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目　　录

口区影像图

口区地图

口风貌

特　　载

弘扬奋斗精神　聚力改革创新　开创口赶超
　发展新局面———２０１８年３月６日在中共口
　区委十二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景新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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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在口区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严学彬（７）
!!!!!!!!!!!!!!!

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在口区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刘丹平（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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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
　在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的报告 周付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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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记

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 （２５）
!!!!!!

　概况 （２５）
!!!!!!!!!!!!!!!!

　消防整治 （２５）
!!!!!!!!!!!!!!

　交通物流整治 （２５）
!!!!!!!!!!!!

　城市管理 （２５）
!!!!!!!!!!!!!!

　征收拆迁 （２５）
!!!!!!!!!!!!!!

　时尚汉正街打造 （２６）
!!!!!!!!!!!

　服装原创设计集聚区打造 （２６）
!!!!!!!

　电子商务 （２６）
!!!!!!!!!!!!!!

　跨区域经济合作 （２６）
!!!!!!!!!!!

环同济健康城建设 （２６）
!!!!!!!!!!!

　概况 （２６）
!!!!!!!!!!!!!!!!

　政策支持 （２６）
!!!!!!!!!!!!!!

　人才聚集 （２７）
!!!!!!!!!!!!!!

　招商服务 （２７）
!!!!!!!!!!!!!!

　项目推进 （２７）
!!!!!!!!!!!!!!

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 （２７）
!!!!!!!!

　概况 （２７）
!!!!!!!!!!!!!!!!

　生态环境品质提升 （２７）
!!!!!!!!!!

　土壤修复 （２７）
!!!!!!!!!!!!!!

　市政道路工程 （２８）
!!!!!!!!!!!!

 口 综 述

概　　述 （２９）
!!!!!!!!!!!!!!!

　基本情况 （２９）
!!!!!!!!!!!!!!

　　２０１７年口区街道基本情况简表 （２９）
!!!

　自然环境 （２９）
!!!!!!!!!!!!!!

　建置沿革 （２９）
!!!!!!!!!!!!!!

全面从严治党 （３０）
!!!!!!!!!!!!!

　概况 （３０）
!!!!!!!!!!!!!!!!

　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３０）
!!!!!!!!

　加强和规范党内生活 （３０）
!!!!!!!!!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３０）
!!!!!

　加强和创新基层党建工作 （３０）
!!!!!!!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３０）
!!

·１·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３０）
!!!!

全面深化改革 （３１）
!!!!!!!!!!!!!

　概况 （３１）
!!!!!!!!!!!!!!!!

　国家级改革项目 （３１）
!!!!!!!!!!!

　市级改革项目 （３１）
!!!!!!!!!!!!

　区级特色改革项目 （３２）
!!!!!!!!!!

经济和社会发展 （３３）
!!!!!!!!!!!!

　国民经济概况 （３３）
!!!!!!!!!!!!

　工业 （３３）
!!!!!!!!!!!!!!!!

　建筑业 （３３）
!!!!!!!!!!!!!!!

　固定资产投资 （３３）
!!!!!!!!!!!!

　国内贸易 （３３）
!!!!!!!!!!!!!!

　对外经济贸易 （３３）
!!!!!!!!!!!!

　财政收入与支出 （３３）
!!!!!!!!!!!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３３）
!!!!!!!!!

　教育 （３３）
!!!!!!!!!!!!!!!!

　科学技术 （３４）
!!!!!!!!!!!!!!

　文化 （３４）
!!!!!!!!!!!!!!!!

　卫生 （３４）
!!!!!!!!!!!!!!!!

　体育 （３４）
!!!!!!!!!!!!!!!!

　人民生活 （３４）
!!!!!!!!!!!!!!

社会治理 （３４）
!!!!!!!!!!!!!!!

　概况 （３４）
!!!!!!!!!!!!!!!!

　风险评估 （３４）
!!!!!!!!!!!!!!

　维稳安保 （３５）
!!!!!!!!!!!!!!

　工作成绩 （３５）
!!!!!!!!!!!!!!

法治口建设 （３５）
!!!!!!!!!!!!!

　概况 （３５）
!!!!!!!!!!!!!!!!

　法治创建工作 （３５）
!!!!!!!!!!!!

　法治惠民惠企 （３５）
!!!!!!!!!!!!

　司法体制改革 （３６）
!!!!!!!!!!!!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６）
!!!!!!!!!!!!!

　概况 （３６）
!!!!!!!!!!!!!!!!

　文明城区创建 （３６）
!!!!!!!!!!!!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３６）
!!!!!!!!!!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３７）
!!!!!!!!

　基础文明行为建设 （３７）
!!!!!!!!!!

　公益广告宣传 （３７）
!!!!!!!!!!!!

生态文明建设 （３７）
!!!!!!!!!!!!!

　概况 （３７）
!!!!!!!!!!!!!!!!

　生态环境 （３８）
!!!!!!!!!!!!!!

　城建攻坚 （３８）
!!!!!!!!!!!!!!

　城市管理 （３８）
!!!!!!!!!!!!!!

政　　治

中共口区委员会 （３９）
!!!!!!!!!!!

·概　　述· （３９）
!!!!!!!!!!!!!

　概况 （３９）
!!!!!!!!!!!!!!!!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３９）
!!!!!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３９）
!!!!!!!!!

　区委十二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招商
　引资大会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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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政干部大会 （４０）
!!!!!!!!!!!!

　区委十二届五次全体会议 （４０）
!!!!!!!

　全区领导干部大会 （４０）
!!!!!!!!!!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４０）
!!!!!!

　“两会”中共党员大会 （４０）
!!!!!!!!!

　信息调研工作 （４１）
!!!!!!!!!!!!

　督促检查工作 （４１）
!!!!!!!!!!!!

·组织工作· （４１）
!!!!!!!!!!!!!

　概况 （４１）
!!!!!!!!!!!!!!!!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４１）
!!!!!!!!!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４１）
!!!!!!!!!!!

　“两新”党组织建设 （４２）
!!!!!!!!!!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４２）
!!!!!!!

　人才工作 （４３）
!!!!!!!!!!!!!!

·宣传工作· （４３）
!!!!!!!!!!!!!

　概况 （４３）
!!!!!!!!!!!!!!!!

　理论武装 （４３）
!!!!!!!!!!!!!!

　意识形态工作 （４４）
!!!!!!!!!!!!

　宣传教育 （４４）
!!!!!!!!!!!!!!

　新闻宣传 （４４）
!!!!!!!!!!!!!!

　文明创建 （４５）
!!!!!!!!!!!!!!

　文化发展 （４５）
!!!!!!!!!!!!!!

·统一战线工作· （４６）
!!!!!!!!!!!

　概况 （４６）
!!!!!!!!!!!!!!!!

　多党合作 （４６）
!!!!!!!!!!!!!!

　建言献策 （４７）
!!!!!!!!!!!!!!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４７）
!!!!!!!!

·２·

·口年鉴·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４７）
!!!!!!

　服务非公有制经济 （４７）
!!!!!!!!!!

　服务统战成员 （４８）
!!!!!!!!!!!!

·巡察工作· （４８）
!!!!!!!!!!!!!

　概况 （４８）
!!!!!!!!!!!!!!!!

　组织机构 （４８）
!!!!!!!!!!!!!!

　队伍建设 （４８）
!!!!!!!!!!!!!!

　政治巡察 （４９）
!!!!!!!!!!!!!!

　整改落实 （４９）
!!!!!!!!!!!!!!

·区直机关工作· （５０）
!!!!!!!!!!!

　概况 （５０）
!!!!!!!!!!!!!!!!

　理论武装 （５０）
!!!!!!!!!!!!!!

　组织建设 （５０）
!!!!!!!!!!!!!!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口区直机关党组织建设
　情况表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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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建设 （５１）
!!!!!!!!!!!!!!

　作风建设 （５１）
!!!!!!!!!!!!!!

　服务群众 （５１）
!!!!!!!!!!!!!!

　党风廉政建设 （５１）
!!!!!!!!!!!!

　武汉好声音 （５１）
!!!!!!!!!!!!!

　双万双联 （５１）
!!!!!!!!!!!!!!

·机构编制· （５２）
!!!!!!!!!!!!!

　概况 （５２）
!!!!!!!!!!!!!!!!

　“放管服”改革推进 （５２）
!!!!!!!!!!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 （５２）
!!!!!!!!

　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５２）
!!!!!!!!

　　２０１７年口区党政群法检机关和区直属
　事业单位机构一览表 （５３）

!!!!!!!

　编制实名制管理 （５５）
!!!!!!!!!!!

　机构编制管理 （５５）
!!!!!!!!!!!!

　事业单位“九定” （５５）
!!!!!!!!!!!

　完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赋码换证工作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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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及公示 （５５）
!!!!!

　中文域名注册和网上名称管理 （５６）
!!!!!

·侨务工作· （５６）
!!!!!!!!!!!!!

　概况 （５６）
!!!!!!!!!!!!!!!!

　招商引资 （５６）
!!!!!!!!!!!!!!

　拓展海外 （５６）
!!!!!!!!!!!!!!

　依法护侨 （５６）
!!!!!!!!!!!!!!

　联谊活动 （５６）
!!!!!!!!!!!!!!

·对台事务· （５６）
!!!!!!!!!!!!!

　概况 （５６）
!!!!!!!!!!!!!!!!

　对台交流 （５６）
!!!!!!!!!!!!!!

　台胞台属服务 （５７）
!!!!!!!!!!!!

·党校工作· （５８）
!!!!!!!!!!!!!

　概况 （５８）
!!!!!!!!!!!!!!!!

　干部培训 （５８）
!!!!!!!!!!!!!!

　基层宣讲 （５８）
!!!!!!!!!!!!!!

　科研咨政 （５８）
!!!!!!!!!!!!!!

　业余党校建设 （５８）
!!!!!!!!!!!!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党校办班情况一览表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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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教师培养 （６０）
!!!!!!!!!!!!

　校园建设 （６０）
!!!!!!!!!!!!!!

·老干部工作· （６０）
!!!!!!!!!!!!

　概况 （６０）
!!!!!!!!!!!!!!!!

　思想引领 （６０）
!!!!!!!!!!!!!!

