的１８６９％。其中，特邀市安监局分管领
导和专家培训区、街、社区、学校和重点企业各级领

导、安全管理人员８７６人；完成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取
证３３９人，为市目标的１１３％。邀请省安监局政策
法规处处长到区委党校为区管干部培训班作《湖北

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暂行办法》专题辅导。

【应急救援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所有危化品企业
均制定应急预案。年内，各街、相关部门和企业在安

全生产宣传月和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演练周活动期间，

开展危化品、特种设备、建筑工地、消防、人防、防震减

灾、校园安全等突发事故应急救援演练２５５场次，有
效提升了民众的应急救援能力和自我防范能力。

（曹道函）

统计管理和电子政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统计局认真贯彻省、市统
计工作会议精神，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中心，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圆满完成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及各

项统计工作，为推动政务信息化，构建集约型、服务

型政府创造良好条件。年内，区统计局先后被评为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湖北省先进集体、全市万民干

部进万村惠万民工作突出工作组，口区政务微信

平台获得年度国家政府网站建设精品栏目奖。

【统计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统计局紧扣全区经济
工作，着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统计服务水

平，为全区经济发展提供翔实的数据支撑。全局全

年撰写统计分析和调研报告 ３６篇，编印统计月报
１０００余册，部分分析预警材料得到区有关领导重视
并予以批示。

【经济普查】　２０１４年，口区统计局为抓好全区经
济普查初期组织调度，通过横向与纵向的部署为普

查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普查前夕，多措并举，丰富

形式，通过挂横幅、上门宣传、树立先进典型等形式，

营造普查良好氛围。普查过程中，以统计法为准绳，

切实加大普查执法力度。确立街道初审、街道交叉

审核、区局专业统审三级审核制度，有效保障普查数

据质量。同时强化普查业务技术支持，保障ＰＤＡ的
正常使用和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统计法制宣传教育】　２０１４年，口区统计局认真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统计执法检查规

定》，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积极履行行政执法职能。

年内对５６０户网上直报企业就是否存在代填代报、
授意填报等违法违规和不规范报送进行专项整治，

通过督查整改，有效维护了统计工作的权威性和准

确性。

【企业名录库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统计局在区税
务、工商、质检、民政、编办等部门的配合支持下，对名

录库企业进行个性化归类整理，发掘名录库基础数据

的附加值。充分利用经济普查下发的ＰＤＡ设备在全
市率先定制开发ＰＤＡ名录库维护采集系统，集成名
录库维护的多项重要功能，有效规范工作流程。

【信息化资源整合】　２０１４年，口区统计局在对全
区各单位硬件、网络、应用系统、数据等信息化资源

调研的基础上，形成全区信息化资源整合建设的思

路和方案，获得市信息产业办和区政府的认可和支

持。年内，“口区政务数据资源中心云平台建设

项目”通过市信息产业办专家会评审，并获得市级

专项资金支持。

【网站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统计局在网站搭建行
政权力公开和财政资金公开平台，全面公开全区３５
家单位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清单２３２９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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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创建期间，加班开辟４个专栏作为宣传阵地并落实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４日，口区审计局投资审计科审计人员跟踪监督世界中学生田径
锦标赛场馆建设项目现场

安全监管责任，确保区政府门户网站的安全运行。截

至年底，口信息网信息公开栏目共发布信息４５４９
条，其中政务动态２７５９条，政府文件２７２条，公示公
告６５条，保障性住房、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公开
信息１４５３条，行政权力公开信息２３３２条。

（钟海涛）

审 计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审计局围绕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注重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资金的审

计监督，着力保障区委、区政府重大政策措施的贯彻

落实及维护民生和经济安全，积极发挥审计工作在保

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推动国家治理等方面的作用。

全年区委、区政府下达２５项绩效目标任务，实际完成
３４项。通过审计，查出问题资金８６２４８万元，提出审
计建议６１条，促进社保、公共卫生等专项资金拨付到
位３８０９５２万元、税款征缴入库４１２８４５万元。上
报的审计信息材料被国家审计署、省审计厅等上级机

关采用１２５篇（次）。区审计局档案工作达省特级，获
得省级文明单位、全省首批法治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全市审计系统先进单位、全市统计工作先进单位、全

市审计系统审计信息化推进工作优秀单位等称号，

２个审计项目分获省、市表彰。

【财政审计】　２０１４年，口区审
计局将已连续３年审计的房集
团及下属单位查出的企业内部控

制薄弱、违法违规操作房地产开发

项目、成本费用管理失控以及开发

项目严重亏损、虚假发票、白条列

支及个人违纪违规等问题，向区纪

委移送案件线索并提交重要情况

报告，被湖北省审计厅评为一等奖

优秀审计项目。

【审计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４年，
口区审计局进一步扩大部门预

算执行审计覆盖面，组织对口公

安分局、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法院、区水务局等１５
个部门及单位进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重点检查各

部门、各单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相关禁令

的情况，关注“三公”经费是否存在随意支出、铺张

浪费现象。同时结合区审计局实际出台《口区审

计局关于加强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审计的若干意

见》，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管理建议，控制政府运行

成本。

【审计专项资金】　２０１４年，口区审计局按照湖北
省审计厅安排，对全区２０１０年以来使用财政性资金
中国有资金支付中介业务费用的项目开展专项审

计。围绕重点单位、重要线索，全面覆盖，以审促改。

密切与区纪委、区重大办、区统筹办、区财政局、区建

设局等沟通协调，共同监管市场中介的服务情况。

年内先后出台《口区政府投资项目评审及审计委

托付费管理暂行办法》《口区审计局委托审计中

介费用支付审批流程》，明确规范审批支付流程和

费用标准。

【政府投资审计】　２０１４年，口区审计局组织对
全区２８个政府投资基建项目开展跟踪及决算审
计，审计资金总额３３２２６万元。完成区教育局古
田教育园项目结算审计，审减工程款 ７７９２５万
元，审减率达２３７％。江发路、汉西一路南段、南
泥湾大道、４３中学新建教学楼等２７个基建项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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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２日，口区审计局行政事业科审计人员开展公共卫生专项资
金审计

审单项工程审减金额 ７５７６４万元，审减率达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８日，口区审计局投资审计科开展保障
性住房情况调查

１８２％。区审计局围绕区委、区政府“三件大事”，
强化节点控制和成本控制，采取日常抽查与重点

复核相结合的办法，对全区２５个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和征地拆迁项目开展全程跟踪审计，审计资

金总额 ９８０７亿元。为强化第三方中介机构管
理，出台《口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中第三

方机构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各审计中介公司掌

握丰富的审计经验和谈判技巧，熟知拆除工地周

边情况，联合区城管局、区建设局探索建设渣土调

剂平台，搜集渣土供需信息并免费向社会发布，通

过政府参与，实现“变废为宝”，工程“产出单位”

与“需求单位”双赢。区审计局为制定“城中村”改

制经济实体财经支出、合同签订、印章使用管理提

供指导意见，促使《关于开展“城中村”房屋拆迁及

还建房建设安置审计工作通知》出台，加强了“城

中村”改造过程的监督管理。年内区审计局对长

江食品厂片土地使用权回购成本进行复核，对回

购可能存在的风险事项进行分析、提示，为区政府

形成最后的回购协议提供重要审计意见及建议，

合理规避了相应的后期风险。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１４年，口区审计局按照“要
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

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

制度”的要求，先后对区教育局、区统计局、区委党

校等１０个单位的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审计

监督内容由财务监督向权力监督

转变，审计结果运用由审计督促整

改向多部门问责转变，促进健全有

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

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做到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资源统筹】　２０１４年，口区审
计局创新审计管理，提出以“三位

一体”（全方位整合社会审计、注

册造价师、内部审计力量）实现重

点项目审计监督全覆盖。通过“人

事代理”“以钱养事”方式，高薪招

录并长期聘用具备一级建造师、注

册会计师、注册造价师等资质的专业投资审计人才，

为开展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等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按

照政府采购程序公开招投标，将政府投资项目、土地

房屋征收拆迁项目委托给有资质的事务所进行审

计。投资科分管副局长及在编人员、“以钱养钱”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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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人才形成全程跟踪小组及复核小组，对在审

的９０个项目做到每月全方位跟踪，及时了解进展情
况，适时出具阶段性审计意见，基本实现投资项目、

土地房屋征收拆迁项目的全覆盖。

（刘　琼）

招 商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招商局围绕“十大产业”
发展，加大核心项目引进力度，致力于提高招商项目

质量。全年实现实际利用外资４７１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２１９％，绝对额位列全市中心城区第一。引资
总额完成２３３亿元，增长４３９％，位列全市中心城
区第四。实现出口创汇 ４２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年内策划引进上海复兴集团投资９０亿元在
银丰片建设金融中心、智慧商贸和标杆性商务写字

楼项目，为口打造集“商贸 ＋金融 ＋办公 ＋数
据＋Ｏ２Ｏ电商运营平台”的现代服务业综合体。

【项目跟踪推介】　２０１４年，口区招商局锁定汉正
街东片、银丰片、一职教东片、宗关铁桥片、汉西建材

片、１１３５三期等重点地块，按照策划、签约、落地等
阶段实施分批推介招商，对拟定的招商对象定期拜

访联络，随时反馈信息，持续全程跟踪。重点做好香

港新世界、上海复星集团、香港九龙仓、瑞安、太古、

招商地产、新加坡丰树等实力企业的地块策划推介、

高层定期拜访、规划论证咨询、协调跟踪服务等工

作，让意向企业尽早拍板签约。年内成功引进时

代·新世界、中建·御景星城、香港中华厂商会武汉

永久会址（武胜公交枢纽片）等重点项目。

【招商基础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招商局开展全区
商务楼宇资源调查，建立完善项目库、土地库、楼宇

库、企业库、规划库、政策库和经济数据库，并依此进

行资料的收集、整合、更新，对年度招商项目实施日

记录、周小结、月汇报的动态管理。年内，区招商局

先后策划制作１１３５片宣传册和宣传片和为“汉江
湾”地区的招商引资实施整体策划包装。

【招商宣传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招商局先后参与

中日经济项目对接洽谈会、中国商业地产行业发展

论坛活动、上海和长三角地区招商工作专题研讨会

和金融博览会等大型招商洽谈活动１５次。利用行
业协会，国内知名策划机构发送邀请函拓展与国内

外５００强企业的对接，吸引１００余家意向投资企业
来汉访问。组团赴新加坡、香港、北京、深圳、广州、

上海等地开展项目推介洽谈１０余次。接待方正集
团、星浩资本、凯德置地、华润集团、银泰百货、上海

复地集团、大连万达、浙江昆仑控股集团等近２０家
企业高层实地考察。通过实施内联外引，为群商汇

聚口创造良好条件。

（王媛媛）

经 济 开 发 区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紧盯
转型发展目标，实施产业升级计划，突出抓好招商引

资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引导传统企业转型，培育发

展新兴产业，加快打造空间载体，积极推进园区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全年实现全口径税收２８９亿元，招
商引资１５亿元，固定资产投资１５亿元，完成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总产值９０亿元，限上商贸销售额２７亿
元，新增就业１６００人。

【扩展载体空间】　２０１４年，口经济开发区把重点
项目作为提升区域竞争力，做大经济总量、增强发展

后劲、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转型跨越的重要载体。按

照“在建项目促进度、新建项目抓开工、存量项目解

矛盾”的要求，落实项目调度例会制、跟踪服务制、

全程督办制，加大项目推进力度。

加快在建项目建设速度。在建项目实行服务

挂牌，联合区直部门建立上下联动、高效快捷的服

务网络，全力提供水电气要素保障，协助做好工程

质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交通保障等

工作，为项目建设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落实重

点项目月报制度，及时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对推进

中遇到问题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集中精力攻

坚，有针对性地解决，督促项目建设加快完工。年

内，海联时代广场项目 ２栋主建筑中主体结构全
部封顶，正在加快外墙和基础设施配套施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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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６日，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武
汉企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举行阿里巴巴·汉正街产业带项目签约仪式

宇·万象国际商业中心项目２栋
３２层的住宅建筑、１８层的办公建
筑，３０层的酒店式公寓建筑主体
结构全部封顶，正在进行配套设

施建设。占地３６３３公顷的蓝焰
物流基地厂房改造项目一期工程

６万平方米仓储基地已建成，全
部建成后可形成 ５８万平方米物
流面积。

推进新建项目启动建设。新

建项目实行对接跟踪服务，明确专

人协助办理规划建管、环评、消防、

人防等前期手续，为项目启动营造

良好环境。凯景国际商务中心项

目规划总平面方案已通过审批，建

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已办理，完成原

有建筑拆除和场地平整工程，正在进行桩基施工。

汇丰企业天地二期完成原有地块和新竞拍地块的土

地并宗手续，正在办理容积率调整和总平面审批手

续，拟于明年初动工建设。

解决存量项目问题症结。存量项目实行领导包

干制，对历史遗留问题主动寻找突破口，争取用最优

方式、最小代价找到可行性解决办法，推动项目进

展。古田记忆新媒体文化产业园运营商苏索公司与

施工方恒久公司工程纠纷不断，严重影响工程进度

和社会秩序。口经济开发区通过多轮谈判和协

调，拟将该产业园交由市都市产业公司接手。市都

市产业公司年内已派专人协助推进古田记忆新媒体

文化产业园财务和工程审计及房屋安全鉴定并协商

核定收购基准价格，待有关部门审核后即重启园区

改造建设和招商运营工作，打造以新媒体为特色的

产业园。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４年，口经济开发区把招商引资
作为促进经济发展、优化经济结构、加快产业转型、

培植新增长点、吸引高端人才的重要推动力。

明确招商主攻方向。根据园区空间发展布局和

重点产业规划，以企业总部、电子商务、文化创意、高

新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做好招商项目谋划、储

备和筛选，努力招引一批带动效应强、对经济转型升

级促进明显的重大项目，使之成为推动开发区经济

发展新引擎。

积极整合招商资源。利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和国家老工业改造试点基地平台，围绕“释放招

商载体创税潜力，提高经济增长容积率”目标，主动

与汇丰企业天地、江城壹号、国际企业峰汇、蓝焰物

流等项目招商团队合作，加强产业引导、信息沟通、

政策对接等服务，掌握楼宇招商新动向，争取引进一

批创税贡献大的企业总部。

加强招商基础工作。已初步建立厂房、土地、企

业等信息动态管理台账；借助政府部门、龙头企业、

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等力量初步搭建招商网络平台；

同时加强招商项目库管理，定期做好项目收集、筛

选、分类、整理工作，建立常年筛选、滚动储备方式，

对重点项目进行策划包装，提高招商针对性。

加大招商力度。充实招商团队，建立招商考核

激励机制，从坐等企业上门向登门拜访转变，组建招

商小分队赴北上广等地考察企业，参加华创会等专

业招商活动，做到内引外联、搭建平台，开创招商引

资工作新局面。年内，招商引资数量、质量双提升，

新引进捌加壹商汇投资、国华（武汉）金融等１２０余
家企业（其中注册资金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 ２９
家，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６家，注册资金
１亿以上的企业１家），涉及投资咨询、电子商务、对
外贸易、电力工程等现代服务行业，其中，新引进具

有一定规模的电子商务企业２８家，总注册资金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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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亿元，包括湖北省供销社旗下电商企业“湖北供
销裕农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全国工程机械销

售行业龙头企业“千里马（武汉）电商科技有限公

司”、武汉本地大型电商“武汉永乐便民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和医疗健康电商企业“湖北医之星电商科

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另有九州通、海王星辰

等２０多个招商对象正在洽谈。

【优化经济结构】　２０１４年，口经济开发区坚持质
量提升与结构优化并举，进一步推进产业发展方式

和企业发展模式，不断强化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

支撑作用。

加快产业园区调整改造力度。按照“科学规

划、合理改造、产业聚集、完善配套”原则，启动占地

１０７３公顷、建筑面积６９万平方米的自管园区的
腾退改造。现已制定企业腾退方案，有理、有利、有

节地完成德创厨具、聚丰粮机、包行机械、法山磨具

和塞德那等企业腾退工作，同步与市都市产业公司

洽谈自管园区的合作开发方式，深入磋商“协同运

作、收益共享”的合作路径，为推进园区转型升级打

下坚实基础。按照“加强引导、规范管理、有序发

展”原则，加大江城壹号产业园调整力度，探索文化

创意、总部经济的引进培育，已入驻光明乳业、欢乐

小马影业、３Ｄ爱情梦工厂、思瀚创意设计、国宝文
化、李海峰艺术馆等企业。通过多轮磋商，与圣博公

司签订“共同成长协议”“资金监管协议”，发挥政府

引导监管作用，实现文化与产业的良好结合，将江城

壹号打造成集创意办公、创意展示、创意体验为一体

的综合性文化主题时尚园区。

加快传统企业提档升级。支持传统企业向技术

集约型转型。武汉东运制版有限公司投入１９３０万
元、武汉中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投入８００万元用于
新设备采购，武汉华源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加大

科研投入，产值比上年增长３０％以上；新增４户“小
进限”企业中酒仙网预计年销售额 １５亿元。同
时，引导北区工业企业在自有的土地上新建楼宇，将

总部留住而生产外迁。美雅婷商贸计划投资６０００
万元建设１７万平方米的家用纺织品电子商务项
目，金品珠宝计划投资６０００万元建设１万平方米的
珠宝电子商务基地，省电力装备也拟重新规划建设

建筑面积约８万平方米现代化的生产办公总部区，

正制定规划方案和进行产业认证。

引导传统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应用。继续推动

“湖北电商谷”项目建设，２０个单品平台基本建成，
进入运营培育阶段。新增武汉电缆、汉正股份、湖北

电力等１６家“四上企业”（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
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

上服务业企业等这四类规模以上企业的统称。）开

展电子商务应用。汉正街年内新增１０２３家商户在
阿里巴巴开店，总数已超过５０００户；翠园礼业、一
钮扣等汉正街行业代表性商户自建的电子商务平台

已上线运行，发挥引领示范作用。“阿里巴巴—汉

正街产业带项目”正式上线运营，入驻商户 １００２
户，线上交易额４０９亿元，总访问量２３３万人次，有
力推动汉正街市场的电商化转型。积极推进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基地１０００万元中央财政资金补助试点
工作，基本完成对１３个入围项目的审计验收，只待
验收结果批复即向申报单位发放补助资金。

【改善投资环境】　２０１４年，口经济开发区以转
变机关作风、塑造良好形象、提升服务效能、优化

投资环境为重点，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

促进企业发展解难题。坚持和完善干部对口联

系企业、首问责任制，企业直通车等一系列服务企业

制度，当好企业的“保姆”。年内为永盛科技解决员

工在汉落户、开据小额发票的难题；为元祖、嘉信隆

等５家企业申报税收奖励兑现；为华友源针织、道琪
服饰申请市级贷款贴息补贴；为湖北电力装备牵线

宜家项目电力设施采购；为新华书店天然气管道接

入、酒仙网自建仓储用地、深圳迈瑞申请医疗器械经

营许可证等难题多方奔走。多次组织园区中小企业

参加融资对接会。

改进园区工作提效能。推行园区精细化物业管

理，聘请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环卫保洁、园林绿

化、日常维护、安全保卫等服务，安装公共智能化安

防设施，开展消防安全标准化建设，强化安全责任体

系建设，注重区域公共安全，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

保园区和谐稳定。联手园区群团组织建设举办“一

季一讲”讲座、园区企业职工趣味运动会、羽毛球比

赛等活动，丰富企业职工生活，增强园区凝聚力。

（李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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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税 务　


金 融

财 政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财政局充分发挥财政职能
作用，支持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推进财

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全年完

成全口径财政收入 ７９６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４％；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３５００亿元，增
长１４０％；全区财政支出３６０４亿元，下降５６％。
２０１４年，区财政局继续保持“省级文明单位”单位称
号并获得“全省财政监督检查工作先进单位”“全省

政府性债务统计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３４个。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９日，口区财政局召开全区财政专项工作部署会

【财政收入】　２０１４年，口区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完成３５００亿元。其中，增值税２４１２２万元，比
上年增长２７％；营业税８０７２７万元，增长５５％；
企业所得税２０８４７万元，下降 ６９％；个人所得税

１１７５９万元，增长２４０％；城建税
４９８０５万元，增长２８０％；房产税
９１９７万元，增长 １９５％；印花税
３２１６万元，增长 ６０％；城镇土地
使用税 ３０２７万元，与上年持平；
土地增值税４８９８７万元，增长
３６９％；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８７６
万元，增长 ７９％；耕地占用税
８０１万元；契税３６５４５万元，增长
７８％；非税收入６００９９万元，增
长１５７％。

【财政支出】　２０１４年，口区地方
财政支出３６０３８２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服务支出５３８０５万元，比上年下降１６％；国
防支出８８９万元，下降４２％；公共安全支出３７８４６万
元，下降５８％；教育支出９４６８３万元，增长１５５％；
科学技术支出５６５０万元，下降７９％；文化体育与传
媒支出１５７９万元，下降５９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６４１２６万元，增长１２０％；医疗卫生支出２６４９４万
元，增长 ７１８％；节能环保支出 １０３２万元，下降
４７％；城乡社区事务支出３７４１５万元，下降３１％；
农林水事务支出３０７７万元，下降３７％；交通运输支
出６３６万元，下降１５％；住房保障支出１９３１９万元，
下降３５４％；资源勘探电力信息事务支出７８６４万
元，下降 ３８７％；商业服务业支出 ２７９万元，下降
９４７％；国债还本付息支出７０万元；其他支出１７４万
元，下降９６４％；基金支出５４４４万元。

【财政收支平衡状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区级财政收
支平衡情况是：总收入４６３２７６万元，其中，区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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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财政收入３５０００８万元，中央税收返还７１９１万
元，调整财政体制返还１３５９８万元，转移支付收入
８０９１６万元，各种结算补助收入１１２９６万元，上年
结余２６７万元。总支出４６０８６６万元，其中，区级财
政支出３６０３８２万元，上解上级支出１００４８４万元。
年末结余２４１０万元。

【收入征管】　２０１４年，口区财政局挖掘增收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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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财源建设

工作机制，推进税源集约管理，提升信息共享能力，

理顺部门涉税职能，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召开专题调

度会，深化工商登记改革，创新“一窗办结，集群注

册”机制，新增注册资本５０万元以上企业１０８４家，
其中亿元以上企业９家。加大非税收入征管，完善
非税收入组织调度机制，定期召开工作分析会，加大

组织调度力度，全年完成非税收入 ６亿元，增长
１５７％。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完善招商激励机制，通
过调整考核和兑现方式，鼓励街道和部门密切配合

引进税收增量，新引进企业１１８户，实现税收２３４６
万元。

【支持企业发展】　２０１４年，口区财政局以推动
产业转型提升为抓手，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夯实税

源基础。扶持重点企业，加大以企业为主体的产

业结构优化力度，投入资金１２亿元支持省石油、
远大制药和工贸家电等重点企业，百强企业税收

增长１２３％。全年纳税过亿元企业达１０户、超千
万元企业８２户，过５００万企业１４３户。深入挖潜
增收，破解拆迁税收、契税划转等涉税难点，汉正

街东片、汉西建材片等拆迁地块实现税收５０７３万
元；积极开展税收筹划，通过转移价差、总部汇缴

等方式，远大制药新增税收３７８２万元。强化项目
税收控管，突出建安税收属地化，通过招投标环节

定条款、“见票付款”等办法，建筑安装企业属地纳

税率提高到９０％。

【社会保障事业】　２０１４年，口区财政局加大民生
支出力度。筹措６４１２６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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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８万元支持公共卫生事
业发展，促进了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

【社会事业经费投入】　２０１４年，口区财政局积极
推动社会事业发展，支持教育优先发展，投入９４６８３
万元用于教育事业发展；投入５６５０万元支持科学
技术事业发展；投入１５７６万元支持文化事业发展。

【行政经费投入】　２０１４年，口区财政局从建设节
约型机关入手大力压缩公用经费，严控一般性支出；

出台一系列节支措施，加强“三公”经费（指政府部

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招待费）管理，努力降低行政成本。２０１４年全
区“三公”经费总额为２９２９万元，比上年减少７４９
万元，下降２０％。

【预算编制改革】　２０１４年，口区财政局推进预算
编制改革，人员经费按照第三次规范津补贴要求，确

保人员经费足额到位；首次对预算绩效项目进行跟

踪监控，对７４个项目共计２４４亿元资金实施绩效
评价；推进预决算和“三公”经费信息公开，７２家预
算单位首次公开“三公”经费预算；推动区级财力向

街道倾斜，按照“费随事转、事费配套”原则首批下

划街道４５个事项共计１１亿元。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２０１４年，口区财政局
完善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强化国库动态监控，通过违

规警告、审核控制等手段防范支付风险，启用监控项

目１７项；合理调度国库资金，严格按项目进度下达
计划，预算执行及时性和均衡性得到提高；公务卡覆

盖面达１００％，一二级预算单位现金使用量比上年
下降１５９％。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２０１４年，口区财政局通过
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年

内已完成１０个部门后勤保障采购项目。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财政局
加强行政事业资产管理，完成全区各单位资产处置

检查，开展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推进国资管理信息

化，提升资产管理水平。

【推进财政政务公开】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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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５８万元，部门预算资金２３４５０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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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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口区财政局建立健全财政
预算、资金拨付、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跟踪监督机制，

开展违反财经纪律、“三公”经费和票据管理等５个
方面检查，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并处理处罚；加大项

目监管力度，发挥财务总监作用，把监管领域向工程

项目管理延伸，对工程造价精确控制，全年审核项目

资金５１８亿元。

【财政投资评审】　２０１４年，口区财政局积极探索
将新、改、扩政府投资项目的工程预算全部纳入财政

投资评审范围，完成评审项目８４个，审减金额２２７１
万元，审减率６４％。

【国资监管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财政局深化区属
国有企业管理改革，制定国企国有资产管理意见，国

资监管进一步加强。

（彭　晖）

国 有 资 产 经 营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简
称口国资公司）围绕企业经营发展目标，广开融

资渠道，沉稳应对不利政策形势，全年融资４８９２亿
元，有效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确保重点项目顺利推

进。利用市场主体身份手段，积极投入资产收购、土

地储备、房屋征收及企业改制工作，全年收益７００余
万元，通过租赁经营方式，盘活区内经营性房屋门面

资产，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收益逐年提高，全年

租金收入６０５万元。

【项目融资】　２０１４年，口国资公司重点围绕确保
１１３５片及片外化工企业搬迁项目资金需求、确保宜
家板块已收购企业补偿款支付、确保按期偿还银行

贷款本金及利息开展项目融资。为保证及时足额满

足项目资金需求，口国资公司与金融机构广泛接

触，细心谋划、精心调配，累计获得银行授信超过５０
亿元。及时释放并充分利用有限抵押物，积极推进

土地储备证办理工作，最大程度实现贷款上账，从中

国银行等机构共获得贷款４４７１亿元，综合融资成

本低于８５％，比上年低一个百分点；广开渠道，通
过引入社会资金等方式筹措４２１亿元，全年实现融
资总额４８９２亿元，完成年度融资任务的１６３１％，
顺利完成口国资公司年度绩效指标任务。此外，

全区通过市级平台（市城乡建设集团、市土储中心、

市地产集团）融资２９４５亿元，通过企业融资７９４８
亿元，全区全年完成综合融资１５７８５亿元。

【资产运营】　２０１４年，口国资公司进一步完善电
子化资产台账与租金台账并创建电子地图，实现有

账可查、有迹可循，促进资产运营及管理的规范化、

科学化和系统化。同时，深入市场了解租金行情，依

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租金，采取区政府采购网上登

记挂牌招租等方式丰富资产租赁手段，有效保证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建立监

督制衡机制，确保资产租赁工作有序展开。口国

资公司全年资产经营目标为５２０万元，截至年底，实
现收入６０５万元（其中注入资产租金４３０８万，授权
委托资产租金１２１５万，自购资产租金５２７万元），
比上年增长２１％。年内，对原兴鸿兴经济发展有限
公司房地资产等重点消防管理资产严格实施资产消

防安全整治整改工作。为彻底解决守控问题，资产

部通过采取蹲守布控、逐一清退方式，在艰难条件下

顺利完成汉正街整治工作专班的工作要求并取得显

著成效。年内还联手区统筹办，组织公司员工、租

户、全区拆除公司相关人员在汉正街管委会开展专

项消防知识培训及模拟消防演练活动，进一步提升

全员消防安全意识，增强自我救护能力和互助逃生

能力，为防灾减灾奠定良好基础。全区全年实施资

产管理安全零事故。

【投资经营】　２０１４年，口国资公司围绕协助推进
企业改制、深化土地储备与旧城改造、加快推进重点

基础建设项目等３方面开展投资收购工作。完成对
武汉贴花印刷厂的收购，通过融资收储（收购）区域

内企业资产，帮助老企业解决职工安置和改制问题，

以缓解政府信访和消防压力，维护区域社会安全稳

定。在清收不良资产债务包方面，年内已先后清收

红星铝制品厂（１０万元）、创元公司（３５０万元）、丹
琦集团（５０万元）和口商场（３００万元）债务并实
现投资收益７１０万元。

【债券发行】　２０１４年，口国资公司加快推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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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日，口区国税局总会计师陈幼文为Ａ级纳税人江汉油田分公
司采油工艺院授牌

城投债券的发行工作。经由武汉

市金融办、财政局、发改委会商，市

政府出具《关于武汉市口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偿

债保障措施的说明》《关于同意武

汉市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申请发行公司债券的意见》报送至

湖北省发改委，顺利通过审议并报

送至国家发改委。但随着《国务院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关于试行全面加强企业债

券风险防范的若干意见的函》等文

件出台，债券发行受到较大影响。

口国资公司正与券商积极对接，

力争及时按照政策要求作出调整，

尽快获得国家发改委批文。

【内部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国资公司为进一步提升
公司效能，着力建章立制。健全完善《公司考勤管理

制度》《工作日志制度》，针对投融资及资产管理岗位

要求细化岗位职责。同时，为激发公司员工干事创业

热情，完善奖惩机制，提升公司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着力规范项目审批决策程序，针对投资、资产管理的

复杂形势制定科学合理的决策流程与办法，保证各项

工作决策科学，依法依规，严谨有序。强化风险管理

意识，狠抓安全生产，在融资和资产管理工作中可能

出现的风险及时预判，做好预案，力保资金使用安全

及资产安全。为促进财务管理精细化，制定《国资公

司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国资公司费用报销流程》并

结合工作实际修订完善口区统筹办内部费用报销

流程并对征收（拆迁）项目资金审批流程提出修改意

见。与此同时，还规范与法律顾问、财务顾问、代办公

司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合作，制定相关管理制度，使各

项工作既能有效借力，又能合法合规。

（金学龙）

国 家 税 务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国家税务局（简称口区
国税局）以“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扎根工程”为抓

手，深入推进征管改革，调整机构设置与转变管理职

能，顺利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国税局面临辖区中小企业发展
滞缓、房地产无新增税源、引进税源明显不足和政策

性减税的影响，多措并举，克难奋进，全年组织入库

各项税收收入 ２４５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８２％，增
收５３８９亿元，为武汉市国税局下达年度计划的
１１５７％，占全市的税收收入比重由上年的 ２１４％
提升到２３７％，增收贡献率为３５２％，为全市税收
突破千亿大关作出贡献。全年累计入库区级全口径

税收收入２３５５亿元，下降１１％；累计完成地方公
共财政收入３５８亿元，下降４９％。代征工会经费
３７６２万元。

【税收征管】　２０１４，口区国税局年初就走访调研
重点税源企业，掌握税源信息，巩固重点税源增长，

把握组织收入主动权。通过三级分类监控，税企联

动分析，加强管评征收，１１户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
（如口烟草、远大医药集团等）比上年增收４４９２
万元，１９２户１００万元以上企业全年入库税收１２３
亿元，占税收（除中烟）的６５１％。税源的培育、巩
固和优化是推进财源建设的重中之重。湖北中烟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优化产品结构，收回联营加工的黄

鹤楼卷烟系列产品销量增长 ４０％，占总销量的
６０％。全年远大集团所属远大医药（中国）、销售公
司和武药制药３家公司合计入库税收１０２８６万元，
比上年增长１６５８％。２０１４年总分支机构的税源本
地化也成为一大亮点。通过让省石油和高路油在武

汉建立分公司的方式保证税源基数，促使本部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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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每年都高于３５％的比例，其所得税５０％在本部
缴纳；其它跨地区在口的总机构就地预缴所得税

额１３１８万元，增长１３６４％、跨地区在口二级分
支机构就地预缴所得税额２２５８万元，增长６１９％。
此外，口区国税局顺利完成３０３５户纳税人“营改
增”税收１０７１９万元，增长７１％，其中现代服务业入
库占全部营改增税收的 ８５％。因税制转换减税
１１１６３万元，惠民效应明显。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４日，湖北省国税局姜锋副局长（右四）为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颁发纳税信用Ａ级证书

年内，口区国税局推行新版网上办税系统和

常见业务的“同城通办”。一般纳税人９７７％已通
过新版网上办税系统办理纳税申报业务，８类４９项
涉税事项在办税服务厅实现“同城通办”，纳税人办

税更为方便、快捷、经济、高效。

年内，口区国税局专业化管理日趋成熟。在

征管改革中保留驻厂管理制度，同时集中税收４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企业（除房地产和石油行业）成立税源

管理一科，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分析税源、服务企

业、挖掘税收增长潜力。为加强房地产行业管理，将

辖区内５７户房地产企业划归税源管理二科管理，集
中力量对其经营、税源预测等摸底调查，按户建档，

加强动态跟综监控，全年入库房地产所得税１４２４６
万元。同时，将石油行业全部归口到税源管理四科

管理。

为进一步明确风控管理职责，有效落实例会和

季度讲评会等会议制度，组建负责高等级风险应对

的评估一科和负责注销清算的评估二科，实现风险

应对团队专职化，及时完成省、市国税局风控中心

一、二级风险应对工作任务，完成进度超过全市平均

水平。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４年，口区国税局推进税务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确认并向社会公开行政审批项目６８
项；继续推行“免填单”服务共７１项，即时办理１３０
项即办事项，限时办理非即办事项；批量开展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两费抵减”优惠备案；利用按键精灵录

入“营改增”差额征税扣除清单；６００８户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全部改为按季申报后，每月减少申报５
万户次；重新清理表证单书填写范本，取消２６项涉
税文书；对现有９类７２项１１２０个服务规范进行梳
理，确保《全国县级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执行到

位。全面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

小微企业从２００９年的２５１户增加到４２５７户，核定
征收纳税人也纳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

企业将从中享受 ６００万元—８００万元的所得税减
免，全年为纳税人办理各类减免退税１９３２万元。

【纳税服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国税局树立机关围绕
基层转、税务部门围绕纳税人转的观念，通过“嵌入

式服务”“三勤一快”等措施，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的

纳税服务体系。

勤走访全面开展问需问效。口区国税局领导

带队走访重点企业，与纳税人“面对面”沟通，办实

事、解难题。各基层所分期分批开展“问计、问需、

问效”走访，拉近与纳税人的距离，提高纳税人的满

意度。

勤宣传积极推行税务公开。

免费发放营改增、“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相关政策宣传册和特刊；公

布税务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在办税

服务厅、电梯口统一张贴宣传画；

利用导税咨询台、宣传告示栏、触

摸显示屏、自助办税机及网上办税

服务厅、纳税服务 ＱＱ群、新浪微
博，对税收政策、办税流程、优惠事

项进行公示；创新服务项目，为纳

税人贴心制作办税“一事指南”宣

传条，内容清晰，流程明确，涵盖

口区国税局和政务中心地图、附近

银行网点以及专用发票代开所需

资料、注销税务登记办理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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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可随时取阅，方便携带，广受好评。

勤培训着重加强纳税辅导。结合走访把税收政

策送上门，一对一现场辅导；利用“三纳”平台（纳税

人之家、纳税人维权中心、纳税人学校）的“税收大

课堂”分层次分事项对纳税人进行集中辅导；在办

税大厅提供网上纳税课堂，供纳税人拷贝资料，其中

针对新办纳税人的首次纳税课堂及“每月一班一单

一宣”服务，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品牌。

快整改有力提升服务质量。在群众教育实践活

动过程中，口区国税局领导到大厅“坐诊把脉”，

为纳税人提供税收咨询，解答疑难问题。对纳税人

反映的问题和建议，精心梳理，分类研究落实，快速

制定整改措施。对网上申报纳税人反映申报扣款不

成功，需要往返跑的问题，及时开通扣税服务热线，

向纳税人提供一对一的运维支撑保障。年内对

３６００户纳税人进行电话回访，满意度达到９７５％。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国税局把“狠抓作风
建设，严格执纪问责”作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主

题，构建“两个责任”工作机制，践行“让规矩成为习

惯，让习惯成为自然”理念，采取政策引导、案例提

醒、督查整改等措施，把深入改进工作作风不断延伸

到基层，落实到干部的“神经末梢”。

年内，全局承办市长热线督办件２６件，办结率
１００％；承办政府公务平台投诉件６件，办结率１００％。
６４名干部入选武汉市国税局“５５１工程”业务骨干人
才库，１１名干部因违反劳动纪律受到处罚。口区
国税局再次被口区评为行风评议“优胜单位”。

（易海岚）

地 方 税 务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地方税务局（简称口区
地税局）围绕“六型地税”（责任地税、创新地税、服

务地税、法治地税、数字地税、人文地税）和税收现

代化建设，以“全面构建治税、治局新体系”为目标，

以组织收入为中心工作，深化地税阳光文化建设，助

推各项工作上台阶，开创税费收入跨越百亿、阳光团

队风清气正、规范执法防控风险、纳税服务深得好评

的新局面，继续被评为省级最佳文明单位。年内，先

后获评全省税政管理工作先进单位、武汉市“六五”

普法中期先进单位、武汉市第八届职工职业道德建

设先进单位、市地税系统巾帼建功创先争优先进单

位、市地税系统绩效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和区社会管

理综合治理优胜单位，民评民议连续３年保持全区
第一。

２０１４年，口区地税局树立“税源有限、管理无
限”的工作理念，夯实征管基础，用政策找税源，向管

理要税源。做到掌握重心抓主体税源，不厌其烦拣芝

麻税源，清查细究挖潜力税源，勤跑多看捉机遇税源。

创新欠税“一户一档”的案卷式管理，强化重点税源监

控管理，注重第三方信息比对挖掘税源，取得较好实

绩。零散税收实行“四主一体”管理模式，代征市场

１１个。全年完成税费总收入１０１４９亿元，比上年增
长３１６％，其中，市政府目标收入６５９３亿元，增长
２２６％，为年度收入任务的１０９５％。区属全口径收
入５０６亿元，增长１５８％，地方一般预算收入２５９
亿元，增长１６４％。

【税收征管】　２０１４年，口区地税局“三规范”
（规范流程，严格税源户注销审批；规范户管，摸清

交叉税源户管；规范制度，严格发票管理），不断夯

实征管基础，在地税总局组织的烟草集团税收审

计中有３人受到书面表扬。同时，探索新的评估
方法，年内下达评估任务 ２５５户，评估补缴税费
５４３３万元。全年实现流转税管理有方，重大工程
营业税征收２２３亿元、契税４５５亿元；所得税管
理有法，完成税务清结１２７３８户，征收４５９亿元，
８３７２户次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年收入１２万以
上个人所得税申报３３４８人，征收税款５６６亿元，
完成市局目标数１１９％；财产行为税完成６个项目
的自行清算申报，应缴土地增值税 ２４８亿元，已
预缴１６８亿元。

【纳税服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地税局推行“便民办
税 春风行动”、落实全国县级服务规范，同城通办、

维护权益、提升办税效率，营造温馨环境。同时，积

极实施“三合并”（将申报窗口、发票代开窗口、发票

发售窗口合并）和“三分离”（把“申报资料、发票资

料、综合资料”分离），先办后审，打造方便高效的办

税平台。年内，“纳税人网校”联合科技孵化器等专

业机构，针对小微企业创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开展

定制培训，致力于“拉近时空距离、自主自助学习、

方便快捷沟通、节约征纳成本”。全局全年举办培

训班７０期，参训人数达 ３５５１人次，网校点击率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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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０日，口区召开新三板工作推进会

１８３８万人次，受到纳税人的普遍
欢迎。

【人事教育】　２０１４年，口区地
税局抓住“能力建设年”契机，围

绕提升“科学决策力、组织协调力、

有效执行力”开展５期分类岗位培
训，内容包括税政法规、党务政务、

税费征收、征管纳服及信息化管

理，全局２９５人次参加培训，人均
参训达 ３２８学时。年内举行的
“三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律师资格证）考试，１７人顺利
通过２５门“注册税务师”考试科
目，５人获得“初级会计”证书。

【廉政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地税局通过“三个保
证”（思想保证、组织保证、措施保证）促廉风，“三大

教育”（“规范执法，健康生活”主题教育、“珍惜当

下，感恩社会”情景教育、“以案说法，查找风险”警

示教育）树正气，形成以制度用权、管人和办事的长

效机制，进一步完善惩防体系。同时，采取每月例会

及时学、邀请专家专题学、深入社区实地学、组织观

影互动学深化廉政教育，营造全局风清气正干实事，

协力同心谋发展的良好氛围。

（崔　丹）

金 融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金融工作办公室（简称
口区金融办）发挥协调联系金融机构的优势，围绕