　阵地建设 （６１）
!!!!!!!!!!!!!!

　老干部活动 （６１）
!!!!!!!!!!!!!

　老干部“四就近” （６２）
!!!!!!!!!!!

　先进典型 （６２）
!!!!!!!!!!!!!!

　关爱老干部 （６２）
!!!!!!!!!!!!!

　口老年大学 （６２）
!!!!!!!!!!!!

·信访工作· （６３）
!!!!!!!!!!!!!

　概况 （６３）
!!!!!!!!!!!!!!!!

　应急稳控 （６３）
!!!!!!!!!!!!!!

　信访机制体制改革 （６３）
!!!!!!!!!!

　积案化解 （６３）
!!!!!!!!!!!!!!

　领导大接访 （６４）
!!!!!!!!!!!!!

　领导包案 （６４）
!!!!!!!!!!!!!!

·保密工作· （６４）
!!!!!!!!!!!!!

　概况 （６４）
!!!!!!!!!!!!!!!!

　组织领导 （６４）
!!!!!!!!!!!!!!

　保密宣传教育 （６４）
!!!!!!!!!!!!

　保密监督检查 （６５）
!!!!!!!!!!!!

　保密重点工作 （６５）
!!!!!!!!!!!!

·绩效考评· （６６）
!!!!!!!!!!!!!

　概况 （６６）
!!!!!!!!!!!!!!!!

　绩效目标 （６６）
!!!!!!!!!!!!!!

·３·

·目　录·



　工作举措 （６７）
!!!!!!!!!!!!!!

·党史编研· （６８）
!!!!!!!!!!!!!

　概况 （６８）
!!!!!!!!!!!!!!!!

　《中共口历史》（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初稿修改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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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中共口区组织史资料》（第六卷）上报
　本和自编本初稿 （６８）

!!!!!!!!!!

　编纂出版《中共口区党史大事记》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６８）

!!!!!!!!!!!

　党史宣传教育 （６８）
!!!!!!!!!!!!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６８）
!!!!!

·概　　述· （６８）
!!!!!!!!!!!!!

　概况 （６８）
!!!!!!!!!!!!!!!!

　口区人大常委会会议 （６９）
!!!!!!!!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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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权行使· （７１）
!!!!!!!!!!!!!

　服务大局 （７１）
!!!!!!!!!!!!!!

　工作监督 （７１）
!!!!!!!!!!!!!!

　法治监督 （７１）
!!!!!!!!!!!!!!

　关注民生 （７２）
!!!!!!!!!!!!!!

　议案建议办理 （７２）
!!!!!!!!!!!!

　代表工作 （７２）
!!!!!!!!!!!!!!

口区人民政府 （７３）
!!!!!!!!!!!!

·概　　述· （７３）
!!!!!!!!!!!!!

　概况 （７３）
!!!!!!!!!!!!!!!!

　区政府常务会议 （７３）
!!!!!!!!!!!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十件实事办理情况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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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办理 （８０）
!!!!!!!

·法治政府工作· （８０）
!!!!!!!!!!!

　概况 （８０）
!!!!!!!!!!!!!!!!

　依法行政 （８０）
!!!!!!!!!!!!!!

　行政行为规范 （８１）
!!!!!!!!!!!!

　法律服务 （８１）
!!!!!!!!!!!!!!

　行政监督 （８１）
!!!!!!!!!!!!!!

·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管理· （８１）
!!!!!!

　概况 （８１）
!!!!!!!!!!!!!!!!

　行政审批布局完成 （８２）
!!!!!!!!!!

　划转事项承接 （８２）
!!!!!!!!!!!!

　排号难题破解 （８２）
!!!!!!!!!!!!

　一窗受理落实 （８２）
!!!!!!!!!!!!

　办事流程精简 （８３）
!!!!!!!!!!!!

　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建设 （８３）
!!!!!!!!

　服务质量提高 （８３）
!!!!!!!!!!!!

　文明建设加强 （８３）
!!!!!!!!!!!!

·人才人事· （８３）
!!!!!!!!!!!!!

　概况 （８３）
!!!!!!!!!!!!!!!!

　人才队伍建设 （８３）
!!!!!!!!!!!!

　公务员管理及人事管理 （８４）
!!!!!!!!

　劳动关系协调 （８４）
!!!!!!!!!!!!

·政府公共服务与应急管理· （８５）
!!!!!!

　概况 （８５）
!!!!!!!!!!!!!!!!

　应急管理 （８５）
!!!!!!!!!!!!!!

　公共服务平台工作 （８５）
!!!!!!!!!!

·机关综合保障· （８６）
!!!!!!!!!!!

　概况 （８６）
!!!!!!!!!!!!!!!!

　综合保障 （８６）
!!!!!!!!!!!!!!

　公务用车平台建设 （８７）
!!!!!!!!!!

　区“两会”服务 （８７）
!!!!!!!!!!!!

　国有资产管理 （８８）
!!!!!!!!!!!!

　公共节能 （８８）
!!!!!!!!!!!!!!

　制度建设 （８８）
!!!!!!!!!!!!!!

·档案管理· （８８）
!!!!!!!!!!!!!

　概况 （８８）
!!!!!!!!!!!!!!!!

　“三个体系”建设 （８８）
!!!!!!!!!!!

　服务中心 （８９）
!!!!!!!!!!!!!!

　档案惠及民生 （８９）
!!!!!!!!!!!!

　法治建设 （８９）
!!!!!!!!!!!!!!

　档案质量管理 （９０）
!!!!!!!!!!!!

　档案数字化建设 （９０）
!!!!!!!!!!!

·地方志编纂· （９０）
!!!!!!!!!!!!

　概况 （９０）
!!!!!!!!!!!!!!!!

　《口年鉴》（２０１７年卷）编纂出版 （９０）
!!!

　街道志编纂工作启动 （９０）
!!!!!!!!!

　《口区要览》初稿编纂 （９１）
!!!!!!!!

·精准扶贫· （９１）
!!!!!!!!!!!!!

　概况 （９１）
!!!!!!!!!!!!!!!!

　帮扶举措 （９１）
!!!!!!!!!!!!!!

　“三乡工程”推进 （９２）
!!!!!!!!!!!

·４·

·口年鉴·



　驻村帮扶 （９２）
!!!!!!!!!!!!!!

　扶贫资金投入 （９２）
!!!!!!!!!!!!

政协口区委员会 （９２）
!!!!!!!!!!!

·概　　述· （９２）
!!!!!!!!!!!!!

　概况 （９２）
!!!!!!!!!!!!!!!!

　常委会议 （９２）
!!!!!!!!!!!!!!

　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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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能履行· （９４）
!!!!!!!!!!!!!

　坚持政治引领 （９４）
!!!!!!!!!!!!

　开展政治协商 （９４）
!!!!!!!!!!!!

　实施民主监督 （９５）
!!!!!!!!!!!!

　积极参政议政 （９６）
!!!!!!!!!!!!

　做好提案工作 （９６）
!!!!!!!!!!!!

　参与重点建设 （９６）
!!!!!!!!!!!!

　加强自身建设 （９６）
!!!!!!!!!!!!

纪检　监察 （９７）
!!!!!!!!!!!!!!

　概况 （９７）
!!!!!!!!!!!!!!!!

　落实“两个责任” （９７）
!!!!!!!!!!!

　纪律建设 （９７）
!!!!!!!!!!!!!!

　执纪审查 （９８）
!!!!!!!!!!!!!!

　作风建设 （９８）
!!!!!!!!!!!!!!

　党风廉政建设 （９９）
!!!!!!!!!!!!

　自身建设 （９９）
!!!!!!!!!!!!!!

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０）
!!!!!!!!!!!!!!!!!!

　概况 （１００）
!!!!!!!!!!!!!!!

　思想建设 （１００）
!!!!!!!!!!!!!

　自身建设 （１００）
!!!!!!!!!!!!!

　参政议政 （１０１）
!!!!!!!!!!!!!

　社会服务 （１０１）
!!!!!!!!!!!!!

　会务活动 （１０１）
!!!!!!!!!!!!!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１）
!!!!

　概况 （１０１）
!!!!!!!!!!!!!!!

　理论学习 （１０２）
!!!!!!!!!!!!!

　组织建设 （１０２）
!!!!!!!!!!!!!

　参政议政 （１０２）
!!!!!!!!!!!!!

　开展社会服务 （１０３）
!!!!!!!!!!!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会 （１０３）
!!!!!!

　概况 （１０３）
!!!!!!!!!!!!!!!

　思想建设 （１０３）
!!!!!!!!!!!!!

　组织发展 （１０４）
!!!!!!!!!!!!!

　参政议政 （１０４）
!!!!!!!!!!!!!

　岗位建功 （１０４）
!!!!!!!!!!!!!

　社会服务 （１０４）
!!!!!!!!!!!!!

　会务活动 （１０４）
!!!!!!!!!!!!!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５）
!!!

　概况 （１０５）
!!!!!!!!!!!!!!!

　思想建设 （１０５）
!!!!!!!!!!!!!

　组织建设 （１０５）
!!!!!!!!!!!!!

　参政议政 （１０５）
!!!!!!!!!!!!!

　双岗建功 （１０６）
!!!!!!!!!!!!!

　社会服务 （１０６）
!!!!!!!!!!!!!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７）
!!!

　概况 （１０７）
!!!!!!!!!!!!!!!

　组织和思想建设 （１０７）
!!!!!!!!!!

　服务社会 （１０７）
!!!!!!!!!!!!!

　参政议政 （１０７）
!!!!!!!!!!!!!

　捐资助学 （１０７）
!!!!!!!!!!!!!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７）
!!!!!

　概况 （１０７）
!!!!!!!!!!!!!!!

　理论学习 （１０７）
!!!!!!!!!!!!!

　本职工作 （１０８）
!!!!!!!!!!!!!

　参政议政 （１０８）
!!!!!!!!!!!!!

　社会服务 （１０８）
!!!!!!!!!!!!!

　组织建设 （１０８）
!!!!!!!!!!!!!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８）
!!!!!!

　概况 （１０８）
!!!!!!!!!!!!!!!

　理论学习 （１０８）
!!!!!!!!!!!!!

　组织建设 （１０９）
!!!!!!!!!!!!!

　参政议政 （１０９）
!!!!!!!!!!!!!

　社情民意 （１０９）
!!!!!!!!!!!!!

　双岗建功 （１０９）
!!!!!!!!!!!!!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支部 （１１０）
!!!!!!

　概况 （１１０）
!!!!!!!!!!!!!!!

　理论学习 （１１０）
!!!!!!!!!!!!!

　参政议政 （１１０）
!!!!!!!!!!!!!

·５·

·目　录·



　组织活动 （１１０）
!!!!!!!!!!!!!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１１０）
!!!!!!!!!

　概况 （１１０）
!!!!!!!!!!!!!!!

　组织建设 （１１０）
!!!!!!!!!!!!!

　教育培训 （１１１）
!!!!!!!!!!!!!

　参政议政 （１１１）
!!!!!!!!!!!!!

　非公党建 （１１１）
!!!!!!!!!!!!!

　服务企业 （１１１）
!!!!!!!!!!!!!

　公益事业 （１１１）
!!!!!!!!!!!!!

口区总工会 （１１１）
!!!!!!!!!!!!

　概况 （１１１）
!!!!!!!!!!!!!!!

　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议 （１１１）
!!!!!

　区总工会十二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 （１１２）
!

　政治引领 （１１２）
!!!!!!!!!!!!!

　全面落实工会改革 （１１２）
!!!!!!!!!

　弘扬劳模精神 （１１２）
!!!!!!!!!!!

　发挥主力军作用 （１１２）
!!!!!!!!!!

　开展“到职工中去”活动 （１１２）
!!!!!!!

　工会组织建设 （１１３）
!!!!!!!!!!!

　和谐劳动关系创建 （１１３）
!!!!!!!!!

　惠民暖心 （１１３）
!!!!!!!!!!!!!

　法律宣传 （１１３）
!!!!!!!!!!!!!

　职工素质提升 （１１３）
!!!!!!!!!!!

　工会经审工作 （１１４）
!!!!!!!!!!!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１１４）
!!!!!!!!!

　概况 （１１４）
!!!!!!!!!!!!!!!

　理想信念教育 （１１４）
!!!!!!!!!!!

　共青团改革 （１１４）
!!!!!!!!!!!!

　青年成长成才 （１１５）
!!!!!!!!!!!

　青少年帮扶关爱 （１１５）
!!!!!!!!!!

　基层组织建设 （１１５）
!!!!!!!!!!!

口区妇女联合会 （１１５）
!!!!!!!!!!

　概况 （１１５）
!!!!!!!!!!!!!!!

　妇联改革 （１１５）
!!!!!!!!!!!!!

　巾帼建功立业 （１１６）
!!!!!!!!!!!

　妇女儿童维权 （１１６）
!!!!!!!!!!!

　家庭文明创建 （１１６）
!!!!!!!!!!!

　服务妇女儿童民生 （１１７）
!!!!!!!!!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１１７）
!!!!!!!!!

　概况 （１１７）
!!!!!!!!!!!!!!!

　改革机构增添组织活力 （１１７）
!!!!!!!

　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１１８）
!!!!!!!!!

　建立首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１１８）
!!!!!!

　举荐宣传优秀科技人员 （１１８）
!!!!!!!

　推动科技智库建设 （１１８）
!!!!!!!!!

　组织承办学术交流活动 （１１８）
!!!!!!!

　提高公民科学素质 （１１８）
!!!!!!!!!

　创新科普宣传 （１１８）
!!!!!!!!!!!

　组织院士专家进基层 （１１９）
!!!!!!!!

　开展全国科普日 （１１９）
!!!!!!!!!!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普教育基地一览表 （１１９）
!

法 治　军 事

政　　法 （１２０）
!!!!!!!!!!!!!!

　概况 （１２０）
!!!!!!!!!!!!!!!

　维护社会稳定 （１２０）
!!!!!!!!!!!

　平安口建设 （１２０）
!!!!!!!!!!!

　法治口建设 （１２０）
!!!!!!!!!!!

　服务中心大局 （１２１）
!!!!!!!!!!!

　政法队伍建设 （１２１）
!!!!!!!!!!!

公　　安 （１２１）
!!!!!!!!!!!!!!

　概况 （１２１）
!!!!!!!!!!!!!!!

　反恐维稳 （１２２）
!!!!!!!!!!!!!

　侦查破案 （１２２）
!!!!!!!!!!!!!

　治安防控 （１２２）
!!!!!!!!!!!!!

　公共安全 （１２２）
!!!!!!!!!!!!!

　队伍建设 （１２２）
!!!!!!!!!!!!!

　“五大中心”建设 （１２３）
!!!!!!!!!!

　“万名警察进社区”活动 （１２３）
!!!!!!!

　创新“海燕直通车”服务模式 （１２３）
!!!!!

　开创“防盗诊所”工作模式 （１２３）
!!!!!!

　石乔乐队登上央视舞台 （１２３）
!!!!!!!

　侦破“２０１７—２５９”部督特大贩卖毒品案 （１２３）
!

检　　察 （１２３）
!!!!!!!!!!!!!!

　概况 （１２３）
!!!!!!!!!!!!!!!

　刑事检察 （１２３）
!!!!!!!!!!!!!

　法律监督 （１２４）
!!!!!!!!!!!!!

·６·

·口年鉴·



　职务犯罪预防和打击 （１２４）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２４）
!!!!!!!!!

　服务经济发展 （１２４）
!!!!!!!!!!!

　检察改革 （１２５）
!!!!!!!!!!!!!

　执法为民 （１２５）
!!!!!!!!!!!!!

　阳光检察 （１２５）
!!!!!!!!!!!!!

　队伍建设 （１２６）
!!!!!!!!!!!!!

审　　判 （１２６）
!!!!!!!!!!!!!!

　概况 （１２６）
!!!!!!!!!!!!!!!

　刑事审判 （１２６）
!!!!!!!!!!!!!

　民商事审判 （１２６）
!!!!!!!!!!!!

　行政审判 （１２６）
!!!!!!!!!!!!!

　执行工作 （１２６）
!!!!!!!!!!!!!

　司法为民 （１２７）
!!!!!!!!!!!!!

　司法改革 （１２７）
!!!!!!!!!!!!!

　队伍建设 （１２８）
!!!!!!!!!!!!!

司法行政 （１２８）
!!!!!!!!!!!!!!

　概况 （１２８）
!!!!!!!!!!!!!!!

　“七五”普法 （１２８）
!!!!!!!!!!!!

　　２０１７年口区基层司法所一览表 （１２９）
!!

　　２０１７年口地区律师事务所一览表 （１２９）
!

　人民调解 （１２９）
!!!!!!!!!!!!!

　社区矫正帮教 （１２９）
!!!!!!!!!!!

　法律援助 （１３０）
!!!!!!!!!!!!!

　法律服务 （１３０）
!!!!!!!!!!!!!

　基层建设 （１３０）
!!!!!!!!!!!!!

人民武装 （１３０）
!!!!!!!!!!!!!!

　概况 （１３０）
!!!!!!!!!!!!!!!

　战备训练工作 （１３１）
!!!!!!!!!!!

　民兵组织整顿 （１３１）
!!!!!!!!!!!

　兵役征集 （１３１）
!!!!!!!!!!!!!

　国防动员与国防教育 （１３１）
!!!!!!!!

　停止有偿服务工作 （１３２）
!!!!!!!!!

民防建设 （１３２）
!!!!!!!!!!!!!!

　概况 （１３２）
!!!!!!!!!!!!!!!

　人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１３２）
!!!!!!!!

　指挥通信建设 （１３２）
!!!!!!!!!!!

　防震减灾 （１３３）
!!!!!!!!!!!!!

　民防宣传教育 （１３３）
!!!!!!!!!!!

　基层民防工作 （１３３）
!!!!!!!!!!!

产 业 经 济

重点项目建设 （１３４）
!!!!!!!!!!!!

　概况 （１３４）
!!!!!!!!!!!!!!!

　重大项目调度 （１３４）
!!!!!!!!!!!

　拓展融资渠道 （１３４）
!!!!!!!!!!!

招商引资 （１３５）
!!!!!!!!!!!!!!

　概况 （１３５）
!!!!!!!!!!!!!!!

　外事审批 （１３５）
!!!!!!!!!!!!!

　龙头项目 （１３５）
!!!!!!!!!!!!!

　地块招商 （１３５）
!!!!!!!!!!!!!

　项目报送 （１３５）
!!!!!!!!!!!!!

　群策群力促招商 （１３５）
!!!!!!!!!!

　政策引商 （１３５）
!!!!!!!!!!!!!

　中介招商 （１３６）
!!!!!!!!!!!!!

　龙头招商 （１３６）
!!!!!!!!!!!!!

　探索创新 （１３６）
!!!!!!!!!!!!!

工业服务业 （１３６）
!!!!!!!!!!!!!

　概况 （１３６）
!!!!!!!!!!!!!!!

　工业设计产业 （１３７）
!!!!!!!!!!!

　新能源汽车产业 （１３７）
!!!!!!!!!!

　工业服务业载体 （１３７）
!!!!!!!!!!

　工业企业“两化”融合 （１３７）
!!!!!!!!

　营造工业发展环境 （１３７）
!!!!!!!!!

现代商贸业 （１３８）
!!!!!!!!!!!!!

　概况 （１３８）
!!!!!!!!!!!!!!!

　打造现代商贸产业 （１３８）
!!!!!!!!!

　商业体系建设 （１３８）
!!!!!!!!!!!

　企业服务指导 （１３８）
!!!!!!!!!!!

　市场监督管理 （１３９）
!!!!!!!!!!!

口国资公司 （１３９）
!!!!!!!!!!!!

　概况 （１３９）
!!!!!!!!!!!!!!!

　项目融资 （１３９）
!!!!!!!!!!!!!

　投资经营 （１３９）
!!!!!!!!!!!!!

　服务民生 （１３９）
!!!!!!!!!!!!!

　资产运营 （１３９）
!!!!!!!!!!!!!

　项目开发 （１４０）
!!!!!!!!!!!!!

　内部管理 （１４０）
!!!!!!!!!!!!!