全区转型发展和跨越发展的战略目标，积极支持经

济发展，全力推进各项工作。

【金融产业转型】　２０１４年，口区金融办按照市、
区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力推动东湖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口专业金融园区建设。截至年底，全区

共集聚约２４０个产业金融单位、３００个金融机构网
点和１０个省级保险机构；另有英国汇丰银行等６家

外资金融机构。新型金融业态开始起步，特色金融

产业初具雏形。年内葛洲坝财务公司已经正式在

口区开业。该公司于１９９６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批准成立、初始注册资本金人民币１亿元。２０１１年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成立后，公司经增资扩股将注册

资本金增加至１３７亿元，现有股东单位１２家，母公
司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口区金融办致力于科学编制口金
融业的“十三五”规划，立足区情、把握关键，着眼发

展需要、把握产业发展规律，为全区经济建设发展补

短板、增后劲、促均衡、上水平提供支撑。

【互联网金融】　２０１４年，互联网金融作为传统金融
业与互联网结合的新兴领域已然成为炙手可热的新

兴产业。年内，落户口的一起好金融信息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发展状况良好，全国综合排名紧跟业内

一线品牌位居第四，是全市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网

贷平台。新引进湖北湘商盟金融信息有限公司于６
月２８日开业。

（夏峥珍）

·银行业·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银行业全面落实国家宏观
调控政策，在加强内控管理和风险防范的基础上积

极拓展业务，整体呈现稳中有进、趋势向好、结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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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质量提升的态势。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口区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
约１４０个，其中外资银行分行２个、国有商业银行网
点约８９个、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１２个、邮政储蓄银
行网点９个、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网点１２
个。日本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落户口。

【银企对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１日，由口区企业联
合会、区经信局、区金融办主办，汉口银行总行、武汉

亚飞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口区金融服务中

小企业现场会”召开，区直相关部门、相关金融企

业、开发区企业及各分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夏峥珍）

·证券　期货业·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证券、期货业坚持以科学
发展观统领资本市场改革和监管工作大局，深入贯

彻湖北省和武汉市资本市场建设精神，解放思想，锐

意进取，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和作用，为口的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截至年底，口区有证券、期

货机构营业部１２个。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落户口。

【辖区上市公司】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口区共有 ３
家上市公司在沪、深证券交易市场主板挂牌交易，分

别是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宏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武汉远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另有湖北

高曼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市场挂牌交易；湖

北春泰客运集团在四板市场挂牌上市。与此同时，

武汉新科谷有限公司、湖北泽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和蒙特梭利教育咨询公司已与券商签约启动上市前

期的相关工作。

【后备上市企业培育】　２０１４年，口区金融办本着
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思路，挖掘和培植全区上市后

备企业资源。按照注册资本５００万、存续期２年以
上的标准，从辖区内符合上新三板条件的９００家企
业中梳理筛选出 １７家优质重点后备企业，建立了
“口区新三板工作群”和“口区金融机构联络

群”，聚集了新三板已挂牌企业、新三板后备企业、

相关券商以及相关部门，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沟通协

调机制。５月３０日，区金融办召开新三板工作推进
会，上市后备企业、街道以及证券公司参会。７月１７
日，联合企业家协会和长江证券再次召开新三板工

作推进会，重点跟踪、上门走访泽越科技、利标日化、

凯奇电焊、依翎针织等重点企业，协调解决其挂牌合

规性问题，逐步形成培育一批、辅导一批、申报一批

后备上市企业的良性梯级结构。

（夏峥珍）

·保险业·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保险市场呈现“缓中趋
稳、稳中趋快、快中趋好”的运行特点，保险业务健

康发展。截至 ２０１４年底，全区共有 ４１个保险机
构及经营网点，其中省级以上保险机构有建信人

寿、中华联合、长安保险、泰康人寿、中英人寿、太

平人寿、泰康养老和平安财险等，已初步形成保险

机构集聚的态势。

【保险金融改革】　２０１４年，口区为落实《武汉金
融改革创新总体方案》，深化民间金融改革创新，引

导和规范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专程拜访了湖北省保

监局局长王斌，并作为武汉主城区唯一代表参加了

湖北省保监局与武汉市政府共同打造的保险示范区

会议。

（夏峥珍）

·０６１·

·口年鉴·





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教 育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教育局全面推进教育改
革，圆满完成市、区两级绩效目标任务。口区获评

湖北省学前教育示范区，口区教育局获评湖北省

教育系统先进工会集体、湖北省首批法治创建活动

示范单位、武汉市“三万”活动工作突出工作组、武

汉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武汉市教育系统信访稳定

工作先进单位和武汉市教育系统关系下一代工作先

进集体。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４日，武汉市教育云示范工程规模化应用现场推进会在崇仁路
小学举行

截至年底，口区有各级各类学校１２５所，其
中幼儿园５９所，小学４０所，初中１５所，高中８所，
职业学校１所，成人中专１所，特教学校１所。全区
有在校学生７３万人，在岗教师４８７８人。全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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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所，省级示范性幼儿园３
所，市级示范性幼儿园９所。

【教育工作成果】　２０１４年，口
区教育局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

建立工作联系点３０个，全年到联
系点开展活动 １００次。继续开展
“两为服务”活动，全年局领导班

子集体下校４０次。在武汉市第十
一中学承办全市教育系统党建工

作推进会，并就全区“四点半学

校”工作进行经验交流。完成 ７９
个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在

条件成熟的民办学校、幼儿园建立基层党组织和工

会组织，扩大基层党建工作覆盖面。抓实全区教育

系统文明创建工作，崇仁路小学获评“全国文明单

位”。区教师合唱团在武汉琴台音乐厅成功举办

“师情·诗语”合唱专场音乐会。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切实落实“两个责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与治

庸问责，聘请１６位政风行风监督员到基层明察暗
访。积极推进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和统战工作，

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调研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
生田径锦标赛暨第二届亚洲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场

馆、武汉市第一职业教中心新校建设和新合村小学

校园足球。参与全市教育系统党建思政研究会论文

评比获得一等奖１人，二、三等奖各２人。
教育人才工程再创新绩。武汉市第四中学朱天

元、体育馆小学寇晓燕、武汉市第十一中学田祥高成

为武汉市政府津贴获得者，武汉市第十一中学汤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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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被评为口区第二届“敬业爱岗”模范，崇仁路小

学张彦平被评为首届“武汉市名校长”，崇仁汉滨小

学汪飞等两人入选黄鹤英才。年内与市委党校携手

开办全市教育系统江北片基层书记专题研修班并组

织正、副校级后备班学员到国内重点学校挂职研修，

开创全市教育系统基层干部培训新模式。先后开展

双月师德主题教育活动、“馨桥读书征文”等活动营

建书香校园。全国道德模范杨小玲获得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崇仁路小学俞秋明被评为第四届武汉市

“十大魅力教师”。

【依法治校】　２０１４年，口区教育局坚持依法行
政、依法治教，依法执教，进一步提升教育管理水平

和群众满意度。成立口区教育督导委员会，全面

实施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对口常态督导，保障中小

学校依法依规办学。深入开展“群众满意学校”“依

法治校示范校”创建等活动。六十四中、井冈山小

学、新合村小学被评为年度武汉市群众满意中小学。

举办“法律进校园”普法讲座１０场，法制副校长为
学生讲授法制课近８０节，制发法律知识宣传单６万
余张。武汉市第一职教中心获评湖北省依法治校示

范校，区教育局被评为湖北省首批法治创建活动示

范单位。清理规范并网上公开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

事项，共计１５大类３９项。围绕治理和规范中小学
代收服务性收费问题、入学考试、招聘招标等突出问

题，严肃查处有偿家教等师德失范和违规收费行为，

维护教育的正面形象。全面落实国家助学金发放和

学费减免政策，全年资助家庭困难的学前、中职和高

中学生４９９０人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率达
１００％。为促进教育公平，全区 ９９５％的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被安排在公办学校就读，其中，小学生

１０３２６人，初中生４２２２人。

【教育改革】　２０１４年，口区教育局认真贯彻落实
《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

意见》，按照品德发展水平、学业发展水平、身心发

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学业负担状况等５个维度，
从教育教学常规监测（量化评分）、中高考学科质量

监测、非中高考学科质量监测、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体质健康监测、学生习惯和能力监测、艺术与审美等

方面进行全面考量，制定《口区学校绿色质量奖

励方案》，不断强化绿色质量观的导向作用，引领基

层学校和教师遵循教育规律，注重内涵发展，实施素

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区域教研课题《优质

均衡视域中的区域融合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立项

为国家教育部规划课题。口区教育局年内在中学

实行三级聘任，在小学结合班科聘任实行分级聘任

的教改举措，在武汉市“双向选择，逐级聘任”推进

工作会上作交流发言，并在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

工作研讨会上作为教师培训工作经验介绍。

突出教育与教学的融合，“有效德育”与“高效

课堂”工程建设深入人心。“班科一体化”探索实

现“减负增效”的工作目标。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

“爱心课堂”互助学习模式、东方红第二小学“四习

八法”课堂教学模式被评为武汉市第三届“十佳”

高效课堂教学模式。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

革专业委员会武汉协作体学术年会、长江中三角

四城市教研协作项目武汉市小学高效课堂观摩展

示活动、湖北省“健康课堂研究”现场会、武汉市义

务教育小班化教学推进工作现场会等均在口举

行，区实验小学小班化办学经验被武汉市教育局

定为“实施小班化教学的典型”在全市推广。武汉

市第十一中学国际部中外合作办学获湖北省教育

厅批复。区教育局开展与武汉市外国语学校合作

办学事宜，汉江湾国际学校筹备推进顺利。法国

驻汉总领事马天宁参观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

后，推动中法合作项目发展。

【教育质量】　２０１４年，口区教育局宣传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入开展文明城市指数测

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综合测评、“我们的节

日”系列主题活动、教材循环使用试点与志愿服务

等活动。两名学生获评第二届湖北省现代少年好习

惯形象大使，一名学生被评为湖北省“美德少年”和

武汉市“美德少年”，４人获楚才作文竞赛特等奖。
启动新一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获评湖北省学

前教育示范区。东方红小学、实验小学、井冈山小

学、同济附小、同济附中、武汉市第二十七中学、武汉

市第六十三中学、武汉市第四初级中学高水平通过

武汉市素质教育特色校评估。１６所学校完成小学
标准化建设。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口区６所公办高
中文理一批上线率由１４１％上升到２７６％；三批本
科上线率由６２２％上升到７５９％，文理一批、三批
上线率连续４年超过武汉市上线率；报考艺术、体育
等专业５７７名考生，文化成绩本科上线４９８人，上线
率８６３％。中职类毕业生就业率９８％，其中３６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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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班学生中有９１人因在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大赛
中获奖，通过高职院校的单独招生“绿色通道”直接

被高校录取。

２０１４年，口区教育局制订《口学校体育三
年行动计划》，学校特色团队活动有声有色，国家教

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到新合村小学、武汉四中

实地考察，对全区学校体育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口区田径队代表湖北省参赛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中学

生运动会田径项目团体总分位列全国第八；代表武

汉市参赛获得第十三届湖北省中学生运动会田径比

赛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团体总分三项第一及男女足

球冠军；第十八次蝉联武汉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中学组冠军。体育馆小学、韩家墩小学获武汉市第

八届管乐队、特色队比赛金奖；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

获武汉市第二届校园合唱节一等奖，武汉市第十七

中学获校歌创作评比展演活动一等奖。年内口区

承办“武汉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竞赛”。

２０１４年，口区教育局开展暑期青少年求知计
划及暑期社区青少年精品活动展示活动；继续开展

名家讲坛、汉正百姓讲坛活动。社区教育培训人数

为２９万人，占社区居民总数的５５％。顺利完成全
区６５所民办学校年检工作。

【教育云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实现宽带校校通、
电子白板班班通、学校网络室室通。口网络数据

中心和市、区级录播教室建设全面推进。组织全区

教育信息化应用培训和中小学新媒体、新技术、新平

台“三新”教学微视频课大赛，推动“高效课堂”“同

步课堂”“网络教研”“在线作业”，实现技术与教学、

管理、科研的有机融合。承办武汉市教育云示范工

程规模化应用现场推进会，国家教育部科技司、中央

电教馆、湖北省教育厅、武汉市教育局、各区教育局

局长与会。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专题调研并肯

定口区工作。云南、江西、新疆等省外同行多次来

口学习考察教育云工作。

【教育设施建设】　２０１４年，原武汉市第六十二中学
中更名为崇仁路中学并顺利开学；紫润小学顺利开

学招生；易家墩小学配建有序推进；韩家墩小学分校

开工建设；新武汉市第一聋校完成立项批复及征地

协议签约；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第二届
亚洲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武汉市第四中学场馆建设及

赛场周边综合整治顺利推进，湖北省政协主席杨松

实地考察后对筹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校园足球】　２０１４年，口区教育局制发《口区
校园足球三年行动计划》，积极推进校园足球三级

联赛工作。７月，新合村小学作为全国唯一中小学
校代表在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交流经验。１１
月，区教育局、新合村小学应邀参加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工作座谈会并作经验交流，两次受到刘延东副

总理好评，学校特色教育在《焦点访谈》专题播出。

全年有４４６篇次报道被央视、《光明日报》《中国教
育报》等媒体刊播。

【校园安全维护】　２０１４年，口区成立区、局、校三
级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综治工作纳入基层单

位绩效目标管理，并签订安全工作责任书。设立

“区教育局信访投诉中心”，建立机关干部值班与局

领导接待日制度。全面落实“人防”“物防”“技防”

工作，每校配齐“两保安一门卫”。全区公办中小

学、幼儿园监控设施和一键式报警系统全部安装到

位。开展校园安全综合整治月活动，在全系统开展

反恐安全培训和演练，实现反恐演练工作学校全覆

盖。年内，全区教育系统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确保

一方平安。

（吴爱文）

科 学 技 术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学技术局（简称口区
科技局）按照“突出重点，形成亮点，统筹抓好其他

科技工作”的思路，全面推进各项目标实施和科技

进步工作，全年新增５万平方米科技孵化器和４０个
大学生创新创业企业（团队），新引进在孵企业 １８
户。年内完成技术成果登记数１０个，技术合同成交
额２０００万元，争取市级以上科研经费１６００万元、
科技担保贷款１９５０万元，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７家。
全年全区专利申请量１３３件，申报科技进步奖项２８
项，完成目标值１００％。

【推进科技服务业发展】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技局深
入走访企业和社会组织，初步掌握全区科技服务业

发展现状并据此梳理现有科技服务产业政策，综合

运用创新基金、贷款贴息、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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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武汉三新材料科技企业孵化器主办的“青年创业大讲堂”
活动在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举行

策手段，促进科技服务业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与市

科技局、经信委、信息产业办、工商联等联手在汉商

会，开展招商活动，引进骨干型科技企业和高端科技

人才，已引进注册资金１００万元以上智力服务业企
业８家。发挥科技资源优势，积极谋划“桥梁健康
产业科技园”项目，力促早日启动科技型总部聚集

区建设。

【“青桐计划”实施】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技局结合
武汉市“青桐计划”和孵化器“黄金十条”新政，出台

口区《关于实施“青桐”计划鼓励大学生到科技企

业孵化器创业的实施意见》，制定《区科技局关于申

报科技企业孵化扶持（青桐）专项计划项目的通

知》，落实大学生创业企业的房租补贴、优秀项目、

科技金融、研发投入补助、专利补助优惠政策。在三

新材料孵化器初步建成１０００平方米的大学生创业
专区并组建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为大学生创业

者免费提供电脑、电话、空调、宽带、会议室和打印设

备等办公设施，基本达到拎包即可创业的要求，为大

学生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孵化器”进校园】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武汉三新材料
科技企业孵化器为促进创新、创业，扩大就业，让更

多大学生了解孵化器，给大学生提供创业的机会与

舞台，通过开展“青年创业大讲堂”活动，走进了华

中科技大学等校园，向大学生宣传孵化器的服务内

容和入孵流程，宣讲创新创业的扶持政策，鼓励有创

业意愿的大学生参与自主创业活动。１０月３０日，

武汉市创业中心、口区科技局等

一行进入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

开展“青年创业大讲堂”活动，通

过政策讲解、现场咨询、发放宣传

资料等方式，向大学生详细讲解

口区“青桐计划”、孵化器入驻等

扶持政策。该活动前后持续 ３个
月，受到高校学子的好评。

【高新技术产业培育】　２０１４年，
口区科技局在完成上年度２４家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统计工作的基

础上，组织８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
企业。年内筹办的口区科技型

企业培训会邀请省科技厅、区国税

局专家就高新企业申报、企业研究开发项目费用加

计扣除等优惠政策做了详细讲解。高新企业的认定

有效提升其品牌形象和市场价值，进而推动更多的

创新成果快速投入产业化经营，形成持续创新的良

性发展模式。

【新材料孵化器】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技局组建新音
界文化科技孵化器和同心健康科技企业孵化器，另

有２个孵化器进入筹建阶段，新增孵化器场地面积
５１万平方米。年内成立三新材料孵化器联合科学
技术协会，建立武汉市地方税务局纳税人学校口

分校培训服务站并引进法律咨询、ＩＳＯ认证、财会审
计、投资咨询、专利代理、项目评估、企业诊断、市场

拓展、人事代理、金融等中介服务机构，实现中介机

构与创业企业的“无缝对接”。严格落实园区整体

规划，先后清退１５家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并成功引进
１０余家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确保园区企业的整体质
量。年内，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顺利通过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评价考核，在湖北省３Ａ科技企业孵
化器评选中名列第三。

【“武汉市地方税务局纳税人学校口分校培训服

务站”落户孵化器】　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２２日，“武汉市
地方税务局纳税人学校口分校培训服务站”落

户武汉三新材料科技企业孵化器，授牌仪式在孵

化器学术报告厅内举行。服务站旨在为更好地服

务园区企业、为企业普及纳税知识以及税收优惠

政策、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同日，服务站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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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２日，“武汉市地方税务局纳税人学校口分校培训服务站”落
户武汉三新材料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授牌仪式在孵化器学术报告厅内举行

第一堂纳税人培训，导师李煊康

向站点内外 ６０余户中小型企业
相关人员讲解了中小型企业关心

的纳税申报、企业所得税等基础

知识，梳理了全民创业税收优惠

政策，解读了纳税人的权利与义

务，办税大厅涉税受理事程办理

流程等，受到参训人员的好评。

【科技与金融结合】　２０１４年，
口区科技局按照投资主体多元

化，融资方式多样化，运作方式市

场化的原则，联手“湖北高投”和

农商行等金融机构，在三新材料

孵化器组建“金融服务中心”。该

中心指派３名项目经理常年跟踪
企业发展并为其提供各类融资服

务。４月底，口区科技局与武汉市科技金融创新
服务中心等８家投资机构为有融资需求的近百家
企业举办“口 ２０１４融资项目与资本对接会”。
“市红土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已对区内大学生创业

企业君邦科技拟融资１００万元立项，“武汉市科技
创业天使投资基金”先后与美测材料研究所和金

羧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拓普伟域网络有

限公司经过前期商谈已开始立项。全区全年利用

投融资担保贷款平台为企业提供科技担保贷款

１９５０万元。

【知识产权保护】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技局借助“世
界知识产权日”“知识产权宣传周”，通过滚动电子

屏、悬挂横幅和办讲座等形式组织一系列特色宣传

活动，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与市

知识产权局联手加强专利执法，处理汉正街市场飞

腾、雨微、君豪、天兴４款童车的群体侵权案和国机
岩土工程公司的专利侵权纠纷案，切实保护专利权

人的利益。

【科技人才战略】　２０１４年，口区科技局加强高层
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组织申报市“黄鹤英才计

划”６人，市“黄鹤英才（专项）计划”１人，其中，入选
市“黄鹤英才计划”４人；加大区级科技人才的选拔
和推荐力度，组织企业科技人员申报“口英才计

划”７人，“口拔尖人才”４人；为科技人才创造良

好发展环境。年内还建立企业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中

心２个。
（徐　杰）

文 化　体 育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文化体育局
"

新闻出版（版

权局）
#

（简称口区文体局）以文化为民惠民为根

本任务，以“完善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繁荣艺术创

作、壮大文化产业”为支撑，发展先进文化，创新传统

文化，扶持通俗文化，引导流行文化，改造落后文化，

抵制有害文化，全区群众文体活动蓬勃发展。

【公共文化阵地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文体局完
善现代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顺利通过第三次

文化先进区复查验收并获得“全国文化先进区”称

号，区文化活动中心主体结构竣工；在汉江湾体育

公园新建百姓大舞台，方便文体惠民活动的开展；

区文化馆、区图书馆、街道综合文化站均向社会免

费开放；运用省文化专项资金完成１１个街道综合
文化站和７５个社区文化室的提档升级工作，为古
田街生活村等１０个社区文化室统一配发价值５万
元的文化设备。

【群众文化活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文体局根据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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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意见拟定《口区公益文化社区行》宣传册，

实现文化惠民活动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演出，此举先

后被《长江日报》《党员生活》予以专题报道。年内，

区文体局围绕“我们的节日”举办军民共建新春舞

龙大赛、端午晚会、口区首届广场舞蹈大赛、双拥

晚会进军营等专场演出３０场；围绕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筹备“百团千场”文艺活动进社区１３０场；与武汉
汉剧院、武汉楚剧院签约，组织第三届“艺术生

活 人文武汉”公益性文艺演出进社区、进工地 ２０
场，进社区放映露天电影３０场。

【“读书之城”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图书馆新增
图书文献２万册，全年接待读者１９５万人次，举办
“社区名家讲坛”公益讲座１３场；推进ＲＦＩＤ图书管
理系统建设，指导宝丰街图书馆加入全市公共图书

馆“通借通还”服务圈，完成全市首例街道（社区）图

书馆和市馆联网；联手韩家墩街投资１５万元在简
易社区建立全市首个社区视障借阅室，提供各类无

障碍文献资源５００册；新建宝丰街北社区１０００
平方米图书分馆和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口区实

验小学、南垸坊小学、韩家墩简易社区等４个馆外服
务点，为民众提供“１５分钟文化圈”服务，营造“书香
口”浓厚氛围。

【群众文艺团队】　２０１４年，口区文体局继续打造
“一街一特色”群众文艺团队，举办全区基层文化干

部业务培训会和社区文艺骨干培训班，扶持民间特

色群众文艺团队健康发展。年内，被区文化馆选送

参加国家文化部组织的第十二届“和平杯”中国京

剧票友邀请赛的代表获得优秀个人组织奖和十大名

票奖；区文化馆获第三届琴台音乐节组织奖；星海合

唱团在琴台合唱音乐节获评全市十佳合唱团队。

【文物和非遗保护】　２０１４年，口区文体局新建汉
正街博物馆；加强对保寿、淮盐巷等６处文保单位
和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配合区房管部门做好汉正

街历史风貌街区普查和规划；保护性修缮武汉四中

钟楼；邀请省市文物专家现场认定全区可移动文物

４００件并完成普查资料收录工作；在江城壹号文化
创意产业园新建全市首家区级非遗展示中心；举办

２场纪念中国第九个“文化遗产日”口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宣传展。截至年底，全区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１项、省级３项、市级４项和区级５项。

【全民健身】　２０１４年，口区文体局贯彻《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组织包括乒乓球、门球、趣味运动、武术、排舞

等５项赛事的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完成第四
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国家抽测工作，受测试人员达

２０００人；开展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工作；在长
丰街正康社区新建社区室内健身俱乐部；落实区政

府十件实事承诺，为宗关街、韩家墩街、汉水桥街等

新建小区安装户外健身器材１５０件；及时更新超年
限户外健身器材，全区户外健身器材完好率达

９７％；顺利承办“汉江湾”２０１４全国风筝锦标赛暨中
国·武汉国际风筝邀请赛和第２５届全国城区体育
工作研讨会，有效提升口的知名度。

【培育体育后备人才】　２０１４年，口区文体局坚
持体教结合，新增４所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争取市
足协经费成立区足球协会和青少年足球训练中

心；组队代表武汉市参加湖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青少年乒乓球比赛，共摘获金牌１３枚、银牌３枚，
以团体总分２１９分取得金牌总数和团体总分双第
一的好成绩。

【文化市场执法】　２０１４年，口区文体局围绕全国
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开展网吧等文化娱乐

场所专项整治工作。联合工商、公安、卫生等部门组

建网吧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实施不间断拉网式检查，

出动执法人员 ６００人次，检查辖区文化经营单位
９００家次；印发公示牌、学雷锋志愿者标语和公共场
所禁止吸烟警示牌１１００块、电子流动字幕４０块；
关停整顿因环境卫生不达标、控烟不力、接纳未成年

人等问题无证网吧１３家、无证卡拉ＯＫ厅１１家、无
证游戏机室５家，督促网吧落实整改创卫达标问题
２７０余处；加大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整治力度，查缴影
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盗版教辅等非法出版物，收缴盗

版字典工具书１００册，非法出版物１０００余册。
年内，口区文体局深化行政审批职能改革，清

理并公示行政权力政务服务事项４６４项，深入开展
“扫黄打非”工作，促进全区文化娱乐市场健康有序

发展。４月，区文体局联合市文化局、口公安分
局、汉正街办事处等成功查处列入全国扫黄办挂牌

督办案———汉正街“４·２１”批销淫秽盗版光盘案。
全区全年实现案件办理满意率１００％，按时办结率
１００％，文化市场立案有效查处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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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４日，口区档案馆国家一级档案馆复查会召开

【文化产业】　２０１４年，口区文
体局秉承文化创意与其他行业融

合发展的思路，稳步推进文化项目

招商，园区已签约入驻商家１００多
家。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获

批首批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并

被评为年度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最

具发展潜力的十大园区”；积极推

进文化园区和特色街区建设，引导

武汉一品天下茶市场投资 ４２０万
元升级改造，推进电子商务平台提

档升级，互动商家达５０％；引进鸿
鹏茶业、益江茶业等２家总代理；
扶持武汉收藏品市场建设网上“楚

汉收藏商城”，年内发展会员４４１１
位、店铺５６家，场内电子商务交易量已超过５０％。

成功引进湖北省嘉德古玩艺术品鉴定评估中心

有限公司、卓创亿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鑫雅典娜创

意软装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武汉中艺影视有限公司

等文化创意企业，其中嘉德古玩艺术品鉴定评估中

心有限公司注册资金１０００万元。
通过举办省金编钟奖声乐、器乐大赛、全国第二

届纸制品收藏博览会，突显特色文化产业，推进文

化、会展与旅游业的合作；协助组织第二届武汉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吸引全国各地文化创意专

家和商界精英为口乃至武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

言献策。

（胡　莎）

档案建设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档案局（馆）认真履行档
案工作职能，创新服务机制，结合工作实际，档案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年内，区档案局被省、

市档案局评为“全省档案资源建设先进单位”“全市

档案绩效目标管理立功单位”。区档案局副调研员

王国斌入选湖北省首批档案“十百千”工程优秀人

才并获得“档案开发利用技术能手”称号。

【档案基础业务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档案业务建
设稳步发展，区档案馆以９４１分的成绩顺利通过国
家一级馆复查，继续保持国家一级馆荣誉称号。全

区共有８家单位通过认定达到省级以上档案管理标
准；１家档案工作目标管理省特级满３年，５家省一
级满５年的单位均顺利通过了市、区档案部门的复
查。年内，区档案局还配合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采

取以会代训、以点带面的形式开展学生资助档案建

设与管理，指导武汉四中、武汉二十六中等６所高中
学校、一聋哑学校、武汉市装潢学校等５所中职学校
开展了学生资助档案的规范建档，并顺利通过市、区

档案局、教育局、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联合评审，

达到合格标准。

【档案法制宣传】　２０１４年，口区档案局结合全
区“六五”档案普法工作实际开展《档案法》及省、

市档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全年

共组织档案法制宣传活动 ２期，举办口城市记
忆图片展１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有８９２人参加
的档案普法知识竞赛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的活

动，进一步扩大档案法律法规的社会知晓面。

２０１４年，区档案局与市档案局法规处联合开展了
年度档案专项执法检查，对区安监局、区人力资源

局等１０家单位开展档案执法检查，其中区地税
局、区人力资源局、韩家墩街还接受市档案局执法

组的抽查，合格率１００％。

【档案信息数字化】　２０１４年，口区档案局数字化
档案馆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区档案馆全年扫描原文

档案６４８万幅面，总量达２５９４万幅面，数字化完
成率占馆藏档案的５０％。依法进行档案开放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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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馆藏１９８３年以前到开放期限的全部档案进行划
控，鉴定全宗７６个，档案资料１１８６６卷（册）。投资
２０多万元设计制作了馆藏档案智能查询系统，可通
过身份证读取、指纹识别确认利用权限，可自行浏览

政府公开、开放档案信息和现行文件信息，优化窗口

服务功能。全年共接待查档人员２９７６人次，调阅
档案、资料３２６４卷。

【拓展馆藏资源】　２０１４年，口区档案馆根据国家
档案局精神制定口区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实施细

则和工作方案，开展区属单位档案的接收工作，全区

５５家单位２００４年以前的档案已收集进馆。同时，
与区公文交换系统对接，加大专业、民生档案及原生

电子档案的收集力度，完成区委办、区政府办、区委

组织部等６０余家单位的原生电子档案的接收工作，
丰富了馆藏资源，优化了馆藏结构。

【重点工程建档】　２０１４年，口区档案局围绕区
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区级重点建设项目的建档

工作。以１１３５片化工企业搬迁项目规范建档为标
杆，推进工业学院片、武汉四中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

赛场馆改扩建项目、招商地产江湾国际开发项目的

档案登记和业务指导，档案登记率达１００％。重点
建设项目档案在记录项目建设过程、规范决策流程

以及廉政、审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曹　亮）

卫生　计划生育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简称口区卫计委）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

促进人口社会均衡发展为主线，在着力提升基层社

区医疗服务水平、增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优化人口

计生服务、重拳打击“两非”（非法利用超声技术和

其他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法选

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等方面下功夫，在社区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妇幼保健、疾病预防控制、出生

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爱国卫生工作方面取得一定

成效。年内，口区被评为国家级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口区卫计委被评为湖北省计

生协会工作先进单位并获得武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

目标管理优秀奖和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状。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２０１４年，口区卫计委作为
创卫牵头部门，协调并组织全区３１个创卫成员单位
推进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在创卫１０个专业项
目中，区卫计委承担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健康教育、

病媒生物防制、传染病防治、“五小”行业管理５个
专业项目的推进。全区全年组织资金１３６８２４２万
元全部投向背街小巷维修、老旧社区整治、架空管线

整理、环卫设施补增与改善等３８个民生区域。完成
３７家农贸市场提质改造，１１０座公厕改造升级和
１１４个老旧社区综合整治任务。年内１０００家“五
小”店铺、３０００家小餐饮得到规范整治，给全区民
众的生活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２０１４年 ２
月，口区通过省级技术评估；６月，通过国家爱卫
专家暗访；９月，顺利通过国家爱卫专家技术评估。

【口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２０１４年，列入区
“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口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主

体工程和配套设置基本完成。该项目位于古田生态

新区的工农路６号，共２４层，总面积２１２８５２５平
方米，包含区妇幼院、区疾控中心、区计生服务站等

单位和新建的易家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升级】　２０１４年，口区卫计
委对宝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提档升级。同

时，对照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标准完成了３６０４、同
济医大、曾家、舵落口、新华、公路、新合、常码、古

南、紫润、天勤、古四、营南、五彩等１４个社区卫生
服务站的房屋硬件建设，使各站在开展基本医疗

的基础上能承担公共卫生基本服务项目，提升中

医药服务能力。

【妇幼保健】　２０１４年，口区卫计委认真贯彻《母
婴保健法》，实施“降消”及“母婴安全”项目，全年全

区无孕产妇死亡，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２２４‰、婴
儿死亡率为２２４‰，各项重要卫生指标均维持在历
史最低水平。为开展新生儿免费耳聋基因筛查，全

年完成７家助产医疗机构数据库的整理工作，配资
１００万元，区妇幼院指派专人对阳性病例进行电话
跟踪服务。年内，正式启动１３４２４名０—６岁儿童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检出患儿９例，发现既往确诊先
心患儿２３例。定期督导辖区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工
作，印发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流程、增补叶酸宣

传资料２万份，对８８名农村孕产妇住院实施分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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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补助经费２６４万元，发放叶酸１１８９人，对１１４
名新生儿发放乙肝高效免疫球蛋白补助，下拨补助

金额１１４万元。

【疾病预防控制】　２０１４年，口区疾控中心全面完
成国家计划免疫项目工作，疫苗单苗接种率≥９５％、
甲胎蛋白（ＡＦＰ）报告率≥１／１０万。开展网络监测，
及时审核辖区医院报告的传染病疫情卡，审核及时

率１００％，辖区２１家疫情网络直报单位系统运转率
１００％。加强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工作，全年全区新
报告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２１２例，完成率９２９８％；高危
人群检测干预６６５３人，完成率１１５７５％；完成暗娼
哨点监测４０２人，未发现 ＨＩＶ抗体阳性患者；共治
疗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１１４人，治疗覆盖率９１０７％；登
记疑似肺结核患者 １９２３人，完成全年任务的
７７９５％，免费查痰１５８８人，免费拍片１３５１人，发
现和治疗活动性肺结核 ４１４例，完成全年任务的
９０２％。规范重性精神病人管理工作，全区登记报
告管理重性精神病患者 ３０１９人，规范管理 ２９９０
人，规范管理率９９０３％。

【医疗质量安全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卫计委对区
管２５家民营医院、５７家门诊部、１０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３３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疗质量、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特殊药品使用登记、传染病防治、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等工作进行两次综合性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工作，全

年共派出车辆１７辆、医护人员７６人次、担架９副完
成１７次医疗保障任务。疾病应急救助完成率
１００％，突发事件和大型活动医疗保障任务完成率
１００％，全年无重大负性医疗事件发生。

【中医药服务推广】　２０１４年，口区卫计委按照
《湖北省中医药“三堂一室”基本建设标准（试行）》

要求完成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９０％社区卫生服
务站和“国医堂”创建工作。同时，在全区１２５个社
区开辟中医药健康教育专栏，发放自制中医药资料

和处方１０余种，印制中医药宣传折页１０万份。深
入开展中医药保健服务，丰富中医药服务内涵，１０
家中心均可开展１９种以上中医适宜技术，提供中药
饮片３００余种，共为２６万人进行体质辨识，中医健
康指导８１４万人次，为残疾人建立健康档案４２７６
份，开展中医药参与孕产妇指导１７４０人。全区全

年１０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门诊量比上年增长
２０％，中医药业务收入占总收入３０％以上。

【推进“区域医疗联合体”】　２０１４年，口区１０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续与３家三甲医院组成紧密型
“区域医疗联合体”，通过三甲医院青年骨干医师到

社区医院轮换值班、三甲医院名师坐诊社区医院及

培训社区医师等方式，逐步实现“人通、医通、财通、

信息通、管理通”。年内，市普爱医院派出１８名医
师分别在４个中心坐诊，省中山医院派出４名医师、
８名专家在３家中心坐诊，市一医院派出３名专家
到３家中心坐诊。

【探索“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２０１４年，口区卫
计委配合区民政局探索“医养结合”服务，充分整合

社区养老和基层医疗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持续性照顾

服务。宗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空余病床接纳

社区需要２４小时照顾的６０名老人入住，为他们提
供医疗、生活、娱乐等多方服务。同时，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已为辖区１２万名６５岁以上老人实施免
费体检。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已有约４万名签
约老人能享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公共卫生和

基本医疗服务。

【卫生监督】　２０１４年，口区卫计委强化医疗市场
整治，共巡查医疗机构７９２户次，取缔无证行医１０３
户次，处以罚没款金额１４０９万元，吊销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１户，吊销个人执业证２人，移送公安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２人。区卫生监督所联合公安、工商、
食药监、文体等部门，检查“五小”经营户６０００户
次，取缔１８９家无证旅店，查处无证旅店擅自经营案
４２起，行政拘留１８人，办理网吧吸烟案件１０起，关
停“三合一”场所５２家，行政拘留违章用火人员５５
名，取缔无证美容美发店１１７户和无证歌舞厅、网吧
２６户。学校卫生、放射防护和饮用水卫生监督覆盖
率均达１００％。年内区卫生监督所被评为全市卫生
监督工作优秀单位。

【爱国卫生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全面推进“健康
口 全民行动”，深入发动群众，加大健康教育科

普，不断强化社会大卫生意识，落实全区除害、防病

及辖区卫生环境治理等工作。开展卫生先进单位

（社区）等“卫生细胞”的创建工作，年内宝丰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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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家单位被评为市级以上卫生先进单位。常抓不
懈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聘请专业公司对全区

１１６个老旧社区、３７家集贸市场及垃圾收集点、易积
水区域定期实施专业消杀服务；在老旧社区、拆迁工

地等处增设毒饵站２１１万个。持续开展周末卫生
日活动，发动党员、团员、军、警和志愿者参与义务劳

动，开展清扫、清理、消杀、控烟、防病等类爱国卫生

活动。

【发展健康产业】　２０１４年，口区卫计委充分利用
卫生计生专业优势，派驻１名副处级领导和１名青
年骨干到健康产业专班工作，结合辖区医疗健康产

业发展态势，强化全区健康产业可持续性发展。全

年新引进２４家优质健康产业企业，完成同心健康产
业园区建设，引进内资４５００万元，园区入驻率达到
７５％（园区内签约入驻２３家健康产业相关企业，租
用面积１万余平方米）。同时，口区筹备成立健
康产业协会，以促进全区医疗健康服务产业快速集

聚、业态升级。

【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共出生
６８８８人，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３４７％，其中男孩３６５３
人，女孩３２３５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１２９２，呈持
续下降趋势。全区自３月２７日起实施“单独两孩”
政策，全年受理“单独两孩”申请６４０份，已批准６１０
份，已生育２７５人。持续开展关爱女孩“绿色成才
工程”助学活动９年共资助４００余名计生家庭优秀
女孩圆梦，全年为８８名初、高中阶段计生家庭优秀
女孩提供学业资助１１２万元。全区全年投入资金
１６１２８９６万元用于企业退休职工计生奖励、计生伤
残家庭扶助、独生子女家庭保健发放，落实到位率

１００％。有序实施计生基层基础示范单位规划化建
设，长丰街紫润北社区等８个社区被评为全市计生
基层基础工作示范社区。

【“两非”综合治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卫计委与省

内外安徽、监利、孝感等５４家单位构建区域协作、部
门联动机制，组织“两非”案件联合执法。区综治、

公安、食药监等部门密切配合，形成监测分析、联动

责任、源头监控、手术审查、线索倒查、区域协作的

“两非”综合治理格局。全年查处“两非”案件 １２
件，其中典型案件８件，１名刑事案例的当事人被判
处有期徒刑１年６个月。年内，全区５０个社区被评
为无“两非”、无“非法行医”社区。

【“失独”家庭扶助全覆盖】　２０１４年，口区卫计
委对全区４７２户计划生育“失独”家庭进行全覆盖
的走访和慰问并建立信息档案，严格按照国家相关

政策安排专项资金。将扶助标准由市规定的每人每

月３４０元提高到 ４００元，资金落实到位率 １００％。
全年落实失独人员特扶资金４５９１０８万元，失独家
庭３５００元奖励资金２８４２万元，失独家庭２０００元
一次性抚慰金９４４万元。失独家庭中的低保或低
保边缘户成为重点帮扶救助对象，实现“失独家庭”

扶助政策全覆盖。

【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卫计委在
“暖在江城”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活动中共清查原

有流动育龄妇女３２２７７人，新增流动育龄妇女７７４
人。实施流动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检查２１７１８人，
发放宣传资料３２０６４份，举办知识讲座１５０场次。全
年出动医疗人员１５７人，健康访视４５２３人次，诊治
２４５６人次，帮困服务 ３５９户共 ７９４人，减免费用
２７１６９元，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覆盖
率９５８９％，流动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率９３５％，计
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到位率９４８６％。区卫计委依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计生服务中心、医院，为流动

人口开展生殖健康检查服务和常见病健康体检服务，

在免费发放叶酸、避孕药具进产房、生殖健康检查“三

个直通车”的基础上，下发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

共服务免费服务卡３万张。
（张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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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生 活

民 政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政局以幸福社区创建、
基本民生保障、养老事业发展、社区公共服务为重

点，充分履行工作职能，在创新中求突破，在突破中

谋发展，为促进口转型跨越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年内，口区民政局先后获得武汉市民政系统绩效

管理优胜单位、武汉市社区工作先进单位、武汉市减

灾防灾先进集体、武汉市卫生先进单位等称号。

【幸福社区创建】　２０１４年８月，口区民政局按照
每个社区 ２０万元标准（市、区两级财政配资比例
１∶１）配备惠民资金全部拨付到各街道。全区１２５个
社区按照“四民工作法”程序精心设计并全部完成

惠民项目１３６３个，其中，社区服务类３５９个，社区
活动类３６８个，社区环境类３７８个，社区管理类２５８
个。１４个被列为市、区幸福社区创建绩效指标的社
区和１７个老旧社区获得不低于５０万元设计创建项
目，项目的实施率、完成率均为１００％。长丰街紫润
南、北社区综合创建成效明显，４４个创建项目实施
率１００％，完成率在８０％以上。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政局制发《口区
中心社区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关于社区网格式