·７·

·目　录·



　企业党建 （１４０）
!!!!!!!!!!!!!

房集团 （１４０）
!!!!!!!!!!!!!!

　概况 （１４０）
!!!!!!!!!!!!!!!

　公租房管理 （１４１）
!!!!!!!!!!!!

　公房维修 （１４１）
!!!!!!!!!!!!!

　物业管理 （１４１）
!!!!!!!!!!!!!

　公租房接管 （１４１）
!!!!!!!!!!!!

经济和信息化管理 （１４１）
!!!!!!!!!!

　概况 （１４１）
!!!!!!!!!!!!!!!

　产业打造 （１４１）
!!!!!!!!!!!!!

　经济运行 （１４１）
!!!!!!!!!!!!!

　　２０１７年口区产值亿元以上工业企业一览表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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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生态乐活季 （１４２）
!!!!!!!!!!

　企业服务 （１４２）
!!!!!!!!!!!!!

　１１３５片土壤修复 （１４３）
!!!!!!!!!!

　智慧城市建设 （１４３）
!!!!!!!!!!!

　“互联网＋”政务服务 （１４３）
!!!!!!!!

　政府网站和网络安全 （１４４）
!!!!!!!!

　市场监管 （１４４）
!!!!!!!!!!!!!

　企业管理 （１４４）
!!!!!!!!!!!!!

旅游业 （１４５）
!!!!!!!!!!!!!!!

　概况 （１４５）
!!!!!!!!!!!!!!!

　全域旅游 （１４５）
!!!!!!!!!!!!!

　节庆活动 （１４５）
!!!!!!!!!!!!!

　行业监管 （１４５）
!!!!!!!!!!!!!

　旅游设施 （１４５）
!!!!!!!!!!!!!

口经济开发区 （１４５）
!!!!!!!!!!!

　概况 （１４５）
!!!!!!!!!!!!!!!

　招商引资 （１４５）
!!!!!!!!!!!!!

　项目建设 （１４６）
!!!!!!!!!!!!!

　配套服务 （１４６）
!!!!!!!!!!!!!

　　２０１７年口经济开发区税收１０００万元以上
　企业一览表 （１４７）

!!!!!!!!!!

生态环境保护

环境质量状况 （１４８）
!!!!!!!!!!!!

　概况 （１４８）
!!!!!!!!!!!!!!!

　环境空气质量 （１４８）
!!!!!!!!!!!

　地表水环境质量 （１４８）
!!!!!!!!!!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口区环境质量状况对比表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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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口区湖泊水质状况统计表 （１４９）
!

　声环境质量 （１４９）
!!!!!!!!!!!!

环境管理 （１５０）
!!!!!!!!!!!!!!

　概况 （１５０）
!!!!!!!!!!!!!!!

　水污染防治工作 （１５０）
!!!!!!!!!!

　改善空气质量 （１５０）
!!!!!!!!!!!

　严格依法行政 （１５０）
!!!!!!!!!!!

　环境监测 （１５０）
!!!!!!!!!!!!!

　核辐射安全监管和危险废物规范管理 （１５０）
!

　移动源排气污染防治 （１５０）
!!!!!!!!

　１１３５片土壤调查与修复 （１５１）
!!!!!!!

　环保宣教 （１５１）
!!!!!!!!!!!!!

环境监察 （１５１）
!!!!!!!!!!!!!!

　概况 （１５１）
!!!!!!!!!!!!!!!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１５１）
!!!!!!!!

　为民办实事 （１５１）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１５２）
!!!!!!!

　环境监管执法 （１５２）
!!!!!!!!!!!

节能环保工作 （１５２）
!!!!!!!!!!!!

　概况 （１５２）
!!!!!!!!!!!!!!!

　实施循环经济项目 （１５２）
!!!!!!!!!

　打造绿色低碳教育品牌 （１５２）
!!!!!!!

水　　务 （１５３）
!!!!!!!!!!!!!!

　概况 （１５３）
!!!!!!!!!!!!!!!

　防汛备汛 （１５３）
!!!!!!!!!!!!!

　堤防建设 （１５３）
!!!!!!!!!!!!!

　排水建设 （１５３）
!!!!!!!!!!!!!

　　２０１７年口区主要湖泊调查情况统计表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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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口区新建污水排水管道长度汇总表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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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泊保护与治理 （１５４）
!!!!!!!!!!

园林绿化 （１５４）
!!!!!!!!!!!!!!

　概况 （１５４）
!!!!!!!!!!!!!!!

　专业绿化 （１５４）
!!!!!!!!!!!!!

　养护管理 （１５５）
!!!!!!!!!!!!!

　社会绿化 （１５５）
!!!!!!!!!!!!!

·８·

·口年鉴·



　　２０１７年口区社会单位绿化情况统计表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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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建设和管理

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 （１５６）
!!!!!!!

　概况 （１５６）
!!!!!!!!!!!!!!!

　规划编制 （１５６）
!!!!!!!!!!!!!

　行政审批 （１５６）
!!!!!!!!!!!!!

　地籍地政 （１５６）
!!!!!!!!!!!!!

　地质灾害防治 （１５７）
!!!!!!!!!!!

　征地拆迁 （１５７）
!!!!!!!!!!!!!

　法规监察 （１５７）
!!!!!!!!!!!!!

　土地利用 （１５７）
!!!!!!!!!!!!!

　停车场建设 （１５８）
!!!!!!!!!!!!

市政建设 （１５８）
!!!!!!!!!!!!!!

　概况 （１５８）
!!!!!!!!!!!!!!!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１５８）
!!!!!!!!!

　重点工程征地征收 （１５８）
!!!!!!!!!

　轨道交通建设 （１５９）
!!!!!!!!!!!

　建筑业市场管理 （１５９）
!!!!!!!!!!

城乡统筹发展 （１５９）
!!!!!!!!!!!!

　概况 （１５９）
!!!!!!!!!!!!!!!

　“三旧”改造 （１６０）
!!!!!!!!!!!!

　土地储备 （１６０）
!!!!!!!!!!!!!

　项目创新 （１６０）
!!!!!!!!!!!!!

　　２０１７年口区旧城改造项目一览表 （１６０）
!

　　２０１７年口区经营性用地出让地块情况
　一览表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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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管理与交通运输 （１６２）
!!!!!!!!!

　概况 （１６２）
!!!!!!!!!!!!!!!

　城市综合管理 （１６２）
!!!!!!!!!!!

　城管执法体制改革 （１６２）
!!!!!!!!!

　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 （１６２）
!!!!!!!!

　占道整治 （１６２）
!!!!!!!!!!!!!

　渣土管理 （１６２）
!!!!!!!!!!!!!

　户外广告招牌及亮化管理 （１６２）
!!!!!!

　环境卫生管理 （１６３）
!!!!!!!!!!!

　“门前三包”管理 （１６３）
!!!!!!!!!!

　１１０联动及智慧城管建设 （１６３）
!!!!!!!

　道路桥梁维护 （１６３）
!!!!!!!!!!!

　燃气管理 （１６３）
!!!!!!!!!!!!!

　“治超”管理 （１６４）
!!!!!!!!!!!!

　噪声油烟污染管理 （１６４）
!!!!!!!!!

　绿化执法 （１６４）
!!!!!!!!!!!!!

　环卫设施建设 （１６４）
!!!!!!!!!!!

　依法行政 （１６４）
!!!!!!!!!!!!!

　队伍建设 （１６４）
!!!!!!!!!!!!!

　交通运输 （１６４）
!!!!!!!!!!!!!

　交通重点项目服务 （１６４）
!!!!!!!!!

　物流培育和管理 （１６４）
!!!!!!!!!!

　客货运管理 （１６４）
!!!!!!!!!!!!

　机动车维修管理 （１６５）
!!!!!!!!!!

　道路运输安全管理 （１６５）
!!!!!!!!!

公用事业 （１６５）
!!!!!!!!!!!!!!

·供　　水· （１６５）
!!!!!!!!!!!!

　概况 （１６５）
!!!!!!!!!!!!!!!

　供水服务 （１６５）
!!!!!!!!!!!!!

　网格化工作 （１６５）
!!!!!!!!!!!!

·供　　电· （１６５）
!!!!!!!!!!!!

　概况 （１６５）
!!!!!!!!!!!!!!!

　华源电力集团汉口分公司 （１６５）
!!!!!!

　武汉供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１６５）
!!!!!!

　供电服务 （１６６）
!!!!!!!!!!!!!

·供　　气· （１６６）
!!!!!!!!!!!!

　概况 （１６６）
!!!!!!!!!!!!!!!

　微信平台建设 （１６７）
!!!!!!!!!!!

　服务体系延伸 （１６７）
!!!!!!!!!!!

　满意度荣登榜首 （１６７）
!!!!!!!!!!

　保障稳定供气秩序 （１６７）
!!!!!!!!!

　管理工作创新 （１６７）
!!!!!!!!!!!

　安全生产 （１６７）
!!!!!!!!!!!!!

　　口地区天然气服务网点一览表 （１６７）
!!

交通　邮政　通信

交通管理 （１６８）
!!!!!!!!!!!!!!

　概况 （１６８）
!!!!!!!!!!!!!!!

　事故预防 （１６８）
!!!!!!!!!!!!!

　交通组织 （１６８）
!!!!!!!!!!!!!

·９·

·目　录·



　综合整治 （１６９）
!!!!!!!!!!!!!

　队伍建设 （１６９）
!!!!!!!!!!!!!

邮　　政 （１６９）
!!!!!!!!!!!!!!

　概况 （１６９）
!!!!!!!!!!!!!!!

　生产经营 （１６９）
!!!!!!!!!!!!!

　企业管理 （１７０）
!!!!!!!!!!!!!

　服务能力建设 （１７０）
!!!!!!!!!!!

　回馈社会 （１７０）
!!!!!!!!!!!!!

通　　信 （１７０）
!!!!!!!!!!!!!!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区分公司·

（１７０）
!!!!!!!!!!!!!!!!!

　概况 （１７０）
!!!!!!!!!!!!!!!

　业务经营 （１７０）
!!!!!!!!!!!!!

　网络建设 （１７０）
!!!!!!!!!!!!!