社团建设的实施方案》。确定１０个中心社区推举
产生中心社区理事会成员，制定理事会章程、年度工

作活动计划和幸福社区创建建设项目，主体社区及

成员社区组织了健康讲座、日用品互换活动、群众性

戏曲票友会、消防演练等活动。确定１１个网格式社
团建设试点社区，建立和发展一批深受居民群众喜

欢的社区社会团体服务项目。在网格内确定网格

员，明确网格员的职责、制度、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

确立社团领袖，网格员对自己网格内居民信息逐户

进行登记，做到社团在网格开展活动、公益组织在网

格中服务居民，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功能。

【社区志愿者】　２０１４年，口区社区志愿者服务工
作以继续推广“董明志愿者服务站”“星级志愿者俱

乐部”和“示范基地创建”为主要内容。截至年底，

全区共成立社区志愿者服务队７４７个，社区志愿者
登记人数９６１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１２２％，其
中，有５１７万人注册为中国社区志愿者，占登记人
数的５３８％。

【政府购买服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政局投入资金
６０万元并联合华中理工大学专业社工组织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将宝丰街站邻园社区青少年“换享兵

团”社会工作服务、汉水桥街海工社区高龄及空巢

老人＋幸福手工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宗关街网格
式社团培育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等５个项目纳入社区
自治网格服务社区居民。由于这些项目契合社区特

点，满足居民需要，可操作性较强，在省民政厅组织

的专项检查中受到肯定。

【撤村建居】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政局按照武政办部
署，在摸清区辖１０个“城中村”改造进展情况后，制
定下发《关于加强“城中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实

施方案》。４月２８日，区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对其
中９个村（易家街舵落口村、易家墩村，长丰街东风
村、长丰村、永利村、建荣村、常码村，韩家墩街长青

村，宗关街汉西村）实施撤销村民委员会。认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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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财务审计、档案归档、居民（原村民）分流管理，９
个村成立了“城中村”工作委员会。

【老旧社区创卫】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政局按照全市
创卫工作部署，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社区环境整

治，加大创卫资金投入，积极有序推进老旧社区创卫

工作。街道、社区广泛进行创卫宣传，逐步制止居民

群众垃圾乱扔、乱倒现象；民政部门加大对重点社区

的惠民资金投入，水务、建设、城管、园林等部门加强

巡查、整改力度，辖区机关、学校、部队、辖区单位每

周半天开展社区创卫大扫除。截至年底，全区老旧

社区共封闭楼道垃圾通道３６１５个，整治、维修花坛
１８６４处、整理电线８４５２米、制作创卫宣传栏６２０
余块、平整、修补路面 ６９３１平方米、管理规范“五
小”行业８４９３个。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２０１４年，口区共有低
保对象１２１８万户次、２１９５万人次，全年发放低保
金９２９４５１万元，另发放物价补贴、水费、电费、单
亲补贴等补助１０１０６８万元。截至年底，全区有低
保户９８２６户，１７１６１人，当月发放低保金 ７２４７１
万元、水费、电费等各项补助２３１３万元。年内，
口区低保中心组织各街低保专干对全区１万多户低
保家庭经济收入状况进行比对，取消１９２８户不符
合低保条件的家庭，新增 １２２９户，用动态管理办
法，实现“应保尽保”。

【大病医疗救助】　２０１４年，口区取消 １５００元
的救助起付线，进一步简化救助程序，实行由定额

救助、医后救助转变到定点医院即时结算救助，做

到应救尽救，专款专用。救助病种由２００５年的 ６
种增加至２１种，比例由２０００元—８０００元增加至
２６万元—５万元。全区全年共救助 ５６７４人次，
救助金额５８４２７万元。其中，医中救助４８２４人
次，救助金额５２１４６万元；“三无”人员（指由民政
部门收养的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扶养

义务人的公民）医疗定补７１３人次、２１４万元；医
后救助 １３７人次、６０６７万元。９月 １日施行的
《口区６５周岁以下低保边缘户医疗救助实施办
法》已使６户低保家庭当年受益。

【纳凉取暖工程】　２０１４年，口区按每个社区平均

５０００元取暖（纳凉）专项资金的补助标准（市、区财
政按１∶１比例负担），及时下发到位并注重将资金
向老旧社区和困难居民多的社区倾斜。使全区１２５
个社区取暖（纳凉）点的食品安全、卫生安全、药品

安全、消防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社区文化生活更加丰

富，促进了社区和谐发展。

【养老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
机制，发放“一键通”手机终端４１００部。培育、吸纳
参与居家养老社会组织和社区团队７３７个，服务网
点１６２０个，贴心为社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务、康
复护理、助餐应急、精神慰藉等各项基本服务，累计

提供社区日间照料服务近７万人次，社区居家养老
信息服务平台受理各类求助、求救信息１２５７８条。
新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６家，新增养老床
位数７３７张。

【双拥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辖区有团以上驻军单位
８家，与区结成双拥共建的区内外驻军共１２家。年
内，区政府投入经费２３０余万元帮助部队改善基础
设施，减免各种费用３４万元。元旦、春节、“八一”
期间，区四大家领导带队走访慰问双拥共建部队、赠

送慰问物资６０万元。年内口区有关部门先后４
次走进军营，为３０名随军家属解决就业上岗问题，
为符合随军条件的部队子女协调入学读书困难。与

此同时，驻区部队也积极参加城管革命、“周末清洁

家园”、文明城区创建、“两型生活”进军营等活动，

为口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优抚安置】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政局共发放伤残军
人怃恤费４８４万元，优抚对象怃恤补助款１７２万元，
一次性怃恤金７６６万元，为民政代管病故人员发放一
次性怃恤金６４万元，为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３１日前入伍的
老复转军人发放生活困难补助１９６万元，重大节日慰
问立功军人家属、伤残军人、无军籍困难职工，优抚政

策得到全面落实。积极适应安置政策变化，做好退役

士兵安置工作，全年接收退伍军人２２９人，其中农村
兵６人，转业士官５人，符合安置条件２２９人，开出工
作介绍信１８人，办理自谋职业、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助
２０６人，解决遗留５人，安置异地入汉士官５人，发放
５９０户义务兵家庭优待金９１５余万元。开展退伍士兵
职业技能和教育培训２期（次）参训人数５８人，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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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自愿参训率达１００％。

【民间组织登记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间组织登
记管理工作坚持以服务为本，加快培育社区社会组

织。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建立涵盖养老、卫生、维权、

志愿、慈善、物业服务等项目的社区便民服务站，初

步形成“３＋１”（社区物业服务、社区事务服务、社区
互助服务、社区文化活动一体）服务格局。夯实基

础，加快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按照前

期准备、选定项目、孵化程序、壳内孵化、出壳满足社

区需求的程序，在汉水桥街营北社区和六角亭街学

堂社区新建２家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项目运
作，加快社区公益创投活动的开展。举办公益创投

大赛，让公益项目落地社区，在经历了能力训练、方

案设计、项目征集、项目筛选、项目签约、项目拍卖、

公益转让等阶段后，通过严格筛选及竞拍，年内有

２９个项目与１１个街道签约获得资助，其中５个项
目多次竞拍认购，３４个项目落户社区。

【婚姻登记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开展“创建国家３Ａ级婚姻登记机关”活动，共投
入资金７０余万元购买办公设施设备，改善服务硬
件，同时，注重提高业务与文明、优质服务并举。全

年共办理结婚登记６２６８对，补领结婚证１９１１对，
离婚登记２４６３对，补领离婚证３２５人次，开具婚姻
证明２４７６４人次，婚姻登记合格率１００％。全年为
特殊困难当事人提供便民服务１５０人次。

（祝文华）

社 会 保 障

【概况】　２０１４年，武汉市口社会保险管理处（简
称口社保处）以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

以“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为抓手，加强和完善社会保

障管理服务工作，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塑

造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各项工作平稳推进，取

得新进展。年内，辖区社会养老保险扩面净增２４７１
人，工伤保险扩面净增３８７３人，生育保险扩面净增
２３８８人，失业保险扩面净增２５５４人，医疗保险扩面
净增１５０１５人。

【扩面征缴】　２０１４年，口社保处社会保险扩面净
增人数合格值２３３００人，挑战值２３９９９人，实际完
成五险扩面２６３０１人次，超过挑战目标９６％。全
年追欠目标值１２７亿元，完成３１亿元，完成比率
为２４４１％。

【养老待遇审核】　２０１４年，口社保处办理职工
养老退休８０１５人，其中特殊工种退休 １３７５人，
因病非因公提前退休７０７人。办理退休待遇重核
１１１人，待遇调整７０７人。办理职工养老退休死亡
审批２７４９人、在职死亡审批２８９人。全年辖区养
老保险费应收２１９亿元，支付３９亿元，收入与支
出轧差１７１亿元。经武汉市人社局调配，确保辖
区退休金发放率、及时率１００％，确保退休人员正
常享受待遇。

２０１４年口区五险扩面情况表
单位：人次

序号 险　种
扩面

完成数

合格值 挑战值

目标值 完成率 目标值 完成率

１ 养老保险 ２４７１ ２８００ ８８３％ ２８８４ ８５７％

２ 工伤保险 ３８７３ ６０００ ６４６％ ６１８０ ６２７％

３ 生育保险 ２３８８ ５０００ ４７８％ ５１５０ ４６４％

４ 失业保险 ２５５４ １５００ １７０３％ １５４５ １６５３％

５ 医疗保险 １５０１５ ８０００ １８７７％ ８２４０ １８２２％

合　计 ２６３０１ ２３３００ １１２９％ ２３９９９ １０９６％

注：１扩面完成数＝新参保及续保人次－停保人次＝净增长人次。
２参保人次数取自于每年１２月的月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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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４年口区五险扩面情况表
单位：人次

险 种

年 度

养老

保险

工伤

保险

生育

保险

失业

保险

医疗

保险

年度

完成数

年度合格值 年度挑战值

目标值 完成率 目标值 完成率

２０１１年 ５５４３ １１７７２ ８７８３ ７７４４ １７３１４ ５１１５６ ４６４００ １１０３％ ４７７９２ １０７０％

２０１２年 ５６５ １１０６７ ５２０３ ３６８２ ７１３０３ ９１８２０ ４９２００ １８６６％ ５０６７６ １８１２％

２０１３年 １２９６ １７６２ １３２３ １９６８ １４４１１ ２０７６０ １９８００ １０４８％ ２０３９４ １０１８％

２０１４年 ２４７１ ３８７３ ２３８８ ２５５４ １５０１５ ２６３０１ ２３３００ １１２９％ ２３９９９ １０９６％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９日，口社保处举办“社会保险服务体验日”活动

【医保生育待遇审核】　２０１４年，口区共审核医保
定点医院住院、现金报销和重症门诊报销６７８万人
次，基金报销１３４亿元（含职保、居保），新审批门
诊重症５３１８人。支付生育手术费用和津贴３４１５
人、２８６４９万元。配合医保中心完成对医保两定机
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的申报指导和定点

验收，全年申报指导３１家，定点验收１５家。

【失业待遇审核】　２０１４年，口社保处共审核
８７５家企业的失业保险资料，核准３２９６人的享受
资格，其中２８０５人已办理失业待遇登记。全年共
发放失业保险待遇金２０６４万元，失业基金共为领
取失业金人员代缴医保费５３１万元。为１３６家用
人单位申报稳岗补贴金３７６２２万元，惠及１１０５
万人。

【工伤待遇审核】　２０１４年，口社保处初审工伤申
报６９８笔。核定工伤伤残待遇２０７
笔，工亡待遇８笔，伤残津贴及福
利费 ５笔，合计审核金额 ７７１万
元；工伤医院门诊结算 ５３８２人
次，住院 ３８２人次，合计报销 ８４３
万元。

【社会化管理服务】　２０１４年 ２
月，口社保处启动退休年审工

作，为确保退休人员待遇不中断，

社保处与社区配合通知停发退休

金的人员尽快补审。截至年底，有

１４１万名退休人员办理年审，年

审率９３３％；为７６５４名停发人员办理补审手续，使
社保相关待遇在次月补发到位。

【信访稽核】　２０１４年，口社保处完成对机关事业
单位的社保基数稽核工作，启动对社保欠费１０万元
以上的３２０家企业的专项稽核追欠，全年完成社保
费追欠５０００余万元。同时，按照劳动仲裁要求上
门稽核查处社保漏缴 ２７人，补交社保费 １５２９万
元。全年通过口区政务平台、治庸问责转接和咨

询热线受理群众来电１２９４４人次，处理信访２５４件
（其中省长市长专线１８６件、“１２３３３”咨询台１５件、
治庸督办件 ３件），回复率 １００％，回复满意率达
９５％。

【社保业务网上申报】　２０１４年，口社保处组织８
个街道９３名专干到社保处轮岗培训，继续推进社区
的社保服务工作。培训期间，指导其使用网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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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业务 ３０１４笔，占全年社区网申业务量的
１８８％。全区全年社区网申业务量１６６０６笔。

（付　蔷）

民 族　宗 教　侨 务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族宗教侨务局（简称
口区民宗侨务局）贯彻落实中央、湖北省、武汉市民

族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促进全区民族团结和宗教和顺。

同时，继续坚持“以侨为本，为侨服务”宗旨，充分发

挥党和政府联系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桥梁纽带作

用，维护归侨侨眷的正当合法权益。２０１４年，长丰
街百泽社区被国家民委授予“国家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社区”称号，区民宗侨务局获评全市“民族宗教工

作绩效目标立功单位”。调研员杨光明获评“湖北

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副局长易英获评“武汉

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２０１４年底，区侨联秘
书长岳玉红作为基层侨联工作者代表接受中国新闻

社专访，事迹被“中国侨网”等多家媒体宣传。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２日，湖北省民宗委主任柳望春（右二）一行到长丰街百泽社区调
研指导民族团结创建和网格化建设工作

【民宗网格化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宗侨务局完
成民宗网格化信息采集、网格录入、底图标注等前期

基础性工作，安排专机、专网、专人负责，使网格化服

务与口区自主研发的公共服务平台科学整合，形

成发现、受理、督办、监察、考核等

多个系统一个平台的闭环处理机

制，为全区少数民族民众提供便捷

服务。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２日，湖北省民
宗委主任柳望春、武汉市民宗委主

任王献良和副主任朱绍华、马盘龙

一行调研口区。柳望春实地察

看长丰街百泽社区有关少数民族

人口、经营场所、宗教活动场所及

教职人员等信息采集、录入、查询、

统计等网格化管理情况，在区社会

综合管理与服务网格化指挥中心

观看口区争创“五新”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社区工作专题片；听取

口区创新民族宗教工作新途径及民宗工作网格化管

理的工作汇报并观看民宗工作网格系统演示。口

区区长景新华、副区长程宏刚和区委统战部部长余

力军陪同考察调研活动。

【民族团结创建】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族团结创建工
作围绕“３３６４４”工作目标（民族政策进社区、民族文
化进社区、为少数民族服务进社区三项任务，摸清

“常住少数民族、流动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诉求”三

项基本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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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活动，办好

“开设服务窗口、服务联系点、结对子联谊、扶贫济

困绿色通道”四件实事，建立健全“信息报送、目标

责任、协调服务、动态管理”四项长效制度），探索加

强民族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以和谐社区建设为

依托、宣传教育为途径、创建活动为载体、服务管理

为抓手、矛盾化解为保障，夯实基础，健全机制，有效

地推动全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口区长丰街百泽社区在
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

流，口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口区教育局被命名为

武汉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宗关街新合社

区、宝丰街北社区被命名为武汉市“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社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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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侨务局建立健全了以块为主、条块结合、上下联动

的服务管理体系，充分利用民族宗教事务网格化管

理信息系统为区内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全区

建立了８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联络点，各社区建立
了少数民族服务站，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生活有指

南、落脚有社区、培训有地方、诉求有渠道、权益有保

障。全区全年共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解决随迁子女

上学难、提供法律维权等办实事、办好事３０余件。４
月１６日，口区召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
工作会议，区委统战部部长余力军，区政府副区长程

宏刚出席会议。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口区民宗侨务局邀请武汉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马盘龙作“民族宗教工作”专题报告

【民族宗教知识培训】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宗侨务局
加强全区党政领导干部和统战干部的民族宗教政

策、法规和基本知识的培训学习。４月１６日，武汉
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马盘龙来口区作

“民族宗教工作”专题形势报告。区相关部门和各

街道、社区分管负责人、统战干部近２００人参加报告
会。７月，区民宗侨务局利用“政策法规学习月”活
动，组织辖区宗教活动场所教牧人员开展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座谈讨论并进行《宗教事务条例》

法规专题培训，引导全区教牧人员依法管理宗教事

务，提高全区宗教工作的法制化水平。

【参加２０１４年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　２０１４年
６月２４日至２５日，由国务院务办公室和湖北省、武
汉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十四届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

谈会（简称“华创会”）在汉举行。口区民宗侨务

局协同区招商部门积极组织相关企业参会。会上

口区成功引入香港招商集团投资古田商业地产项

目，投资额达３３亿元。

【海外联络】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宗侨务局继续拓展
海外联络，加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意大利等

国侨领的联系，发挥桥梁和纽带功能，引导其组织侨

胞回国创业或引进外资参与祖国建设，协调处理其

国内眷属的疑难事宜，有效调动海外侨胞的爱国爱

乡热情。

【为侨服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宗侨务局认真贯彻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等涉

侨法律法规，通过教育培训，提高侨干和侨界人士的

法律意识，严格审核确认归侨侨眷身份并积极为符

合条件的侨生办理中、高考优录手续。

【帮扶归侨侨眷】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宗侨务局积极
争取上级机关的支持，尽力保证区内特困归侨、退休

困难归侨能享受相应的政策照顾，全年得到“爱心

帮扶”的归侨侨眷共６０人次。日本归侨谭汉杰长
期面临住房特困问题，年内，区侨联、街道、社区共同

为其申报廉租房，彻底改善谭汉杰的住房条件。同

时，对于生病住院、去世的归侨及其家属，区侨办侨

联坚持上门慰问，送上政府的关心和关怀。

【侨务信访】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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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接待来信来访３０件次，办理回
复率１００％。年内，区侨办按照市
长专线交办，为日本华侨尤军生二

胎欲回国办理户口事宜排忧解难，

受到尤女士充分肯定。

【侨联活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民
宗侨务局先后组织３次大型侨务
联谊活动。春节前，在“区侨界人

士活动中心”组织全区归侨侨眷和

侨界人士代表举办健康讲座和羽

毛球健身活动。４月组织归侨侨
·６７１·

·口年鉴·



眷和侨界代表赏花踏青联谊及参观辛亥革命纪念馆

等活动。１０月，又组织归侨侨眷和侨界人士参观瑞
典宜家家居商城和口西部市政建设，感受全区建

设发展新气象。年内，侨联还参加区委统战部组织

的“八党四联”外出考察学习、文艺汇演、羽毛球联

谊赛等活动，展示口区侨界风采。

（岳玉红　吴　涛）

老 龄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口区老龄办）坚持“党政主导、社会参与、

全民关怀”的老龄工作方针和“遵循规律、把握机

遇、分类指导、办好实事”的总体要求，满怀深情为

辖区老年人办实事、办善事，最大限度满足其物质

文化需求，让他们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

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人生目标。通过创新

和拓展老龄事业，促进口区的转型发展和跨越

发展。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１日，“敬老月”口区慰问老年人及“乐龄工程”文体成果展示
在口公园举行

２０１４年，口区荣华街获得“全市老龄工作五
星模范街”称号，达到市级最高星级；六角亭街、宗

关街发展社区等１３个街（社区）成功创建为“武汉
市老龄工作模范街（社区）”。全区全年已有５个街
道，１８个社区获得市老龄工作星级称号。

截至年底，口区已有 ６０岁
以上老年人１２０１１７人（其中男性
５６９４４人，女性 ６３１７３人），占全
区总人口的 ２２８％，老龄化程度
逐步加快。

【老年人权益保障】　２０１４年，
口区老龄办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新

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老

龄工作法律法规，发放《惠老政策

一页通》２万余册，老龄工作简讯
３０期，宣传敬老孝星，弘扬敬老
爱老的传统美德，营造尊老、爱

老、敬老、助老的社会氛围。注重

来信来访，全年共接待老年人来

信来访 ６００余人次，处结率达

１００％。年内，区委常委会多次听取老龄工作汇
报，研究制定《口区关于进一步加强老龄工作的

实施意见》，支持区老龄办结合自身特点创新思

路，为居住在口区的老年人群营建和谐美满的

晚年生活。

【为老人办实事】　２０１４年，口区老龄办加大对高
龄困难老人的扶助力度，将拓宽居家养老服务范围

纳入区政府十件实事。全年全区投入资金１２４８万
元为享受养老护理服务的３７８位高龄困难老人服务
７８３小时。为 １８万位老人发放高龄津贴资金
１６００余万元。办理老年证３万余人次，涉及资金达
６５万元。积极组建为老服务志愿者队伍，采取结对
帮扶、红飘带、小红帽、爱心门铃、日间照料等形式开

展助老志愿者活动。

【老年文体活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老龄办以“敬老
月”活动为契机团结、凝聚老年人群，有效带动基层

老年活动深入开展。如利用广场、绿地、公园或空地

举办老年文艺汇演，采取“乐在社区”、茶话会、外出

郊游、上门慰问等形式开展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文体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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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龄工程”老年文体成果文

艺展演反响良好。“银龄之旅”活动也深受老年群

体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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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教育】　２０１４年，口区把创建老年教育示范
校活动延伸到基层，通过树立典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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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口区六角亭街

学堂社区、荣华街中山社区、宗关街发展社区、韩家

墩街四新社区老年分校达到市级规范校标准，长丰

街紫润社区获得“武汉市基层老年学校样板校”称

号，全区老年入学率达２５８％。
（张　琳）

残 疾 人 事 业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残疾人联合会（简称口
区残联）围绕“保障权利、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同步

小康”工作主题，深入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

服务体系建设，较好地完成市、区绩效目标任务。长

丰街紫润南阳光家园被中残联评为“自强健身示范

点”；区残联被评为“全省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先进

单位”；区级阳光家园被评为湖北省扶残助残先进

集体；荣华街阳光家园被评为省级“阳光家园”示范

机构；区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华获得“全国残联

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李克

强总理亲切接见；区残联劳服部主任俞风被评为湖

北省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韩家墩街残疾人企业家

王怀佳获得“全省第二届残疾人创业之星”称号并

当选区人大代表。

【阳光家园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残联以创建示
范街道和阳光家园星级评定工作为契机，进一步

巩固阳光家园创建成果。加强硬件建设，加大资

金投入，整合资源，扩大规模，对汉水桥街阳光家

园进行扩建改造，尽力满足集中残疾人托养需求。

提前谋划阳光家园星级评定工作，进一步规范管

理，以托养残疾人满意为标准提高服务质量。全

年为２０６３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其中，机构托
养２５５人，居家托养１８０８人。切实为他们解决生
活困难，受到其一致好评。荣华街阳光家园被评

为省级示范机构并在全省托养工作会议上作经验

交流；六角亭街阳光家园负责人胡春丽获评全市

“十佳助残先进个人”。

【残疾人康复服务】　２０１４年，口区残联围绕“人
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依托辖区医疗机构不断提

升残疾人康复效果。全年实施残疾人康复服务

５０８０人次，其中，重点康复项目 １５５２人次；为全
区１５０名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康复服务；为 １００
户特困残疾人家庭免费安装无障碍设施；为４８名
贫困听力障碍人员免费配备助听器５６台；为下肢
残疾人装配普及型假肢大腿１２例，小腿２２例，上
肢４例，装配矫形器６例；为残疾人发放小型辅助
用具１０００件；为１３０名肢体残疾人进行肢体行走
训练；为８０名贫困精神残疾人每人每年提供３６００
元住院补贴；为全区１０５０名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
提供服药补贴；为１４４名０—１４岁残疾儿童提供机
构康复训练。

【残疾人就业培训】　２０１４年，口区残联依据残
疾人就业需求有针对性开展培训，完善定向培训

与就业一体化服务模式，帮助残疾人提升适应社

会能力，实现稳定就业；继续对福利企业安置残疾

人予以社保补贴，提高企业聘用残疾人的积极性。

年内，在鼓励、扶持有能力的残疾人自主创业的同

时，联合社会各方举办３场残疾人就业招聘会，扶
助其自食其力，服务社会。全区全年实施残疾人

技能培训３５８人次，新增就业（创业）残疾人 １５０
人次，口区残疾人就业工作被《中国企业报》专

门报道。此外，区残联配合武汉市政协法制委开

展福利企业调研，为市政府出台助残扶残优惠政

策建言献策。

【残疾人社会保障】　２０１４年，口区残联为强化残
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加大对低保对象残疾人定额生

活补助、临时救助、学费补贴、扶贫慰问等特惠政策

落实力度。在“元旦”“春节”及残疾人节日期间，投

入资金２９８万元慰问困难残疾人２１５１名；为１１７９
户１１８７名重度精神、智力残疾人发放居家护理补贴
１３２４４万元，为３４２户３４４名轻度智力残疾人发放
居家护理补贴４１２８万元；为４１９户特困残疾人发
放临时救助金４５万余元；为９２０名下肢、视力残疾
人办理免费乘车卡；为 ９０５名聋人发放信息补贴
３２５８万元；为１０５０名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提供服
药补贴金１８７１８万余元；为１４４名残疾儿童提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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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康复训练补助２０７６４万元；为１９６名困难残疾人
家庭的学生子女及残疾学生发放学费补助８３５万
元。截至年底，全区共发放各类救助、补助、补贴和

慰问残疾人资金 ７８８２２万余元，基本实现应救尽
救，应补尽补。

整合资源，多方联动，做好社会助残。年内，区

残联与武汉市残疾人基金会、口区委组织部、宣传

部、文明办深入区内１１个街道举办“惠残空间社区
行”活动１１场，为残疾人捐赠衣物１３万多件（折
合３６０余万元）；联手武汉福泽残疾人科技工业园
举办“关爱残疾人，共享中国梦”捐赠活动，为１０００
名特困残疾人捐赠价值２０万元的米和油；美国如意
食品公司为阳光家园残疾人捐赠２０余万元的营养
午餐。

【残疾人文体工作】　２０１４年，口区残联搭建残
疾人文化体育服务平台，开展残疾人文化体育活

动，提高残疾人综合素质。年内，区残联组织残疾

人舞蹈爱好者成立的轮椅舞蹈队参加湖北省第四

届“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表演；组织各街

道残疾人参加“武汉市残疾人健身运动会”；在武

汉四中成功承办“梦圆荆楚”残疾人大型文艺巡

演。同时，古田街组织残疾人集邮爱好者在口

阳光邮局开展纪念第二十四个“全国助残日”盖戳

活动；韩家墩街利用其全市首个盲人视障阅览室

持续组织盲人读书；被中残联评为“自强健身示范

点”的长丰街紫润南阳光家园残疾人健身活动丰

富多彩；宗关街新合社区残疾人阳光书社残疾人

读书活动蔚然成风；六角亭街阳光家园组织盲人

经常在“盲人影院”“看”电影。

（雷文学）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４年，口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简称口区文明办）坚持以“为民创建、创

建为民、共建共享”为指导，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围绕改善城区人居环境、提高居

民生活质量的目标突出重点，打造亮点，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促进了全区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建文明城区】　２０１４年，口区全面落实《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测

评体系》各项目标任务，以“为民、便民、利民、惠民”

为宗旨，注重价值内涵，彰显人文精神。围绕提升市

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加大基础设施和人文环境

建设，持续开展思想教育、舆论引导、专项整治等工

作，不断积蓄和传递社会正能量。年内，下发《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实施方案》并层层签订目标管理

考核责任书，以建设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强化

优质服务为目标，强化区级监管考核问责职能，发挥

各街道、社区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的基础作用，形成了

以考评促督查、以督查促整改、以整改促落实的良好

态势，使文明创建从“末端控制”转向“过程管控”。

在武汉市迎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期间，区领导带队

深入一线督查，发现问题现场交办；专项巡查组每天

不间断巡查，对发现的一般问题现场交办、突出问题

重点交办、共性问题集中交办，确保问题及时整改到

位。口区制定的《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包点包

片责任手册》将目标任务分解到１８个区直部门和
１１个街道，形成“以创建统领工作、以工作支撑创
建”的局面，建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的责任机制和部门参与的联动机制，取得良好的效

果。注重发挥文明委成员单位的优势，利用共驻共

建的部门力量、回馈社会的企业力量和热心公益的

社会力量，共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把文明创

建作为创新社会管理、改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

的有效平台，从市容维护、城市交通、公共服务、社会

治安等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的入手，从背街小巷、校园

周边等难点部位突破，深入推进环境卫生治“脏”、

公共秩序治“乱”、窗口服务治“差”、生态环境治

“污”，优化城市环境，规范公共秩序。广泛开展“社

区回头看”活动。严格对照创建标准抓好社区宣传

栏、文化室、体育健身器材、道路、路灯、花坛、走道、

窨井盖、垃圾箱、单元防盗门、二次供水等项目的检

查，不达标者限时整改。设置公共文明志愿引导员

宣传引导和教育规劝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行为，使文

明单位创建进入常态化。截至年底，全区有各级文

明单位、文明街道、文明社区３９１个，其中，国家级文
明单位２个，省级文明单位２５个，市级文明单位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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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级文明街道９个，市级文明社区５４个。

【公民道德教育】　２０１４年，口区坚持通过抓好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文化

建设三大平台，强化社会诚信教育、传统美德教

育、文明旅游教育，广泛宣传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好事，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文明创

建成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

求过程。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用小故事阐

发大道理，通过选树宣传“凡人善举”，营造文明城

市建设的良好氛围。利用区“市民中心学校”定期

举行名家讲堂等公开课，较好地传播文明礼仪知

识，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以“道德讲堂”为阵地，以

食品行业、窗口行业和公共场所重点，推进专项教

育和治理活动，让从业人员确立诚信理念。以培

育、选树、推广、礼遇公民道德建设先进典型为抓

手，由点到面，实现从个体到群体、从局部到整体

的文明提升，２０１４年，口区共有４人在湖北省文
明办组织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中入选

“湖北好人榜”。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２０１４年，口区贯彻
落实《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

系》，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抓好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年内先后组织开展“中国梦”主题系

列活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和中小学“做一个

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全区“三结合”教育网络，

充分利用已有的网络文化市场监控平台，完善校

园及周边环境，巩固城市学校少年宫等课外活动

阵地，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辅导，营造学校、家

庭、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氛围，共同关爱未成人

健康成长。年内，全区中小学校陆续开展“学雷

锋、做美德少年”“小手拉大手”以及洒扫应对、认

星争优、日行一善、网上祭英烈、童心向党、向国旗

敬礼等“三经常、四集中”主题实践活动，不断提高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和

“扫黄打非”等专项行动则进一步净化了未成年人

成长的社会环境。

【志愿服务活动】　２０１４年，口区持续推进志愿服
务活动，打造“天天见一面”、肖芳志愿服务队、“道

能幸福食堂”等服务品牌。其中邻里守望志愿服务

活动重点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残疾人

等弱势人群。建立健全社区志愿服务需求对接制

度，完善注册制度，推进培训制度，建立完善志愿服

务记录和回馈制度，推行社工带志愿者制度，把学雷

锋活动与志愿服务有机结合，精心打造口区志愿

服务活动品牌。据统计，全区网络注册志愿者已超

１０万人。

【城市综合管理】　２０１４年，口区以提升城市形
象为突破口，不断深化文明创建工作，通过强化统

筹、加大投入、重点突破，推动城市管理上水平，全

区环境有了较大改善。拓宽筹资渠道，强化城建

攻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全面提速。全程

覆盖、全民发动，城市管理精细化、人性化水平逐

步提高。采取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深化

铁路沿线、农贸市场整治和社区排水联动管理，着

力解决垃圾收运、架空管线、“五小”和小餐饮等涉

及民生的突出问题，继续打造一批示范亮点，深入

推进“门前三包”等基础性工作。不断完善“大城

管”工作机制和考核体系，条块协作、区域联动，把

整治城市环境脏乱差作为践行群众路线和创建文

明城市的主要任务。年内，按照统一划片，单位包

干的原则，组织机关单位、干部群众近万人上街开

展环境整治和公共秩序综合整治共 ３１０余次；组
织机关干部、文明单位、社区志愿者常态化开展

“周末清洁家园”活动；持续在广场、公园、街巷、小

区、机关单位、出租车电子屏上制作和发布文明创

建标语和公益广告，在网站、电视、报刊开设了“文

明创建”专题专栏，及时报道创建工作动态，推动

了全民参与文明创建新格局。进一步强化城市综

合管理领导挂点督办、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巡查、

单位排名通报、年度绩效考核等各项工作措施，为

全区创新城市综合管理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组织领

导和制度保证。

（袁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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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家 街

【概况】　易家街东以古田一路与长丰街、古田街相
接，南临汉江中心线，西、北两边与东西湖区接壤，面

积８８平方千米。街道办事处下辖舵落口、工农路、
东华、竹叶海４个社区和额头湾１个行政村，户籍人
口１２万多人。２０１４年，易家街围绕“建设美丽易家，
打造口西部生态商贸区”主题，以项目建设为中心，

以城市综合管理为重点，以社会综合治理为基础，以

党的建设为根本，推动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社会管

理、公共服务、安全稳定等各方面工作，确保省市重点

工程瑞典宜家家居顺利开业，完成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维护辖区的一方平安。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９日，湖北省政协主席杨松（左三）、武汉市政协副主席石大鸿
（右三）、口区区长景新华（左一）调研易家街额头湾村还建情况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４年，易家街经
济发展稳中有进，完成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１５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
１６５亿元；引进一般纳税人 １１
户，实现税收４０４８万元；宜家、红
星美凯龙项目中新进入武汉地区

的企业在口区的注册率（武汉总

部）达 ９０％以上；地区生产总值、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达 １０％以
上；新增就业岗位 ３３００个，超过
全年挑战值２６％。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７日，
易家街辖区的瑞典宜家家居开业

当天创造到店访客数、单均销售额

和自有餐厅销售额全国第一的记

录。截至年底，在建的宜家荟聚购物中心已完成外

墙装修装饰，内部装饰、水电安装、机电调试平稳推

进；红星美凯龙主体工程已竣工，内外装修装饰、机

电调试和消防设备安装进入施工期。

２０１４年，易家街积极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
易家墩村、舵落口村的“城中村”数据复核工作正按

照武汉市“三旧”改造政策要求平稳推进；还建地块

国有土地房屋已列入下年国有土地征收计划并上报

区政府；两村与区政府相关部门，正密切与汉正街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按照新政策要求加紧编制

“城中村”综合改造规划方案。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４年，易家街在汉丹铁路沿线开展
园林绿化，植栽树木３００株；整治农贸市场周边环境
卫生，取缔占道、出店经营１０００处，拆除不规范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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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５０处，清除垃圾５００吨；开展公厕整治，完成双环
小学周边（易家墩村）、古田一路上堤处以及东西湖

互感器厂的公厕整治；推行门前三包，对前期未签订

“门前三包”责任书的部分经营门点重新登记，签订

责任书３７０家，签订率达９６％；基本完成架空管线
整治，协调各管线权属单位进驻社区，安排专业施工

队伍按标准统一捆绑；整治占道和门面招牌，对联谊

路、长康路、长丰大道等道路边的占道下发执法文书

５０余份，取缔早点占道经营和流动摊贩３５０处。１２
月２５日，易家街工农路社区作为抽检代表迎接全国
创建文明城市检查组的专项检查，以出色的成绩为

全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作出贡献。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４年，易家街加强重点部位督办检
查，对３家在建项目、１６家工业园、３８家化工门面及
老旧居民区和村

&

进行重点检查，发现和消除“三

合一”等重大隐患１２６起；开展５次安全形势专题调
度会、６次安全应急演练、６次集中安全培训和宣传
活动，多次开展各节日前后和汛期的安全生产和消

防安全大检查；截至年底，易家街发生火灾９起，比
上年下降５９％；安置两劳释放人员１８名、社区矫正
对象４名，办理外来人口居住证１８５０个；稳步推进
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各项情况采集录入率９０％
以上；定期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打击黄、赌、毒专项行

动，净化辖区卷烟市场。全年辖区未发生重大安全

责任事故。

２０１４年，易家街把信访工作纳入重点，定期研
究信访工作措施；实行领导挂点“包案”措施；认真

开展走访调查，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力度，对非正常上

访人员和信访老户多措并举、多方联动、逐案进行化

解攻坚；落实重点人员“五包一”责任制，加强落实

稳控措施和方案。易家街信访维稳、遏制进京上访

工作成绩继续位居全区前列。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４年，易家街以社会民生为重点，
让群众享受更多发展成果。推行“十条线”“网格

化”管理，划分了３０个网格，为２５位网格员统一配
发服务标牌，每位网格员负责３００—５００户，着力解
决居民的实际困难；积极开展“幸福社区”创建；将

老旧住宅区物业服务纳入城市综合管理，重点推进

舵落口社区“家安公寓”、工农路社区“有机宿舍”物

业管理提档升级服务，力争将工农路社区打造为市

级老旧幸福社区，舵落口社区提升为区级老旧幸福

社区，东华社区年内成功创建老龄工作市级模范社

区；筹建竹叶海社区，启动社区“两委”及公共服务

干事人员选举招聘工作。

２０１４年，易家街顺利完成撤村换届工作。按
照区委、区政府的部署撤销易家墩村、舵落口村村

委会，分别成立“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委员会，明

确其承担“城中村”改造和社会服务工作，理顺“城

改委”与改制公司的关系，保证各项工作的平稳过

渡与顺利交接；额头湾村换届选举９月启动，已于
１２月全面完成。

２０１４年，易家街认真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全年共发放低保金８４３１万元，发放率１００％；全力
做好社会救济工作，春节慰问边缘户４１户，慰问金
额１２３万元；发放现金临时性求助２０户、计１１２
万元；发放物资临救９１户、计１０８万元；为２５户达
标轮候户分配了廉租房、公租房，８户住房困难家庭
办理了租房租金补贴，新申报２户廉租房；维修加固
方圆钛白宿舍楼危房一处，转移安置１２户３３人，消
除安全隐患，确保了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定期巡查

三环线桥下、张公堤边等地点，帮助流浪人员回程返

乡３人次；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关心慰问伤残军人、
军烈属，做好复退军人维稳工作，全年发放慰问金

１５５万元。积极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推荐
就业，关心残疾人康复，开展扶贫助残工作；全面落

实各项惠老政策，推进居家养老“一键通”安装和服

务工作。

２０１４年，易家街超额完成计生各项基本指标。
其中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３１％；二孩及以上妊娠对象
孕情监测到位率７５４％；已婚育龄群众综合避孕率
９０３％；流动已婚育龄妇女有效联系率８８％；全年
有３９对符合生育政策计划怀孕的夫妇，进行了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全员人口（含流动人口）数据库

主要信息完整准确率９９９８％；村居计划生育服务
管理平台有效应用率为９７９％。

【党群纪检】　２０１４年，易家街着力构建基层大党建
工作格局。深化区域化党建工作，吸纳各行业党组

织重点人员担任社区党支部兼职委员，与７家重点
单位签订共驻共建协议，开展共驻共建活动 １１场
次；实行党员网格化管理，全面建立社区“大党委”、

网格党支部（网格员）、楼栋党小组（两长四员）和党

员中心户“纵向到底”的四级组织网络体系；加强管

理监督，街道和社区党组织书记围绕年度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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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承诺公示，并结合“一定双评”工作办法设置

“党务居务公开栏”，充分保障居民群众的知情权和

监督权。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４日，口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勇强（左二）带队检查
古三社区商业街安全情况

２０１４年，易家街增强工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
和带动力，全年新增企业工会３０家，续签工资集体
协商合同企业３４５家，新签３份区域性工资专项合
同，建成职工服务中心４个；完成劳动调解案２７件、
调解金额１３万元，慰问辖区内困难群众３２户。年
内，易家街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期间

共举办８次大型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以知识问答、歌
舞、相声等形式吸引辖区居民群众参与创建。

（朱宿连）

古 田 街

【概况】　古田街位于口区西部，东临韩家墩街，
南临汉江，西接易家街，北靠长丰街，沿河大道、解放

大道及南泥湾大道贯穿东西，古田三路、古田二路及

古田一路贯穿南北，形成了三横三纵的交通网络，辖

区面积５２２平方千米。街道办事处下辖古一、古
二、古三、万人、古雅、生活村、古田、古画、罗家、军

院、古南、陈家、春天１３个社区和农利村、红星村、罗
家墩村 ３个行政村，户籍人口 ６４万多人。２０１４
年，古田街转变作风，务实创新，抓实经济发展、项目

建设、社会管理、民生服务等工作，突出重点、突破难

点、打造亮点，实施“１０＋１”行动
计划，切实发挥基层基础作用，各

项工作取得新成绩。年内，古田街

获得“武汉市优秀平安街”“全市

老龄工作二星模范街道”“武汉市

创建安全生产优秀街乡镇工作先

进单位”“武汉市第三次全国经济

普查市级先进集体”“市级文明街

道”等称号。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４年，古田街加
强对中百、航天电工、二电线等辖

区重点企业的服务，积极招商引

资，全年引进湖北弘立达投资有限

公司等一般纳税人４户，实现税收
５００万元。全街全年完成全口径
财政收入４９４亿元，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３９９亿元，引进内资２７３亿元，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比上年增长１０％，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１０％。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４年，古田街依托“创卫”“创文”
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全街市容环境面貌明显改善。

对辖区农贸市场、公厕等进行综合整治及改造升级；

拆迁工地补缺打围２０００米，封堵缺口２３处，部分
裸地植绿遮尘；对辖区破损道路田文侧路、田文路西

段、解放大道３号进行维修；对１２个社区架空管线
进行整治；加强楼道清理，罗家社区广电江湾楼顶被

评为市级“最美楼顶”之一。年内，古田街在全市二

类街道城市综合管理名列第１１位并荣获口区城
市管理工作优胜单位。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４年，古田街坚持“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工作方针，多措并举，多方联

动，积极推进综合治理和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维护

一方平安。

以防范和遏制重大事故为目标，深入开展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按照“一岗双责，党政同

责”要求，加强监管考核，形成协调一致、齐抓共管

的工作格局。大力推进“两化”体系建设，２２１家企
业完成注册，实现年度目标；深入推进隐患排查治

理，市区两级挂牌督办的重大隐患完成整改；开展公

共安全及反恐重点目标大检查大整改行动，共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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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单位１７个，隐患单位９个；开展“胶囊房”综合
整治中，排查辖区“胶囊房”７６家，对存在的安全隐
患全部整改落实。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８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新华（左一）带队检查长丰街“三合
一”消防安全综合整治工作

严格落实“五包一”措施，形成齐抓共管的维

稳格局。全年共受理各类信访件２９件，领导阅批
信件督办率１００％，回告率１００％。受理群众来访
２１０批次，接待来访群众 １９００人次；稳控省市涉
军群体集会３次，牵头重点人１５人，圆满完成“两
会”、清明期间和“６·４”“７·５”“八一”“十一”敏
感时期的维稳工作；做好内燃机宿舍片等重大项

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及自查工作，最大限度地发

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作用，为项目建设提供

坚实保障。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４年，古田街按照“巩固、提高、创
新、发展”的工作思路，强化服务，狠抓落实，努力提

高社会事务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确保民生福祉。

以创建省级和谐示范社区为契机，全面开展社

区创建工作。年内，春天社区创建省级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古三社区创建市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对符

合要求的３１０户廉租房申请进行复核办理入住手
续；全年累计救助低保户８７０５户，１４３万人，累计
发放低保金６１０９万元，各类补贴６８６９万元；腾退
街道资产４００余平方米打造古南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全年新增就业岗位２９１５个，为目标值的１１６％；
围绕“抓基础、强服务、抓创建、上水平”主线，狠抓

计生稳低、控比、管流、优生、利导、服务等重点工作，

确保人口计生各项工作指标落实。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４年，古田街工
委强化基层基础作用，加强党建、

宣传、文化及工会等群团组织建

设。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对

５个企业党组织进行换届，撤销４
个、调整３个，撤销２个村级党组
织、新成立党支部２个，将辖区原
有的１７个基层党组织整顿调整为
１１个；深化困难党员帮扶“五项工
程”，帮扶生活困难党员１１５名；参
与社区共建，通过政企联手，搭建

地区文化活动平台，组织开展各类

文体活动１１０场次；申报创建市级
科普益民示范社区１个，创建区级

科普益民示范社区２个。
（孙翠翠）

长 丰 街

【概况】　长丰街位于口区西部，东与宗关街、江
汉区相邻，南与韩家墩街、古田街接壤，西至古田一

路与易家街分界，北至张公堤与东西湖区相邻，辖区

面积为１０１７平方千米。街道办事处下辖长丰、正
康、天勤花园、百泽、天顺园、常码、丰竹园、东风、紫

润南、紫润北、天顺南、丰美、团结、园博南、园博北

１５个社区，户籍人口２６万多人，常住人口１１３万
人。２０１４年，长丰街围绕全年工作目标，以促增长、
保民生、保稳定为主题，继续做好“城中村”改造、消

防安全、城市管理、信访稳定、社会事务等重点工作，

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４年，长丰街突出招商引资和协税
护税工作，完成全口径财政收入２８６亿元；引进一
般纳税人５户，实现税收１０００万元；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３９３４亿元，服务业增加值２４１６亿元；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５１亿元，招商引资２３亿元。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４年，长丰街积极推进园博园周边
配套道路建设拆迁工作。长丰大道高架桥完成国有

地居民拆迁２４９户，协议拆迁率８１％；古四北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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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协议拆迁１９８万平方米；广华路拆迁已与长丰
村、常码村达成征地协议。其他重点项目平稳推进；

硕实馨园项目已竣工；蓝焰物流中心按期施工；一聋

校已与长丰村签订征地协议；紫润明园小学基本建

设完毕，进入筹备开学阶段；汉西村 Ｈ１地块和汉口
城市广场１期底层商业业态布局招商正联合区经信
局进行规划。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４年，长丰街加强消防安全教育，
对全街４２家工业园企业、５个村湾和１１个社区重
点经营户发放消防安全宣传手册 ３万份，并组织
２２３家服装厂开展消防知识有奖竞赛。指导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制定应急疏散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使员工掌握消防设施器材使用方法和逃生自救疏散

技能。严格落实分片包干、联合执法、每周调度等机

制，继续开展“三合一”消防安全综合整治工作。根

据季节性和时间段开展“秋冬消防隐患排查整治”

“三合一场所专项整治”“集体宿舍专项整治”“人员

密集场所专项整治”“东风村和常码村村
&

小作坊

集中整治”等行动，及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有效遏

制重大火灾事故发生。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４年，长丰街结合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开展“三乱”清除、占道经营整治、连片规范架空

管线、集贸市场、村级工业园、铁路沿线、一职教周边

等专项整治行动，并顺利通过创卫期间省、市、区各

级检查。进一步加大拆违控违力度，截至年底拆除

违法建设１０１万平方米，确保违法建设零增长。经
过整治，制约长丰街城市综合管理的主要问题得到

实质解决，单项考核排名位稳居全市二类街道中游

水平。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４年，长丰街积极筹建丰美、丰顺、
园博南、园博北４个新社区。建设以百泽社区为核
心、辐射丰竹园社区、常码社区、天顺南社区和天顺

北社区的中心社区，实现多个社区资源共享。利用

网格化平台，建设紫润北自治服务社区，扶持居民自

治组织。围绕“我的园博我的家”主题，多次组织讲

座、文艺汇演和科普展等活动，提高辖区居民的思想

文化素养。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４年，长丰街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基
层抓党建，悉心指导社区、村及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

和专职副书记履职尽责，形成全街上下“一盘棋、一

张网、一条心”的工作态势。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依法撤销５个村级党组织，通过党员分流厘清
“村改居”过程中党员去向，成立４个企业党支部和
１个企业临时党支部，全面开展清理党员干部侵占
挪用集体资产谋利、“小官大贪”警示教育、民主评

议党员等工作，对２名严重违纪的党员作出开除党
籍处分，营造风清气正氛围。同时，以“一街道一品

牌、一社区一特色”为抓手，依托特色品牌创建开展

党建工作，发表特色党建理论文章４篇。指导社区
成立１１个社区监督指导委员会，加强对社区特色品
牌建设的监督指导。结合打造社区特色品牌工作，

调整７个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进一步健全各社区
的组织领导体系。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查摆

问题整改要求，通过扶贫帮困、调解纠纷、清洁家园、

文明创建不断增强基层党建的活力和服务水平。

（熊燕霞）

韩 家 墩 街

【概况】　韩家墩街滨临汉江，地处武汉市汉江水以
北，口区西部的中段，东以建一路、解放大道、汉西

一路、汉西二路与宗关街相接，南临汉江中心线，西

以古乐路、古田三路与古田街相连，北与长丰街相

邻，辖区面积 ４５９平方千米。街道办事处下辖新
华、公安、曾家、博学、古四、古五、综合、简易、云鹤、

四新１０个社区，户籍人口 ６３万多人，常住人口
９８８万人。

２０１４年，韩家墩街工委、办事处扎实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主

题，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街道各项工作，基本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年内，韩家墩街获得武汉市第三次全

国经济普查先进集体、全市“万名干部进万村惠万

民”活动突出工作组、全市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先进

单位、市级卫生街道等称号。云鹤社区被评为湖北

省和谐社区建设五星级示范社区、全省“五好”关工

委先进集体；四新社区被评为武汉市综合减灾示范

社区；简易社区被评为武汉市十佳书香社区。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４年，韩家墩街围绕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重点税源，整合资源，贴近服务，加大协税护

税及招商引税工作力度，全街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５８１·

·街　道·



２０１４年，韩家墩街完成全口径财政收入２７７亿元，
其中重点企业７７８０万元，重点项目１７１亿元。全
年新引进注册资金５００万以上一般纳税人７户，招
商引资税收１２５８万元。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额１９１３亿元，引进内资１８１亿元。同心健康产业
园、保利香槟电影院的招商工作进展顺利，汉西建材

市场提档升级逐步推进，以设计为龙头的新华文化

创意产业园筹备启动，打造汉西一路健康休闲特色

街区前期调研已经完成，古田五路口餐饮便民服务

区建设稳步推进，古田四路文化创意特色街环境整

治初见成效。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年，韩家墩街通过倒排工期，定
目标、定计划、定人员、定责任，保证各重点项目顺

利推进。年内，江家墩片全面完成征收和长青五

组拆迁工作，由湖北新华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功摘牌；“城中村”改造长青里项目竣工验收，８
栋还建楼已交完，１１００多户居民陆续入住；长青
２０号土地已被中民置业已正式摘牌，项目总规划
平面方案初审已过，中民置业进入开工筹备期。

由于“公平、公开、公正”的阳光征收机制，深得群

众拥护，较好地完成四中周边地块改造项目、一聋

校片旧城改建项目征收工作，４５天签约期内签约
率超过８０％，９０天签约期内签约率超过 ９８％，实
现当年启动，当年完成征收。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４年，韩家墩街在力保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的基础上，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明显成效。全年

新增就业岗位２６０５个，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４３４人，安置困难群体再就业３３４人次。为帮助弱
势群体，全年为辖区贫困家庭新办低保１５６户、公租
房２２４户，租金补贴２５户，大病救助８人，临时补助
１０８户并初审廉租房６户。

韩家墩街多渠道推进社区服务站提档升级，５
个社区办公用房面积达１０００平方米，２个拆迁社
区办公用房正在协调，其他社区办公用房面积均

已达标；长青村撤村工作圆满完成，社区减负九项

工作全面落实，以四新社区为主体社区的“组团

式”中心社区建设和综合社区网格化自治服务建

设稳步推进；云鹤社区创建市五星级、古五社区创

建市三星级幸福社区工作已高标准完成。积极争

取上级部门的支持，投资２１万元对９个老旧住宅

合入“大城管”考核小区外环境进行改造，辖区环

境全面提档升级。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４年，韩家墩街坚持“大城管”与
“创卫”工作相结合原则，创新方式提升辖区单位和

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努力实现城管工作的规范化、科

学化、精细化和常态化。全年共拆除违法建设８１４０
平方米，新增违法建设及时查处率１００％。绿化铁
路沿线和长嘉路共植树５６棵，对古田四路、长嘉路
和简易路花坛补栽花草，绿化面积１６０平方米。全
年城市综合管理成绩位列全市二类街道第１５名。

为净化园博园周边环境对云鹤社区进行专项

整治。投入６０万元用于道路修缮，出资８万元用
于规范统一广告招牌，整治架空管线３７００米，清
除楼道和小区内堆放垃圾 １３５０吨；拆除违建 ９０
处（６８０平方米），立面粉刷１０００平方米；取缔影
响居民生活环境的云鹤占道市场并加大对占道出

店的管控力度。

全民发动，对标整改，重点整治，扎实推进全

国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高标准接受国

家“创卫”工作的明查暗访及“创文”工作的检查

验收。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４年，韩家墩街以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为核心，以加强基层工作为重点，以平安社区创建

为主线，努力为街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居民安居

乐业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年内，韩家墩街根据区

信访稳定绩效工作目标考核要求制定《韩家墩街信

访稳定绩效工作目标考核一览表》，明确责任部门

和责任人。全年处理来信来访件１４５件，其中网上
投诉２７件、来信１５件、来访１０３件，登记率、回复率
达１００％，圆满完成全国、省、市党代会及“两会”稳
定工作。全年组织安全检查１８１１次，共查出一般
安全隐患９１６处，全部整改到位，对４０余处重点安
全隐患实施列表公示和守控部署，辖区安全态势总

体平稳。

【计生工作】　２０１４年，韩家墩街人口计生工作坚持
抓重点、攻难点、创亮点、补弱点和扫盲点在确保全

面完成人口计生目标任务基础上，促进统筹解决人

口问题。全街全年出生婴儿８９３人，出生政策符合
率９３９％；政策外多孩率为１１％；出生人口性别比
１１４１５，其中一孩出生人口性别比１０５５６；免费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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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优生健康检查对数１１１对。全员人口（含流动人
口）数据库主要信息完整率１００％，主要信息逻辑关
系准确率１００％。全年共发放各类人员独生子女保
健费１４７５万元。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４日，口区委书记王太晖（左二）一行视察指导韩家墩街四新社
区基层党建工作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４年，韩家墩街为夯实基层党组织
建设，在有条件的小区业委会组建党小组；组织各社

区在职党员开展义务劳动和扶贫助残等活动；开展

摸底排查完成基层党组织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基层

党组织书记；开展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工作，对综合

社区进行集中整顿，建立关爱独居人员工作制度；完

成长青村党支部撤销及组建公司党支部工作；组织

社区按照基层党组织建设基本规范的要求开展党建

活动，确定四新、云鹤社区为示范创建社区，在社区

营造浓厚的党建宣传氛围。

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街１０个
社区党委，１６个企业党组织、５个街机关直属党支部
的３１１９名党员，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３个
阶段的活动。对征求到的各方意见建议逐条整改，

边查边改，务求实效。为加强制度建设，年内出台

《关于建立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常态化机制的

实施方案》等文件以不断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动干部职工精神面貌

和工作作风进一步好转。

（贾冰芳）

宗 关 街

【概况】　宗关街位于口区中西部，东以汉西路为
界与汉水桥街接壤，南濒汉江与汉阳区隔水相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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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平方
千米。街道办事处下辖太平洋、申新、宗关、水厂、变

电、新合、汉西、金阳、双墩、发展、井南１１个社区，户
籍人口近５万人，常住人口７万多人。
２０１４年，宗关街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为契机，围绕转型发展的中心任务抓大事、

打基础，促进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年内，宗关街获

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省级社会管理综合

治理先进集体、全市“万名干部进万村惠万民”活动

工作突出工作组等称号。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４年，宗关街对汉西区域建材产
业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深入调研，结合先进地区

经验分类明确各类建材市场的发展定位和举措。

南国大家装、月星家居等规范市场的业态升级深

入推进，市场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稳步提升。正

达红星美凯龙家居展示中心项目开工建设，项目

建成后将与周边家装、家居行业形成显著的产业

集聚效应。

２０１４年，宗关街辖的南国西
汇二期正式开业，引入山姆会员商

店、香港橙天嘉禾、优衣库等 １３０
家知名品牌，其中山姆会员商店是

沃尔玛高级会员商店首次布点内

陆地区，在口西部形成了新的休

闲娱乐中心，为宗关经济注入新的

商贸、商务元素；汉西建材片成功

摘牌，新世界、中建集团两大地产

巨头入驻宗关，建设高端商住项

目，打造汉口新地标；汉西村“城中

村”改造完成拆迁 １５９６万平方
米，还建房竣工２７万平方米；宗关
铁桥片二期４８户危房收购进展顺
利，地铁三号线、七号线、长丰大道

拓宽等项目加速推进。２０１４年，
宗关街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４４３５
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５８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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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６日，沃尔玛旗下的高端会员制商店———
山姆会员店在宗关开业

招商引资２３８２亿元，均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４年，宗关街形成全员上阵、全民
发动、全域覆盖的创建热潮。创文工作以宣传核心

价值体系、开展志愿服务等为重点，让文明之风吹遍

千家万户；创卫工作以市场、老城区、“城中村”等为

重点，全面巡查、及时整改，一批城管“顽疾”和卫生

“死角”得到根治，卫生状况明显改观。同时，稳步

构建“大城管”体系，坚持各项巡查、调度、督办机

制，持续开展老旧社区、铁路沿线、背街小巷、集贸市

场、“五小”行业等专项整治，“大城管”评比排名４
次进入全市前３０名。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４年，宗关街社区建设不断深化，
投入２３７６万元全面落实１６４个惠民项目，年内被
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同时，发展社区

获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双墩社区评市级

四星级幸福社区。严密组织，顺利完成汉西村撤村

工作。制定《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社区财务管理

办法》等制度，促进社区内部管理的规范化。全年

共引进４家专业社会组织，扶持培育２９个社区社
会组织，承接居民社区养老、健康咨询、文化活动等

项目服务，进一步满足居民服务需求。年内，宗关

街文体活动蓬勃开展，推进公共文体设施建设，成

立锣鼓队和合唱队并举办２场大型广场文艺活动，
先后获得全区舞龙比赛金奖和广场舞比赛金奖。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４年，宗关街创新困难家庭救助
信息化体系，全年累计发放 ９５８３户低保金及补
贴，临时救助困难家庭 ９９户、慈善超市物资救助
２９９户。坚持公平公正、有情操作，圆满完成１８１户
困难家庭的住房配房工作。面临城内拆迁范围大、

新增就业点少的严峻形势，街道、社区广辟就业渠

道，落实就业政策，全年新增就业岗位４５０３个，实
现困难群体就业３０７人。

【平安创建】　２０１４年，宗关街定期开展消防安全
检查，加强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物品、在建工程

工地火灾隐患专项整治，６个重点防火单位已销
案，全街全年未发生重大火灾事故。为维护社会稳

定，严格落实“五包一”制度，排查调处矛盾纠纷，

把矛盾消化在基层，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为保

一方平安奠定基础。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４年，宗关街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
展，按照统一部署，聚焦“四风”问题抓学习、听意

见、找根源、转作风、促整改，一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实际问题得到解决，全街干部队伍思想素质大为

提升，工作作风明显改善。大力实施“堡垒工程”，

年内裁并３家企业党组织，督促６家企业党组织完
成换届；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中，全街１０６名机
关党员按时到社区认领服务岗位；切实发挥“两长

四员”作用，坚持“三必到五必访”，为群众达成微心

愿２２０个，真正将党的温暖送到了百姓身边。
（刘　佳）

汉 水 桥 街

【概况】　汉水桥街地处口区中部，东以口路、
宝丰一路与宝丰街为界，南临汉江与汉阳区隔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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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４平方千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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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办事处下辖阮家台、汉宜、皮子、仁寿、营前、汉水

桥、海工、学苑、解放、营房、营南、营北、汉水１３个社
区，户籍人口６万多人。
２０１４年，汉水桥街工委、办事处围绕转型发展、

跨越发展的中心任务，全力做好“汉宜片、葛州坝城

项目建设，大城管精细化，社区管理创新”三件大

事，全面推进产业转型、环境更新、民生改善，着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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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４年，汉水桥街以商招商、以企招
商，形成全员招商的良好氛围，总部招商成效显著，

总部经济格局初步形成。全力为葛洲坝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服好务，全力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分公司入驻服务，跟踪服务葛洲坝置业公

司注册落户工作。全年共引进一般纳税人８户，葛
洲坝集团公司部分子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已入驻华汉广场。汉宜路片旧

城改建项目已于４月２２日启动签约。截至年底，已
签订居民房屋征收补偿协议１０４４户，占应签户数
的９５３％。仁寿里扩大片房屋征收前期准备工作
已完成，全年完成房屋征收面积１２万平方米。年
内，汉水桥街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９４亿元，完成服务
业增加值３２亿元，均比上年增长１０％，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１５亿元，招商引资９５７亿元，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３７３１亿元，实现全口径税收９０５亿元，税收
总量位居全区第二。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４年，汉水桥街“创卫”（创建全国
卫生城市）“创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扎实推

进，“创模”（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工作深入开

展，集贸市场、小餐饮、“五小”行业［小食品经营及

加工单位（含小食品店、卤食店、职工食堂、糕点、冷

饮等）、小理发美容店、小旅店（旅社、招待所）、小浴

室（含洗浴、沐足）、小歌舞厅（含歌厅、舞厅、影剧院

及娱乐场所等）］、再生资源和轻轨沿线综合整治成

效明显，铁路沿线完成立面整治，全面清除沿线垃

圾，“五小”行业有证经营户由整治前的８５户增加
到１１２户，取缔５户，２４户办理临时证，实现有证率
１００％。开展美化楼顶和楼顶洁净行动，海工社区被
评为市级示范社区，学苑社区被评为区级示范社区，

并在“大城管”考核中获得加分。基础设施条件进

一步改善，新植绿树２００株，维修３条破损道路，整

治架空管线１６２平方千米，梳理管线３万米，惠及
居民１２万户；投入４７万元采购勾臂箱１８个，勾臂
车１台，压缩车３台，投入１２万元购买２４０升垃圾
容器３２０个、门前三包垃圾容器９００个，有效提升环
卫作业水平；全年组织周末义务劳动６７６次，实现周
末义务劳动常态化。街机关干部８００余人次对辖区
阮家台铁路小区、火柴厂宿舍、皮子和营二农贸市场

周边等卫生环境薄弱区域进行整治，清理各类垃圾、

乱堆放２１４６处５００吨，清除“三乱”３万处。拆除
历史违建５２３０平方米，发现率、处置率、回告率均
达１００％。发动辖区单位和社区开展“创卫”“创
文”活动，圆满完成迎检任务。通过不断提高精细

化管理水平，全年“大城管”平均得分９１３７分，２月
和１２月两次进入全市前１０名，名列全市一类街道
第１５名和全区一类街道第一名。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４年，汉水桥街统筹全局，塑造亮
点，树立“精品带动、连片打造”的社区建设新思

路，社区服务水平和能力大幅提升。积极推进幸

福社区创建工作，营北社区获“全国和谐社区建设

示范社区”称号，海工社区获“全省和谐社区建设

示范社区”称号，营前社区获“市级四星级幸福社

区”称号。皮子、解放老旧社区幸福社区创建工作

从完善社区服务、治安、环境、文化等方面，完成３５
个改造项目。皮子社区投资 １０万元对火柴厂宿
舍和搪瓷厂宿舍进行硬件设施改造。投资 １０万
元为汉宜、皮子、解放、营房、营南等社区安装公共

广播系统。扎实开展“一社区一品牌”创建活动，

幸福社区各具特色品牌：营房社区建设“青少年益

智中心”，仁寿社区设立康寿老人之家，汉水桥社

区打造社区书画之家，阮家台社区发挥共建特色，

海工社区坚持营造红色幸福社区，学苑社区则成

立“网络信息化”平台服务团队。加强社区“五务

合一”建设，除汉水桥、汉水、解放、仁寿 ４个社区
外，其它９个社区办公用房全部达到１０００平方米
以上，其中海工、营北办公用房达２０００平方米以
上。全面完成学苑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建设，落实

解放、仁寿社区“五务合一”办公用房达标方案。

拓展社区多元化服务，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皮

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已接待来访老人数千人

次，营北社区、营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均已开

始运营，为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发放安装“一键通”
７５０部。加大基础设施改造，提升老旧物业管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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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粉刷外墙面 ７００平方米，刷防锈漆 ２５６平方
米，外置式油污接油盘 ３７个、窨井盖 ２８个，新建
值班室１个，社区物业工作记录在册，居民问题有
受理，有回告。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

改善民生和其它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社会保障工作全面推进。新增就业岗位数 ４００５
个，发放小额担保贷款１９００万元，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３８％。发放低保救助 １００２０户次，金
额７７１万元；申请公共租赁住房１１９户，发放租金
补贴４６１户。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开展。综合文化
站每周开放３０个小时，全年举办大型文化惠民演
出１５场，举办声乐培训、舞蹈培训、武术、文艺骨
干培训班 １５０场次，惠及居民万余人次。人口计
生工作坚持规范管理，依法行政，狠抓流动人口综

合治理，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５１％，政策外多孩率控
制在合格范围内。

【平安创建】　２０１４年，汉水桥街构建区消防大队、
街道、社区三级联动的工作模式，督办１１家重点挂
牌单位完成整改，完成６个社区区级示范消防室建
设达标，全年火警数为全区最低。年内完成区政府

挂牌的２家安全隐患单位的整治，取缔２家危化品
经营企业，整治粉尘污染点３处、老化电线４０００米
和危墙３处，更换汉宝大厦电梯２部，实现全年零事
故。按照全市中心示范戒毒社区“七有”标准，实现

社区康复人员登记备案管控率９８％，顺利通过武汉
市禁毒办的验收检查，成功创建市级中心戒毒示范

街道。全年受理各类群众来信来访４９３人次，回复
率１００％，满意率９８％，处理积案８件并息诉罢访，
排除不稳定因素１８４件，实现全街全年无进京非访，
无赴省市群访事件发生。

【基层党建】　２０１４年，汉水桥街组织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街３４个基层党组织、３２７４名
党员参加了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听取街机关

党支部、辖区８家大单位、社会各方代表对街工委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意见建议，共归纳意见建议５类
３２条。按照立查立改、限时整改、研究整改方式发
放整改督办单５２期，所有问题得到基本整改，１２月
１８日通过区委整改落实第一巡回督查组的检查验
收。按照“年初承诺、半年评估、年底兑现”的要求，

年初提出的５２个党建任务、细化为１５８个工作项目
和２０９个具体措施。９月１２日，全街成立１３个社

区监督指导委员会，完成８个物业小区“三方联动”
工作。汉水桥街和９个社区围绕基层组织“堡垒工
程”开展“暖心、放心、宽心、舒心、开心———五心服

务”的经验被省委组织部《党员生活》刊发。年内，

刘武强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湖北省第二届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称号，范建强获评“口区第二届十佳爱

岗敬业模范”。

（林　梦）

宝 丰 街

【概况】　宝丰街位于口区东部，东起航空路、武
胜路，与江汉区接壤，南至京汉大道与荣华街接壤，

西至口路、宝丰一路与汉水桥街接壤，北至建设大

道与江汉区接壤，辖区面积１８８平方千米。街道办
事处下辖三五零六、站邻园、祥和、北、利北、公路、

宝丰、同济医学院、空后、宝地１０个社区，户籍人口
５３万多人。

２０１４年，宝丰街工委、办事处围绕转型发展、跨
越发展主题和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

目标，按照“财税工作扛大旗、各项工作上台阶”的

要求，在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社会事务、计划生育、

基层党建、社会综治、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较大成

绩，为实力宝丰、文明宝丰、幸福宝丰、活力宝丰建设

打下坚实基础。２０１４年，宝丰街获得湖北省第三次
经济普查先进集体、湖北省卫生街道、武汉市维护稳

定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４年，宝丰街围绕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主题，突出现代服务业的主攻方向，全力发展金

融保险业和医疗健康产业，不断提升服务业的竞争

优势和综合实力，在全区产业转型期间承担更多经

济增长重任。

坚持以项目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后

劲。积极做好结核病控制大楼、葛洲坝双竞双限房

等在建项目的协调服务工作；配合葛洲坝城市花园

二期工程建设，其商业、写字楼及住宅楼地下部分均

顺利施工；加快推进新世界二期西片与六十二中片

地下整体工程的建设工作，主动为企业解决推进难

题，项目施工稳步进行；跟进中国地质大学汉口分院

片的征收工作。

坚持以招商引资为重点，不断提高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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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围绕宝丰商务区功能定位，以高端产业聚

集为目标，着眼产业培育、功能提升和城市长远发

展，引进一批功能型、支撑性企业，如齐鲁证券有

限公司湖北分公司、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湖北

分公司等。借助高端企业资源较为丰富的优势，

促进企业招商、以商引商等举措，不断引进实力企

业，努力把口路打造成民间金融街，把武汉城市

广场打造成金融保险中心，把宝丰区域打造成金

融保险商圈。

坚持以服务企业为根本，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进一步增强服务企业的针对性，根据企业不同

的发展阶段和具体情况，积极争取“一企一策”的扶

持政策，分类提供个性化有效服务，切实做到对企业

的诉求有求必应。年内，实现齐鲁证券在辖区解放

大道路段举行“健步走”活动的想法；协调工商部门

为南源电力解锁待注销的工商执照；为湖北安心易

百申请“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为市地

铁集团部分高管向区委组织部申报“口英才”和

“口拔尖人才”并获得通过；充分利用宝丰地区金

融资源优势，支持区经信局、区工商联、区“两会”开

展工作，深化政企、银企、企企对接，促进辖区企业互

相支持、共同发展。

２０１４年，宝丰街完成全口径财政收入１５０５亿
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４％；引进市外内资１０２９亿元，
完成全年目标的１００９％；新增一般纳税人１２户，
完成全年目标的１２０％；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２１８５亿元，完成全年目标的１１５％。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４年，宝丰街围绕“三创一革命”
总体要求，巩固“城管革命”成果。在全街范围内坚

持开展周末义务劳动和日常环境清扫保洁守控。精

心组织辖区文明单位及全街机关干部与社区群干、

低保户及志愿者 ２８５０人次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
作。针对存在的占道经营、路面破损、广告招牌不规

范等问题，严格按照“六个周边”环境标准，开展各

类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抓好日常管理，重点对早中

晚高发期集中巡查、错时巡查。推进小餐饮便民服

务区的改造升级，规范设立公路社区、崇信路便民服

务区两个小餐饮便民服务区。重点对辖区裕康生鲜

市场、宝二集贸市场周边占道经营开展整治。配合

区食药监局督促各经营门点洗涮门前路面油污８０
余处，门点经营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１１７６份，配
置垃圾容器７２４个，并规划停车线，安装５个非机动

车辆停放器。

２０１４年，宝丰街完成新增绿地１０００平方米、植
树６００株、垂直绿化１００米、屋顶绿化３００平方米的
目标任务。全年拆违５０００平方米，拆除新增违法
建设５处１００平方米，拆除存量违建７处４９００平方
米。查处市拆违工作信息平台投诉５件、区拆违工
作信息平台市民投诉１５件。办理各类上级转办件
５件、回告５件，办结５件，回告率、办结率 １００％。
公共服务平台督办受理件 １４３３件，已办结 １４３３
件，签收率、办结率、综合满意率均为１００％。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４年，宝丰街以推动社区建设全面
发展为重点，扎实推进社区建设、社会救助、双拥、残

联及老旧住宅物业化管理等各项工作。宝丰社区完

成市、区两级老旧幸福社区创建目标，空后社区完成

区级老旧幸福社区创建目标；北社区完成“网络

化”自治服务社区区级目标；以公路社区为中心的

宝丰、宝地、空后、医大等５个社区完成区级“组团
式”中心社区建设目标。全街全年有低保 ５９３户，
保障人员１０７７人，累计发放资金５４７２１万元；申
报家庭临时救助２７３户４７９人，发放救助金１５１９
万元；享受政府高龄津贴老人２１３４人，发放高龄津
贴２５４万元。全年参加街、社区老年学校学习的老
年人３７８８人次。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４年，宝丰街围绕“建好阵地、筑牢
基础、创新载体、发挥作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通

过巩固完善“一社一特、一社一品”的社区党建新格

局，明确各社区创建基层党建品牌的着力点，大力推

进理念、内容、方法和机制创新。公路社区的“童梦

星空”广播台、北社区的“微走访”等深受居民好

评。围绕“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的总体目标，

通过重点抓好建立组织、建设阵地、开展活动三方面

工作充分发挥楼宇党组织服务辖区经济、服务企业

发展、服务党员职工作用。

２０１４年，宝丰街围绕为民务实清廉主题，把握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深入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开展“我与居民拉家常”

听取居民意见，召开民主生活会，领导班子成员批评

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作风，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宝丰二路２号楼、４号楼１６４户居民因开
发商原因及欠缴水费，１６年一直面临饮水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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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街道牵头与水务集团制定

三方共担解决方案，宝丰街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加班

到居民家中宣传，不到两周收齐了所有居民欠缴的

水费，居民用水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并实现“一户一

表”。省市督导组、巡视组对此给予充分肯定，省市

多家媒体专门报道。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４年，宝丰街严格履行治安防范职
责，为实现“和谐宝丰”“平安宝丰”目标打下良好基

础。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安全知识讲座等活动，

开展“地毯式”消防安全大检查，有效减少火灾事故

的发生。胶囊房整治工作消除了辖区内的安全隐

患。联合派出所成立“夜巡队”，在重点时段、地段

加强巡逻。全街全年破获各类刑事案件１２０件，刑
事拘留９０人，治安夜间可防性案件下降５％。１１月
３日，全国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平安建设会议在武汉
召开，辖区内同济医院作为“三圈”整治典型进行现

场连线。

【计生工作】　２０１４年，宝丰街计生工作围绕“稳定
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核心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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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出生符合政策生育率９４７５％，出
生婴儿 ４１９人，男孩 ２２２人、女孩 １９７人，性别比
１１２６９，避孕节育措施落实率８６４５％。

（唐　琴）

荣 华 街

【概况】　荣华街位于口区东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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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面积０８１平方千
米。街道办事处下辖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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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人口４３万多人。２０１４年，荣华街工委、办事
处推进重点项目，探索城市管理新途径，解决民生问

题，维护辖区平安稳定，较好地实现全年工作目标，

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街

道先后获得省“阳光家园”第二批示范机构、市第三

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先进集体、市老龄工作五星模

范街道、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街等称号。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４年，荣华街围绕项目建设，强化
协调服务，提升街道经济实力。成功引进美国上市

健康医疗企业海王星辰，协调汉口银行小微企业贷

款中心总部落户，促成武汉市艺术学校落户。茶叶

市场、收藏品市场均建立电商平台。限上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全年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均完成目

标任务。完成新光皮件企业改制。规范街道国有资

产市场租赁水平。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９７５％，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１０％，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１２２
亿，全口径税收收入 ３１４０７万元，引进市外内资
６０２３０万元。

２０１４年，荣华街项目建设有新进展。武胜文化
城项目北区还建房主体结构封顶。幸福村小学（即

新６２中）校区建设全面完成并于９月开学。长华玉
带家园完成结构封顶进入装修期。公交枢纽片项目

已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摘牌。市地产集团储备的

６５中北片征收前摸底调查工作顺利开展。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４年，荣华街城市管理工作围绕
创卫目标，强化长效管理，街道城市面貌进一步改

观。率先在全区实行环卫作业市场化外包，环境

保洁质量和环卫人员绩效考核水平明显提升，依

法依规探索推行管网疏捞、建渣处理、绿化维护等

市场化运作模式，组织协调工商、食药监、公安、卫

生、城管多部门联合执法。环境整治力度不断加

强，架空管线整治通过市区验收，沿街增设果皮

箱，老旧社区立面基本见新，主要道路两侧树穴重

新美化。拆除历史违建６９３０平方米，完成年度任
务的１３９％，实现新增违建“零增长”。加强“门前
三包”制度宣传教育和处罚力度，市民维护环境意

识不断提高。

２０１４年，荣华街全力打造武胜西街环境示范
街，先后投入资金２８０万元对全线道路进行刷黑改
造、临街门面招牌进行整体规范整治，新增道路两侧

立体花架３５个，维修周边背街小巷破损路面１４０处
约８００平方米，全街路面硬化率达９８％。加强绿化
美化工作，投入资金３３万元，补栽辖区内行道树，升
级改造部分花坛，将荣华社区建成集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绿化示范社区。投入２０万元对玉带、中山、建
国、友谊、集贤里、幸乐、荣西等社区１万平方米的老
旧立面进行外立面综合整治。改造荣西、荣华、集贤

里、幸乐、中山、玉带等社区地下管网３００米，对辖区
内化粪池的日常管理工作分片进行市场化外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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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２日，口区政协主席国洪河（右四）一行到荣华街玉带园敬老院
检查春节前安全生产情况

大查违拆违力度，组织联合执法，

集中拆除建乐社区一栋 ８７户
２０００多平方米的历史违章建筑。
农贸市场提档升级，投入１００万元
对玉带生鲜菜场内部设施及周边

环境进行升级改造，并派驻专职管

理人员守控市场。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４年，荣华街社
区社会组织长足发展，各社区建立

以“蓝包”“红帽”命名的志愿服务

组织，“‘蓝包’‘红帽’百姓需要”

成为社区便民服务的理念和品牌。

各社区不同形式的文体团队极大

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社区服务能

力明显提升。幸福创建力度不断

加强，筹资约２００万元对建乐社区
道路、立面、绿化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成片拆违

２１００平方米。投入１８万元改造崇仁小区、军代表
小区老旧物业。荣华社区获市级防震减灾示范社

区。全年为１８６４人发放灵活就业补贴，新增就业
岗位人数 ２５１２人。发放低保金 ８４３３户次共
６５５３９万，为 ３７户困难群众发放救助金 ３２７万
元，发放高龄津贴１４３万元，为３４户困难老年人提
供居家养老服务８４６０个小时，支持民办社区养老
院发展，助残和流动人口服务工作不断加强，年内，

街道分别获市老龄工作五星模范街道、省“阳光家

园”第二批示范机构、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街

称号。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４年，荣华街综合治理取得新成
效。完成上级下达的６个单位消防隐患整治销案工
作；投入１５万元资金，完成中山、荣西、荣华、幸乐
４个社区消防室新建及改扩建，安全社区创建初现
成效。全年成功化解新光皮件厂改制、智升商贸公

司拆迁、李其芳拆迁安置（江汉区汉兴街）等信访问

题及各类矛盾纠纷５３７起，处理市长信箱信访件１９
件，回复率１００％。全年未发生亡人火灾事故及其
他安全责任事故。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４年，荣华街全面深化“五务合
一”建设，推进以街道社区“１５分钟服务圈”为主、社
区党建项目为辅的基层党建品牌建设，整合辖区资

源逐步充实“１５分钟社会事务服务圈”“１５分钟医
疗卫生圈”“１５分钟文化休闲圈”，让居民步行１５分
钟即可享受方便、快捷、舒适的公共事务、中介、物

业、居家养老等９大类服务。将学习推广“百步亭
工作法”与党建重点项目“九个全覆盖”有机结合，

选派８００名讲奉献、有爱心、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担
当门栋长、党小组长、卫生委员、治安委员、文体委员

和物业房管员，实现“两长四员”全覆盖。积极推行

“三方联动”，推动具备条件的小区积极组建业主委

员会，开展“三方联动”服务。老旧物业小区组建物

业管理委员会，探索自治管理新模式。荣华社区积

极创新，形成业主委员会、社区服务中心、业主代表

和居民自治４种老旧物业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工作
考核评价制度。全面推行“一诺双评三考”机制，逐

步提高选人用人的科学性和规范化。制发《街道机

关干部联系社区工作意见》，确保每个社区有１名
处级领导干部和２名以上一般干部对口联系，切实
帮助社区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

（魏　鹏）

汉 中 街

【概况】　汉中街位于口区中南部，东至武胜路
与汉正街辖区相连，南临汉江与汉阳区隔水相望，

西至京汉大道与汉水桥街辖区相接，北达中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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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荣华街辖区相邻，辖区面积 １３３平方千米。
街道办事处下辖兴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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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籍人口近５万人。
２０１４年，汉中街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围绕“一个中心抓经济发展、一块基石抓安

全稳定、一个宗旨惠百姓民生、一个关键抓干部队

伍”的总体思路，解放思想、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

势而上，街道经济、社会事务持续稳定发展。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４年，汉中街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
３８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７６％；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４５６亿元，为年度目标的１９８％，完成比例居全区第
一；招商引资１０７３亿元，为年度目标１５３％，目标
完成率居全区第三；地区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均

增长１０％。项目建设高效推进，星汇云锦５Ａ甲级
写字楼和长江食品厂片汉中地块总部大楼施工进度

加快。政企合作进一步深化，就越秀地产公司华中

总部落户汉中地域达成合作协议，武汉越秀旗下多

家公司已在汉中街登记注册。年内成功引进注册资

金上亿元总部企业———越秀第一太平戴维斯（武

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安全维稳】　２０１４年，汉中街加大消防隐患排查整
治力度，５家市区挂牌的安全隐患单位３家已整改
到位，存在隐患的５５２家仓库和小门店经过整改已
全部销号到位。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两

化”体系建设，１６０家企事业单位完成注册，有效落
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在廉租房和公租房分配中，

一次性解决６户 Ｄ级危房居民的住房问题。全街
全年解决２１件信访积案，未发生集体进京上访。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４年，汉中街先后投入２１８万用
于架空管线整治、环卫设施提档升级和受检路段

维修改造，彻底消除长堤街农贸市场沿线和普爱

医院周边的占道顽疾，区域环境面貌明显改观。

全年完成道路刷黑改造 ３０００平方米，拆除不规
范广告招牌７５块，安装统一招牌 ４２０米，完成对
长堤街东段（武胜路至长寿桥）１６家小餐饮的专
项整治工作，建成长堤街便民服务小餐饮特色一

条街。截至年底，汉中街在全市一类街道环境检

查评比中 ６次进入前 ３５名，其中 ８月份位列前
１０名。

【民生工作】　２０１４年，汉中街累计发放低保金
１２５１万元、住房补贴１４２万元、残疾人定额补助２２
万元、高龄津贴２３１万元、优抚对象慰问金１１万元。
通过周密部署、精心组织，解决２００９年以来４０９户
居民的廉租房、公租房分配问题。全年新增就业