　通信服务 （１７１）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口区分公司·

（１７１）
!!!!!!!!!!!!!!!!!

　概况 （１７１）
!!!!!!!!!!!!!!!

　业务发展 （１７１）
!!!!!!!!!!!!!

　渠道营销 （１７１）
!!!!!!!!!!!!!

　通信服务 （１７１）
!!!!!!!!!!!!!

　网络建设和维护 （１７１）
!!!!!!!!!!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口营销中心·

　 （１７１）
!!!!!!!!!!!!!!!!!

　概况 （１７１）
!!!!!!!!!!!!!!!

　业务经营 （１７２）
!!!!!!!!!!!!!

　网络建设与维护 （１７２）
!!!!!!!!!!

　通信服务 （１７２）
!!!!!!!!!!!!!

　党风廉政建设 （１７２）
!!!!!!!!!!!

财政　税务　审计

财　　政 （１７３）
!!!!!!!!!!!!!!

　概况 （１７３）
!!!!!!!!!!!!!!!

　财政收入 （１７３）
!!!!!!!!!!!!!

　财政支出 （１７３）
!!!!!!!!!!!!!

　平衡情况 （１７４）
!!!!!!!!!!!!!

　收入征管 （１７４）
!!!!!!!!!!!!!

　企业发展 （１７４）
!!!!!!!!!!!!!

　社会保障 （１７４）
!!!!!!!!!!!!!

　社会事业 （１７４）
!!!!!!!!!!!!!

　行政经费 （１７４）
!!!!!!!!!!!!!

　预算编制改革 （１７４）
!!!!!!!!!!!

　国库集中收付 （１７４）
!!!!!!!!!!!

　政府采购 （１７４）
!!!!!!!!!!!!!

　资产管理 （１７５）
!!!!!!!!!!!!!

　政务公开 （１７５）
!!!!!!!!!!!!!

　财政监管 （１７５）
!!!!!!!!!!!!!

　财政投资评审 （１７５）
!!!!!!!!!!!

　国资监管 （１７５）
!!!!!!!!!!!!!

　金融监管 （１７５）
!!!!!!!!!!!!!

国家税务 （１７５）
!!!!!!!!!!!!!!

　概况 （１７５）
!!!!!!!!!!!!!!!

　税收征管 （１７５）
!!!!!!!!!!!!!

　依法行政 （１７６）
!!!!!!!!!!!!!

　　２０１７年口区国税纳税５０强企业一览表

（１７７）
!!!!!!!!!!!!!!!!

　“放管服”改革 （１７８）
!!!!!!!!!!!

　基层评议 （１７８）
!!!!!!!!!!!!!

地方税务 （１７９）
!!!!!!!!!!!!!!

　概况 （１７９）
!!!!!!!!!!!!!!!

　税源建设 （１７９）
!!!!!!!!!!!!!

　落实税收政策 （１７９）
!!!!!!!!!!!

　国地合作 （１７９）
!!!!!!!!!!!!!

　日常征管 （１７９）
!!!!!!!!!!!!!

　岗位培训 （１７９）
!!!!!!!!!!!!!

　阳光执法 （１８０）
!!!!!!!!!!!!!

　纳税服务 （１８０）
!!!!!!!!!!!!!

　政务管理 （１８０）
!!!!!!!!!!!!!

　从严治党 （１８０）
!!!!!!!!!!!!!

　基层党建 （１８０）
!!!!!!!!!!!!!

审　　计 （１８０）
!!!!!!!!!!!!!!

　概况 （１８０）
!!!!!!!!!!!!!!!

　财政审计 （１８０）
!!!!!!!!!!!!!

　政府投资审计 （１８１）
!!!!!!!!!!!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８１）
!!!!!!!!!!!

　专项资金审计 （１８１）
!!!!!!!!!!!

　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损益审计 （１８１）
!!!!!

　创新审计方法 （１８１）
!!!!!!!!!!!

·０１·

·口年鉴·



综 合 管 理

宏观经济管理 （１８２）
!!!!!!!!!!!!

　概况 （１８２）
!!!!!!!!!!!!!!!

　经济指标监测调度 （１８２）
!!!!!!!!!

　夯实产业发展要素基础 （１８２）
!!!!!!!

　改革统筹 （１８２）
!!!!!!!!!!!!!

工商行政管理 （１８３）
!!!!!!!!!!!!

　概况 （１８３）
!!!!!!!!!!!!!!!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１８３）
!!!!!!!!!

　事中事后监管 （１８３）
!!!!!!!!!!!

　广告监管 （１８４）
!!!!!!!!!!!!!

　合同监管 （１８４）
!!!!!!!!!!!!!

　网络市场监管 （１８４）
!!!!!!!!!!!

　商标品牌保护 （１８４）
!!!!!!!!!!!

　市场秩序整治 （１８４）
!!!!!!!!!!!

　农贸市场 （１８５）
!!!!!!!!!!!!!

　　２０１７年口区驰名商标一览表 （１８５）
!!!

　　２０１７年口区“名牌产品”企业一览表

　 （１８５）
!!!!!!!!!!!!!!!

　消费维权 （１８６）
!!!!!!!!!!!!!

质量技术监督 （１８６）
!!!!!!!!!!!!

　概况 （１８６）
!!!!!!!!!!!!!!!

　特种设备监管 （１８６）
!!!!!!!!!!!

　质量管理监督 （１８６）
!!!!!!!!!!!

　标准化和计量 （１８７）
!!!!!!!!!!!

物价管理 （１８７）
!!!!!!!!!!!!!!

　概况 （１８７）
!!!!!!!!!!!!!!!

　价格执法监管 （１８７）
!!!!!!!!!!!

　清费治乱 （１８８）
!!!!!!!!!!!!!

　价格认定 （１８８）
!!!!!!!!!!!!!

　“放心粮油”市场体系管理 （１８８）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１８８）
!!!!!!!!!!

　概况 （１８８）
!!!!!!!!!!!!!!!

　落实党政同责 （１８８）
!!!!!!!!!!!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１８８）
!!!!!

　初级农产品抽检转型升级 （１８９）
!!!!!!

　食品安全分级监管 （１８９）
!!!!!!!!!

　药品质量全程管控 （１８９）
!!!!!!!!!

　餐饮业质量安全管理 （１８９）
!!!!!!!!

　调整药械经营监管事权 （１８９）
!!!!!!!

　投诉举报及督办 （１８９）
!!!!!!!!!!

　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１９０）
!!!!!!!!!

　环同济健康城建设 （１９０）
!!!!!!!!!

　依法行政 （１９０）
!!!!!!!!!!!!!

　打击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１９０）
!!!!!!!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１９０）
!!!!!!!!!

　严格执行信息公开 （１９０）
!!!!!!!!!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１９１）
!!!!!!!!!!

　概况 （１９１）
!!!!!!!!!!!!!!!

　指标控制 （１９１）
!!!!!!!!!!!!!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１９１）
!!!!!!!!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１９１）
!!!!!!!!!

　安全生产行政许可 （１９１）
!!!!!!!!!

　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 （１９１）
!!!!!!!!

　职业安全健康监管 （１９１）
!!!!!!!!!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１９１）
!!!!!!!!!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口区安全生产相关

　指标统计表 （１９２）
!!!!!!!!!!

　《意见》《条例》宣贯工作 （１９２）
!!!!!!!

　应急救援工作 （１９２）
!!!!!!!!!!!

　安全大检查 （１９２）
!!!!!!!!!!!!

　行政处罚 （１９２）
!!!!!!!!!!!!!

房屋管理 （１９３）
!!!!!!!!!!!!!!

　概况 （１９３）
!!!!!!!!!!!!!!!

　保障性住房 （１９３）
!!!!!!!!!!!!

　房地产市场与房屋租赁 （１９３）
!!!!!!!

　物业管理 （１９４）
!!!!!!!!!!!!!

　房屋安全鉴定 （１９４）
!!!!!!!!!!!

　房屋交易监管 （１９４）
!!!!!!!!!!!

　行政执法 （１９４）
!!!!!!!!!!!!!

　房屋测绘 （１９５）
!!!!!!!!!!!!!

　档案建设 （１９５）
!!!!!!!!!!!!!

建筑管理 （１９５）
!!!!!!!!!!!!!!

　概况 （１９５）
!!!!!!!!!!!!!!!

　招投标管理 （１９５）
!!!!!!!!!!!!

·１１·

·目　录·



　造价管理 （１９５）
!!!!!!!!!!!!!

　市场行为监督 （１９５）
!!!!!!!!!!!

　建筑质量监督 （１９５）
!!!!!!!!!!!

　　２０１７年口区新增建筑企业一览表 （１９６）
!

　　２０１７年口区建筑企业既有资质情况统计表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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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体改革与建筑节能 （１９６）
!!!!!!!!

　安全监督管理 （１９７）
!!!!!!!!!!!

　文明施工管理 （１９７）
!!!!!!!!!!!

统　　计 （１９７）
!!!!!!!!!!!!!!

　概况 （１９７）
!!!!!!!!!!!!!!!

　统计工作 （１９７）
!!!!!!!!!!!!!

　统计监测 （１９７）
!!!!!!!!!!!!!

　依法统计 （１９７）
!!!!!!!!!!!!!

　诚信创建 （１９８）
!!!!!!!!!!!!!

　统计创新 （１９８）
!!!!!!!!!!!!!

　统计服务 （１９８）
!!!!!!!!!!!!!

　智库建设 （１９８）
!!!!!!!!!!!!!

教 育　科 技

教　　育 （１９９）
!!!!!!!!!!!!!!

　概况 （１９９）
!!!!!!!!!!!!!!!

　党建工作 （１９９）
!!!!!!!!!!!!!

　学前教育 （２００）
!!!!!!!!!!!!!

　小学教育 （２００）
!!!!!!!!!!!!!

　中学教育 （２０１）
!!!!!!!!!!!!!

　职业教育 （２０１）
!!!!!!!!!!!!!

　民办教育 （２０２）
!!!!!!!!!!!!!

　社区教育 （２０２）
!!!!!!!!!!!!!

　队伍建设 （２０２）
!!!!!!!!!!!!!

　体卫艺科技 （２０２）
!!!!!!!!!!!!