２７４９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５７４人，发放小
额担保贷款６３万元。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４年，汉中街将幸福社区建设和老
旧物业社区创建有机结合，共投入专项资金２２２万
元，对洪湖小区、天声小区、兴隆小区和同兴小区及

周边进行维修改造，为居民营造了宜居环境。借助

汉中社区配建契机，建成６００平方米的社区党员群
众服务中心，为丰富辖区民众文化娱乐提供了舒适

便捷的场地。

（张　勤）

六 角 亭 街

【概况】　六角亭街位于口区东部，北以京汉大
道、东以民意四路与江汉区分界，南抵中山大道与汉

正街辖区为邻，西至武胜路与荣华街接壤，辖区面积

０７４平方千米。街道下辖学堂、荣东、慈善、宝善、
游艺、民意、顺道、自治、南巷、六角等１０个社区，户
籍人口３万多人。２０１４年，六角亭街较好地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先后被评为武汉市安全生产优秀单位、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先进集体、老龄工作三星模范

街、先进中心戒毒社区。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年，六角亭街继续实施项目兴街
规划，各项重点工程有序推进。恒隆广场项目９月
启动地下施工，已完成工程桩１３５８根、地下连续墙
７１幅、直径８５０毫米水泥搅拌桩８２５００延米，地下
连续墙和工程桩混凝土灌注量约８０４万立方米，实
现施工产值约１３亿元，完成基坑支护和工程桩占
全部工程进度的３０％。成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和
专班，对一职教东地块再次开展入户调查并制定

《武汉市口区一职教东片旧城改造项目房屋征收

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跃进片、装饰城片、电子

市场片等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有序开展。地铁６号线
征收工作已按计划完成签约２１２户，其中居民１９７
户，企业１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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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经济】　２０１４年，六角亭街完成全口径财政收
入２８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７％。引进武汉宝发投资
公司等５户一般纳税人。引进市外内资９３亿元。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４４７亿元。天翔灯饰城市场代
征工作顺利完成。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４年，六角亭街围绕创卫和文明创
建工作开展市容环境整治。在全区率先完成２４９个
楼道垃圾通道的封堵，全面实施垃圾袋装化；楼顶垃

圾整治顺利通过市区检查验收，被评为“无楼顶垃

圾达标街道”；全面废除辖区３２个老旧垃圾池；整
治辖区内“五小”行业，１０８家“五小”单位全部办
证，其中暗访达标９２家；开展联合执法关闭慈善巷
农贸市场，在全区率先完成取缔非法无证露天集贸

市场工作；完成辖区内架空管线整治任务；取缔民意

四路顺道街占道夜市，解决历史遗留城管难题；开展

学校周边环境整治，年内取缔流动摊贩及不符合要

求的饮食摊点４６处。

【安全维稳】　２０１４年，六角亭街投入资金１６万元
用于居民安全宣传、消防器材购置、消防设施建设维

修、隐患整改等工作。对“十小”场所、公众聚集场

所、高层和地下建筑、学校幼儿园、危险化学品单位、

粉尘爆炸危险企业等各类场所的火灾隐患逐一排查

整治，累计排查生产经营单位２４３家，隐患整治完成
率达９０％。创建街道级安全管理信息化系统，对辖
区内存在安全隐患的８５２家单位、门店进行电子建
档，有效促进安全生产监管全覆盖。全街全年未发

生人员死亡的火灾事故。

２０１４年，全省禁毒工作会议在六角亭街召开，
报纸、电视台对六角亭街开展中心戒毒社区工作进

行专文报道。妥善解决长江大道被征收企业祺鑫商

贸有限公司职工因医保和拆迁补偿金引发的上访问

题，妥善解决房开置业有限公司因股权转让引发的

职工群访事件。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４年，六角亭街以“六推六创”为
内容开展幸福社区创建工作，完成荣东、游艺社区创

建市、区级“幸福社区”目标任务。在学堂、顺道、宝

善３个社区率先实施网格化管理，丰富社区服务功
能并逐步向居民自治过渡。在学堂社区建立社会组

织孵化基地，孵化社会组织２０个，吸收志愿者４１０
人。积极推动全街社区惠民项目建设，完成惠民项

目１１８项。实施以学堂社区为中心，以文化事业为
特色，辐射荣东、自治、宝善、慈善等４个社区的中心
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服务连片升级。年内，游艺社区

建成近１０００平方米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和３００平
方米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高阳光家园服务水平

和硬件设施，打造康复和文化双特色品牌，先后与市

精神卫生中心、市按摩医院、市一医院、武汉普瑞眼

科医院、街卫生服务中心签订共建协议，为残疾人提

供全方位康复服务。引进太阳之家互助中心，开设

独具特色的盲人影院。六角亭街阳光家园成功通过

市技术规范达标三级。学堂社区被评为湖北省和谐

社区建设四星级示范社区和市级老龄工作三星模范

社区。

【全民创业】　２０１４年，六角亭街以新增就业岗位、
扶持创业、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体就业为重

点，贯彻落实就业再就业政策，强化就业服务，强化

创业意识和就业技能培训，辖区就业工作成效显著。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２６１０个；完成再就业安置３７６
人，完成安置困难群体再就业２８９人；完成扶持创业
２４０人，带动就业１１９２人；完成再就业培训２７２人，
农民工培训２８３人，创业培训 １５７人，大学生培训
１０１人，新签劳动合同企业２０户。

【人口计生】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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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

利益导向、服务关怀、宣传倡导、依法行政，着力实

现基层人口计生工作的常态化管理。全街全年出

生４１４人，其中男孩２２１人，女孩１９３人。出生政
策符合率 ９３００％，政策外多孩率 ０４８３％，出生
人口性别比１１４。二孩及以上妊娠对象孕情监测
及时率６８６％；流动人口“三类重点对象”信息提
交率、反馈率１００％，流动已婚育龄妇女有效联系
率１００％。

【基层党建】　２０１４年，六角亭街工委下辖党组织
３０个，其中综合党委１个，区域化党委３个，机关
党组织３个，社区党组织１０个，企业党组织１３个，
共有党员１４０１人。年内，六角亭街着力推进党建
品牌创新工程，重点打造学堂、游艺片区引领作

用，培植党建工作新亮点。组织实施基层组织建

设“堡垒工程”，开展社区党组织书记年度目标公

开承诺，落实“一定双评”制度，结合群众路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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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和“三创一革命”创建工作，落实街道干

部“岗在社区、重在服务、责在连心”工作机制。推

行“三方联动”机制，顺道社区中心嘉园完成业主

委员会的选举工作。

（余圆欣）

汉 正 街

【概况】　汉正街位于口区东部，东以自新巷、横
堤上街与江汉区分界，南临汉水与汉阳区隔水相望，

西至武胜路与汉中街接壤，北抵中山大道与六角亭

街相连，辖区面积１５７平方千米。街道办事处下辖
新安、大新、全新、药王、延寿、多福、宝庆、永宁、板

厂、五彩、紫阳、石码、利济、共和、万安、存仁、红燕、

竹牌、燕山、永茂、永庆、旌德等２２个社区，户籍人口
７３万多人。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２日，汉正街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部署大会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继续围绕全区“三件大事”，以
综合整治为抓手，以拆迁征收为突破口，全面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年内，汉正街办事处被口区委、区政

府评为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汉正街团工委被团

中央评为“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办事处在汉正街市场
综合整治与搬迁改造大背景下，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完成２６８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４８６亿元，服
务业增加值突破２６４亿元，全年引进市内外资金
３０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０％。着力发展电子商
务，探索“网上汉正街”建设，汉正

街成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分

园区，翠园礼品、一纽扣等２家商
城建成电商平台，６０００户商户实
现网上交易。以多福路为轴，打造

品牌服饰商城、老三镇商城、多福

商城服装一条街，以沿河大道为

轴，翠园礼品打造成文化创意城，

传统经营模式逐步升级，汉正街被

规划为中央服务区和金融核心区。

全面完成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汉

正街获得全省“先进集体”称号。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着
力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建设，推进社

区治理、管理服务，各项工作取得全面进步。红燕社

区完成创建市、区级老旧幸福社区。永庆社区成功

创建区级“网格化”自治服务社区，建设中心社区

１个（紫阳、宝庆、大新、药王、新安）。旌德社区被市
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命名“三星级”幸福社区。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依法贯彻执行各项社会救助
政策，全年发放低保金２３７９８万元；发放残疾人
定额生活补助 ９５９万元；重大疾病救助 １１３万
元；困难家庭救助 ２６８万元；慈善基金救助 ４５
万元。创建的永庆居家养老服务站使用面积达

３０００平方米，建立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２２个，
志愿服务队２２支，志愿服务小组２６４个。全年投
入资金４１５万元，实施惠民项目４大类２３８项，逐
步解决了社区居民群众的各类民生问题。年内为

４９２人发放低保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和精神智力
残疾人居家照料补贴金 ６７８９万元；为残疾人特
殊困难临时救助 ６７万元；组织专业家政上门为
１８名重度残疾人提供免费居家服务。截至年底，
汉正街新增就业岗位 ３１６１个，安置再就业群众
５３７人，安置困难群体 ４７５人，离退休人员年审
１２３７９人，办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４１人，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５７９２人。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办事处联合相关部门改造辖区

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宝庆、观音阁和宝善堂３大集贸
市场，东富商城小区天然气管道改造，让８１０户居民
用上天然气。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把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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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年度重点工作，辖区面貌明显改观。加大专项

整治力度，辖区所有 ＬＥＤ显示屏播放创卫内容，开
展２２项专项整治。全年整治破损、脏污宣传专栏
６０处，更新、增加创卫宣传专栏８０处，清除“三乱”２
万余处，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６００份，市民健康知识读
本２００份。垃圾清运全部由板车改为垃圾桶与压缩
车对接模式，新增垃圾桶 ５４７个，分类果皮箱 １２５
个。为推行辖区路段实现打烊垃圾收运增加岗位

１５６个，保障全街２７２条街巷日均１６０吨生活垃圾
日产日清，真正做到“扫得干净、存得密闭、运得出

去”，在各垃圾转运点设置作业挡板共２４个，维护
主干道的交通秩序。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公共服务平台办件实行２４小
时接应处理制度，明确与市级指挥平台相互沟通以

及案件分级处理流程，截至年底，公共服务平台办件

处置率和办结率均达１００％。

【文化工作】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文化中心开展辖区第
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启动淮盐巷、淮盐公

馆、保寿、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等多处历史文化遗

址的保护工作。整理制作《汉正街八处历史遗址画

册》，为汉正街历史风貌街区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积极争取上级部门对汉正街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工

作的资金、技术、管理支持，加快汉正街博物馆规范

化建设。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４年，汉正街致力于建设服务型基
层党组织，增强其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党员队伍的

先锋模范作用，为汉正街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

重要保障。

建立健全“大党委”工作机制。２２个社区实现
社区“大党委”组织体系全覆盖，形成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 ４级组织网络体系，网格员、两长四员、
党员中心户扎根居民群众之中，服务群众无处不

在。创新“三方联动”工作机制。因地制宜建立街

道党工委为领导，社区党支部为核心，社区居委

会、业主委员会（商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为主体，辖

区志愿者队伍和社会“两新”组织共同参与的两个

“三方”服务体系，在消防安全、环境整治、社会治

理以及解决突发事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优化党

组织设置。针对汉正街市场大街的实际，探索把

党组织建立在商会、物业公司、行业协会上，进一

步扩大工作覆盖面，让基层党建延伸到社会的每

个角落。

创新活动载体，不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统筹

各类志愿者资源，组建文明宣传、消防安全、环境卫

生、生命救援等８类６５支志愿服务队，将服务群众
的触角延伸到片区、楼宇、门栋和市场、商会、辖区单

位、社会组织之中，开展菜单式服务，赢得人民群众

的信任和尊重。

创新发现机制，全面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将街

道干部驻社区制度与网格化管理相结合，网格科长

兼任社区“第一书记”，坚持每天上下午各走一次、

坚持每天入一户、坚持每天见一人、坚持每天问一

声、坚持每天记一笔。通过“扎根网格天天见”，在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建议

２３７条。
（田　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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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先 进 集 体

【国家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

长丰街百泽社区

【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区科协

【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

区人民检察院

【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

区人民法院仁寿法庭

【人民调解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区司法局

【全国模范职工小家】

房集团第七房管所

【全国先进文化区】

口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社区】

长丰街百泽社区

【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

宗关街道

【湖北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区】

口区

【湖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示范区】

口区

【湖北省维护稳定工作先进集体】

区维稳办

【湖北省信访先进集体】

区信访局

【湖北省就业统计工作先进单位】

区人力资源局

【湖北省廉政文化进家庭示范点】

区妇联

【湖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区残联

【湖北省档案资源建设先进单位】

区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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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百强治安基层所队站室】

口公安分局巡逻大队

【湖北省公安机关刑事技术工作先进集体】

口公安分局刑事技术室

【湖北省经侦专项工作绩效考核优秀单位】

口公安分局经侦大队

【湖北省先进公安基层单位】

口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湖北省优秀禁毒警队】

口公安分局禁毒大队

【全国打击整治发票犯罪专项行动先进集体】

口公安分局经侦大队

【湖北省“优秀青少年维权岗”】

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

【湖北省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

区人民法院团总支

【湖北五一劳动奖状】

区人民法院

【湖北省社区矫正工作先进单位】

区司法局荣华司法所

【湖北省首批法治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区司法局　区教育局

【湖北省优秀“青少年维权岗”】

区司法局普宣科

【湖北省人防系统档案管理先进单位】

区民防办

【湖北省食品安全模范农贸市场】

房集团市场中心

【湖北省环保部门目标责任制考核先进单位】

区环保局

【湖北省工商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区工商局长丰工商所党支部　区工商局汉中工

商所党支部

【湖北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街】

古田街　韩家墩街

【湖北省教育系统先进工会集体】

区教育局

【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先进单位】

区教育局

【湖北省和谐社区建设五星级示范社区】

古田街汉口春天社区

【湖北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古田街汉口春天社区

【湖北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

宗关街

【湖北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宗关街

【湖北省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先进集体】

汉水桥街　宝丰街

【湖北省卫生街道】

宝丰街

【湖北省级“阳光家园”示范机构】

荣华街阳光家园

【湖北省“阳光家园”第二批示范机构】

荣华街

【武汉市重大项目建设立功单位】

口区人民政府

【武汉市安全生产工作优秀单位】

区交通大队

【武汉市重大项目建设先进单位】

区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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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安全生产优秀单位】

区城管委

【武汉市群众满意基层站所】

汉水桥街司法所　区城管委执法大队　区城管

委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　易家街环卫所

【武汉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区建管站　区教育局

先 进 个 人

【全国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

周　华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杨小玲

【湖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杨光明

【湖北省优秀共青团员】

杨　爽

【湖北省全国科普日活动先进个人】

张　进

【湖北省档案开发利用技术能手】

王国斌

【湖北省公安机关打黑除恶工作先进个人】

高　剑

【湖北省公安机关全国“两会”安全保卫工作成绩突

出个人】

李明胜

【湖北省公安机关刑侦工作先进个人】

余　暄

【湖北省吸毒人员动态管控工作信息维护先进个人】

谢　琳

【湖北省信息化应用标兵】

罗　

【湖北省优秀社区民警】

宋文习

【湖北省人民法院司法警务工作先进个人】

余信忠

【湖北省优秀人民调解员】

王　超

【湖北省工商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纪在渊

【湖北省工商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王　涌　严明友　叶　勇

【湖北省工会经费国税代收工作先进个人】

徐　凤

【湖北省国税系统“税收业务能手”】

张丽帆

【湖北名师】

尤小军

【湖北省残疾人基本状况与需求调查先进个人】

刘光锡

【湖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刘武强

【湖北省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先进个人】

杨　敏

【武汉市重大项目前期推进（策划）工作先进个人】

谢建斌

【武汉市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田　波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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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目录选编

中共口区委员会文件选目

发〔２０１４〕１号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印发《关于在全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

发〔２０１４〕２号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４年工作要点
发〔２０１４〕３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口区贯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实施意见》的

通知

发〔２０１４〕４号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
发〔２０１４〕５号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常委会议事与决策规则
发〔２０１４〕６号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印发《关于贯彻〈建立健全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工作

规划〉实施办法》的通知

发〔２０１４〕７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老龄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共口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选目

办〔２０１４〕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表彰２０１３年度全区信访维稳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办〔２０１４〕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办〔２０１４〕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促进专项经费向街道倾斜的意见》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在全区评选模范２０１３年度爱岗敬业模范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区级重大项目责任分解表》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务实节俭做好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５号　关于成立区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６号　关于印发《区委办公室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９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２０１３年区委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整改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１０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纠正和治理基层干部作风问题的整改承诺事

项责任分解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１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２０１４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１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重大节日和重要时段区领导带队督查全区安全生产工作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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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文〔２０１４〕１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４年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１４号　转发《区委统战部关于全区统一战线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１５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２０１４年深入开展领导干部阅信接访、包案活动实施

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１９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成立口区“城中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２０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转发《口区街道及相关单位财源建设工作绩效管理办

法》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２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党政机关干部在公共场所带头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２２号　关于印发《全区第十五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２４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确定区领导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联系点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２５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事业单位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２６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兑现２０１３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责任目标奖励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２７号　关于开展向刘武强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２８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成立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和工作专班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２９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加强区属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意见

办文〔２０１４〕３０号　区委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

办文〔２０１４〕３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开展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工作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３４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进一步规范会议管理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３５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文件办理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３６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督查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３７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５年度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３８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贯彻实施《湖北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３９号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口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项小组成员名

单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４０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区领导开展重大课题调查研究制度》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４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成立口区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４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进一步严肃会议纪律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４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成立区电子政务内网建设和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４〕４４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做好２０１５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口区人民政府文件选目

政〔２０１４〕１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３年度道路交通安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政〔２０１４〕２号　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武装部关于表彰２０１３年度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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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２０１４〕３号　关于印发《口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政〔２０１４〕４号　关于下达全区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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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政〔２０１４〕５号　关于２０１３年度全区安全生产暨消防责任目标考核结果和表彰安全生产暨消防工作先进

单位先进工作者的通报

政〔２０１４〕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４年改善空气质量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２０１４〕７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３年度两型社会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政〔２０１４〕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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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组要

点》的通知

政〔２０１４〕９号　关于口区财政局对武汉市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的情况说明

政〔２０１４〕１０号　关于同意易家街舵落口村易家墩村村民委员会撤销的批复

政〔２０１４〕１１号　关于同意长丰街东风村、长丰村、永利村、建荣村、常码村村民委员会撤销的批复

政〔２０１４〕１２号　关于同意韩家墩街长青村村民委员会撤销的批复

政〔２０１４〕１３号　关于同意宗关街汉西村村民委员会撤销的批复

政〔２０１４〕１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政〔２０１４〕１５号　关于同意成立长丰街园博北、园博南丰美、丰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政〔２０１４〕１６号　关于对设立易家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批复

政〔２０１４〕１７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３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政〔２０１４〕１８号　关于印发《口区公共事务服务工作管理制度》（试行）等文件的通知

政〔２０１４〕１９号　关于命名２０１３年度全区群众最满意和满意基层站所的决定

政〔２０１４〕２０号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城中村”房屋拆迁及还建房建设安置审计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政〔２０１４〕２１号　关于印发《口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选目

政办〔２０１４〕１号　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１４年春运工作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２号　关于印发《口区贯彻实施２０１４年度〈武汉市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工作方案》

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３号　关于印发《口区农贸市场驻场管理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４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市、区〈政府工作报告〉及经济工作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责任分解

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５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６号　关于《２０１４年全市社会消防工作意见》《２０１４年度社会消防安全工作责任书》征求意见

的回复

政办〔２０１４〕７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４年政府系统建章立制工作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８号　关于印发口区规范设立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９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口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１０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４年菜篮子工程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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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办〔２０１４〕１１号　关于调整区菜篮子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１２号　关于转发《口年鉴》（２０１４年卷）编纂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１３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４年《武汉年鉴》口区情编纂工作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１４号　关于调整区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１５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４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１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１７号　关于印发全区石油天然气和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及有关生产经营企业安全专项整治

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１８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３年度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政办〔２０１４〕１９号　关于印发口区创建湖北省学前教育示范区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２０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扶贫开发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２１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架空管线连片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２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实施“青桐”计划鼓励大学生到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２３号　关于印发办理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治理规范农贸市场便利群众生活工作情况专题询问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２４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区级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２５号　关于成立口区教育督导委员会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２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２７号　关于成立区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２８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４年普通高校和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２９号　关于转发区水务局关于完善湖泊保护管理责任制实施意见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３０号　关于印发口区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３１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和区长办公会议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３２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全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３３号　关于印发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专项规划与区域规划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３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４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３５号　关于印发口区粮食应急预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３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渣土管理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３７号　关于开展干部驻村帮扶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工作方案

政办〔２０１４〕３８号　关于调整区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３９号　关于成立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４０号　关于开展提升基础公共服务能力专项行动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４１号　关于印发口区黄标车提前淘汰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４２号　关于开展我区２０１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４３号　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４〕４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行政权力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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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选及题录

报 刊 文 选

百余工业企业迁出　古田老工业基地涅?重生
武汉打造中国“汉江湾”

（记者　万建辉　王兴华）

汉江湾，位于汉口古田片区，在武汉之西。汉江

从南方蜿蜒流过，形成一条美丽的弧线。

这块天赐之地，北至三环线，南至汉江，东至汉

西路，西至竹叶海公园，面积２７平方千米。
昨日，有５８年历史的武汉制药厂整体从这里搬

出，同期近百家化工企业已经迁出。搬走的是厂房

和设备，搬不走的，是武汉人重塑辉煌的热望。一个

老工业区的涅?与重生将在这里上演。

现在，汉江湾是汉口三环线内投资热土。未来，

这片土地将建成大武汉具有特色的生态宜居之城、

商贸服务之城、产业集聚之城，成为中国“汉江湾”。

这里，将书写武汉这座城市新的光荣与梦想。

【关键词】　记忆
“红色工业”曾创中国奇迹

一个老工业区的涅?与重生在这里上演。

北至三环线，南至汉江，东至汉西路，西至竹叶

海公园，这块面积２７平方千米的土地，是梦的起点。
这里，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汉江湾。记忆张之洞

督鄂期间，武汉最早的民族工业依汉江布局，暨济电

厂、福新面粉厂、申新纱厂、宗关水厂、南洋烟厂、罗家

墩砖瓦厂、铁路大厂等一批百年老厂在口诞生并发

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后，在对民族工业改造的基础

上，加上国家投资，口的工业发展更是一日千里。

以３５０６、３５１０为代表的军工企业；以生产“永
光”“游泳”的武汉卷烟厂、制造“红双喜”的武汉火

柴厂、武汉化工厂、第三棉纺织厂、武汉电池厂为代

表的“武”字头的轻工企业；以武汉机床厂、武汉柴

油机厂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企业；以武汉铜材厂、武汉

薄板厂为代表的冶金企业；以武汉有机合成化工厂、

武汉无机盐厂为代表的化工企业……

１９０余家企业在这里扎根生长。在那个百废待
兴的年代，工业梦、强国梦在这里发芽。这里是大汉

口的脉搏，是大武汉的基础。

当年的武汉，是一座为机器而设计的城市；当年

的口，是一块让工业勃兴的土地。

【关键词】　突围
老工业基地涅?重生

口古田工业区是武汉市老工业基地，建国之

初，曾被列为国家１５６项恢复性建设项目之一。经
过几十年的发展，古田及周边区域聚集了１９４家工
业企业，占地 ２０６公顷，其中 ９９户化工企业占地
８６４公顷，占全市三环线内化工企业总数的８２％。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逐

步加快，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废除，市场经济体制初步

形成。口区的国企对计划调节依存度高，至九十

年代末期，过半停产半停产。

体制改革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冲击，民营企业

雨后春笋般的兴起，加上外资企业陆续进驻。让

口曾经的辉煌变成了包袱。

口想变，口要变。采取“退二进二”战略，脱

胎于老工业基地的汉正街都市工业区，曾是引领武汉

市都市工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如今，刚刚编制完成的

《古田生态新区综合规划》显示了口人寻求改变的

决心，谋划崛起的信心，和对未来发展的雄心。

【关键词】　变化
“汉江湾”成为投资热土

随着一批老工业企业的关停搬迁，汉江湾靓丽

身影展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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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一座新城将拔地而起，中国城市新标准

在这里现实展示。

这里将是一座生态宜居之城。全长１４５千米
面积１００万平方米的汉江公园，绵延１０千米占地
４００万平方米的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以及园博园、
张毕湖、竹叶海３个面积６６７公顷以上的大型城市
公园正在建设中。三年后，口公共绿地面积将从

现在的２４７万平方米增加到 ７１５万平方米，增长
１８倍；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增加８平方米，达到１２５
平方米。那时将大江环抱，森林环绕，天蓝地绿，鸟

语花香。

这里将是一座商贸服务之城。随着瑞典宜家的

入驻，带动片区发展，配套网络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外包等现代服务功能。江城壹号已建成开业，凯德

古田广场已破土动工，化工区二期已实现供地，造就

商业传奇已不是写在纸上的梦想。

这里将是一座产业集聚之城。明确提出除现代

商贸业之外，还将有选择性地发展电子商务、金融、

文化创意、医疗健康服务、专业服务、房地产及建筑、

现代物流、社区服务和中小企业总部经济等产业，为

古田地区发展注入新的经济活力。

【关键词】　样本
开启新经济、新生活

２０１２年５月，汉正街都市工业区被国家商务部确
定为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目前，已聚集２００余家规模较大的电子商务企业。
２０１３年５月，国务院发布新一轮老工业基地调

整改造的行动纲领，口区成为第一批试点。

这是一份指导全国新一轮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

的行动纲领，将从投资、财政、融资、土地等４个方面
推动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

２０１５年，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将在武汉
举办，口展区占地１３２５公顷，占园区总面积的一
半以上。

这样一个曾经创造新中国奇迹的工业城市，从

鼎盛到衰落，重新燃起创业激情，如今正重新摸索转

型之路。

在口古田，我们看到了一个城市艰难而又充

满自信的蝶变。

汉江湾，将是下一个值得期待的美好。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来源：长江日报）

百业作坊→民族工业→红色经济
“汉江湾”传承百年工业文明

（记者　蒋太旭　王兴华）

从明清时期萌发的手工业，到近代产生武汉第

一度电、第一根火柴、第一滴自来水，再到诞生新中

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再到今天汉江生态新城的崛

起。百余年来，一部工业文明的辉煌史诗在武汉汉

江湾这片土地上上演。

【明清时期】

三镇手工业最集中地区

大汉口的根在口，口的根则在今天的汉正

街———汉江边上，汉江湾的东南角。

早在明成化年间，汉正街凭借江河连通的水运

之便，迅速发展成为华中地区的货物集散中心，“十

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在商贸的带动

下，一大批手工业者纷纷集聚口，形成汉口最早的

手工业群。

“叶开泰的丸药，吃死人都是好的。”一些上了

年纪的老人，对这句谚语耳熟能详。由安徽人叶文

机创建的叶开泰参药店，创建迄今已有３００多年历
史，至清末民初，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广州陈

李济并列中国四大中药店。叶开泰药店研制的参桂

鹿茸丸、八宝光明散、虎骨追风酒等名药，畅销全国

并风靡港澳及东南亚。

从小在汉正街长大的萧咏山老人告诉记者，当年

与叶开泰并称为十大品牌的还有汉口最早的油纸伞

作坊———“苏恒泰伞店”。清同治元年，创业人苏文

受在家乡湖南生活不下去，来到口修理雨伞，在汉

正街开设制伞作坊。萧老回忆说，“苏恒泰”的伞用料

上乘，可用上８至１２年，很受当地人欢迎。江汉平原
曾经流行在结婚时买红蓝苏恒泰伞各一把，男持红、

女持蓝，以喻“红男绿女，婚姻美满”之意。

位于汉江湾内古田一路的口民族工业博物馆

内陈列着“老天成”“汉汾酒”两张百年老商标，它们

见证了汉产白酒的历史。据讲解员介绍，旧时汉口

制酒，称之“槽坊”。清末，河北人刘峰青买下山西

汾阳“老天成”槽坊，南下汉正街，仍用“老天成”字

号，开设了７个槽坊，成为汉正街产量最大的白酒生
产作坊，它就是今天黄鹤楼酒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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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前，谦详益绸布庄、高洪太铜铺等一批享

誉中华的手工作坊也纷纷在此扎根开张。到清代后

期更是形成了“五大作”“八大行”的专业化发展格

局，铸造了一批百年老字号。

据统计，到清末，汉江边上，口境内的传统手

工业已超过１０００户，工匠超过３０００人，这里成为
武汉三镇手工业最集中的地区。

【汉口开埠后】

民族工业创下诸多第一

明清手工业的繁荣，为口近代工业发展提供

了土壤。汉口开埠后，商贸开始向沿河和沿江展开，

工业则向汉江上游延伸，进入今天的汉江湾。

今天的太平洋路，以前就叫太平洋。当地一位

老者告诉记者，这一地名的得来颇为有趣：上世纪

３０年代，武汉的肥皂市场主要由两家汉产品牌占
领———曹祥泰的“警钟”牌和汉昌肥皂厂的“七星”

牌。当时，汉昌位于汉口统一街，规模不是很大。时

值抗战爆发，世界局势特别引人关注，当时的报纸都

在预测、谈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汉昌老板突发奇

想，在汉口的所有电线杆上都贴了一句“请用太平

洋肥皂”。结果一炮走红，太平洋肥皂风靡全市，大

量订单雪片般涌来。扩大规模的工厂不久搬到城外

靠近水厂的空旷地，这个地方就叫“太平洋肥皂

厂”，后来武汉人嫌肥皂厂三字麻烦，这个地方就成

了太平洋。新中国成立后，太平洋肥皂厂在公私合

营后改名武汉化工厂。

“太平洋”的故事是民族工业在这里发展壮大

的一个缩影。汉口开埠后，德、美、法、日等国商人先

后来此开办工厂。１８８９年起，张之洞督鄂１８年间，
兴洋务、办实业，在口———汉江湾这块土地上，聚

集了宋炜臣、荣氏兄弟、李紫云等一批仁人志士，凭

借超凡的智慧和谋略，广泛吸纳民间资本，创办了一

座又一座工厂，首开近代口民族工业的先河。从

此，手工业生产进入近代机器生产时代，在城市历史

上，镌刻大汉口的多个第一：

１８９７年，燮昌火柴厂在此诞生，生产出武汉历
史上的第一盒火柴；

１９０８年、１９０９年相继建成的既济电厂、宗关既
济水厂发出第一度电，流出第一滴自来水，使武汉成

为中国最早使用电灯和自来水的城市之一。据《武

汉简明史》记载，“汉口自来水厂在当时的中国不仅

时间领先，规模亦为之最”。

１９１８年，人称“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荣氏兄
弟在汉口宗关开办福新面粉五厂和申新纺纱四厂，申

四福五全盛时期，解决了半个中国的吃穿问题。

据统计，至抗战前期，以宗关水厂为核心的这一

区域，已有各类工厂３０余家，成为比肩上海的“东
方芝加哥”武汉的轻工重镇。

【新中国成立后】

“红色经济”布局重点

从宗关沿汉江往上走，就是古田———今日汉江

湾大片区域。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建设红色工

业经济的沃土。

地方志专家董玉梅介绍，“古田”喻意“红色之

路”。１９６７年为纪念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古田会
议，将原药厂路改为古田路。随着城市建设，用“古

田”命名的道路已经由古田一路发展到古田五路。

口古田工业区是武汉市老工业基地，新中国成

立之初，曾被列为国家１５６项恢复性建设项目之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古田及周边区域聚集了１９４家工
业企业，占地２０５７公顷，其中９９户化工企业占地
８６４公顷，占全市三环线内化工企业总数的８２％。

从古田二路沿解放大道西行，直至舵落口，两侧不

少工厂大门映入眼帘。数十家崛起于几十年前的工业

企业扎堆于此。如今，这些企业已经搬走，但这些遗存

的厂房仍让人想象曾经机器轰鸣的壮观与辉煌。

从上世纪５０年代起，这里成为国家工业投入重
点区域，沿解放大道两旁，扎堆建起几十家工厂，囊

括汽车、机械、冶金、化工、制药、建材、印刷等行业，

几乎无所不包，省柴、省内燃、无机盐、有机、印染、武

药、双虎涂料、制品厂、电缆厂等各色工厂星罗棋布，

仅柴油机厂就有两家，汽车厂则多达四家。

１９５３年２月，毛主席亲自到武汉调研口手工
业合作化的具体做法。１９５８年，毛主席视察武汉柴
油机厂，当看到试制成功后的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

机时，连声称好，对工人的创造精神给予高度赞扬。

上世纪６０年代，影响了几代人的《为了六十一
个阶级兄弟》中的救命药，就由武汉制药厂生产。

如今武汉制药厂告别古田，设备和厂房被搬空，厂区

内只剩下一棵６０多年的老樟树。
据专家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在对民族工业改造

的基础上，加上国家投资，口的工业发展一日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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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机电、纺织、化工基地。

今天的古田汉正街都市工业园内，竖立着格里

希的雕像。３０年前，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位
引进的“洋厂长”，格里希来到古田担任武汉柴油机

厂厂长，他“大胆改革，从严治厂，为中国企业改革，

增进中德人民友谊做出重要贡献”。他的故事也讲

述着口产业工人“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

链接〉〉〉

留住城市记忆

老厂房改造成民族工业博物馆

口民族工业博物馆坐落在古田一路，占地

３１６８平方米，由原武汉铜材厂的老厂房改造而成。
博物馆投资近１０００万元，保留了上世纪５０年代工
业厂房红砖墙、红屋顶的“红色”烙印，同时运用现

代先进技术，将我国明末清初时期古典建筑风格与

现代博物馆功能要求有机地融合。

馆内珍藏了精品数千件（组），由口百坊手工

业、民族工业、新中国工业３个展示厅组成，以场景
再现、珍贵实物、图片资料等形式，全面展现口民

族工业从创办、兴盛、衰落、重建的发展过程。

它也成为观察汉江湾从历史中一路鲜活走来的

生动窗口。

轻汽厂重生为“江城壹号”

建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的武汉轻型汽车制造
厂，位于古田四路，曾诞生新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

机。如今，其恢弘的苏式老厂房已变身为武汉最大

体量的花园式时尚文化创意产业园“江城壹号”。

在主题广场旁，１３辆报废的汽车叠罗汉样的码了十
余米高，寓意为“重生”。

铜材厂化身“古田记忆”产业园

武汉铜材厂成立于１９５８年，系有色金属加工企
业。其老厂区已经化身为一座叫作“古田记忆”的

新媒体文化创意产业园。

如今这里建起了一座座各具特色的现代建筑，但

一座高耸入云的老烟囱仍矗立在此，巨型的老车间和

办公楼也被改造加固，形成了一个文化创意园区。

“古田记忆”之所以选址老铜材厂，并且保留了

许多当年的建筑和机械，就是为了沟通过去和现在，

将２０世纪工业时代的粗犷与２１世纪信息时代的时
尚融为一体。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来源：长江日报）

为国争光　敢拼敢闯　集体主义
“古田精神”成就武汉工业之魂

（记者　刘功虎　向凌燕　禹　宏　万建辉
宋　磊　蒋太旭　通讯员　杨　丽　李文文）

汉江湾从古田一路到古田五路，曾经汇集２００多
家国有企业、１０余万名产业工人。在这片土地上，他
们为缔造国家工业脊梁、为城市发展，付出了青春、汗

水和激情。连日来，本报多位记者走访古田，与老厂

长、老工人攀谈，听他们回忆激情燃烧的岁月。

为国争光　一锤一锤敲出中国第一辆吉普车

程忠杰今天７２岁，曾经是武汉柴油机厂职工。
提起昔日岁月，他最难忘怀的是当年搞建设的干劲，

“那时的人们都不太讲工作条件，为了完成国家建

设任务，没日没夜勤劳苦干。”

“武柴”的前身是武汉市通用机械厂、武汉小型

拖拉机厂，出产过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

１９５８年，程忠杰不到１６岁，进厂当学徒，１８元钱一个
月，学的是电焊。在他的印象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大家精神面貌昂扬，住的棚子工人自己盖，工厂的马

路也是自己修。那时，工厂地势低洼，若逢下雨渍水，

厂里广播一呼，住在厂区及对街的职工便争先恐后地

到厂里搬原料、抬机器，生怕工厂财产受损失。后来

只要一下大雨，就会自发形成搬东西的人潮。

６６岁的李师傅进厂时，厂子有５０００人左右，工
人分三班倒，白班从早上７∶３０至２∶３０；中班２∶３０
至晚９∶００，夜班凌晨２∶３０至７∶３０。工人们经常没
时间到食堂吃饭，就把馒头和稀饭带进车间。

当过武汉汽车配件厂总调度长的夏方敏今年

８８岁了。他告诉记者，当年为了生产出我国第一部
吉普车，车辆底盘的大梁是锻工们用锤子一锤一锤

手工敲出来的。当时他们厂属于军工企业，工人们

发扬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拼命精神，很多工人连续

一两个月泡在厂里，有的累到吐血。厂里有个工程

师解剖了一辆美式吉普，积累了大量制造数据；厂方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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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制造了一台发动机……就这样七拼八凑造成一

台新车，时任武汉市长李先念亲临剪彩祝贺。那时

国家还没有创办“一汽”“二汽”。

原东风电镀厂党委书记李守忠介绍，他父亲进

厂后一直住茅草房，妻子走得早，自己每天凌晨五六

点出门，晚上七八点收工，还要照顾一双儿女。他们

厂不单有他父亲那样的“本地黄牛”，还有“外地黄

牛”。有个江苏分来的大学生陆健熊，住在厂里办

公室改建的简易宿舍，从宿舍到车间只几步路，工作

与生活成为一体。

程忠杰回忆，１９５８年毛泽东主席视察武汉柴油
机厂，看到试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连声

称好，工人都激动得不行。

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工人的社会地位较
高。原武汉医药玻璃器皿厂厂长姜建华说，不张扬、

不浮夸，默默耕耘、埋头工作，对工艺质量精益求精，

是那个年代工人的本色。

武汉兴盛金属制品厂原厂长余万雄告诉记者，

当年西方对我国经济封锁，苏联又开始撤走专家，大

家有一种为国争光的精神气儿，主动学习，无偿加

班，觉得一定要把技术搞好，把产品做好。

敢拼敢闯　上班一天只有牙齿是白的

武汉兴盛金属制品厂１９５４年由几家小剪刀作
坊组成，上世纪７０年代成为地方国营企业，辉煌时
所产民用和工业用剪刀出口东南亚，与北京王麻子

剪刀、杭州张小泉剪刀齐名。原党委书记代娟娟介

绍，当年企业发展完全得益于干部职工的拼搏精神，

拼技术、拼干劲，甚至拼命。

该厂劳模段家才负责的抛光车间，温度高、粉尘

多，人上班一天，总是黑着脸出来，张开嘴只有牙齿

是白的。生产紧张之际，工人们去食堂吃饭都顾不

上洗脸。段家才以厂为家，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
年代，家人一直生活在农村，每年只有个把礼拜的探

亲假，他做了３０年“半边户”，直到退休。
厂里老党员林永兴，文化水平不高，但技术革新

很有钻劲，学习设计、制图，有时一天２４小时待在厂
里。当年热轧机上线，他带领技术科一班人马日夜

攻关，设计、制造、安装，厂子从最初一个炉子、一只

大锤手工捶制剪刀实现了全机械化生产。到上世纪

８０年代退休，他一直没有参与工厂分房，两度被评

为全国劳模。

退休员工田巧生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他

们生产的拖泵只有两只脚，稳定性不好，恰逢日本人

在武汉展览馆举办汽车展，日本人允许参观，但不让

技术人员揭开汽车盖子。“没办法，我们只好晚上

偷偷钻到他们的车辆底盘下，看了看结构就回来鼓

捣，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武柴”老工人也有类似经历。他们说，知识产

权的概念后来才有，我们的工人技术人员也是在日本

人默认的情况下想心思，“有点霸蛮，但也算敢闯”。

魏泽萍是典型的武汉女人：热心快肠，快人快

语。她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进入武汉东风电镀厂

上班。工厂停产后，魏泽萍进入“西亚实业公司”，

这是一家类似社区居委会的机构，托管了２１家破产
改制企业和９０００余离退休、病残、“两劳”职工与流
动人员。

她不是没地方去，但她割舍不了与那一代职工

的感情，在那里坚守了１０年。她说，古田的男工女
工看起来是铁打的，也照样是血肉之躯，父母生养，

他们在工厂奋不顾身，在家里侍奉老人、操持家务样

样不落。如今“汉江湾”建设起步，古田产业区新

生，也需要这种精神作为动力。

集体主义　老厂长终身没有排上分房的队

“如果你是最小的一颗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

守你生活的岗位？”这个“雷锋之问”，古田一带的老

工人用一生的实践给予了回答。

武汉制瓶厂工人肖文，是一名普通制瓶工，家境

富裕，足够其一生生活无忧。他十分在乎自己制作

的瓶子合格率，心中的理想合格率是９８％以上，下
班后他不会急忙离开工厂，非要等到合格率统计出

来后，才放心回家。如今随着工厂搬迁，该厂大部分

机器都停产了，他下岗在家，但他仍然表示，新的工

厂建好后要尽快回到工厂。

该厂建于１９５７年，地处古田一路，曾经是中南
地区三大制瓶厂之一，武汉地区最大最早的制瓶企

业。２００３年该厂改制，明年６月底前将移至汉川。
武汉乳胶厂采购员梅雨程，购进原料严把质量

关。那时，有些原料厂家会想办法给他送些鸡鸭，梅

雨程从来不收，严格按调拨价收购。他进的货从不

短斤少两，乳胶浓度总保持在规定参数。司机张站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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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精心保养车辆，为厂里节约每一滴汽油，还经常主