　教科研工作 （２０３）
!!!!!!!!!!!!

　教育督导保障 （２０４）
!!!!!!!!!!!

　杨小玲出席党代会 （２０４）
!!!!!!!!!

　　２０１７年口区公办幼儿园情况一览表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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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办幼儿园情况一览表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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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口区小学情况一览表 （２０９）
!!!

　　２０１７年口区初级中学情况一览表 （２１０）
!

　　２０１７年口区普通高级中学情况一览表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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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口区中等职业学校情况一览表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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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口区特殊教育学校情况一览表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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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 （２１１）
!!!!!!!!!!!!!!

　概况 （２１１）
!!!!!!!!!!!!!!!

　科技成果转化 （２１１）
!!!!!!!!!!!

　“汉江湾·云谷”建设 （２１２）
!!!!!!!!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２１２）
!!!!!!!!!

　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２１２）
!!!!!!!!!

　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 （２１３）
!!!!!!!!

　　２０１７年口区高新技术企业一览表 （２１３）
!

　　２０１７年口区技术合同登记一览表 （２１５）
!

文 化　体 育

文　　化 （２１６）
!!!!!!!!!!!!!!

　概况 （２１６）
!!!!!!!!!!!!!!!

　群众文化活动 （２１６）
!!!!!!!!!!!

　文化阵地建设 （２１６）
!!!!!!!!!!!

　文化遗产保护 （２１６）
!!!!!!!!!!!

　文化产业管理 （２１７）
!!!!!!!!!!!

　文学艺术 （２１７）
!!!!!!!!!!!!!

　新闻出版管理 （２１７）
!!!!!!!!!!!

体　　育 （２１７）
!!!!!!!!!!!!!!

　概况 （２１７）
!!!!!!!!!!!!!!!

　群众体育 （２１８）
!!!!!!!!!!!!!

　竞技体育 （２１８）
!!!!!!!!!!!!!

　体育设施维护 （２１８）
!!!!!!!!!!!

　体育产业管理 （２１８）
!!!!!!!!!!!

媒体传播 （２１８）
!!!!!!!!!!!!!!

　概况 （２１８）
!!!!!!!!!!!!!!!

　新闻宣传 （２１８）
!!!!!!!!!!!!!

　政务新媒体工作 （２１９）
!!!!!!!!!!

　“欢乐社区行”活动 （２１９）
!!!!!!!!!

　影像留存 （２１９）
!!!!!!!!!!!!!

　安全防范 （２１９）
!!!!!!!!!!!!!

·２１·

·口年鉴·



医 疗 卫 生

医　　疗 （２２０）
!!!!!!!!!!!!!!

　概况 （２２０）
!!!!!!!!!!!!!!!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２０）
!!!!!!!!!!!

　有证机构监管 （２２０）
!!!!!!!!!!!

　取缔无证行医 （２２０）
!!!!!!!!!!!

　紧密型医联体 （２２０）
!!!!!!!!!!!

　药事管理 （２２１）
!!!!!!!!!!!!!

　智慧养老 （２２１）
!!!!!!!!!!!!!

　中医药服务 （２２１）
!!!!!!!!!!!!

公共卫生 （２２１）
!!!!!!!!!!!!!!

　概况 （２２１）
!!!!!!!!!!!!!!!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２２１）
!!!!!!!!!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２２１）
!!!!!!!!!

　精神卫生 （２２１）
!!!!!!!!!!!!!

　传染病防治及卫生应急 （２２１）
!!!!!!!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２２１）
!!!!!!!!!

　艾滋病防治 （２２２）
!!!!!!!!!!!!

　孕产妇系统管理 （２２２）
!!!!!!!!!!

　儿童系统管理 （２２２）
!!!!!!!!!!!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２２２）
!!!!!!!!!

　健康教育 （２２２）
!!!!!!!!!!!!!

　爱国卫生月 （２２２）
!!!!!!!!!!!!

　爱国卫生宣传 （２２２）
!!!!!!!!!!!

　　２０１７年口区医院基本情况一览表 （２２３）
!

社 会 生 活

民族宗教 （２２９）
!!!!!!!!!!!!!!

　概况 （２２９）
!!!!!!!!!!!!!!!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２２９）
!!!!!!!

　落实少数民族政策 （２２９）
!!!!!!!!!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２２９）
!!!!!

　网格化管理 （２３０）
!!!!!!!!!!!!

　宗教事务管理 （２３０）
!!!!!!!!!!!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２３０）
!!!!!!

人　　口 （２３０）
!!!!!!!!!!!!!!

　概况 （２３０）
!!!!!!!!!!!!!!!

　母婴设施建设 （２３０）
!!!!!!!!!!!

　基本生育服务工作 （２３０）
!!!!!!!!!

　生育证件便民服务 （２３０）
!!!!!!!!!

　流动人口管理 （２３０）
!!!!!!!!!!!

　流动人口监测 （２３０）
!!!!!!!!!!!

　流动人口融合 （２３０）
!!!!!!!!!!!

　计生利益导向政策落实 （２３０）
!!!!!!!

　计生协会工作 （２３１）
!!!!!!!!!!!

民　　政 （２３１）
!!!!!!!!!!!!!!

　概况 （２３１）
!!!!!!!!!!!!!!!

　社区治理 （２３１）
!!!!!!!!!!!!!

　老旧社区综合改造 （２３１）
!!!!!!!!!

　社区志愿者工作 （２３１）
!!!!!!!!!!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２３１）
!!!!!!!!

　地名普查工作 （２３２）
!!!!!!!!!!!

　防灾减灾 （２３２）
!!!!!!!!!!!!!

　民间组织登记管理 （２３２）
!!!!!!!!!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２３２）
!!!!!!!

　大病医疗救助 （２３２）
!!!!!!!!!!!

　困难群众慰问 （２３２）
!!!!!!!!!!!

　婚姻登记管理 （２３３）
!!!!!!!!!!!

　　２０１７年口区社区一览表 （２３３）
!!!!!

　　２０１７年口区养老机构一览表 （２３７）
!!!

　　２０１７年口区高龄津贴发放一览表 （２３８）
!

　　２０１７年口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人数一览表

（２３８）
!!!!!!!!!!!!!!!!

　　２０１７年口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情况一览表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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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创业 （２４０）
!!!!!!!!!!!!!!

　概况 （２４０）
!!!!!!!!!!!!!!!

　“大学生留汉工程”落实 （２４０）
!!!!!!!

　“普惠制”就业公共服务实施 （２４０）
!!!!!

　“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开展 （２４０）
!!!!!

　“精准化”就业帮扶行动实行 （２４０）
!!!!!

住房保障 （２４０）
!!!!!!!!!!!!!!

　概况 （２４０）
!!!!!!!!!!!!!!!

　房源分配 （２４１）
!!!!!!!!!!!!!

·３１·

·目　录·



　租赁和租金补贴 （２４１）
!!!!!!!!!!

　人才公寓 （２４１）
!!!!!!!!!!!!!

　保障房房源建设 （２４１）
!!!!!!!!!!

社会保障 （２４１）
!!!!!!!!!!!!!!

　概况 （２４１）
!!!!!!!!!!!!!!!

　扩面征缴 （２４１）
!!!!!!!!!!!!!

　机关事业参保 （２４１）
!!!!!!!!!!!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口辖区五险扩面情况表

（２４２）
!!!!!!!!!!!!!!!!

　养老待遇审核工作 （２４２）
!!!!!!!!!

　医保生育待遇审核 （２４２）
!!!!!!!!!

　失业待遇审核 （２４２）
!!!!!!!!!!!

　工伤待遇审核 （２４２）
!!!!!!!!!!!

　稽核和信访 （２４３）
!!!!!!!!!!!!

　退休年审和发卡开卡 （２４３）
!!!!!!!!

　社保网申工作 （２４３）
!!!!!!!!!!!

残疾人事业 （２４３）
!!!!!!!!!!!!!

　概况 （２４３）
!!!!!!!!!!!!!!!

　全国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创建 （２４３）
!!!!

　残疾人康复服务 （２４３）
!!!!!!!!!!

　残疾人就业培训 （２４３）
!!!!!!!!!!

　残疾人社会保障 （２４３）
!!!!!!!!!!

　残疾人文体工作 （２４４）
!!!!!!!!!!

老龄工作 （２４４）
!!!!!!!!!!!!!!

　概况 （２４４）
!!!!!!!!!!!!!!!

　优化服务平台 （２４４）
!!!!!!!!!!!

　居家养老 （２４４）
!!!!!!!!!!!!!

　养老改革 （２４５）
!!!!!!!!!!!!!

街　　道

易 家 街 （２４６）
!!!!!!!!!!!!!!

　概况 （２４６）
!!!!!!!!!!!!!!!

　党建工作 （２４６）
!!!!!!!!!!!!!

　街道经济 （２４６）
!!!!!!!!!!!!!

　重点项目 （２４７）
!!!!!!!!!!!!!

　民生服务 （２４７）
!!!!!!!!!!!!!

　社会治理 （２４７）
!!!!!!!!!!!!!

　　２０１７年易家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４８）
!!!

古 田 街 （２４９）
!!!!!!!!!!!!!!

　概况 （２４９）
!!!!!!!!!!!!!!!

　党建工作 （２４９）
!!!!!!!!!!!!!

　街道经济 （２４９）
!!!!!!!!!!!!!

　项目建设 （２４９）
!!!!!!!!!!!!!

　民生服务 （２４９）
!!!!!!!!!!!!!

　城市管理 （２４９）
!!!!!!!!!!!!!

　　２０１７年古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０）
!!!

　安全稳定 （２５０）
!!!!!!!!!!!!!

长 丰 街 （２５０）
!!!!!!!!!!!!!!

　概况 （２５０）
!!!!!!!!!!!!!!!

　　２０１７年长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１）
!!!

　党建工作 （２５１）
!!!!!!!!!!!!!

　街道经济 （２５１）
!!!!!!!!!!!!!

　项目建设 （２５１）
!!!!!!!!!!!!!

　消防安全 （２５１）
!!!!!!!!!!!!!

　城市管理 （２５１）
!!!!!!!!!!!!!

　社会事务 （２５２）
!!!!!!!!!!!!!