动帮其他师傅修车。

武汉砂轮厂规模最大时近６００人，记者采访过
程中，工人们都说起该厂老厂长夏鸿裕总是最早上

班、最晚下班。记者致电夏老，他平静地回答：“那

个时候的负责人都是这样的，没什么。”古田一带很

多老厂长先人后己，盖了房子先分给职工，自己终身

没有排上分房的队。

李守忠从普通员工做到厂里书记，他们厂给职

工分过几十套房，他当上了领导从来不争分房名额，

父亲的茅草房后来翻修了一下，现在面临拆迁命运。

李守忠见人，脸上总是带着笑。“无论在什么样的

岗位，我们都要做最好的自己。这就是顾全大局”。

记忆〉〉〉

太平洋

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汉口有家汉昌肥皂

厂据此生产了一种“太平洋”牌肥皂，市面很热销。

后来汉昌扩厂到水厂附近，那一带就被人慢慢叫做

了“太平洋”。

古田

地方志专家董玉梅介绍，“古田”是革命化路名

而得。据她介绍，１９６７年为纪念古田会议，将原药
厂路改为古田路，在那一时期不少道路、学校、单位

改为“红色”名，到１９７２年有一批恢复原名，而古田
保留下来，且随着城市建设，由古田路命名发展到古

田五路。

简易宿舍

池莉的小说《你以为你是谁》里，有这样一段描

述古田的文字：汉口古田路有一大片工人阶层的住

宅区，叫做简易宿舍。所有经过该区的电车公共汽

车在这里都设有一站，站牌上就写着“简易宿舍”。

武汉市自上世纪５０年代末期开始绘制的市区地图，
就有简易宿舍这个地名。

万人宿舍

“万人宿舍”出现于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由各厂
出资建造，用以解决工厂职工的住房问题。鼎盛时

期曾分为五六个居委会，住户将近８０００人，均为古
田地区工厂的工人。最早的房子是上世纪５０年代
建造的，大多是模仿苏联的红房子；６０年代开始又
先后建造了１２栋，形成了万人宿舍。

万人宿舍最辉煌的时候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
年代初期。当时整个古田一带到了深夜几乎都不亮

灯，也没有吃饭的地方，只有在万人宿舍区才能找到

餐馆。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万人宿舍开始衰落，住户逐
渐减少，于２０００年几个居委会合并为“万人社区”。

如今，万人宿舍的居民很大一部分是留守老人，

还有四分之一是年轻的流动人口。

记者手记〉〉〉

不朽之魂

武汉砂轮厂上世纪 ９０年代中后期破产。“当
时真有失去家一样的痛”，职工蔡秀琴告诉本报记

者。像她这样心情的老工人成千上万。

魏泽萍介绍，这十年来，陆续有老工人去世，她

代表西亚实业公司上门送花圈，家属们都说，老人生

前的愿望希望花圈上的条幅不要落款“西亚公司”，

而要写上他们原来所在的厂子。

老厂长姜建华认为，古田工人为打下国家工业

基础、推进民族工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武汉曾经因为

他们的存在而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工业基地。如今

时光流逝，无论说他们老黄牛也好、拓荒牛也好，都

是值得品味的记忆。

“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是武汉精神。敢为人

先，是武汉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城市特质的集中体

现；追求卓越，是号召、是引领，是倡导一种作风，一

种境界，一种追求。

古田老工人们身上表现出的“古田精神”，将伴

随“汉江湾”的建设，成为这块土地的不朽之魂。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来源：长江日报）

２０千米绿带串起三个千亩公园
“汉江湾”将崛起生态宜居新城

（记者　刘功虎　董晓勋　马振华　蒋　哲
通讯员　杨　丽　李文文）

汉江湾位于汉江北岸，二环线与三环线之间，属

武汉主城区西部的重要城市组团，为张公堤、张公子

堤、京广线、汉西一路、沿河大道、襄河大堤等合围区

域，地域面积２７平方千米。
随着 ９９家化工企业搬迁，区域内全部“城中

·０１２·

·口年鉴·



村”改造完成，烟囱林立、机器轰鸣的古田一去不

返，一个滨江的生态古田将辉煌重现，成为三环线内

的投资热土。

记者了解到，市规划局编制完成古田生态新区

综合规划，东南大学正围绕古田二路沿线编制实施

性城市设计，明确用地规划、地块开发强度、整体空

间形态、建筑高度、建筑色彩、建筑风貌、建筑退让、

地下空间、绿色交通、街道空间环境、城市小品、重点

开发地块等１２个控制引导要素，争取将这个区域打
造成武汉最具特色的都市产业创新中心和大汉口生

态宜居的品质生活中心。

生态〉〉〉

人均绿地１２５平方米　跃升全市前列

“生态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重要概

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来汉参加

“武汉２０４９”专题研讨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曾表示，
人类截至目前，经历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

明三种文明形态，正进入第四种文明———生态文明。

武汉的未来发展战略目标正在朝这个目标迈进。

汉江湾拥有的生态优势无可比拟，７５千米汉
江静水深流，无论水质、水色、水景还是水岸，全国都

首屈一指。这里将建成生态宜居之城。

记者现场看到，全长１４５千米面积１００万平方
米的汉江公园，绵延１０千米占地４００万平方米的张
公堤城市森林公园，以及园博园、张毕湖、竹叶海３
个面积６６７公顷以上的大型城市公园正在建设中。
目前，汉江公园一期３３万平方米已建成，二期正在
建设中；竹叶海生态湿地公园改造全面启动，预计

２０１５年完工，１９个湖面连通后，将成为武汉中心城
区最大的“绿肺”，相当于两个中山公园。

未来，区域内建成绿地面积约６５０公顷，占城市
建设用地约２５％。区域内绿地率达３８％。按规划
人口计算，人均绿地面积达１２５平方米，满足生态
园林城市标准。

解放大道以南的滨水生态示范区内实现２００米
见绿、５００米见园、１０００米见水，全区域范围内５００
米见绿。

汉江湾的崛起，一改古田“高耗能、高排放、高

污染”的褐色发展模式，迈上“低耗能、低排放、低污

染”的绿色之路。

产业〉〉〉

英特宜家等商业巨头入驻

口区呈哑铃式发展态势，古田生态新区占

口区西部约三分之二的土地，以此为抓手，推进口

区新区建设、旧城改造、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等城市建

设进程，承接东部人口与功能的疏散，呼应东部汉正

街商贸旅游中心，成为口西部综合型功能中心。

两个中心分别是指古田产业创新区和古田组团

中心区，两端分别指汉西中央采购区和竹叶海国际

休闲商贸区。

总体上，汉江湾另将建成５个功能分区：
———滨江生态示范区。从解放大道以南的带状

滨江空间，该地区将建设成为生态示范、文化体验、

旅游购物、康体宜居等功能为一体的核心功能区和

滨江新地标。

———东部采购区。位于大武汉家装及汉西二路

沿线地区，发展高端品牌家居商贸功能，改变原有建

材市场面貌。策划城市综合体项目，并与东侧王家

墩商务区的功能对接。

———西部商贸区。以宜家购物中心、凯德古田

广场为核心，带动片区发展，配套网络技术、信息咨

询、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功能。

———总部商务区。位于古田二路以西、解放大道

以北，依托现状都市工业转型条件，发展企业电子商

务、总部办公、信息咨询、物流中心等现代服务业功能。

———邻里居住区。位于古田二路以东，解放大

道以北，打造品质优良、配套完善、保障充分的和谐

社区。

核心区被称为“古田之心”，在解放大道、古田

二路交会地段形成古田生态滨水新区，作为武汉西

部城市副中心，与杨春湖、鲁巷、四新共同构成武汉

城市副中心的四极。

除现代商贸业之外，这里还将有选择性地发展

电子商务、金融、文化创意、医疗健康服务、专业服

务、房地产及建筑、现代物流、社区服务和中小企业

总部经济等产业。

交通〉〉〉

４条轨道　出门５００米有公交

口是离机场最近的中心城区，汉江湾是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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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出城的重要出口。

武汉市建设重点功能区，提到一个重要做法：大

力提升交通枢纽功能。古田地区在全市城市重点功

能区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未来将强化“西

大门”的重要区位，构筑城市西部门户型的现代服

务核心。

根据最新规划，这里将依据“公交优先、低碳畅

达”的思路，加快孝高速、江汉六桥、七桥的建设，完

善竹叶海立交的对外交通功能；加快形成“七横六纵”

的快速路干道系统，规划主干线网长度７２千米，加密
支路网密度，规划支路网密度达每平方千米４７千
米。自西向东，未来有４座汉江桥梁通达三镇。

规划４条轨道线路通过（１、３、７、１２号线）。按
轨道站点１０００米服务半径计算，轨道线网覆盖率
达７１５％。轨道交通覆盖率将达７０％。在区域内
生活，只要走５００米，就能坐上轨道交通通达三镇。

规划一条低碳公交示范专线，串联居住社区及

重要功能节点，临近轨道站点、邻里中心等每５００米
至８００米设置一处公交站，方便换乘接驳，同时解决
铁路、公路等对轨道线路的阻隔。

“汉江湾”快速路长丰大道以全程高架连接两

条环线，并与城际高速直接对接，是汉口西部出城最

快的区域。

生活〉〉〉

宜居宜购宜游　生活有品质

“汉江湾”湾区生活，将形成５００米的生活圈。
这里将建设一个 ＥＢＤ：集生态示范、文化体验、

旅游购物、康体宜居等功能为一体的城市中央生态

活动区。这个将成为武汉城市新名片。

围绕这个核心建设“一心两湾”：汉江第一湾和

汉江之眼生态湾。由沿街绿地及生态核串接而成的

街坊内部绿色廊道，沿南北向垂直汉江建成一条商

业主轴线；东西向是由文化娱乐等服务设施组成的

公共建筑轴线，打造沿江居住、政务、两大生态示范

社区片区以及沿江两大文化特色片区。

人们将热衷绿色出行。由地面公共交通接驳区

域对外快速交通系统，形成区域内低碳慢行的公共交

通，保证３００米步行服务半径。自行车绿色通道穿越
沿河大道与古田路打造区域内部的环形绿道系统，串

接主要景观界面与公共设施。还有水上巴士，并在沿

汉江绿化带设置多处码头，满足游客观光需求。

走路５００米就有中小学。按照规划，未来区域
内居民走路５００米，附近就会有一所中小学，实现就
近上学目标。

链接〉〉〉

完善配套服务

教育配套

该区域将重点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博学教育组团

和古田教育组团，重点打造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

校１所，特殊教育学校１所，聚集优质教育资源，为
周边居民提供优质教育服务。

文化配套

口区文化中心位于古田二路，建筑面积约

６０００平方米。设有文化娱乐、文艺辅导、交流展示
三大功能分区。将兴建一流的音乐排练厅、戏曲小

剧场、多功能活动室等。

体育配套

即将落成的汉江江滩５０万平方米体育休闲区，
是全长１４５千米，总面积１００万平方米汉江公园的
核心区，将有篮球场、足球场、门球场、羽毛球场、网

球场、自行车道等运动设施，为市民提供锻炼、休闲

的好去处。

公共卫生服务配套

口区公共卫生服务大楼地址位于舵落口工农

路，内设区疾控中心、区妇幼院、区计生服务站、新易

家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４家单位，服务周边居民。
养老配套

口区社会福利院整体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

５４１７６平方米，其中地上２４层建筑面积４７７８６平
方米；地下１层建筑面积６３９０平方米；总设置床位
１０００张。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来源：长江日报）

汉江湾延续百年自强梦

（评论员　刘林德）

武汉在近代成为全国重镇，很大程度在于汉口

勃兴，而汉江是汉口之源、汉口之魂。汉江改道形成

汉口，然后沿汉江扩展，方有今日汉口之地理规模、

发展规模，同时塑造了汉口的人文精神气息，是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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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重要构成。

古田老工业基地，我们今天称为“汉江湾”的这

２７平方千米土地，一百多年来数历变迁，见证了大
汉口的百年晨昏，更见证了这座城市在不同时代的

梦想和风流。汉口兴于近代工商文明，这里则是武

汉百年工业史的天然博物馆，从近代民族工业萌芽，

到新中国的“红色工业”基地，再到改革开放国有工

业复苏，都留下了火热的历史记忆。

将这里视作大汉口的脉搏、大武汉的基础，再恰

当不过。近现代化，一定程度就是工业化。这里延

续着武汉工业化的物质记忆，更延续着工业文明时

代武汉的精神记忆。这条精神纽带最一以贯之也最

基本的，就是自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红色

工业”在此布局，怀抱自力更生的工业强国梦，新中

国的工人阶级在这里忘我建设国家工业体系，留下

许多感天动地的故事，也因此产生了“古田精神”，

成为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武汉对新中国的精神贡

献。家国热爱、自强精神也催生了敢拼敢闯、无私奉

献、重责守义等精神元素，并且一代又一代熔铸进武

汉的人文血脉，成为武汉人的性格，武汉这座城市的

价值观。

百年岁月，武汉在变，古田地区在变。变是对时

代需要的顺应，也是谋远求兴的主动追求。轻工业取

代传统手工业，重工业取代轻工业，未来几乎没有工

业，成为高端产业集聚区和生态宜居城，这是变化的

脉络，这是不得不变，一定要变，不变就没有发展，不

能适应人们对生产生活的需求，不变就跟不上城市前

进的脚步，无法承担国家对这座城市的深重期待。

今天的中国，正在书写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今天的武汉，正在城市复兴的努力中书写“中国梦”

的武汉篇章。记载了武汉百年工业梦、强国梦的古

田老工业基地，与城市同步而变，甚至引领城市之

变，意义重大。不甘沉寂，求变谋远，成为大武汉复

兴的又一方热土，正是这条百年精神纽带的延续。

变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产业在变，经济形态在

变，城市面貌在变，人的生活和思维也在变。变化之

中，尤其需要一些不变的精神坚守，这是城市的价值

体现，也是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我们寻找古田地

区工业记忆，期待古田地区向新的城市形态———

“汉江湾”的华丽转身，其实也是在发现和张扬这座

城市不变的精神记忆，为武汉在民族复兴中的担当

树立价值和精神坐标。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２２４　来源：长江日报）

或源于太行山根据地，或兴建于国家危难之时

蝶变后融入武汉千亿产业链

古田老工业前世今生

（记者　康　鹏）

２００８年古田老工业区工业企业有３３２家，在眼
下的产业转型中还剩下５８家，未来几年还有５０家
外迁。这些企业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了？

口古田工业历经百业作坊、民族工业、红色经

济三阶段。汉口开埠，工业向汉江上游延伸，太平洋

肥皂厂让太平洋成为地名，宗关既济水厂流出第一滴

自来水，水厂成为集体记忆。古田地名缘于红色记

忆，１９６７年为纪念古田会议，将原药厂路改为古田路。
古田企业不少有着红色基因，或来源于太行山

根据地，或兴建于国家危难之时。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一穷二白，古田进入共和国的工业体系，机电、

纺织、化工各色工厂星罗棋布，创业激情与奉献精神

在这块区域点燃，以国家期待书写出这座城市的精

神记忆。

重工业取代轻工业，未来几乎没有工业，工厂搬

去哪儿？口区有关负责人说，按照“大光谷、大车

都、大临空、大临港”的四大工业板块规划，主要去

向是武汉开发区、武汉化工新城、吴家山开发区、蔡

甸等，有些还去了仙桃、黄冈等地。

自强不息的品格，敢为人先的闯劲，对产品品质

的极致追求，对这座城市的忠诚与责任，这些基因深

深烙在古田老企业的文化里。蝶变重生后的企业，

正在快速融入武汉打造的千亿产业链。

工厂搬离了，大部分企业却把根留在了古田。

敢闯新路的古田不甘沉寂，求变谋远，它有一个新潮

的名字———“汉江湾”。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２２４　来源：长江日报）

古田之变：百年老工业变革中重拾荣光

（记者　康　鹏）

古田五路１６号，这里曾经是武汉铜材厂，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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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由４个熔炼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冶炼厂，曾是
武汉唯一生产铜带材的企业，其生产的“铜止水

板”，曾用于黄河小浪底工程。

昨日，记者在现场看到，９３万平方米的厂房，
一部分已被改造成工业博物馆，收藏着武汉人的

“老工业”记忆，另一部分成为“新工厂”产业园，这

里驻扎着全国最大的淘宝女装店———我的百家。门

前锈蚀的老机器，见证这里的重工业史。

古田四路４７号，原先的武汉轻型汽车厂，如今
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江城

壹号”，门口一摞汽车叠在一起，建筑风格颇像北京

的“７９８”。
从清末算起，古田地区的工业史已有百年。如

今，工业时代的粗犷，已被信息时代的时尚取代，或

者融为一体。在新的产业转型之下，古田老工业区

５８家工业企业将搬走 ５０家，服务业增加值将占
ＧＤＰ９０％。

腾笼换鸟，以电商、创意等服务业为代表的“新

经济”正迅速占领老工业腾出的空间。数据显示，

古田地区目前已有新兴服务业龙头企业１０家，骨干
企业３０家，成长型企业４００家。

应变

国企改制换了身份

古田的地名曾与工业时代的荣耀紧密相连。虽

然也有像武汉无机盐这样从未被兼并收购、纯血统

的“武”字头企业，但大部分当年红火一时的企业都

烟消云散。

武汉柴油机厂曾经生产出国内第一台手扶拖拉

机，毛泽东亲自到厂区参观。这家上世纪８０年代产
值曾达近２０００万元，职工１７００多人的大企业，终
究没逃过破产的命运。

老计划员朱宏表示，“环境发生变化，产品不能

适应市场变化、成本不能有效降低，是武柴破产的主

要原因。”

与武柴同命运的还有一大批国有企业，其破产

原因与武柴大同小异：体制僵化、效益滑坡。

更多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下变了“身

份”，有的变成央企，有的则变成民企、外企。武汉

线缆变成了央企子公司航天电工，武汉制药厂成为

民营企业———中国远大集团的医药板块。１９５５年，

由市第四、第六车辆修配厂等４个联营公社合并而
成的武汉冷柜厂，与青岛海尔联营更名为武汉海尔

电器。

口区有关负责人介绍，近 １０年来，９３家国
有、集体工业企业中，８９家已完成整体改制。

裂变

寻求扩张仅留总部

寻求扩张，企业都在搬离古田。

“这里工业用地仅有 ２８３平方千米，曾挤下
３００多家企业，无处扩张让企业束手束脚。”口区
经信局副局长宋小涛说。远大医药的前身———武汉

制药厂在古田占地仅２０公顷，这家企业近年扩张迅
猛，“阳新一个工厂就１０６７公顷，是老厂的５倍。”

中心城区的环保标准也在要求工业企业搬走。

宋小涛介绍，古田区原有９９家化工企业，每年
排放１５００吨污染物，这些化工企业位于武汉最大
的宗关水厂取水口上游，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将危及

汉口地区２００万人的饮水安全。“古田早已不是当
年这些企业过来时候的荒郊野地了，这些化工厂已

全部停产或搬走”。

事实上，更多的企业把“身子”迁走，把“大脑”

留下了。武药的老厂房已经人去楼空，只剩下一棵

老樟树。而这家公司刚刚花了上千万元，在口一

栋高级写字楼买下一整层，作为附加值最高的总部。

双虎涂料和武汉有机，也即将搬迁到武汉化工

新区，投资６０多亿，成为继８０万吨乙烯之后武汉最
大的化工项目。“我们将在这里建一栋总部大楼。”

双虎一位负责人指着老厂区说。

善变

重大变革从未落下

古田企业颇有渊源，有的肇始于民国时期，有的

建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历经了中国近现代经济的起伏
变迁，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变革。

双虎涂料最早由民族资本家林圣凯创立，“抗

战时迁到重庆，战后迁回武汉，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

营，再经社会主义改造变成国企，到国企上市，后来

又由国企改制为民营，可以说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

所有的重大变革，我们一样都没有落下。”双虎涂料

总经理魏华说。上世纪９０年代，双虎涂料在武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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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第一个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远大医药最早是太行山一家八路军制药所，几经

搬迁落户汉口，在这里一呆就是５８年。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后期，陷入国企普遍困境的武药一直在探索变

革之路，在全武汉市第一个实现国企改制，转变职工

身份，厂长带头，“一万多块钱买断处级干部身份”。

之后又花５０万聘请职业经理人，聘请独立董
事，请专业公司核算资产为企业开“药方”，寻找战

略投资者入股，一系列动作，“国企改革能想到的办

法都做过了”，使企业从工资都发不出来的窘境，发

展到如今年产值２０亿元。
回忆这２０多年的历程，远大医药董事长谢国范觉

得，如果不是执着改革、善于改变，“公司早就消亡了”。

巧变

现代管理激发活力

绩效考核法，计划经济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也

在这片土地诞生。

１９８１年，远大医药董事长谢国范还在老武药当
车间书记，他和一个调度员一起“发明”了绩效考核

法，“把每个人的工作量化，变成分数，每个人每月

得分多少，占总奖金里多少份额，就拿多少钱”。

这个小小的发明，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却是一件不

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引起市医药局的关注，全市推广。

在与德国巴斯夫合作期间，双虎引入了整套带

着“德式基因”的管理方法和理念。“当时给工人准

备了一个表格，上面一条条写着操作的步骤，每操作

一步，就在纸上打个钩，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

解决了工人操作全凭经验，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小表格要胜过老师傅啊！”双虎总经理魏华介绍。

在双虎工作了 ３０多年的老工人赵维民记得，
１９８５年，双虎在武汉第一个成立了供销公司，“当时
改革开放不久，很多企业还并不熟悉市场运作的方

法。我们是第一个主动出去卖产品”。

１９８５年，武汉柴油机厂请来了全国最早的“洋
厂长”格里希，轰动一时。格里希的变革措施也很

简单：给每个质检人员发一套红衣服，使质检人员在

厂里拥有与厂长同等的质量否决权，立刻使产品质

量有了显著提高。

很快，格里希又提出了结构工资制，职工的工资

随着工龄的延续、岗位的变迁、工作成果的变化而升

降，每两个月浮动一次，原先散漫的职工，精神面貌

立刻有了很大改变。

谋变

以退为进让路生态

经过市场的大浪淘沙，今天的古田老企业，已在

各大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直追昔日荣光。

武汉二线生产的家用电线，是建材店必进的

“家装四大件”。“顾客问起二线的电线，如果说没

有，人家肯定转身就走。”一位建材店老板笑道。

武汉有机已经成为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苯甲

酸、苯甲酸钠生产厂家，“作为食品添加剂用在可口

可乐里面，我们是可口可乐最大的供应商，他们有一

条生产线就在我们厂里。”该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

远大医药已在武药的基础上涅?新生：由过去

生产原料药，向生物制药转身。整线引进了意大利、

美国、德国等国的滴眼液生产线，滴眼液产品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树挪死，人挪活，我们搬出去以后，将有更大

的发展空间，但根仍然在古田。”远大医药董事长谢

国范表示，２０２０年产值要做到７０亿元。
双虎涂料总经理魏华表示，如今做企业不比以

前，生产的只管做出来，销售的只管卖出去。“市场

在不断地变化，我们要善于谋变，消费者要什么，我

们才做什么。”魏华打算，在全国各销售点布局生产

基地，把企业进一步做大。目前，双虎在国内涂料企

业中，已名列前十。

活下来、搬出去的企业，正重拾汉企荣光。

而老工业身后留下的这片土地，也将经历“蝶

变”，成为高端产业聚集和生态宜居之地。“搬迁后

企业古田产业将重构，以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为主。

生态环境将得到大幅改善。”宋小涛介绍。去年，古

田污染物的排放量在前年的基础上下降２５％，新增
绿地面积５２万平方米。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２２４　来源：长江日报）

古田不变：红色基因为城市树精神坐标

（记者　罗　京　杨　菁　李　俊
通讯员　杨　丽　李文文）

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７日，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来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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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宾馆约见了武汉的一位区委书记。

这位区委书记，是新中国成立后口第一任区

委书记张华。毛泽东向他了解口手工业社会主义

改造情况。谈话到深夜才结束，毛泽东叮嘱张华，

“我希望回到北京后，再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作为口“三件大事”之一的汉正街搬迁改造

工程正如火如荼。位于江汉桥下的长江食品厂片

区，是改造最先启动的地块。

昨日，江汉桥下，武胜路立交桥上车辆川流不

息。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长江食品厂已然不为众

人所知，只存在于部分老人的记忆中。

事实上，建厂之初，长江食品厂就与红色中国的

命运息息相关。史料记载，工厂始建于 １９５１年 ８
月，在抗美援朝期间，工厂大量生产军用饼干运往朝

鲜前线。

和长江食品厂一样，古田地区的不少工业企业，

都有着红色基因，或成立于战火纷飞之时，或兴建于

国家危难之时。

位于古田路５号的远大医药，前身即为始建于
１９３９年的八路军卫生部中原制药厂（在山西省武乡
县境内）。解放战争中，随着刘邓大军南下，先迁武

昌再迁口，定名为国营武汉制药厂，再改制更名为

远大医药。

工业兴，则国家兴。为了“自己的饭碗主要要

装自己生产的粮食”，几代人主动投身工业，在口

建成古田、宗关、口路三大工业群。

三大工业群以古田为最。据统计，１９６５年之
前，口区境内有工业企业５０７家，占全市工业企业
数量总数的１８８％；高峰时期的口，仅古田地区
就拥有十万产业工人，享有“老大”的美誉。

古田红色工业，承前启后。时代发展和市场涤

荡冲刷，让它们或凋零不可查找，或迁移再生旁支。

凡此种种，不能抹杀他们在一个时代对这个城市和

国家的贡献。光荣与责任、梦想和力量，始终在这片

土地茁壮成长。

责任不变

改制药企亏本生产“救命药”

１９６０年，山西平陆县６１位民工集体食物中毒，
全国上下千方百计寻找救命药，中央领导下令动用

部队直升机，将药品及时空投到事发地，６１名民工

兄弟得救了。这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入选中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人。

救命药的原料“二巯基丙醇”，生产厂家是武汉

制药厂。二巯基丙醇，主要用于砷、汞等重金属的解

毒，１９５６年武汉制药厂按英国药典试制成功。
当年，因为工序复杂，且加工过程有毒，工人们

往往需要冒着极大的危险。而且，由于常态情况下

市场需求量不大，加之有效期只有２年，不能销售就
必须销毁，生产往往意味着亏损。

半个世纪以来，不少药企纷纷弃产。但国有的

武汉制药厂一直坚持，改制为民营的远大医药后，

“二巯基丙醇”继续生产，亏损也继续存在。

对这种不赚钱且不属于国家强制生产的药品，

“远大”为什么坚守？公司董事长谢国范说，“红色

药企的使命和代代相传的救死扶伤精神，是永远不

能忘却的。”

激情不变

搞工业就要有“独门铳”

１９４５年６月，毛泽东号召全党以愚公移山的精
神推翻“三座大山”。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来到口，在
武汉柴油机厂专程视察中国自主生产的第一台手扶

拖拉机。

愚公与技术革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口

的红色工业发展历程中，却天然有机结合在一起。

口老工人回忆，在外有封锁、内部落后的情况

下，当年搞技术革新，就靠一股愚公移山的劲头。原

武汉汽车配件厂总调度长夏方敏说，该厂生产的中

国第一辆吉普车，是工人们解剖美式吉普车后，用锤

子一锤一锤手工敲出来的。为了新中国第一辆吉普

车，很多工人连续两个多月都没休息。

技术革新，奠定了口在武汉甚至中国工业界

的地位，并成为口企业的内生基因。

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口区共有
５２个项目获奖，占武汉获奖总数的１２４％，其中相
当部分项目由企业完成。

武汉华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前身是武汉制瓶

厂。公司总经理刘万松介绍，在武汉随手拎只啤酒

瓶，３只中有１只就出自这家企业。其前身武汉制
瓶厂曾是中南地区最大的日用玻璃容器生产商，高

峰时期生产的玻璃瓶占武汉市场的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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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多年风雨过去，该公司从未改变过的一条就
是：重视科技人才、重视技术创新，即使最困难的时

候，也不忘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

闯劲不变

大胆吃螃蟹向外促发展

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６年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
格里希，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后聘请的第一位“洋

厂长”，开启了武汉工业引进外国专家进行管理

的先河。

洋厂长走马上任，举国关注。事实上，作为中国

最早的开埠码头，口一直有着对外开放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封锁，古田红色工业就积极

拓展国外市场，为共和国争取宝贵的外汇资金。

这是一份长长的出口名单：原武汉衬衫厂１９５８
年开始对苏联出口，行销赞比亚、比利时、芬兰等２０
多个国家；武汉抗菌素厂１９５２年研制的“黄鹤牌”
盐酸土霉素从１９６２年开始出口；武汉东风造纸厂
１９６６年开始对外出口、长江食品厂１９６３年开始出
口、长江牙刷厂生产的“长江牌”牙刷从１９６５年开
始出口……

红色企业闯劲足，敢第一个吃螃蟹。１９９８年，
中国和印尼第一个合资企业“新都柏·北罗大玛有

限公司”成立。该公司主要生产含量 ５０％的双氧
水，年产量５０００吨。负责技术援建和管理的，正是
武汉无机盐厂。

情怀不变

宁花千万不甩“包袱”

凯奇特种焊接设备，前身是１９６６年成立的口
金属结构厂，属于街办企业。成立伊始，产品主要是

家用撮箕，目的是解决剩余劳动力，为国分忧。

１９８８年，武汉市二轻局科研所研究室主任卢立
楷，带着几名科技人员下海来到金属结构厂，该厂开

始转向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专用焊机；１０年后，企
业改制，成为民营企业，并更名为凯奇特种焊接，成

为一家研发能力比较强的高新技术企业。

成为高科技企业后，开始出现职工过剩的现象。

公司负责人卢立楷说，当时企业有职工２００名，如果
一次性买断，大约要花５００万元。

“但是，这些老员工再就业能力不算强，如果就

这样推到社会上，真的不合适。企业就地消化了，安

置到食堂、门房……一个都没有丢下。”

至今，为了给这些老员工缴纳保险金，企业已花

去１１００万元，还有４０多人在岗位上没有退休。现
在的凯奇，在职员工２３０多人，实际上养了约４００名
员工。

作风不变

职业素养传承几代人

古田工人讲纪律，令行禁止，素质非常高。位于

古田的武汉方圆钛白粉厂，在外地开设了一家分厂。

不久前的一天，一个工人突然没来上班，厂里打电话

过去，他说，“下这么大雨还要上班？”工厂负责人

说，在古田厂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国家的事情比天大，这是古田产业工人的作风

要求。“武柴”工人程忠杰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大家精神面貌昂扬，住的棚子工人自己盖，工厂

的马路也是自己修。那时，工厂地势低洼，逢雨就渍

水，厂里会自发形成搬东西的人潮。

涂料和油漆生产，是精细化工，产品的稳定需要

工人高度关注。５５岁的杨建群，１８岁开始在双虎涂
料上班。上班第一天，带班的师傅就叮嘱她，做事要

仔细，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小心给国家造成损失。

为了让自己上班精力充沛，杨建群给自己定了

铁规矩：每晚必须十点钟就寝，以免影响第二天上

班，一直坚持到离开工作岗位。

“自己的事情耽误了是小，国家的事情影响了

比天大。”杨建群说，这是自己刚上班时师傅们教

的，久而久之就成习惯了。

如今，杨建群的儿子在一家船舶制造厂工作，成

为一名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杨建群依然像当年师傅

教育自己那样教育他，“厂里的事情是第一位的。”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２２４　来源：长江日报）

职业融入生命　事业成为信仰
———“鼓舞妈妈”杨小玲的敬业观

（记者　李先宏）

舞台上，杨小玲是永远幸福的“配角”！

她站在舞台的一角，背对观众，用她那优雅的手

势，指挥着几个美丽的姑娘，将一段土家风情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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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得惟妙惟肖。

如果不说，谁也想像不到，舞台中央欢快的舞

者，是一群听不见音乐的聋哑孩子！

音乐静止，掌声响起。

尽管只是排练，但孩子们优美、传神的舞蹈，还

是打动了台下的组织者，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３月２日下午，星期日。武汉市第一聋校礼堂。
两天后，就要在这里举行的“湖北省学雷锋志愿服

务集中行动启动式”，正做着最后的准备。

启动仪式上，杨小玲和她的学生们，将为来宾表

演这段舞蹈，并担当现场手语翻译。

对这样传播正能量的社会活动，杨小玲格外重

视。中午１２点刚过，吃罢午饭，就与老公来到学校。
同为聋校老师的老公陈双鸿，是杨小玲的坚强后盾，

每有演出，陈双鸿必为她操持音响。

整整一个下午，舞蹈练了一次又一次，流程走了

一遍又一遍，杨小玲手势仍一丝不苟，手语仍是舞蹈

般优雅。

室外，春寒料峭；室内，杨小玲汗湿衣衫。“对

每件事都认真，这是杨老师一以贯之的风格。”搭档

胡欣老师说。

正是靠着这种认真和执着，杨小玲攀上了特殊

艺术教育的高峰。从青春到不惑，她用２３年的坚
守，用独创的聋舞教学法，把“千手观音”邰丽华和８
名学生送上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璀璨的舞台，领上

了奥运大舞台。

而更让她感到骄傲的，是通过舞蹈这个媒介、通

过艺术的熏陶，让更多的聋哑孩子变得自信阳光，树

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自强自立于社会。

休息间隙，与杨小玲聊起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这位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有着比常

人更深切的感悟。

在杨小玲看来，敬业，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所

谓“敬”，就是你一旦选择了某一职业，你就要敬佩、

热爱、忠诚于这个职业；所谓“业”，是你要把职业当

事业，为之奉献汗水和智慧。一句话，你要把职业融

入生命，让事业成为信仰。

正是这种敬业观，２０多年来一路伴随着杨小玲
前行。

———从跨入无声世界，杨小玲创立了“鼓舞教

学法”，用鼓声震动传递节奏，人称“鼓舞妈妈”；主

编了《特殊教育学校舞蹈训练校本教程》，填补了国

内空白。

———从“听懂”孩子到“读懂”孩子，杨小玲走进

聋哑孩子的心灵，是４２０名聋哑学生的代理家长，辅
导５８０名聋哑考生步入大学校园。

———为点燃无声世界的希望，跟腱断裂，杨小玲

坐着轮椅坚持给学生排练，拄着拐杖上台指挥；身怀

六甲，杨小玲仍坚守排练场。

———不管飞多远，杨小玲心里总系着聋校的孩

子们，婉谢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三番五次的慰留，放弃

更高的事业平台，甘愿毕生做一个特教老师。

……

去年，杨小玲荣获第四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

模范称号。荣誉给了杨小玲更大的动力。利用

“杨小玲工作室”这个平台，借助“杨小玲助残基

金”，杨小玲要让更多的残疾孩子，登上梦想舞台，

自信迈入社会。

记者手记

聋哑孩子用舞蹈来感受世界，演绎生命的希望。

杨小玲用舞蹈来诠释敬业观，在无声的舞台上，

用旋转帮助他们完成生命的蜕变。

作为全国名师，杨小玲本可以有更大的舞台、拿

更高的薪酬，但她离不开自己的学生，甘做人梯，默

默坚守。她眼中，职业，不仅仅是供职的单位、薪酬

与名利，更是融入生命的梦想、成为信仰的事业。

这舞着的春秋，充实、华美，更流淌着爱意。

专家点评

省社科院研究员　袁北星：
“鼓舞妈妈”杨小玲，仿佛甘甜雨露，如同和煦

春风，用舞蹈提升聋哑孩子的缺憾人生，演绎着阳光

励志的“荆楚故事”。“凡百事之成也，必有敬之，其

败也，必有慢之。”杨小玲将职业融入生命，让事业

成为信仰，以２３年的执着、坚守，使我们懂得了敬业
奉献的深刻意蕴。

身边人说

学生李青平：是杨老师给我插上寻梦的翅膀，让

我找到追梦的自信。无论走到哪里，我要像杨老师

那样，继续爱的接力。

丈夫陈双鸿：杨小玲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就像

她的“特工”：生活中做饭、洗衣、打扫房间、带孩子；

工作中帮她处理照片、制作视频、音频剪辑，提供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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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意见……她没时间做的，我全做。

同事胡欣：杨小玲总是对工作充满活力，对生活

充满热情，对同事充满温情，对学生充满爱心。这背

后，是坚强的信念在支撑。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３０９　来源：湖北日报）

古田工业区：融入千亿服务产业链

（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李文文）

４月初的一天，记者走进位于湖北省武汉市
口区古田工业区的武汉制药厂，一个月前，这座有着

５８年历史的工厂整体从这里搬出，如今厂区内只剩
下一棵６０多年的老樟树。同期，近百家化工企业也
已从古田老工业片区迁出。

古田工业区是武汉市老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

之初，曾被列为国家１５６项恢复性建设项目之一。
从上世纪５０年代起，沿解放大道两旁扎堆建起几十
家工厂，涉及汽车、机械、冶金、化工、制药、建材、印

刷等行业，几乎无所不包。

武汉地方志专家董玉梅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

在对民族工业改造的基础上，加上国家投资，口的

工业发展一日千里，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机电、纺

织、化工基地。但是，厚重的老工业片区已不再适应

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脉络。口区经信局副局长宋小

涛说，古田区原有９９家化工企业，每年排放１５００
吨污染物，这些化工企业位于武汉最大的宗关水厂

取水口上游，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将危及汉口地区

２００万人的饮水安全。
武汉市口区委书记王太晖说，口是武汉离

机场最近的中心城区，古田是武汉西北出城的重要

出口。根据《武汉市总体发展规划》，进入新世纪的

口，正在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全面加快老工业基地

改造，未来将强化“西大门”的区位优势，构筑城市

西部门户型的现代服务核心，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２００８年古田老工业区有３３２家工业企业，产业
转型中还剩下５８家，未来几年将有５０家外迁。
口区区长景新华说，按照武汉市政府确立的“大光

谷、大车都、大临空、大临港”４大工业板块规划，老
企业主要去向是武汉开发区、武汉化工新城、吴家山

开发区、蔡甸等，有些还去了仙桃、黄冈等地。工厂

搬离了，敢闯新路的古田不甘沉寂，求变谋远，正在

快速融入武汉打造的千亿元服务产业链。

记者走进古田四路４７号，原先的武汉轻型汽车
厂如今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江城

壹号”，门口一摞汽车叠在一起，寓意为“重生”。双

虎涂料和武汉有机两个企业，也即将搬迁到武汉化工

新区。在双虎涂料工作了３０多年的老工人赵维民指
着老厂区说，“我们将在这里建一栋总部大楼。”

古田五路１６号，曾经是武汉铜材厂。记者在现
场看到，９３万平方米的厂房，已经化身为一座叫作
“古田记忆”的新媒体文化创意产业园。一部分已被

改造成工业博物馆，另一部分成为“新工厂”产业园。

门前锈蚀的老机器，见证着这里曾经的重工业史。

“腾笼换鸟”，以电商、创意等服务业为代表的

“新经济体”，正迅速占领老工业腾出的空间。

景新华介绍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轮老工业基

地调整改造规划中，口区成为第一批试点。该区

以汉正街商贸旅游区、宝丰商务区、汉西中央采购

区、古田商圈、滨水发展带等重点功能区为依托，发

展现代服务业。２５００余家商贸企业、３０００余家总
代理总经销、近２０家公司总部、１４个世界５００强分
支机构、１０家星级宾馆酒店、近３０家金融机构等一
批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大项目，共同汇聚成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托起口现代商贸业、现代物流

业、文化创意产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的一片天空。

在新的产业转型之下，古田老工业区服务业增加值

将占ＧＤＰ的９０％。
如今，刚刚编制完成的《古田生态新区综合规

划》显示了口人寻求改变的决心、谋划崛起的信

心、对未来发展的雄心。不久，这里将是一座生态宜

居之城、商贸服务之城和产业集聚之城。面积１００
万平方米的汉江公园、绵延１０千米占地４００万平方
米的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以及园博园、张毕湖、竹

叶海３个面积６６７公顷以上的大型城市公园正在
建设中。３年后，口公共绿地面积将从现在的２４７
万平方米增加到７１５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增加８平方米，达到１２５平方米。届时，将大江环
抱，森林环绕，天蓝地绿，鸟语花香。

一个曾经创造新中国奇迹的老工业基地，从

鼎盛到衰落，如今正重新燃起创业激情，摸索转型

之路。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４１０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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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口区开展阳光体育运动

“校校有品牌，人人有项目”———

“以动促学”让孩子健康成长

（作者　程　墨　汪亮亮　杨保华）

在日前闭幕的武汉市中小学生、普通中专学

生田径运动会上，口区再次夺冠，这已是该区连

续第１７次捧回冠军奖杯。被当地人誉为“世界冠
军的摇篮”的口区，曾走出了伏明霞、肖海亮等

１５位世界冠军。多年来，该区提倡“以健康的体魄
投入学习”，规定“体育锻练与学校评优挂钩”，使

得“崇尚体育，以动促学”的运动精神在该区中小

学蔚然成风。

７岁的辛智晟是武汉市口区东方红小学二年
级学生，入学前她体质差，父母一直为她的健康操

心。小智晟在学校里选修了羽毛球课，从握拍到发

球，老师手把手地教学几个月后，她打球就有了“专

业范”。她的父母兴奋地告诉记者：“现在孩子不仅

对运动感兴趣，生病也越来越少，学习起来也比以前

认真了很多。”据了解，东方红小学 ５０９名学生中，
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爱好选择不同运动项目，

做到“人人有项目，人人可发展”。

实际上，东方红小学只是口区众多重视体育

教育的学校之一，武汉四中的跑操、二十六中的特色

广播操、二十九中的趣味运动会、五十九中的乒乓球

校园精英挑战赛、七十九中的三跳比赛、同济附中的

足球比赛……放眼口，校园阳光体育运动已在全

区初步形成“校校有品牌”。

相比很多地方挤占体育活动时间，口区却把

学生的体育锻炼纳入“硬考核”：规定学生每天在校

锻炼一小时；教育部门派人随机抽查，不达标学校年

终评优“一票否决”。

“学校在体育特长方面的投入力度大，是否会

降低学生对课堂知识的兴趣？”面对记者的疑问，

口区多所中小学的校长给予了否定的答案。他们表

示，只要形式合宜，时间设置合理，学好玩好完全可

以兼顾。

新合村小学的成功就是一个例子。这所小学先

后走出过张军、冯志刚、涂胜桥等众多国脚和３００多
名专业足球运动员，校长侯琳介绍，全校１１００名学

生中，能踢足球的有４００多人，形成了班班有队、年
级有队、学校有队的梯队结构。加上其他运动项目、

啦啦队、后勤服务队等，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

中。“足球活动在全校铺开，学生的体质得到了改

善，投入学习的精力更集中，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虽然“世界冠军的摇篮”名声在外，然而口教

育人的想法却非常朴实———“健康第一”。“身体是

根本，只有好的身体，才可能更好地学习和生活。”

口区教育局局长郑学军说，“无论开展什么体育运动，

我们的宗旨都是希望培养孩子们自信、团结、勇敢、拼

搏、向上的精神，让他们乐起来，这就够了。”

这种精神理念如今被贯彻落实到了口区体育

运动的点点滴滴中去。新赛季校园足球联赛揭幕

战，新合村小学主场迎战振兴路小学，不过比赛最大

的看点不是比分，而是过程———双方在比赛中像走

马灯一样换人，几分钟就要换“球员”。

为什么换得这么频繁？“主要是想让每个孩子

都上去动动，给他们展示的机会，毕竟这样与外校交

流的机会难得。”新合村小学教师程建军说。这几

年，学校在体育活动中逐渐淡化锦标意识，提倡学生

快乐运动，鼓励每个孩子都能积极参与到运动中来。

郑学军表示，学校的教育理念就是要“健康第

一”，并不在于培养多少专业运动员，而是着眼于培

养学生顽强的意志力和良好的体魄。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４１９　来源：中国教育报）

武汉口区携手阿里巴巴　网上汉正街升级
（记者　汪　洋　通讯员　杨　丽　李文文）

昨日，阿里巴巴汉正街产业带上线运营。以后，

汉正街的服装、箱包等本土特色产品，将通过阿里巴

巴电商平台，抱团走向全国乃至全球。

这是汉正街市场又一个电子商务平台，由武汉

市口区政府和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联合打造。

根据协议，口区政府投入３００万元支持平台
建设，向符合条件的入驻商户免费提供基础服务。

阿里巴巴公司渠道商———武汉企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负责平台日常运营服务和管理。

业内人士认为，汉正街主要做服装批发生意，换

货速度快，而以零售为主的各种自有电商平台，要求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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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库存时间较长，不太适合批发经营模式，苦心经营

多年的“网上汉正街”亟待升级。

阿里巴巴产业带是阿里巴巴一个全新的子站

点，类似天猫与淘宝的关系。目前全国阿里巴巴产

业带已有１０１个，大多通过２个月左右的合作运营，
销售额、买家数等指数直线上升，最高增幅超过

３００％。阿里巴巴汉正街产业带的落地，将汉正街实
体商户搬到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批发平台上，让全

国乃至全世界的买家通过该平台方便、快捷、优惠地

买到汉正街的商品。

据预计，阿里巴巴汉正街产业带项目运营一年后，

９５％以上的商户将实现网上交易，全年总交易额超过
３０亿元，吸引入驻平台的法人公司不少于６００户。

相关新闻

金字招牌在网上延续

（记者　汪　洋　实习生　肖　天）

昨日，阿里巴巴公司渠道商———武汉企派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列举了一串令人振奋的数据：

３月２１日，汉正街一家丝袜店一口气卖了 １９
万条丝袜；６月２１日，另外一家女装店批出去 ７５
万套女装……

两店所依托的电商平台，正是去年１１月才上线
的阿里巴巴汉正街服装专业市场。阿里巴巴 ６月
３０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经过半年来运营，该平台
浏览量在阿里巴巴全国５５个专业市场中名列第二
名。“这说明汉正街的金字招牌很有吸引力。”武汉

企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宸浩说，汉正街最

大的业务是服装批发，最有竞争力的是女装，一是价

格便宜，同样的款式，北京、广州的卖８０元，武汉的
只需要６０元；二是更新速度快，一款女装上架最多
一个星期，有时只有三四天。

转型发展中的汉正街，一直在探索适合自身发

展的电商模式：２００５年５月，由汉正街市场管委会
主办的“汉正街商情网”开通，历经两轮改头换面，

最终关闭。３年后，同样具有政府背景的“汉正街电
子商务平台”上线运营至今，注册商户数千，但由于

访问量有限，多数网店疏于打理，经营业绩不佳。

一些由汉正街商户自发开办、分散于阿里巴巴

的个体网店却风生水起。仅去年一年，通过支付宝

交易的总额已超过２８亿元。
据统计，汉正街现有２万商户，开网店的约５０００

户，所依托的电商平台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由政府主

办或者推动，如“汉正街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汉

正街产业带”；另一类为企业自办，如“阿里巴巴汉正

街服装专业市场”“汉购网”“翠园礼业”等。

口区电子商务专班负责人可巍表示，两者殊

途同归，将续写汉正街的网上传奇。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７１７　来源：湖北日报）

投入３００万元专项资金
政府资助汉正街商户上网开店

（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杨　丽　李文文
马　巍　实习生　孙　晗）

本报讯有着５３０余年历史的汉正街华丽转身。
昨日，口区政府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阿里巴巴·汉正街产业带同日

正式上线运营。商户不必独家网上开店单打独斗，

全球买家都可通过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批发平台直达

汉正街，购买这里物美价廉的商品。

据了解，口区政府投入３００万元专项资金支
持该平台建设，向入驻的汉正街商户提供免费基础

服务。为实现平台专业化运营，阿里巴巴公司渠道

商“武汉企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对汉正街产业

带平台开展日常运营服务和管理。

阿里巴巴相关负责人介绍，阿里巴巴产业带是

阿里巴巴一个全新的子站点（类似天猫与淘宝的关

系），聚合特色产业带的好商好货，帮助买家直达原

产地优质资源，为优质企业搭建现代化的交易平台，

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２０１１年，汉正街启动传统市场整体搬迁改造，
搬迁改造前有商户２７万户，目前还有约２２万户，
其中，登记在册的有１７万户。首批入驻阿里巴巴
网的具有法人身份的商户有６００户。预计，阿里巴
巴·汉正街产业带项目运营一年后，汉正街地区

９５％以上的商户将实现网上交易，全年总交易额将
超过３０亿元。

汉正街片区是今年市政府确定的中心城区唯一

电商核心聚集区。通过第三方运营公司的免费代运

营服务（服务内容包含基础操作指导、旺铺装修、产

·１２２·

·附　录·



品包装、企业信息上网、营销推广），提高商户线上

经营能力。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７１７　来源：长江日报）

口古田：拆出老工业基地新活力

家住古田二路的龚长华是土生土长的口人，

大学毕业后南下打拼近１０年，最近一次回家，差点
认不出回家的路，因为城管革命三年，昔日斑驳、荒

废的工厂已经撤离，随处可见的乱搭乱盖没了踪影，

曾经破败的古田片区已重焕活力。

老工业基地变身现代居住城

口古田片区，南抵汉江、北至南泥湾大道，东

起古田五路，西至舵落口，是汉口典型的工业区。

５０多年前，这里曾是武汉的工业重镇，随着城
市发展，工厂逐步外迁，代表口辉煌过去的时代一

去不复返，剩下的只有老旧的工厂和坑洼的道路。

昨日，我们再次来到古田，高楼阔路、花草绿树，

环卫设施一字铺开，道路两侧各色创意餐馆、咖啡

屋、超市等，门庭若市。连昔日阴暗狭窄的背街小巷

都敞亮了许多。在这里居住了５０多年的“老口”
周大成评价：现在的古田最漂亮！

韩家墩街居民林老先生指着他现在居住的位于

解放大道与古田四路交汇处的香港映象小区介绍，

这里以前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最先聘请洋厂长的企

业———武汉柴油机厂，也是自己年轻时工作并引以

为豪的单位，如今红砖碧瓦的厂房已被鳞次栉比的

高楼替代；而原武汉衬衫厂退休工人陈大妈每次买

菜途经口路月湖桥引桥处时，都会情不自禁地驻

足看一眼厂址，曾经熟悉的厂房早已成过去，越秀地

产所建的星汇云锦楼盘正在此处拔地而起。

家住古田三路的洪立胜还清楚记得，直到２０１１
年，辖区还有不少乱搭乱盖。特别是靠近长丰的地

方，“长尾巴”和“撑脖子”的房子不胜枚举。可如

今，找不到一处新增非法建筑，“城管革命确实真刀

真枪”。

拆违“瘦身”行动带来连锁反应

早在“城管革命”前，口区政府就已针对古田

片区的违建现象展开围剿。２０１１年以来，力度不断

加大，多次开展拆违“瘦身”行动，依法强拆临街违

建门面、通道视线范围内的违建或乱搭乱盖，并通过

挂牌督办一批重大违法建筑，有力震慑顶风违建。

同时，建立主任督办机制，由城管委一把手亲自下督

办单，保证违建情况第一时间抄送至相关的街道或

社区，及时查处和拆除。截至目前，片区共对１９８７
处实施了拆违，拆除面积约９０２万平方米。

拆违过程中，该区注重发挥社区的力量，加大前

期“投入”，不厌其烦地耗时耗力去争取做通做透违建

户的思想工作，使其从抵触到理解、再到支持、配合、

直至参与。三年来，拆违户自拆率高达４２７％，位居
我市各城区之首，不仅起到“治城育人”不反弹的作

用，还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强拆、帮拆的执法成本。

给城市做“减法”，环境变美，昔日违建的门面

消失了，人口密度降低，暴露的垃圾也随之减少，老

百姓的抱怨声少了。

细节入手营造洁美环境

改变城市市容市貌，拆违只是前提。拆出一片

新天地后，如何让城市美起来才是关系百姓幸福度

的关键。

口区城管委负责人最近写了篇随笔，名《爱

看两条路》，并非巧合，两条路都位于古田。一条是

沿河大道口路以上至古田一路，一条是解放大道

的古田四路上行至工农路额头湾段。

解放大道古田四路至额头湾段是古田片区的轴

心线。这里是城乡结合部，周边有多条运输砂石料、

渣土的必经之路，按理在这里进行环卫实践的挑战

很大。可从古田四路一路上行会发现，无论是车行

道还是人行道，人字沟还是沿线电线杆，都分外干

净。特别是绿化带上砌体面层上的顽固污渍，也被

清理得不见踪影。

原沿河大道古田段有两个存在并经营多年的合

法砂石料码头，周边方圆数十千米的建筑工地均在

此取料。近年来，随着城市的拓展，广电江湾等小区

的建成，此处已是商居密集。砂石运输车辆漏泼洒

和扬尘严重影响到市民的工作生活学习，市民投诉

不断。为此，口城管在强化渣土文明运输控管的

同时，利用城管革命契机，通过市人大会呼吁，促成

了这两处砂石料码头的外迁，从根本上改善了古田

地区的环境质量。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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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只是一个缩影，我们的目标是让口区

的大街小巷都变得整洁、明亮。”城管委负责人称，

细节决定成败，城管革命靠的就是一点一滴的小事，

要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实干。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７２２　来源：长江日报）

“汉江湾”引领新经济新生活

口：老工业基地凤凰涅?

本报讯（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杨　丽　李
文文　马　巍）位于“汉江湾”的武汉宜家家居下月
中旬即将开业，宜家购物中心明年５月份也将迎宾。
该项目一期总投资３０亿元，商业面积３５万平方米，
汇聚４５０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预计年接待量超过
３０００万人次，成为口西部转型发展的标杆。

三千里汉水在这里汇入长江，勾画出一条美丽

的弧线，形成了得天独厚的“汉江湾”。这片２７平
方千米的滨水土地是武汉市最悠久、最密集的机械

和化工企业集聚区，也曾饱受安全、生态、发展之困。

在经历“退二进二”的第一轮改造后，口区正

以绿色发展为理念，统筹产业转型和生态建设两大

课题，大力推动化工企业搬迁、“城中村”改造、汉江

江滩综合整治，将这片老工业基地升华为生态宜居

之城、商贸服务之城、产业集聚之城。

汉江湾有无可比拟的生态优势，目前，１４５千
米的汉江江滩公园和１０千米的张公堤城市森林带
已经粗具雏形，园博园、竹叶海、张毕湖３个面积均
超过６６７公顷的大型城市公园正在抓紧建设之中。
“两带三园”的大手笔生态建设，将使全区公共绿地

面积从２０１３年的３７０万平方米增加到７１５万平方
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７平方米增加到１３平方
米。今年底９９家化工企业中的最后４家也将全部
关停外迁，口彻底告别化工时代，主要污染物排放

量削减９５％。
汉江湾区域过去几乎都被“城中村”覆盖。现

在，１３个“城中村”已有２个村完成整体改造、５个村
实现整村拆除，累计完成拆迁４００万平方米，还建房
开工面积９１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６０万平方米，５０００
余户村民乔迁新居，曾经拥挤不堪、险象环生的旧村

湾正在被环境优美、配套齐全的现代社区所替代。

一批商业巨头竞相进驻。在瑞典宜家的带动下，

新加坡凯德投资２８亿元打造凯德古田广场，红星美
凯龙投资１２亿元打造额头湾广场，招商地产投资３６
亿元建设招商江湾国际。该区拟建、在建的现代商

贸、电子商务、医疗健康和以总部经济为特征的生产

性服务业重大项目４６个，总投资超过１０００亿元。
首批全国新一轮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示范区，

首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第十届中国（武汉）国

际园林博览会，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随着这

些国家级重大项目相继布局，汉江湾正成为“现代

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最靓丽的名片，不仅将赋

予口新的产业活力和城市气质，还将改变武汉商

业格局。

访谈〉〉〉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锲而不舍走转型之路

口是大武汉的商业源头和工业基地，但传统

小商品市场和老工业基地已经不能支撑现代中心城

区的发展，口该如何走出制约发展的安全之患、生

态之痛？

口区委书记王太晖提出：“转型是破解难题、加

快发展的唯一出路。面对大武汉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的发展态势，口只有尽快实现产业结构、城市形态、

社会管理的全面转型升级，才能在武汉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中有作为，担重任。”

口的发展思路就是牢牢扭住转型发展主题，

深入推进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改造、化工企业关停

搬迁、“城中村”改造“三件大事”，建设现代商贸强

区、美丽生态口。

经过近年来的埋头实干，“三件大事”都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汉正街４３家传统市场关闭搬迁，１万
余户商户外迁，１５０多万平方米征收总量中已经完
成４０％，正在规划建设以大商务、大商业、大总部为
特色的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９９家化工企业今
年底将全部关停外迁，力诺、远大制药、海尔、航天电

工、二电线等企业的区域总部和研发机构也在谋划

建设中；长丰地区村湾内１万余家“三合一”作坊实
现清退，“城中村”改造完成拆迁总量的６６％。尽管
任务依然艰巨，但口的转型发展已经打开一条光

明的通道。

王太晖表示，推进“三件大事”的最终目的是发

展新经济、开创新生活。对腾退出来的每一寸土地，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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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以最严格的产业标准和生态标准，以“国内一

流、中部唯一”为标杆招商引资。在新的发展阶段

必须更加注重城市规划，涵养都市气质；更加注重产

业升级，增强经济活力；更加注重城市管理，培育现

代文明。

随着瑞典宜家、香港恒隆广场、新加坡凯德古田

广场、招商江湾国际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加快推进和

“两带三园”大型生态项目的即将建成，王太晖对

口的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

轰轰烈烈干事，实实在在出活，清清白白做人，扎扎

实实地一年干成几件事，每一天都不虚度，现代商贸

强区、美丽生态口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记者　董晓勋　通讯员　杨　丽　李文文　
马　巍）

探访〉〉〉

江滩到村湾　生态建设处处可见

昨日，记者来到口西部有“最美出口路”之称

的舵落口立交桥下，在这附近生活了７１年的杨浦老
人感叹道，这里原来一片荒芜，真没想到几年时间就

变得像花园一样。

武汉人记忆中的古田，老旧厂房夹杂低矮私房，

环境脏乱，道路破损，空气污染，是一个典型的老工

业基地和城乡结合部。然而随着口“三件大事”

的推进，古田的村湾正一个个消失，化工企业一个个

搬走，取而代之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一片片生

机盎然的绿地。新经济，新生活，古田地区正悄然发

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行走在这片老工业区，可以真切感受到新

经济的活力。根植于口的商贸文化和工业基因，

一批现代商业巨头、电子商务园区、文化创意产业正

在填补传统制造业外迁后留下的空白———

从建设大道步入张毕湖路，全球最大的家居用

品零售商瑞典宜家巨资打造的家居购物中心即将开

业，工人们正在为开业做着最后的准备。这将是中

部地区具有国际水准的区域性购物中心，辐射周边

５００千米的广大消费人群，年吸引３０００万人次的客
流量，激活汉口西部的发展活力。

在古田二路和解放大道的交会处，新加坡最大

商用地产投资商凯德集团投资的凯德古田广场工地

上，数十个桩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来的啤酒厂

将建设３９万平方米高档写字楼和购物休闲娱乐中
心，为化工片区改造和古田生态新城建设树立样板。

在古田二路和长丰大道的路口，２０１２年授牌的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汇丰企业总部格外引人注

目，目前已入驻电商企业２９０家，２０１５年电子商务
交易额有望突破１０００亿元，电子商务产业竞争力
和辐射力在中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沿建设大道古田一路至古田二路，在这片原来

化工企业密集的土地上，力诺、远大制药、海尔、航天

电工、二电线等一批企业在谋划建设区域总部和研

发机构，老工业基地将实现从制造到创造的跨越。

搬走的是厂房，留下的是文化和精神。原武汉

铜材厂老厂房已被改造成口民族工业博物馆，化

身为“古田记忆”的新媒体文化创意产业园。武汉

轻型汽车制造厂的苏式厂房已变身为武汉体量最大

的花园式时尚文化创意产业园“江城壹号”，历史与

未来、传统与时尚在这里完美交融。

饱受环境之苦的口人更懂得生态的价值，从

江滩到村湾，记者处处看到口生态建设的场

景———

走近汉江江滩，昔日像小山一样的砂石堆已不

见踪迹，２３８千米、３３万平方米的公园一期已经建
成，４个篮球场以及各１５００米的亲水步道、自行车
道、林间步道已投入使用，“滨水画廊”里游人如织，

娱乐健身其乐融融。目前正在抓紧进行二期建设，

今年年底将建成８个５人制足球场、８个篮球场、８
个网球场、１个羽毛球馆、４个门球场、２个标准游泳
池、１个儿童游乐场，形成具有滨水特色的江滩群众
体育活动中心。

走在张公堤上，过去尘土飞扬的堤顶公路已经

完成刷黑改造，两侧护坡已是绿树掩映、花草遍地。

远眺张公堤，绵延 １０千米的城市森林公园一线穿
珠，串联起园博园、张毕湖、竹叶海三大公园。目前

园博园用地上的１６万平方米违法建筑已全部拆除，
土地平整完毕，正在加紧施工建设。以生态湿地为

特色的竹叶海公园和以“绿林野渡”为主题的张毕

湖公园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到明年９月园博会开幕
之时，这里将成为一道大江环抱、森林环绕、天蓝地

绿、鸟语花香的城市风景，吸引世界的眼光。

（记者　董晓勋）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８２８　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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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开业首日万人蜂拥体验

汉江湾商圈增强武汉商业“磁场效应”

本报讯（记者　耿珊珊　通讯员　杨　丽）昔
日的老工业基地迎来一股庞大的商业客流。昨日，

武汉宜家家居开业，上万名消费者蜂拥至三环边空

地，瞬间搅热汉江湾商圈。

据悉，宜家武汉商场是宜家在国内开设的第１６
家门店，也是华中地区唯一门店。４６万平方米的
宜家商场里，家居商品达８０００多种。

记者现场看到，宜家的１９００个停车位爆满，不
乏“鄂Ｂ”“鄂 Ｅ”“湘 Ａ”“赣 Ａ”等外地车牌。停车
场外，来消费的市民排起近百米长队。从黄石赶来

的８０后“宜粉”王意涵说，“昨晚在附近宾馆住了一
宿，主要是来看看产品创意，顺便吃吃三文鱼。”

宜家为汉江湾商圈攒足人气

这几天有关“宜家抢鲜逛”“宜家消费全攻略”

的资讯在微信朋友圈里疯狂转发。

在电商网站的强烈冲击下，宜家为何仍受追捧？

武汉宜家商场经理温冬霞说，与传统家居卖场相比，

宜家更多的是教会消费者寻找创意。不少“宜粉”坦

言，宜家就像“万人迷”，见一面就会让人神魂颠倒。

宜家中国区销售副总裁路军在宜家已工作十多

年，他说：“哪怕是不毛之地，宜家也能造出人气爆

棚的商圈奇迹。”在他看来，宜家将带给武汉人全新

的购物生活体验。

２００６年北京四元桥宜家开业，当时它所在的东
北四环还不是商业旺地，加上靠近机场线，客流稀

少。路军说，开业时位置偏僻，但不出几个月，就因

客流庞大成了拥堵之地。

据悉，预计武汉宜家将辐射周边５００千米消费
群，为汉江湾商圈注入新活力。

改变城市商业格局

武汉宜家在项目立项之初，政府就规划了轨道

交通１号线竹叶海站。昨日，竹叶海站与宜家家居
的开业同步启动，通过空中连廊可直通宜家商场。

江发路则修建了立交，直通三环线，无论是从武昌还

是汉阳，４０分钟均可抵达宜家。

２０１２年底，武汉宜家项目开工时，附近还是一
片荒芜。昨日，记者在宜家外围看到，宽敞的柏油马

路、花团锦簇的道路，与２年前的局面大相径庭。
负责汉江湾区域招商工作的有关人士介绍，除

宜家外，新加坡凯德投资 ２８亿元打造凯德古田广
场，红星美凯龙投资１２亿元打造额头湾广场，招商
地产投资３６亿元建设招商江湾国际等一批重大项
目都已进驻汉江湾。以宜家家居为主力的汉江湾商

圈势必改变武汉的商业格局。

记者发现，距离宜家家居不足１０分钟车程，市
民就能体验到园博园、张毕湖、竹叶海３个面积均超
６６７公顷以上的大型城市生态公园。口区负责
人称，以“商业 ＋生态”的全新模式，更能带给消费
者北欧式的慢生活体验。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０９１８　来源：长江日报）

口完成我市首个城区色彩研究报告

规划审批严管建筑“乱穿衣”

本报讯（记者　董晓勋）昨日，由口区国土规
划分局完成的《口色彩研究报告》出炉，这是我市

首个就城区色彩作出的明确研究报告。同时记者获

悉，从即日起，口区所有项目在规划审批时，城市

色彩将列为重点审批指标。

该报告由７部分组成，以口区为背景，展开对
城市建筑色彩规划的研究，以实现控制和引导城市

色彩的标准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据介绍，针对城市色彩存在的基调不统一、城市

色彩混乱等城市通病，早在２００３年初，我市开展了
“武汉市色彩最美的建筑公众投票”“武汉市色彩最

美建筑公众调查”等一系列关于城市色彩的调查研

究活动。今年初，在《武汉２０４９远景发展战略》编
制基本完成后，市国土规划局发布今年十大规划实

事，独家委托本报就武汉城市色彩规划首次面向市

民征集意见。

记者了解到，《口色彩研究报告》充分参考、

参照了近年来我市城市色彩有关研究规定和民意，

分商务办公、历史文化、工业仓储、商业服务、居住、

教育六大类进行色彩控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如

对该区古田二路沿线，以白色、浅米色、淡蓝色为主

色谱；沿河大道展现居住区的宁静和亲水关系，选择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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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和浅黄色、浅米色为主；二环线则选择高亮度的

蓝色和灰色为主导色等等，最终实现建设和谐统一、

美丽宜人的口城市景观环境。

口国土规划分局负责人表示，为抓好城市色彩

控制落实，该局今后对所有规划审批项目，将其色彩列

为重点审批指标，不符合色彩控制的一律不予审批。

链接〉〉〉

资料显示，城市色彩研究方面的工作，西方发达

国家开展较早，很多城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色彩特

征。如奶酪色系与深灰色系为巴黎的标志色彩；以

橙黄色系与橙红色系为主色调的罗马老城区很好地

保持了历史遗留的色彩；波士顿以暗红色承载着历

史的红砖为主调；纽约以光怪陆离的霓虹灯色为突

出；华盛顿的灰白的花岗岩色与湛蓝的天空色构成

了首都明朗的主色谱。

相比而言，我国色彩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

近年城市色彩规划逐步走上正轨。北京于 ２０００
年为城市建筑定下了“外立面主要采用以灰色调

为主的复合色”的调子，既映衬着皇城根儿的独有

气质，又体现着政治文化中心的恢弘气势；哈尔滨

市城市色彩确定为米黄色和白色为主色调；大连

市定为米黄色。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１２０９　来源：长江日报）

新环线助推古田汉西转型

口再铸商贸强区新辉煌

（撰文　董晓勋　杨　丽）

“汉江湾”：新经济引领新生活

三千里汉水在这里汇入长江，勾画出一条美丽

的弧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汉江湾”。

江水无语，春风依旧。从十里帆樯的货物聚散

地到堆积如山的砂石码头，这一湾碧水见证着时代

的变迁，考验着决策者的视野和情怀，等待一个光彩

重生的新发现。

这里是大汉口的城市之根、商业之源：从五百年

前开埠的“汉口之正街”，到清末肇始的官办洋务工

业和民族工业发祥地，再到新中国首批建设的工业

基地，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商贸流通领域改革的“风

向标”，无不发端于此，曾经引领武汉发展潮流。

曾经的辉煌，也让现今的发展背上沉重包袱，大

量化工企业让古田饱受安全、生态、发展之困。

百姓的呼声，学界的研究，实践的探索，领导的

支持，共同汇集成一个日渐清晰的概念：汉江湾古田

生态新城。

以新经济、新生活为主题，目前这一区域的城市

设计规划已经编制完成，在化工企业全部搬迁的基

础上，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

兴产业，集聚一批优质中小企业总部，实现传统老工

业区的涅?重生。

在经历“退二进二”的第一轮改造后，口区正

以绿色发展为理念，统筹产业转型和生态建设两大

课题，大力推动化工企业关停搬迁、“城中村”改造、

江汉综合整治，将汉江湾升华为生态宜居之城、商贸

服务之城、产业集聚之城。

当前，国家已正式批准建设“长江经济带”，我

省启动了“汉江生态经济带”的规划建设。位于汉

江湾腹地的古田老工业区被国务院列入全国新一轮

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名单，并将承担起“北有铁西、

南有口”的全国示范重任。汉正街都市工业区

２０１２年被国家商务部命名为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大规模生态建设成为汉江湾绿色发展的亮色。

全长１４５千米、１００万平方米汉江公园雏形显现，
绵延１０千米的张公堤城市森林带基本形成，园博
园、竹叶海、张毕湖３个面积均超过６６７公顷的大
型城市公园建设顺利。

“两带三园”的大手笔生态布局，将使全区公共

绿地面积从２０１３年的３７０万平方米增加到７１５万
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７平方米增加到１３平
方米。今年内化工企业全部关停外迁，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削减９５％，口彻底告别化工时代。
汉江湾区域过去几乎都被“城中村”覆盖。现

在，１３个“城中村”已有 ４个村基本完成整体改
造，５个村实现整村拆除，累计完成拆迁４００万平
方米，还建房开工面积１５０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６０
万平方米，５０００余户村民乔迁新居。曾经拥挤不
堪、险象环生的旧村湾正在被环境优美、配套齐全

的现代化社区所替代，万亩土地为新兴产业腾挪

出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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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商业巨头竞相进驻：投资３０亿元的宜家家
居中心已经开业，购物中心明年５月也将建成，形成
具有国际水准的区域性购物中心；投资２８亿元的凯
德古田广场正在加快建设，形成４０万平方米高档写
字楼和购物休闲娱乐中心；投资３６亿元招商江湾国
际项目正在加快结构施工，建设集香港招商局区域

总部、配套商业、高层住宅于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

体；投资１０亿元的汇丰企业天地一期等项目已经建
成；海尔智慧城、华润万象天地、力诺、航天科技华中

总部等重大项目即将建设，带动古田地区传统制造

业向以现代商贸、电子商务、总部经济为特色的现代

服务业转型升级。

不久的将来，汉江湾区域有４条轨道、４座过江
桥梁通达三镇，成为武汉最具价值、最具潜力的投资

热土，彻底改变人们混沌古田的历史记忆，成为“现

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的一张靓丽名片，改变

武汉商业格局，赋予口新的产业活力和城市气质。

汉西：打造家居体验特色商贸商务区

二环线纵贯口汉西地区，在原有汉西货场铁

路运输之便的基础上，再次大大提升了交通条件。

口利用这一区域鲜明的产业特色，正在建设以家

居建材生活体验为主题的汉西特色商贸商务区。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依托汉西货场的便利条
件和沿线３０余家国有集体企业的闲置厂房仓库，
原来汉正街建材市场东移扩建，迅速赢得“中国建

材第一市”美誉。但随着建材家居行业的升级发

展，传统市场份额被逐步稀释，同质化竞争压力不

断增大。

为此，口区专门组织调查研究，立足于发挥特

色和优势，提出打造汉西家居体验特色商贸商务区。

未来的汉西地区，将深度发掘区位优势、交通优

势、商脉优势和品牌优势，坚持政府市场联手施策、

产业项目融合发展、品牌要素高度集聚、管理服务全

面升级，凸显品质、优化功能、完善配套，构筑商贸交

易区、物流配送区、配套服务区“三区”格局，打造中

部品牌最多、实力最强、环境最优、口碑最好的家居

生活体验中心。

一批大项目密集布局。武汉南国置业有限公司

投资３５亿元、规模４０万平方米的大武汉家装项目
已经建成。投资２３亿元的正达红星美凯龙项目正
在建设。

目前，家居体验中心已初现雏形，商贸交易区

已渐成气候。依托南国大家装、月星家居等骨干

卖场，形成了品牌集聚的 ３７个专业市场，总营业
面积逾１００万平方米，经营户４５００余户，涵盖家
居、陶瓷、石材、洁具、板材、玻璃、灯饰等门类 ２０
余万种商品。

从月星家居、南国灯世界、万都国际门业中心，

到西汇城市广场、正达红星美凯龙，再到内陆首个沃

尔玛高端山姆会员店，家居商贸特色集聚的人气，极

大地拉动了汉西地区品质生活消费的发展，市场开

始向“商圈”加速转轨，逐渐成为市民游玩娱购一体

化的新去处，积蓄多年的商业潜力将再次释放。

拉长服务链，提升价值链。依托保利香槟和南

国大家装的配套商务楼宇，开始集聚一批商贸企业

和设计企业总部。

特色商贸引领，现代商务支撑，汉西板块新一轮

开发建设全面发力，正在改写这一地区的产业形态

和城市格局。

今年１０月香港新世界集团、中建三局强势摘得
汉西建材片４２７公顷土地的开发权，过去大进大出
的板材市场将变身高端商务写字楼和现代商业综合

体。占地９３公顷的汉宜路片旧城改造项目已经基
本完成征收，即将建设４０万平方米的写字楼、高档
酒店、配套商业。占地１７９公顷的宗关铁桥片、建
一路片等旧城改造项目也将陆续启动。

口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五到十年，随着汉

正街、汉江湾的改造逐步完成，特别是汉西地区的再

度崛起，口将实现商贸优势的强势回归，口的未

来值得期待。

（发布时间：２０１４１２１８　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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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刊 题 录

武汉打造中国“汉江湾”／万建辉　王兴华／／《长江日报》２０１４０１０３（１３）
“汉江湾”传承百年工业文明／蒋太旭　王兴华／／《长江日报》２０１４０１０３（１４）
“古田精神”成就武汉工业之魂／刘功虎　向凌燕　禹宏　万建辉　宋磊　蒋太旭　杨丽　李文文／／《长江
　日报》２０１４０１０３（１５）
“汉江湾”将崛起生态宜居新城／刘功虎　董晓勋　马振华　蒋哲　杨丽　李文文／／《长江日报》２０１４０１０３（１６）
汉江湾延续百年自强梦／刘林德／／《长江日报》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０１）
古田老工业前世今生／康鹏／／《长江日报》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０３）
古田之变：百年老工业变革中重拾荣光／康鹏／／《长江日报》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０４）
古田不变：红色基因为城市树精神坐标／罗京　杨菁　李俊　杨丽　李文文／／《长江日报》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０５）
职业融入生命　事业成为信仰———“鼓舞妈妈”杨小玲的敬业观／李先宏／／《湖北日报》２０１４０３０９（０１）
古田工业区：融入千亿服务产业链／郑明桥　李文文／／《经济日报》２０１４０４１０（０３）
“以动促学”让孩子健康成长／程墨　汪亮亮　杨保华／／《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４０４１９（０２）
武汉口区携手阿里巴巴　网上汉正街升级／汪洋　肖天／／《湖北日报》２０１４０７１７（０８）
投入３００万元专项资金　政府资助汉正街商户上网开店／董晓勋　杨丽　李文文　马巍　孙晗／／《长江日
　报》２０１４０７１７（０５）
口古田：拆出老工业基地新活力／黄师师　赵志宏　李静　李磊／《长江日报》２０１４０７２２（０８）
“汉江湾”引领新经济新生活　口：老工业基地凤凰涅?／董晓勋　杨丽　李文文　马巍／／《长江日报》
　２０１４０８２８（０４）
宜家开业首日万人蜂拥体验　汉江湾商圈增强武汉商业“磁场效应”／耿珊珊　杨丽／／《长江日报》
　２０１４０９１８（１０）
口完成我市首个城区色彩研究报告　规划审批严管建筑“乱穿衣”／董晓勋／／《长江日报》２０１４１２０９（０８）
新环线助推古田汉西转型　口再铸商贸强区新辉煌／董晓勋　杨丽／／《长江日报》２０１４１２１８（２８）
“五服务、四带动”推进“四就近”工作／余晓碧／／《当代老年》２０１４．１
“三化”强基础优服务／雷艳国　周呈斌／／《党员生活》２０１４０６
活动愉悦身心，服务凝聚人心／陈华勇　涂盛林／／《党员生活·学习实践》２０１４０５
创新思路抓党建　服务群众零距离／李敬英／／《党员生活·学习实践》２０１４０５
以群众满意为标准，把信办到来信人的心坎上／张春生／／《湖北信访》２０１４０５
关于口区婚姻家庭状况的调查与思考／口区妇联／／《湖北妇女》２０１４０６
回应群众期盼　奏响社区和谐乐章／宝丰街党工委　公路社区党委／／《学习月刊》２０１４１１
用“辛苦指数”交换“幸福指数”／唐琴　李清华／／《学习月刊》２０１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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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资 料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口状况

计量单位：人

单　位 总人口
其　中

男 女
居民中人口 集体户人口 未落户人口

合　计 ５２７５９３ ２６３６０７ ２６３９８６ ５２００６６ ７５００ ２７

易家街 １２０７２ ６４０８ ５６６４ １１３６０ ７１２ －

古田街 ６４６６２ ３２５９８ ３２０６４ ６４３８３ ２７９ －

韩家墩街 ６３４０１ ３２２１２ ３１１８９ ６２２８８ １１０６ ７

宗关街 ４９６９３ ２４９７９ ２４７１４ ４９３７１ ３２２ －

汉水桥街 ６０４７０ ２９５６４ ３０９０６ ６０２０４ ２５８ ８

宝丰街 ５３６４６ ２６１３４ ２７５１２ ４９７１２ ３９３４ －

荣华街 ４３３６０ ２１１８０ ２２１８０ ４３３６０ － －

汉中街 ４９６９７ ２４４８５ ２５２１２ ４９２７５ ４２２ －

汉正街 ７３５１０ ３７１８０ ３６３３０ ７３２７２ ２２６ １２

六角亭街 ３０７７７ １５２５９ １５５１８ ３０７０１ ７６ －

长丰街 ２６３０５ １３６０８ １２６９７ ２６１４０ １６５ －

其中：农业人口 ５７７ ２９０ ２８７ ５７７ － －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口按年龄分组

单位：人

项　目 合　计 男 女

全区 ５２７５９３ ２６３６０７ ２６３９８６

０－１０岁 ３９６０５ ２０８３３ １８７７２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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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合　计 男 女

１１－２０岁 ３３７８２ １７６４９ １６１３３

２１－４０岁 １４６５９６ ７４４７１ ７２１２５

４１－５０岁 ８１７７６ ４０２８０ ４１４９６

５１－６０岁 １１６９７７ ５９１８３ ５７７９４

６１－７０岁 ６２４１０ ３１１７５ ３１２３５

７１－８０岁 ３１４６６ １３７９０ １７６７６

８１－９０岁 １３４９７ ５７４４ ７７５３

９０岁以上 １４８４ ４８２ １００２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口增减情况

单位：人

单　位
出生数 死亡数 净增或净减数

人数 增长率（‰） 人数 增长率（‰） 人数 增长率（‰）

合　计 ５０５８ ９５９ ３９０４ ７４０ １１５４ ２１９

易家街 １２５ １０３５ ６９ ５７２ ５６ ４６４

古田街 ６２８ ９７１ ４６４ ７１８ １６４ ２５４

韩家墩街 ６８９ １０８７ ３５８ ５６５ ３３１ ５２２

宗关街 ４２５ ８５５ ４２１ ８４７ ４ ００８

汉水桥街 ５９０ ９７６ ４３６ ７２１ １５４ ２５５

宝丰街 ４８０ ８９５ ３２４ ６０４ １５６ ２９１

荣华街 ４７１ １０８６ ３３９ ７８２ １３２ ３０４

汉中街 ４４２ ８８９ ４４２ ８８９ ０ ０００

汉正街 ５９７ ８１２ ６５１ ８８６ －５４ －０７３

六角街 ２８７ ９３３ ２５８ ８３８ ２９ ０９４

长丰街 ３２４ １２３２ １４２ ５４０ １８２ ６９２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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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口区土地面积人口密度

项　目
土地面积

平方千米 比重（％）

人口密度

（人／每平方千米）
居委会（个） 村委会（个）

合　计 ４１４６ － － １３０ １

易家街 ８８ ２１２ １３７２ ４ １

古田街 ５２２ １２６ １２３８７ １３ －

韩家墩街 ４５９ １１１ １３８１３ １０ －

宗关街 ３７１ ９０ １３３９４ １１ －

汉水桥街 ２６４ ６４ ２２９０５ １３ －

宝丰街 １８８ ４５ ２８５３５ １０ －

荣华街 ０８１ １９ ５３５３１ １１ －

汉中街 １３３ ３２ ３７３６６ １１ －

汉正街 １５７ ３８ ４６８２２ ２２ －

六角街 ０７４ １８ ４１５９１ １０ －

长丰街 １０１７ ２４５ ２５８７ １５

注：此数据来源武汉市勘测设计院。

２０１４年口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表

计算单位：万元

项　目
绝对数 构成（％）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地区生产总值 ５０９５６３０ ４６７１７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第一产业 － － － －

第二产业 １３０４０１９ １１６７９３６ ２５５９ ２５００

第三产业 ３７９１６１１ ３５０３８１２ ７４４１ ７５００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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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口区地区生产总值构成项目表