韩家墩街 （２５２）
!!!!!!!!!!!!!!

　概况 （２５２）
!!!!!!!!!!!!!!!

　党建工作 （２５２）
!!!!!!!!!!!!!

　区域发展 （２５２）
!!!!!!!!!!!!!

　　２０１７年韩家墩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３）
!!

　公共服务 （２５３）
!!!!!!!!!!!!!

　城市管理 （２５４）
!!!!!!!!!!!!!

　公共安全 （２５４）
!!!!!!!!!!!!!

宗 关 街 （２５４）
!!!!!!!!!!!!!!

　概况 （２５４）
!!!!!!!!!!!!!!!

　党建工作 （２５４）
!!!!!!!!!!!!!

　街道经济 （２５５）
!!!!!!!!!!!!!

　城市管理 （２５５）
!!!!!!!!!!!!!

　社会事务 （２５５）
!!!!!!!!!!!!!

　平安创建 （２５５）
!!!!!!!!!!!!!

　　２０１７年宗关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６）
!!!

汉水桥街 （２５７）
!!!!!!!!!!!!!!

　概况 （２５７）
!!!!!!!!!!!!!!!

　党建工作 （２５７）
!!!!!!!!!!!!!

　街道经济 （２５７）
!!!!!!!!!!!!!

·４１·

·口年鉴·



　城市管理 （２５７）
!!!!!!!!!!!!!

　　２０１７年汉水桥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８）
!!

　社会事务 （２５８）
!!!!!!!!!!!!!

　平安创建 （２５８）
!!!!!!!!!!!!!

宝 丰 街 （２５８）
!!!!!!!!!!!!!!

　概况 （２５８）
!!!!!!!!!!!!!!!

　党建工作 （２５９）
!!!!!!!!!!!!!

　区域发展 （２５９）
!!!!!!!!!!!!!

　公共服务 （２５９）
!!!!!!!!!!!!!

　公共管理 （２５９）
!!!!!!!!!!!!!

　公共安全 （２６０）
!!!!!!!!!!!!!

　综合工作 （２６０）
!!!!!!!!!!!!!

　　２０１７年宝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６０）
!!!

荣 华 街 （２６３）
!!!!!!!!!!!!!!

　概况 （２６３）
!!!!!!!!!!!!!!!

　党建工作 （２６３）
!!!!!!!!!!!!!

　街道经济 （２６３）
!!!!!!!!!!!!!

　城市管理 （２６３）
!!!!!!!!!!!!!

　社会事务 （２６３）
!!!!!!!!!!!!!

　　２０１７年荣华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６４）
!!!

　综合治理 （２６４）
!!!!!!!!!!!!!

汉 中 街 （２６４）
!!!!!!!!!!!!!!

　概况 （２６４）
!!!!!!!!!!!!!!!

　党建工作 （２６５）
!!!!!!!!!!!!!

　街道经济 （２６５）
!!!!!!!!!!!!!

　重点项目 （２６５）
!!!!!!!!!!!!!

　安全稳定 （２６５）
!!!!!!!!!!!!!

　民生工作 （２６５）
!!!!!!!!!!!!!

　城市管理 （２６５）
!!!!!!!!!!!!!

　　２０１７年汉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６６）
!!!

　社区教育 （２６６）
!!!!!!!!!!!!!

六角亭街 （２６６）
!!!!!!!!!!!!!!

　概况 （２６６）
!!!!!!!!!!!!!!!

　党建工作 （２６７）
!!!!!!!!!!!!!

　项目建设 （２６７）
!!!!!!!!!!!!!

　经济建设 （２６７）
!!!!!!!!!!!!!

　城市管理 （２６７）
!!!!!!!!!!!!!

　安全综治 （２６７）
!!!!!!!!!!!!!

　　２０１７年六角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６８）
!!

　民生服务 （２６８）
!!!!!!!!!!!!!

　社会治理创新 （２６８）
!!!!!!!!!!!

汉 正 街 （２６９）
!!!!!!!!!!!!!!

　概况 （２６９）
!!!!!!!!!!!!!!!

　党建工作 （２６９）
!!!!!!!!!!!!!

　重点项目 （２６９）
!!!!!!!!!!!!!

　城市管理 （２６９）
!!!!!!!!!!!!!

　文明创建 （２７０）
!!!!!!!!!!!!!

　社会服务 （２７０）
!!!!!!!!!!!!!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７０）
!!!

　平安创建 （２７１）
!!!!!!!!!!!!!

２０１７年大事记

１月 （２７２）
!!!!!!!!!!!!!!!!!

２月 （２７３）
!!!!!!!!!!!!!!!!!

３月 （２７４）
!!!!!!!!!!!!!!!!!

４月 （２７６）
!!!!!!!!!!!!!!!!!

５月 （２７８）
!!!!!!!!!!!!!!!!!

６月 （２８０）
!!!!!!!!!!!!!!!!!

７月 （２８２）
!!!!!!!!!!!!!!!!!

８月 （２８５）
!!!!!!!!!!!!!!!!!

９月 （２８８）
!!!!!!!!!!!!!!!!!

１０月 （２９０）
!!!!!!!!!!!!!!!!

１１月 （２９２）
!!!!!!!!!!!!!!!!

１２月 （２９４）
!!!!!!!!!!!!!!!!

组织机构与领导人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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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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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口区委员会 （２９６）
!!!!!!!!!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９８）
!!!

　口区人民政府 （２９８）
!!!!!!!!!!

　政协武汉市口区委员会 （３０１）
!!!!!!

　口区人民武装和司法机构 （３０１）
!!!!!

　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 （３０２）
!!!!!!!!

·５１·

·目　录·



　街道（办事处） （３０３）
!!!!!!!!!!!

　区属企事业单位 （３０４）
!!!!!!!!!!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先进集体 （３０５）
!!!!!!!!!!!!!!

先进个人 （３０６）
!!!!!!!!!!!!!!

附　　录

文件目录选编 （３０７）
!!!!!!!!!!!!

　中共口区委员会文件选目 （３０７）
!!!!!

　中共口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选目 （３０７）
!!

　口区人民政府文件选目 （３０９）
!!!!!!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选目 （３０９）
!!!

新闻宣传 （３１１）
!!!!!!!!!!!!!!

统计资料 （３６４）
!!!!!!!!!!!!!!

　人口状况表 （３６４）
!!!!!!!!!!!!

　人口按年龄分组表 （３６４）
!!!!!!!!!

　人口增减情况表 （３６５）
!!!!!!!!!!

　土地面积人口密度表 （３６６）
!!!!!!!!

　地区生产总值表 （３６６）
!!!!!!!!!!

　工业生产、销售总量表 （３６７）
!!!!!!!!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表（一） （３６８）
!!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表（二） （３６８）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
　消费量表 （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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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总值表 （３６９）
!!!!

　建筑业企业年报生产情况表 （３７０）
!!!!!

　建筑业企业年报财务状况表 （３７１）
!!!!!

　投资完成情况表 （３７１）
!!!!!!!!!!

　标准化工作情况表 （３７２）
!!!!!!!!!

　城镇居民收支表 （３７３）
!!!!!!!!!!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目标完成情况统计表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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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发展情况表 （３７４）
!!!!!!!

　招商引资情况表 （３７４）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 （３７４）
!!!!!!!

　财政收入预算完成情况表 （３７５）
!!!!!!

　财政支出情况表 （３７６）
!!!!!!!!!!

　环境卫生设施情况表 （３７７）
!!!!!!!!

　文化事业基本情况表 （３７８）
!!!!!!!!

　文化活动情况表（一） （３７８）
!!!!!!!!

　文化活动情况表（二） （３７９）
!!!!!!!!

　体育活动情况表（一） （３８０）
!!!!!!!!

　体育活动情况表（二） （３８０）
!!!!!!!!

　中小学校校舍情况表 （３８１）
!!!!!!!!

　专任教师年龄情况表 （３８１）
!!!!!!!!

　中小学校基本情况表 （３８２）
!!!!!!!!

　民政优抚事业情况表 （３８２）
!!!!!!!!

　社会救济及优抚事业费使用情况表 （３８３）
!!

　社会团体情况表 （３８３）
!!!!!!!!!!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情况表 （３８３）
!!!!

　卫生计生系统人员情况统计表 （３８４）
!!!!

　医疗机构情况统计表 （３８５）
!!!!!!!!

　已婚育龄女婚姻、生育情况表 （３８５）
!!!!!

　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独生子女家庭情况表
（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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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龄妇女婚姻、生育年龄别表 （３８６）
!!!!!

　采取各种节育手术情况表 （３８６）
!!!!!!

　育龄妇女节育情况表 （３８６）
!!!!!!!!

索　　引 （３８７）
!!!!!!!!!!!!!!