计量单位：万元

项　目 增加值 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额 固定资产折旧 营业盈余

区生产总值 ５０９５６３０ １９９２２５８ ８２９９９２ １０４４８６４ １２２８５１６

　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 － － － － －

　第二产业 １３０４０１９ ３６７３２８ １７１８２７ ５１８２９９ ２４６５６６

　　工业 ６４４０１９ ２６９７８０ ８６６２１ ２２８６９１ ５８９２８

　　　规模以上 ４４３６００ １８５８２４ ５９６６４ １５７５２２ ４０５８９

　　　规模以下 ２００４１９ ８３９５５ ２６９５６ ７１１６９ １８３３８

　　建筑业 ６６００００ ９７５４８ ８５２０６ ２８９６０８ １８７６３８

　第三产业 ３７９１６１１ １６２４９３０ ６５８１６６ ５２６５６５ ９８１９５０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６２９２６ ２２６０３７ １６５６４ ５８２１２ －３７８８８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４７８９８ ２４１１２ ２２９０ １７６４１ ３８５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３０９５１７ ３５３８３１ ３５０５５８ １５１３８０ ４５３７４８

　　住宿和餐馆业 ６５３２７７ ３６００８６ １４５４８５ １３０５２５ １７１８１

　　房地产业 ４４７３３１ １１１６９９ ８３６９６ ７９１７８ １７２７５９

　　金融业 ２２９２２２ ７２６１８ ２５６０４ ９４４４ １２１５５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０６４５７ １７８３８ ３６７５ １５８３５ １６９１０９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４３２８０ ２５２２８ ３２８９ ６７４７ ８０１６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７７４９ １５７６０ ６２ ９８７ ９４１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２８４３７ １４５００ ４１９７ ３４２４ ６３１６

　　教育 ９３０３６ ８３８２５ １９５ ６４４７ ２５６８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２９０２５ １２５０４８ １９３７６ ３１１９３ ５３４０９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２９５６ １３６１８ ２７５５ １１９６ ５３８８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２００５００ １８０７３１ ４２１ １４３５６ ４９９２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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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口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计量单位：万元

项　目

按可比价格计算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地区生产总值 ４６２７１９５ ４１５２６０６ １１ １２

　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 － － － －

　第二产业 １２１００９７ １０４６３０７ １６ １０

　　工业 ５９９１２２ ５９８２４６ ０ ５

　　　规模以上 ４１２６７５ ３８９２１８ ６ ２３

　　　规模以下 １８６４４７ ２０９０２８ －１１ －１７

　　建筑业 ６１０９７５ ４４８０６１ ３６ １９

　第三产业 ３４１７０９８ ３１０６２９９ １０ １２

　　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 ２７２２５５ ２４３３０４ １２ ８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４６３４２ ４２７３６ ８ ９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９７６３６ １０９２１７２ １０ １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５０９２３２ ４８０４７７ ６ ９

　　房地产业 ３７５８９７ ３１０１１０ ２１ ３３

　　金融业 ２０１６２０ １８６７２７ ８ ２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９９７５３ １８４２１１ ８ ９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４１８７５ ３８６１７ ８ ９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７１７３ １５８３７ ８ ９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２７５１４ ２５３７２ ８ ９

　　教育 ９００１４ ８３０１１ ８ ９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２１５８７ ２０４３４６ ８ ９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２２１１ ２０４８２ ８ ９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９３９８９ １７８８９５ ８ ９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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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口区工业生产、销售总量

单位：千元

项　目
工业总产值

（当年价）

工业销售产值

（当年价）

总　　计 １５７６５１８５ １５５９０９５０

总计中：轻工业 ５５３３２９５ ５４７８７５９

重工业 １０２３１８９０ １０１１２１９２

总计中：国有企业 ２４７３５９ ２４１６０４

集体企业 ０ 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０ ０

股份制企业 ８８３６５９８ ８８２６５１６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６６２５７３５ ６４６９８２７

其他企业 ５５４９４ ５３００４

２０１４年口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一）

单位：千元

项　目
企业单位数

（个）

亏损企业数

（个）

主营业务

收入
利润总额

亏损企业

亏损额
利税总额

本年应付

职工薪酬

全部从业人员

年平均人数（人）

总　　计 ４４ １６ １６２６３７１７ ７１３１１５ －１６７４３７ ６６１３８６ １６９３５７６ ２２４０９

国有企业 ４ ２ １６８６０５４ －８６３２５ －１２０９８２ ８７６２５ ４４３８２２ ４２６３

集体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联营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 ８ ５５４３０８６ １７０５３８ －２９０７６ １４７６９７ ４５８０５７ ８２７６

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１ １４６５７１９ ９６７１８ －４５８０ １９２７８ ４６４１８ ９５９

私营企业 １ ０ ５３５５５ ３３ ０ １５０６ ５８６３ ２３２

其他企业 ８ ４ ５０３８９０ ６７７７ －４３６６ １１５２４ ３１３４７ ７４８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２ ０ ２２７１７０７ ２１３２６６ ０ ２７７９３３ ４８８３３４ ４９３９

外商投资企业 ５ １ ４７３９７０６ ３１２１０８ －８４３３ １１５８２３ ２１９７３５ ２９９２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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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口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二）

单位：千元

项　目

年末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资产

合计

流动资产

年平均余额

固定资产

原价
累计折旧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

权益合计

总　　计 １１９７０３１４ － １１４６０３１３ ４１４１５５８２６４５７７３９１７８０５９２４ ８５１１８３２

国有企业 ３３４３６５９ － ４２９５０３３ ２０２５８５８ ９７４５９７５ ６１２０９９１ ３５０４０２７

集体企业 ０ － ０ ０ ０ ０ 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０ － ０ ０ ０ ０ ０

联营企业 ０ － ０ ０ ０ ０ ０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１６１４６５ － １８８００１８ ７１６７７０ ６４５３９１８ ４３６４９５８ ２０８８９４０

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９１５０ － １０３４１２ ７０４９５ ５６６７１４ ２１１３０８ ３３６４０６

私营企业 ２３９９１ － ５９９８ ３１３４ ２７２４２ １４８４４ １２３９７

其他企业 ２３５９３７ － ７５８３９ ２７４７４ ２８７４７９ ２１１７３１ ７５７４６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１５９９７８６ － １６８３１０２ ４１４０７１ ３５０２６９５ ２２７９８９２ １２２２８０２

外商投资企业 ２１５６３２６ － ３４１６９１１ ８８３７５６ ５８７３７１６ ４６０２２００ １２７１５１４

２０１４年口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消费量

计量单位：万元

项目
原煤

（吨）

洗精煤

（吨）

其他

洗煤

（吨）

焦炭

（吨）

液化

天然气

（吨）

汽油

（吨）

煤油

（吨）

柴油

（吨）

燃料油

（吨）

液化

石油气

（吨）

其他

石油

制品

（吨）

热力

（百万

千焦）

电力

（万千

瓦时）

购进 １７４６９７ ０ ０ １７１８ ０ １２６７８１ ０５１ ３８５６４ ０ ０ ０ ０ ４４５５２２

消费 １７８４４６ ０ ０ １７１８ ０ １２６７８１ ０５１ ３８２３８ ０ ０ ０ ０ ４４５５２２

库存 ４８８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９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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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口区工业企业原材料、消费及库存总表

指标 计量单位
购 进 量 消 费 量

实物量 金额（万元） 合　计 生产消费 非生产消费

原煤 吨 １７４６９７ １５１９２９ １７８４４６ １７８４３３ １３

焦炭 吨 １７１８ ４２９５ １７１８ １７１８ ０

汽油 吨 １２６７８ ９０８１４ １２６７８ ８０９４８ ４５８３３

柴油 吨 ３８５６４ ２８９０５ ３８２３８ ３６９２１ １３１７

电力 万千瓦时 ４４５５２ ３２９１９５ ４４５５２ ４４３６３ １８９０１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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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建筑业合同情况签订合同额 万元 １１４５２８３０

　１上年结转合同额 万元 ５５９６２５４

　２本年新签合同额 万元 ５８５６５７６

二、承包工程完成情况 － －

　１直接从建设单位承揽工程 万元 ５０４２５８０

　２从建设单位以外承揽工程 万元 ２７００３

三、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５０２２９８６

四、竣工产值 万元 ２８９９５１

五、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平方米 ５９０３３２８

六、年末自有机械设备 － －

　净额 万元 －

　总台数 台 －

　总功率 千瓦 －

七、劳动人员情况 － －

从事主营业务活动的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４１７５０

　期末从业人数 人 －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人 １３４００

　　　持有一级资质证书人员 人 １１５８

补充资料：企业总产值 万元 －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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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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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８６０５５

固定资产小计 万元 ４０７５９８７

固定资产原价 万元 １８０２３９２

累计折旧 万元 ７１７００８

在建工程 万元 ２２８４４５

资产合计 万元 １０９７３１５７

流动负债合计 万元 ５７０４５８５

负债合计 万元 ８４８２８６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万元 ２４９０２９１

二、损益及分配 －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６３３６５１２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万元 １８００６９

管理费用 万元 ２４９５４２

营业利润 万元 ２４００６０

利润总额 万元 ２６７４６７

三、工资、福利费 －

本年应付职工薪酬 万元 ４８７８２０

应收工程款 万元 １１３６４７６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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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０９２７１ ２１２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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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查

生 产 企 业 数

注 册 登 记 企 业 数

应 审 验 企 业 数

实 际 审 验 企 业 数

执 行 标 准 应 变 更 数

执 行 标 准 实 际 变 更 数

产 品 数

有 标 准 产 品 数

标 准 覆 盖 率 （ ％）

其
　
中

国 标 数

行 标 数

地 标 数

企 标 数

备 案 数

复 审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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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格 培 训 班 次 ／ 人 次

Ｗ Ｔ Ｏ ／ Ｔ Ｂ Ｔ 培 训 班 次 ／ 人 次

次 数 ／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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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案 查 处 数 ／ 限 期 整 改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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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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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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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５９
８
９８

５
６

－
４２

１１
－

６
－

－
－

－
９
－
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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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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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口区城镇居民收支

计量单位：元

指　　标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比上年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０７００７５ ２７９６２４５ ９７９

１工资性收入 ２０６４８９７ １８８０７２２ ９７９

２经营净收入 ２１９３２７ １９９８５５ ９７４

３财产净收入 ４８２１６ ４３８２４ １００２

４转移性收入 １０７５３４５ ９７９４３１ ９７９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 － －

１食品支出 － － －

２衣着支出 － － －

３居住支出 － － －

４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 － －

５医疗保健支出 － － －

６交通和通信 － － －

７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 － －

８其他商品和服务 － － －

２０１４年口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目标完成情况统计表

单位：个、人

项目

下 岗 失 业 人 员 再 就 业 情 况

按再就业渠道划分 按再就业途径划分

合计
第三产

业吸纳

国有

企业

城镇集

体企业

乡镇

企业

民营

企业

个体

经营

社区

开发

农、林、

牧、

渔业

其他
企业内

部安置

主辅

分离

主管部

门调剂

社会

帮助

个人

自谋

累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４４８７ ４８２ ６９ １０ ０ ３６３ １５６１ ４６ ０ １９５６ ３ ０ ０ ７５１ ３７３３

注：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同时１＝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９３２·

·附　录·



２０１４年口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项　目 单　位 合　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７１７４６２５

限额以上 万元 ５１１３２６０

限额以下 万元 ２０６１３６５

２０１４年口区个体工商户发展情况

行　业 户数（户）
从业人数

（人）

注册资金

（万元）

总产值

（万元）

营业额（万元）

合　计 其中：零售额

合　计 ５９１３８ １７７４１４ ２４０８１６ ２９５６９０ ２０８７５７ １６０８５５

工　业 ８８３１ ２６４９３ ４１６７１ ４４１５５ ３１１７３ ２４０２０

建筑业 ５９ １７７ １９０ ２９５ ２０９ １６０

运输业 ５２９ １５８７ ３００３ ２６４５ １８６７ １４３９

商　业 ４８５７５ １４５７２５ １９１８３５ ２４２８７５ １７１４７０ １３２１２４

服务业 １１４４ ３４３２ ４１１７ ５７２０ ４０３８ ３１１２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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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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岁儿童重大疾病救治工作　９４ｂ

１１０联动工作　１１８ｂ

１１３５片项目建设　２４ｂ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４年口区五险扩面情况表　１７４

２０１４年口区街道基本情况简表　３７ａ

２０１４年口区人民政府１０件实事办理情况　６４ａ

Ａ

爱国卫生工作　１６９ｂ

安全社区创建　１４６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１４５ｂ

　　概况　１４５ｂ

安全生产　１３１ｂ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１４６ｂ

案件侦破　１０４ｂ

案件执行　１０８ｂ

Ｂ

班子和队伍建设　４１ｂ

搬迁场地综合整治　２４ｂ

搬迁过程信访维稳　２５ａ

搬迁企业土壤修复　１２３ｂ

办理来信来访　４９ａ
·１４２·



帮扶归侨侨眷　１７６ｂ

宝丰街　１９０ｂ

　　城市管理　１９１ａ

　　党建工作　１９１ｂ

　　概况　１９０ｂ

　　计生工作　１９２ａ

　　街道经济　１９０ｂ

　　社会事务　１９１ｂ

　　综合治理　１９２ａ

保健化妆品市场监管　１４５ａ

保密督查　５２ａ

保密服务　５２ａ

保密工作　５１ａ

　　概况　５１ａ

保密普查　５１ｂ

保密宣传教育　５１ｂ

保险金融改革　１６０ｂ

保险业　１６０ｂ

　　概况　１６０ｂ

保障房配套道路建设　１１６ｂ

保障性住房　１２１ａ

报刊题录　２２８

报刊文选及题录　２０５

报刊文选　２０５

报装服务　１３１ｂ

编制发展规划　１３６ａ

编制精细化管理　６７ｂ

编制政务公开　６７ｂ

标准管理　１４２ｂ

博爱社区创建及紧急救护知识宣传　９５ａ

Ｃ

财政　税务　金融　１５３ａ

财政监管　１５５ａ

财政　１５３ａ

　　概况　１５３ａ

财政审计　１４８ａ

财政收入　１５３ａ

财政收入与支出　３８ｂ

财政收支平衡状况　１５３ｂ

财政投资评审　１５５ａ

财政支出　１５３ａ

参加２０１４年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

　１７６ａ

参政议政　７５ｂ　７８ａ　７９ａ　８０ｂ　８２ａ　８３ａ

　８３ｂ　８４ｂ　８６ｂ

参治参建　１１４ａ

残疾人就业培训　１７８ｂ

残疾人康复服务　１７８ｂ

残疾人社会保障　１７８ｂ

残疾人事业　１７８ａ

　　概况　１７８ａ

残疾人文体工作　１７９ａ

查办职务犯罪　１０６ａ

查处环境污染投诉　１２４ｂ

拆迁与还建　２５ｂ

产品质量管理　１４２ｂ

长丰街　１８４ｂ

　　安全生产　１８５ａ

　　城市管理　１８５ａ

　　党建工作　１８５ａ

　　概况　１８４ｂ

　　街道经济　１８４ｂ

　　社会事务　１８５ａ

　　重点项目　１８４ｂ

《长丰乡志》资料征集　５４ｂ

撤村建居　１７１ｂ

城市管理与执法监察　１１７ａ

　　概况　１１７ａ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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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　１１９ｂ

　　概况　１１９ｂ

城市建设和管理　１１６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３８ｂ

城市综合管理　１１７ａ　１８０ｂ

城乡统筹发展　１２７ａ

　　概况　１２７ａ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１７２ａ

“城中村”改造　２５ａ

　　概况　２５ａ

处置２·２０沼气爆炸事件　１０５ｂ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１６８ｂ

创建科普示范社区　９３ｂ

创建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　１４４ａ

创建文明城区　１７９ｂ

创建文明家庭　９２ｂ

创新家庭教育　９２ｂ

创新维稳机制　１０４ａ

Ｄ

大病医疗救助　１７２ａ

大气污染防治　１２３ｂ

代表工作　５８ａ

档案法制宣传　１６７ｂ

档案基础业务建设　１６７ａ

档案建设与管理　１６７ａ

　　概况　１６７ａ

档案信息数字化　１６７ｂ

党建工作创新　５０ｂ

党史大事记资料征编　５４ａ

党外人士队伍建设　４５ａ

党校　４６ｂ

　　概况　４６ｂ

道路交通事故预防　１１２ｂ

道路维护　１１８ｂ

堤防建设改造　１２５ａ

地方税务　１５８ａ

　　概况　１５８ａ

地籍地政管理　１２０ａ

电信　１３３ｂ

督促检查　４１ｂ

“读书之城”建设　１６６ａ

队伍建设　１０５ａ　１０７ａ　１２８ａ　１５８ａ　７８ａ

对台交流　４７ｂ

对台事务　４７ｂ

　　概况　４７ｂ

对外经济贸易　３８ｂ

多党合作　４５ａ

Ｆ

发展改革管理　１３６ａ

　　概况　１３６ａ

发展健康产业　１７０ａ

法规监管　１２０ａ

法律服务　６６ａ　１１１ｂ

法律援助　１１１ｂ

法院公众开放日活动　１１０ａ

法治建设　１０３ｂ

防汛备汛　１２５ａ

防震减灾工作　１１５ｂ

房产权属管理　１２１ａ

房屋安全鉴定　１２１ｂ

“孵化器”进校园　１６４ａ

服务保障　７３ａ

服务非公经济　４６ａ

服务会员单位　８６ａ

服务科技人员　９４ｂ

服务能力建设　１３３ｂ

服务企业发展　９３ａ

服务企业　１３８ｂ

服务社会　１３３ｂ　１３５ｂ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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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台胞台属　４８ａ

服务重点项目　１３６ｂ

妇女儿童维权　９１ｂ

妇幼保健　１６８ｂ

附录　１９８

Ｇ

改善投资环境　１５２ｂ

干部作风建设　７６ｂ

岗位建功　８４ａ

高新技术产业培育　１６４ｂ

工程造价管理　１２８ｂ

工会经费审计　８９ａ

工会协理员培训与管理　８９ａ

工会与政府联席会议　８７ａ

工伤待遇审核　１７４ａ

工商行政管理　１３９ｂ

　　概况　１３９ｂ

工业　３８ａ

工作监督　５７ａ

公安　１０４ａ

　　概况　１０４ａ

公房管理　１２１ｂ

公房维修　１２２ａ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　７２ｂ

公共文化阵地建设　１６５ｂ

公民道德教育　１８０ａ

公务员及人事管理　６８ｂ

公用事业　１３０

公正司法　１０９ａ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８９ｂ

　　概况　８９ｂ

供气　１３１ａ

　　概况　１３１ａ

供水服务　１３０ａ

供水　１３０ａ

　　概况　１３０ａ

古田街　１８３ａ

　　城市管理　１８３ｂ

　　党建工作　１８４ａ

　　概况　１８３ａ

　　街道经济　１８３ａ

　　社会事务　１８４ａ

　　综合治理　１８３ｂ

古田生态新区规划　１２０ｂ

固定资产投资　３８ａ

关心下一代　９０ａ

关注民生　５８ａ

广告监管　１４１ａ

规范行政行为　６６ａ

国家税务　１５６ａ

　　概况　１５６ａ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１５４ｂ

国民经济　３８ａ

　　概况　３８ａ

国内贸易　３８ｂ

国有资产经营　１５５ａ

　　概况　１５５ａ

国资监管工作　１５５ａ

Ｈ

海外联络　１７６ｂ

韩家墩街　１８５ｂ

　　城市管理　１８６ｂ

　　党建工作　１８７ａ

　　概况　１８５ｂ

　　计生工作　１８６ｂ

　　街道经济　１８５ｂ

　　社会事务　１８６ａ

　　项目建设　１８６ａ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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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治理　１８６ｂ

汉水桥街　１８８ｂ

　　城市管理　１８９ａ

　　概况　１８８ｂ

　　基层党建　１９０ａ

　　街道经济　１８９ａ

　　平安创建　１９０ａ

　　社会事务　１８９ｂ

汉正街传统市场搬迁　２３ａ

　　概况　２３ａ

汉正街　１９６ａ

　　城市管理　１９６ｂ

　　党建工作　１９７ａ

　　概况　１９６ａ

　　街道经济　１９６ａ

　　社会事务　１９６ａ

　　文化工作　１９７ａ

汉中街　１９３ｂ

　　安全维稳　１９４ａ

　　城市管理　１９４ａ

　　概况　１９３ｂ

　　街道经济　１９４ａ

　　民生工作　１９４ｂ

　　社区建设　１９４ｂ

行政管理　１１３ｂ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６６ｂ

行政监督　６６ａ

行政经费投入　１５４ｂ

行政审判　１０８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６６ｂ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１５４ｂ

行政执法　１１９ａ

行政执法　１４２ａ

和谐劳动关系　８８ｂ

核心价值观教育　８７ａ

“黑的”整治　１３２ａ

后备上市企业培育　１６０ｂ

《湖北县情·口区情》资料征编　５４ｂ

湖泊保护与治理　１２５ｂ

互联网金融　１５９ｂ

户外广告管理　１１８ａ

化工企业搬迁　２４ａ

　　概况　２４ａ

化工企业停产搬迁　２４ａ

化工企业新厂建设　２４ａ

化解信访积案　４８ｂ

环境安全保障　１２４ｂ

环境保护　１２２ａ

　　概况　１２２ａ

环境卫生管理　１１８ａ

环卫设施建设　１１９ａ

会务联谊　８０ｂ

惠民工程　１３１ａ

婚姻登记管理　１７３ａ

Ｊ

机构编制核查　６７ａ

机构编制　６６ｂ

　　概况　６６ｂ

机关事务管理　７３ａ

　　概况　７３ａ

基本情况　３７ａ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４２ａ

基层科协培训　９４ｂ

基层民防工作站　１１５ｂ

基层组织建设　８８ａ　９０ｂ

基础建设　１３０ｂ

疾病预防控制　１６９ａ

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１７０ａ

计量工作　１４２ｂ

计算机安全保密检查　５１ｂ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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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案件查处　７６ｂ

纪检　监察　７６ａ

　　概况　７６ａ

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７７ｂ

绩效考评　５２ｂ

　　概况　５２ｂ

价格管理　１４３ｂ

价格鉴定认证　１４３ｂ

监控履职过程　５２ｂ

检察　１０６ａ

　　概况　１０６ａ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１２４ａ

建言献策　４５ａ　８５ａ

建章立制　７３ｂ

建制沿革　３７ｂ

建筑安装企业管理　１２９ｂ

建筑工程安全监督　１２９ｂ

建筑管理　１２８ｂ

　　概况　１２８ｂ

建筑业工资集体协商　８８ａ

建筑业　３８ａ

建筑质量监管　１２９ａ

健全防腐惩贪体系　７７ａ

讲理想比贡献活动　９３ａ

交通安全管理　１１２ａ

　　概况　１１２ａ

交通禁货　２３ｂ

交通运输安全管理　１３２ｂ

交通运输与物流业　１３２ａ

　　概况　１３２ａ

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１１２ｂ

教学管理　４７ａ

教研工作　４６ｂ

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１６１

教育改革　１６２ａ

教育工作成果　１６１ａ

教育　１６１ａ

教育　３８ｂ

　　概况　１６１ａ

教育设施建设　１６３ａ

教育云建设　１６３ａ

教育质量　１６２ｂ

接受社会监督　１０９ｂ

街道　１８１

节能增效　７３ｂ

巾帼建功立业　９１ａ

巾帼志愿服务　９２ａ

金融产业转型　１５９ａ

金融　１５９ａ

　　概况　１５９ａ

　　概述　１５９ａ

经济管理　１３６

经济和信息化管理　１３８ａ

　　概况　１３８ａ

经济开发区　１５０ｂ

　　概况　１５０ｂ

经济普查　１４７ｂ

经济运行监测　１３７ｂ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４９ａ

经营发展　１３１ｂ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９ｂ　１７９ａ

　　概况　１７９ａ

景观灯光亮化　１１８ａ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８４ｂ

　　概况　８４ｂ

就业再就业　６８ａ

捐资助学　８３ａ

军转干部安置　６９ｂ

Ｋ

开展“欢乐社区行”活动　５４ａ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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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黄手环”扶助行动　１０５ｂ

开展协税护税　１４０ｂ

科技人才战略　１６５ａ

科技与金融结合　１６５ａ

“科技周”主题活动　９４ａ

“科普日”主题活动　９４ａ

科学技术　３９ａ　１６３ｂ

　　概况　１６３ｂ

科研成果　４７ａ

客运市场周边整治　１３２ｂ

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　１１７ｂ

困难职工帮扶　８８ｂ

扩面征缴　１７３ｂ

扩展载体空间　１５０ｂ

Ｌ

劳动关系调解　７０ａ

“劳动争议审判法庭”挂牌　１０９ｂ

劳模表彰　８７ｂ

劳模工作室　８７ｂ

老干部工作　４９ａ

　　概况　４９ａ

老干部文体活动　５０ａ

老旧社区创卫　１７２ａ

老龄工作　１７７ａ

　　概况　１７７ａ

老年教育　１７８ａ

老年人权益保障　１７７ａ

老年文体活动　１７７ｂ

理论武装　４３ａ

理论学习　７８ａ

理论研讨　７４ｂ　９３ａ

历史街区保护　１２０ａ

联欢联谊活动　７８ｂ

联谊活动　８４ａ

联谊交流　７６ａ

廉政建设　１５９ａ

粮食工作　１３８ａ

“两非”综合治理　１７０ａ

“两型”社会建设　１３７ａ

领导带头接访　４８ｂ

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　１７０ｂ

六角亭街　１９４ｂ

　　安全维稳　１９５ａ

　　城市管理　１９５ａ

　　概况　１９４ｂ

　　基层党建　１９５ｂ

　　街道经济　１９５ａ

　　全民创业　１９５ｂ

　　人口计生　１９５ｂ

　　社区建设　１９５ａ

　　项目建设　１９４ｂ

“六五”普法　１１０ａ

路政管理　１１８ｂ

落实老干部生活待遇　４９ｂ

落实老干部政治待遇　４９ａ

落实“两个责任”　７６ａ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　４８ａ

旅游开发工作　１３９ａ

绿化管理　１２７ａ

绿化执法　１１９ａ

绿色创建及环境宣教　１２４ｂ

Ｍ

媒体传播发展　５３ａ

　　概况　５３ａ

“门前三包”管理　１１８ａ

盟务活动　７９ｂ

盟务活动　８５ｂ

民兵军事训练　１１３ｂ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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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组织建设　１１３ａ

民防法规宣传　１１５ａ

民防建设　１１４ａ

　　概况　１１４ａ

民防知识教育　１１５ａ

民防指挥通信建设　１１５ａ

民间组织登记管理　１７３ａ

民商事审判　１０８ａ

民政　１７１ａ

　　概况　１７１ａ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７７ｂ

民主监督　７５ａ

民宗网格化建设　１７５ａ

民族　宗教　侨务　１７５ａ

　　概况　１７５ａ

民族团结创建　１７５ｂ

民族宗教知识培训　１７６ａ

Ｎ

纳凉取暖工程　１７２ａ

纳税服务　１５７ｂ

纳税服务　１５８ｂ

内部管理　１５６ａ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１４４ａ

Ｐ

排水设施建设管理　１２５ａ

培育青年人才　９１ａ

培育体育后备人才　１６６ｂ

平安口建设　１０３ａ

Ｑ

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　１４６ｂ

企业管理　１３３ａ

企业名录库建设　１４７ｂ

企业注册免费代办　７０ｂ

强化“打非治违”　１４６ａ

墙体改革与建筑节能　１２９ａ

侨联活动　１７６ｂ

侨务信访　１７６ｂ

《口年鉴（２０１４年卷）》编纂出版　５４ａ

口区２０１４年环境状况公报　１２２ａ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５５ｂ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５６ｂ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５７ａ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５６ａ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５５ａ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５５ｂ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５５ａ

口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５５ａ

口区妇女联合会　９１ａ

　　概况　９１ａ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８５ｂ

　　概况　８５ｂ

口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１６８ｂ

口区红十字会　９４ｂ

　　概况　９４ｂ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９３ａ

　　概况　９３ａ

口区情资料征编　５４ｂ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　５５ａ

　　概况　５５ａ

　　概述　５５ａ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选目　２０３

口区人民政府　５８ｂ

　　概况　５８ｂ

　　概述　５８ｂ

口区人民政府文件选目　２０２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１次常务会议　５８ｂ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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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２次常务会议　５９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３次常务会议　５９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４次常务会议　５９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５次常务会议　５９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６次常务会议　５９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７次常务会议　５９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８次常务会议　５９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６９次常务会议　５９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０次常务会议　６０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１次常务会议　６０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２次常务会议　６０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３次常务会议　６０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４次常务会议　６０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５次常务会议　６０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６次常务会议　６１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７次常务会议　６１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８次常务会议　６１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７９次常务会议　６１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０次常务会议　６１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１次常务会议　６１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２次常务会议　６１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３次常务会议　６１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４次常务会议　６２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５次常务会议　６２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６次常务会议　６２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７次常务会议　６２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８次常务会议　６２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８９次常务会议　６２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０次常务会议　６２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１次常务会议　６３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２次常务会议　６３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３次常务会议　６３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４次常务会议　６３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５次常务会议　６３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６次常务会议　６３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７次常务会议　６３ｂ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８次常务会议　６４ａ

口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９９次常务会议　６４ａ

口区政协十三届二十次常委会议　７４ｂ

口区政协十三届十八次常委会议　７４ａ

口区政协十三届十九次常委会议　７４ｂ

口区政协十三届十六次常委会议　７４ａ

口区政协十三届十七次常委会议　７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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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ｂ

口区总工会　８６ｂ

　　概况　８６ｂ

口综述　３７

　　概述　３７ａ

青年创业就业　９０ａ

青年志愿者活动　９０ｂ

青少年教育社会化　８９ｂ

青少年维权工作　９０ｂ

青少年校外科技活动　９３ｂ

“青桐计划”实施　１６４ａ

区人大议案办理　１１７ａ

区委工会工作会议　８７ａ

区委区政府工作会议　４０ｂ

区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　４０ｂ

区委十一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

　会议　４０ｂ

区域骨干路网建设　１１６ｂ

区直机关工作　５０ａ

　　概况　５０ａ

渠道建设　１３４ａ

渠道营销　１３４ｂ

全民健身　１６６ｂ

全民科学素质建设　９３ｂ

确立考评指标　５２ｂ

群团建设　５１ａ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４０ａ

群众路线宣讲　４７ｂ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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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绿化　１２６ａ

群众团体　８６ｂ

群众文化活动　１６５ｂ

群众文艺团队　１６６ａ

Ｒ

燃气管理　１１９ａ

人才队伍建设　６９ａ

人才培育　４２ｂ

人防工程建设管理　１１４ｂ

人防工程开发利用　１１４ｂ

人力资源管理　６８ａ

　　概况　６８ａ

人民生活　３９ｂ

人民调解　１１０ｂ

人民武装　１１３ａ

　　概况　１１３ａ

人事教育　１５９ａ

荣华街　１９２ａ

　　城市管理　１９２ｂ

　　党建工作　１９３ａ

　　概况　１９２ａ

　　街道经济　１９２ｂ

　　社会事务　１９３ａ

　　综合治理　１９３ａ

瑞典宜家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１１６ａ

Ｓ

“三个一”活动　４６ａ

“三圈”交通秩序治理　１１２ａ

“三圈”治理　１０４ｂ

商会发展　８５ｂ

商会活动　８６ａ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１７５ｂ

社保业务网上申报　１７４ｂ

社会保障　１７３ｂ

　　概况　１７３ｂ

社会保障事业　１５４ａ

社会发展　３８ｂ

社会服务　８１ａ

社会服务　８３ａ

社会公益服务　７８ｂ

社会化管理服务　１７４ａ

社会生活　１７１

社会事业经费投入　１５４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０３ｂ　１０６ｂ

社区建设　１７１ａ

社区矫正帮教　１１１ａ

社区网上审批申报启动　７１ａ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升级　１６８ｂ

社区志愿者　１７１ｂ

社务活动　８５ａ

审计　１４８ａ

　　概况　１４８ａ

审计预算执行情况　１４８ａ

审计专项资金　１４８ｂ

审判　１０７ｂ

　　概况　１０７ｂ

生产经营　１３３ａ

省委专项巡视一组巡视口区工作反馈会　４１ａ

“失独”家庭扶助全覆盖　１７０ｂ

失业待遇审核　１７４ａ

“失智”老人资助项目　９５ａ

实施“三做三推”系统工程　１０４ａ

实施商标品牌战略　１４０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１４４ａ

　　概况　１４４ａ

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查处　１４５ａ

史志资料征集编纂　５４ａ

　　概况　５４ａ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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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格监管　１４３ａ

市场整治　２３ａ

市场秩序监管　１３９ａ

市级重点项目征地征收　１１６ａ

市政建设　１１６ａ

　　概况　１１６ａ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　１４６ａ

事业单位法人年检　６７ａ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６７ａ

收入征管　１５４ａ

双岗建功　８２ａ

双拥工作　１７２ｂ

水污染防治监管　１２４ａ

水务建设　１２５ａ

　　概况　１２５ａ

税收征管　１５６ｂ　１５８ｂ

司法行政　１１０ａ

　　概况　１１０ａ

司法所建设　１１２ａ

司法为民　１０８ｂ

思想建设　７９ａ　８１ａ　８３ｂ

思想教育　８９ｂ

诉讼监督　１０６ａ

Ｔ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区支部　８５ａ

　　概况　８５ａ

探索“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１６９ｂ

特种设备安全工作　１４２ａ

腾退场地土壤详查　２４ｂ

提供代办并联审批　７１ａ

体育　３９ｂ

调研与信息服务　４１ａ

通信服务　１３４ａ

通信服务　１３４ｂ

统计法制宣传教育　１４７ｂ

统计工作　１４７ａ

统计管理和电子政务管理　１４７ａ

　　概况　１４７ａ

统一战线　４４ｂ

　　概况　４４ｂ

统战成员服务　４６ｂ

投资经营　１５５ｂ

土地挂牌　２５ａ

土地规划编制　１１９ｂ

土地整理储备　１２７ｂ

推介优秀科技人员　９４ａ

推进财政政务公开　１５４ｂ

推进科技服务业发展　１６３ｂ

推进“区域医疗联合体”　１６９ｂ

拓展馆藏资源　１６８ａ

拓展消费维权网络　１４０ｂ

Ｗ

完善工作机制　２５ｂ

完善规章制度　７８ｂ

完善激励机制　５３ａ

网络建设和维护　１３５ａ

网站建设　１４７ｂ

危化品安全专项整治　１４６ｂ

为老人办实事　１７７ｂ

为侨服务　１７６ｂ

维护区域稳定　１０３ａ

卫生　计划生育　１６８ａ

　　概况　１６８ａ

卫生监督　１６９ｂ

卫生　３９ａ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１８０ａ

文化　体育　１６５ｂ

　　概况　１６５ｂ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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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　１６７ａ

文化发展　４４ｂ

文化　３９ａ

文化市场执法　１６６ｂ

文件目录选编　２０１

文明创建　４４ａ

文明单位创建　５１ａ

文明施工　１２８ｂ

文物和非遗保护　１６６ａ

稳控息访　４９ａ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第九分册（汉正街）初稿

　征编　５４ｂ

武汉市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项目大赛　７０ｂ

“武汉市地方税务局纳税人学校口分校培训服务

站”落户孵化器　１６４ｂ

物价管理　１４３ａ

　　概况　１４３ａ

物流产业转型升级　１３２ａ

物流市场整治　１３２ｂ

物业管理　１２１ｂ

Ｘ

辖区上市公司　１６０ａ

先进个人　２００ａ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１９８ａ

先进集体　１９８ａ

项目跟踪推介　１５０ａ

项目监管　１２７ｂ

项目融资　１５５ａ

消防整治　２３ａ

小餐饮便民服务区建设　１４４ｂ

小作坊小餐饮提档升级　１４４ｂ

校园安全维护　１６３ｂ

校园足球　１６３ｂ

协助完成“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立１１０周年主题

　采访活动（湖北站）启动仪式”　９５ａ

新材料孵化器　１６４ｂ

信访稽核　１７４ｂ

信访　４８ａ

　　概况　４８ａ

信息化建设　１０４ｂ　１３９ａ

信息化资源整合　１４７ｂ

刑事检察　１０６ａ

刑事审判　１０７ｂ

幸福社区创建　１７１ａ

宣传工作　４３ａ

　　概况　４３ａ

宣传教育　４３ｂ

学术交流　９３ａ

学习型机关建设　５０ｂ

Ｙ

阳光家园建设　１７８ａ

养老待遇审核　１７３ｂ

养老工作　１７２ｂ

药品零售企业ＧＳＰ认证　１４５ａ

药品药械专项整治　１４５ａ

业态转型　２３ｂ

业务经营　１３４ａ　１３５ｂ

医保生育待遇审核　１７４ａ

医疗质量安全管理　１６９ａ

依法行政　６５ｂ　１５７ｂ

依法治校　１６２ａ

遗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及活动组织　９５ａ

议案办理　１４１ａ

议案督办　５８ｂ

议提案办理　１２０ｂ

易家街　１８１ａ

　　城市管理　１８１ｂ

　　党群纪检　１８２ｂ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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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　１８１ａ

　　街道经济　１８１ａ

　　社会事务　１８２ａ

　　重点项目　１８１ａ

　　综合治理　１８２ａ

银行业　１５９ｂ

　　概况　１５９ｂ

银企对接　１６０ａ

应急管理　７２ａ

应急救援工作　１４７ａ

优抚安置　１７２ｂ

优化交通组织　１１２ｂ

优化经济结构　１５２ａ

优化履职环境　７５ｂ

邮政　１３３ａ

　　概况　１３３ａ

舆论导引　４３ｂ

预算编制改革　１５４ｂ

园博园配套设施施工　１１６ｂ

园林绿化　１２６ａ

　　概况　１２６ａ

院士专家进校园　９３ｂ

运输市场管理　１３２ａ

Ｚ

噪声油烟污染治理　１１９ａ

渣土管理　１１７ｂ

债券发行　１５５ｂ

占道整治　１１７ｂ

招商工作　１５０ａ

　　概况　１５０ａ

招商基础工作　１５０ａ

招商宣传工作　１５０ａ

招商引资　１２０ｂ

招商引资　１５１ａ

招投标管理　１２８ｂ

征兵工作　１１３ｂ

征地拆迁管理　１２０ａ

征收拆迁　１２７ｂ

征收改造　２３ａ

整治规范市场秩序　１４０ａ

证券　期货业　１６０ａ

　　概况　１６０ａ

政法　军事　１０３

政法队伍建设　１０３ｂ

政法　１０３ａ

　　概况　１０３ａ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１５４ｂ

政府法制　６５ｂ

　　概况　６５ｂ

政府公共服务与应急管理　７２ａ

　　概况　７２ａ

政府购买服务　１７１ｂ

政府投资审计　１４８ｂ

政务大厅便民服务　７１ｂ

政务大厅巡查制　７１ｂ

政务服务　７０ｂ

　　概况　７０ｂ

政务微博工作　５３ｂ

政务中心规范化管理　７１ｂ

政协口区委员会　７４ａ

　　概况　７４ａ

　　概述　７４ａ

政治　４０

政治协商　７４ｂ

政治学习　８０ａ　８４ｂ　８５ａ

支持个私经济发展　１４１ｂ

支持企业发展　１５４ａ

知识产权保护　１６５ａ

执法队伍建设　１１９ｂ

执法检查　５７ｂ
·３５２·

·索　引·



执法为民　１０７ａ

执纪监督　７７ａ

职工技能大赛　８７ａ

职工文体活动　８８ｂ

职工医疗互助　８９ａ

职工之家建设　８８ｂ

职能履行　７４ｂ

职权行使　５７ａ

职业安全健康监管　１４６ｂ

志愿服务活动　１８０ｂ

质量技术监督　１４１ｂ

　　概况　１４１ｂ

治安防控　１０４ｂ

中共口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选目　２０１

中共口区委员会　４０ａ

　　概况　４０ａ

　　概述　４０ａ

中共口区委员会文件选目　２０１

《中共口区组织史资料》第六卷编纂工作启动

　５４ａ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区分公司　１３３ｂ

　　概况　１３３ｂ

《中国共产党口历史》第三卷初稿重编　５４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７７ｂ

　　概况　７７ｂ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口营销中心　１３５ａ

　　概况　１３５ａ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８１ａ

　　概况　８１ａ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８０ａ

　　概况　８０ａ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７８ｂ

　　概况　７８ｂ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８２ｂ

　　概况　８２ｂ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口区分公司

　１３４ｂ

　　概况　１３４ｂ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８３ｂ

　　概况　８３ｂ

中文域名注册　６７ｂ

中医药服务推广　１６９ａ

重大主题新闻宣传　５３ｂ

重点工程建档　１６８ａ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１２３ａ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１２０ｂ

　　概况　１２０ｂ

专记　２３

专业绿化　１２６ｂ

专职治安调解员　１０５ａ

资产运营　１５５ｂ

资源统筹　１４９ｂ

自然环境　３７ａ

自身建设　８５ａ

宗关街　１８７ｂ

　　城市管理　１８８ａ

　　党建工作　１８８ｂ

　　概况　１８７ｂ

　　街道经济　１８７ｂ

　　平安创建　１８８ｂ

　　社会事业　１８８ｂ

　　社区建设　１８８ａ

总部经济与现代商贸业发展

　１３８ａ

组织工作　８４ａ

组织和思想建设　８２ｂ

组织建设　７９ｂ　８０ｂ　８１ｂ　１１３ａ

组织　４１ｂ

　　概况　４１ｂ

作风建设　５０ｂ

·４５２·

·口年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