·６１·

·口年鉴·



书书书

特　　


载

弘扬奋斗精神　聚力改革创新
开创口赶超发展新局面

———２０１８年３月６日在中共口区委十二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中共口区委书记　景新华

　　中共口区委书记景新华在区委十二届六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区委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

济工作会、全区拼搏奉献创优争先大会，主要任务

是：学习贯彻中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市委十三届

四次全会、全市拼搏奉献创优争先表彰大会精神，全

面总结２０１７年工作，表彰２０１７年度绩效管理综合
考评立功单位和履职尽责、拼搏奉献先进个人，研究

部署２０１８年任务。
刚才，丹平区长总结了 ２０１７

年工作，对今年的各项工作，讲得

很全面，部署得很细、很具体，重点

很明确，目标任务很振奋人心，大

家要认真学习领会，积极响应落

实。下面，在丹平区长讲的基础

上，我再强调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充分肯定２０１７年工作成绩

２０１７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带头转变作

风，带头拼搏赶超，圆满完成“四张成绩单”任务。

这一年，我们聚焦经济发展强势发力，推动发展

“成绩单”获评全市优秀，地区生产总值等７项市级
主要指标超过拼搏目标，其中ＧＤＰ增幅近三年首次
追平全市平均增幅８％，服务业增加值增幅近四年
首次超过９％，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位居全市第二，引
进深投控等一批优质企业，“Ｄ＋Ｍ”工业设计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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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远大医药等企业的发展势头，全区产业发展格

局值得期待。

这一年，我们全面推进改革精准落地见效，汉江

湾“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打造长江经

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的经验做法，登上人民日报头

版头条，获得国家开发银行授信９５亿元；校园足球
改革成果全市推广；“三办”（马上办、网上办、一次

办）改革、居家养老“１３３工程”全市领先。
这一年，我们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信访积案化

解成效居中心城区首位，实现连续 ２００多天零进
京非访，“一感两度两率”（“一感”指群众安全感，

“两度”指社会治安满意度、政法机关公正执法满

意度，“两率”指平安创建活动知晓率、参与率）四

项主要指标排名大幅提升，“海燕直通车”和“黄手

环”等法治惠民工程成效显著，蝉联新一届省级文

明城区，安全生产获评全市优秀。

这一年，我们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调研选拔

１０１名“狮子型”干部和６５名“老黄牛型”干部，提
拔、重用、交流干部１９６人次，“红色引擎工程”整区
推进，完成区监察委组建工作，开展四轮区委政治巡

察，打造“汉水清风”廉政教育品牌，为口赶超发

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发展成绩可圈可点，干部精神风貌更为可贵。

今天会上受到表彰的２０１７年度综合考评立功单位、
履职尽责拼搏奉献先进个人就是先进代表，他们身

上集中彰显了“拼搏赶超、改革创新、落地见效、服

务奉献”的精神，值得全区上下认真学习。

二、口面临的发展形势和２０１８年工作要求

（一）认清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口的发展也

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机遇的时

代，口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是口

极其关键、大有可为、构建格局的历史时期。

极其关键，就是口已经落后太久，不能再徘

徊，不能再走弯路，不能再犯方向性的错误。

大有可为，就是过去六年腾出了空间，打开了通

道，显现了潜力，增强了信心，迎来了创新发展模式、

再造城市功能、升级产业结构、实现后发先至的历史

机遇。

构建格局，就是要加快构建城市空间格局、产业

发展格局、开放合作格局，敢于竞争、善于合作，为

口未来的长期发展谋篇布局、夯实基础。

（二）正视我们面临的挑战

新时代也是一个挑战与困难不断出现、不断变

化的时代。虽然全区总体形势是好的，但也要清醒

地认识到，我们与兄弟城区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仍

处于落后追赶的局面，仍面临机遇稍纵即逝的风险。

对标先进，我们与标兵城区的差距越来越大。

长江新城建设来势很猛，城区竞争非常激烈。地区

生产总值，江汉、武昌、江岸分别达１１４２亿元、１１０２
亿元、１０７３亿元，接近我们的两倍。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江汉、武昌、江岸分别达１３１亿元、１２８亿
元、１１１亿元，是我们的两倍多，特别是江汉区在基
数第一的同时还能保持高速增长，非常值得我们研

究学习。固定资产投资，江岸达５５６亿元，是我们的
两倍多，差距仍呈继续扩大之势。

环视周边，我们受兄弟城区发展的挤压越来越

重。汉阳、洪山发展势头强劲。地方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我们与汉阳的差距由２０１３年的３亿元扩大到
２０１７年的２２亿元，与洪山的差距由２０１３年的１０亿
元扩大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４亿元。青山奋起直追，化工
区并入，发展空间潜力巨大。

反省自身，我们拼搏赶超的劲头与发展需要还

有差距。我们面临转型跨越的双重使命，发展不够、

实力不强、质量不优依然是口的基本区情、最大实

际。重点项目数量偏少、规模偏小、质量不优，当前

经济发展动力不强；缺乏主导产业、支撑产业，推动

长远发展的新动能尚未形成；城市管理不够精细，仍

存在许多短板弱项，“三旧”改造和基础设施欠账较

多，城区环境面貌不优；民生保障水平不高，跟不上

群众需求，本质安全基础还很薄弱，积累的各类社会

矛盾风险增大；“新衙门作风”不同程度存在，拼搏

赶超、担当作为的劲头与兄弟城区相比还有较大差

距；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意识还

需要加强，“头雁效应”还不明显，压力传导还不足。

干部对发展形势的认识不够、定位不清，紧迫感、责

任感、使命感还有待加强。

总之，标兵渐行渐远，追兵越来越近，看得见、看

不见的差距长期存在，发展形势逼人，竞争态势逼

人。面对这样的困境、这样的压力、这样的期待，我

们任何人都不是旁观者，没有任何理由指手画脚，没

有任何理由陶醉于眼前的成绩、沉湎于过去的辉煌，

更没有任何理由自暴自弃、自怨自艾、自说自话。如

果我们还是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就会贻误时机，我

们对口和口人民就无法交代。口的困难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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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面前，口的问题在我们心里，口的任务在我们

手中，口的前途在我们肩上，希望大家都要憋足一

口气、铆足一股劲，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

感、责任感、使命感、危机感，艰苦奋斗、久久为功，抢

抓机遇、赢得先机。

（三）明确今年的工作要求

２０１８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是复兴大武汉
宏伟蓝图和各项创新举措的落地见效之年，也是实

现口构建格局、跨越赶超的关键之年、转折之年。

有四个标志性工作决定了能否成功实现转折：

一是汉江湾科创总部基地落地开工，二是汉正街金

融岛开工建设，三是东风村“城中村”改造挂牌摘

牌，四是宗关铁桥片、建一路西片、汉正西物流片等

地块成功出让。完成这四项工作，口的经济就能

上规模、上台阶，产业就会定方向、定格局。全区一

定要上下齐心、全力以赴，确保实现。

今年工作的主题是：弘扬奋斗精神，聚力改革创

新，开创口赶超发展新局面。

做好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新

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的根本要求，以转型创新升级为主题，全面推进发

展理念创新、产业体系创新、开发模式创新、城市

治理创新，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着力建设三大功

能区，重点发展三大产业，全力打造三张靓丽名

片，为百姓谋幸福、为口谋复兴，加快建设现代

科创智城、美丽生态口。

三、重点把握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高质量发展与三大功能区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

的特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是一个重大判断，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色、绿色成为

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

发展。

从国家层面来说，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

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即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

先；牢牢把握工作主线，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牢牢把握基本路径，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牢牢把握着力点，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

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牢

牢把握制度保障，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

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落实到口层面，就是要把实现高质量、可持

续、特色化发展作为重要使命，不头脑发热，不好大

喜功，不急功近利，不犯颠覆性错误，走健康稳健发

展之路。作为一个城市来讲，城市发展的高质量就

包括产业的高质量、环境的高质量、人民生活的高质

量。具体要求就是要突出高端商务、高新产业、高质

功能、高效服务，以三大功能区建设为抓手，坚持产

城融合，科学布局区域空间结构，实现城市功能优质

均衡、产业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和谐宜居、生态

空间城绿水秀，推动口更可持续地发展。

建设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把时尚汉正街

打造成为最靓丽的时尚名片。按照“汉口之根、武

汉之心、世界之窗”的目标定位，巩固城市主中心地

位，努力打造长江主轴核心亮点区块，主动融入历史

之城和当代之城建设。

坚定不移推进综合整治、征收拆迁、项目建设、

转型升级四大任务，加快恒隆、复星等项目建设，完

成汉正街东片扩大片、长江食品厂 Ａ２、Ｂ片等地块
征收，力争完成三特片征收，力争实现跃进片、一职

教东片等地块挂牌，启动六角南巷片等地块征收。

按照市委“重振汉服雄风”的要求，发展高端时

尚产业，打造“武汉国际时尚中心”，建设以中山大

道为横轴、以多福路为纵轴的汉正街“城市 Ｔ台”，
加强与纺织大学等高校和国内外知名设计师的战略

合作，打造各具特色的时尚街区，推动汉正街武汉中

央服务区向国际化、高端化、时尚化迈进。

建设宝丰—宗关特色商务带，把同济健康城打

造成为最知名的健康名片。坚持全域健康，形成

“一核多点”发展格局。充分放大同济品牌效应，深

化与同济医学院和同济等医院的战略合作，推进医

联体改革。整合楼宇资源，推动新世界、同馨商务大

厦、蓝天宾馆等楼宇资源向大健康聚焦，完成地大

片、十七初等地块征收，实现宗关铁桥片、建一路西

片等地块挂牌，加快汉宜路片开发建设，打造同济转

化医学中心、健康智谷，加快建设全省健康服务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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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

建设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把科创汉江湾打造

成为最响亮的科创名片。坚持生态、功能、民生先

行，全面提升汉江湾城市价值，建设新经济中心、新

生活中心、新生态中心。加强区域整体规划布局，加

快推进汉江湾·云谷建设，推动汉江湾科创总部基

地落地开工。加快龙湖汉江湾等项目建设和实现汉

正西物流片供地。加快“城中村”改造，实现东风村

挂牌。加紧谋划建设国际医院、国际学校、国际社

区，持之以恒办好“汉江湾国际生态乐活季”，打造

武汉都市旅游品牌。

第二个问题：现代科创智城与三大产业发展

现代科创智城突出强调现代产业支撑，实现从

房地产主导型到产业主导型开发模式的转变，以科

创产业为主攻方向，涵盖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

为什么打造现代科创智城。高质量发展是未来

经济发展的主题，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在于高

质量产业，高质量产业也是城市高水平发展的关键

和基础。经过过去几年的探索，我们形成了

“１＋３＋Ｎ”产业发展思路，其中“１”代表的是以互联
网为核心的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既有大方向，又

有重点领域。现代科创智城是基于产业定位而确定

的，这种定位是赶超发展的战略定位，是产业升级的

必由之路，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怎么样推进现代科创智城建设。具体路径就是

开放合作、“双招双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要

借势、借力、借智，不断深化拓展与深圳的合作，努力

创造条件和北京、硅谷等先进地区的合作。建设现

代科创智城既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又不能允许慢慢

推进，要快速形成格局，快速形成集聚，快速抢得先

机，快速形成优势，还要立足长远、精心谋划、久久为

功。既然我们确立了方向、选准了目标、迈开了脚

步，就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凝聚力量、全力推进。

今年要着力推进的重点工作。一是重中之重要

全力推动汉江湾科创总部基地落地开工。科创总部

基地是“压舱石”项目，是“定海神针”，对打造现代

科创智城是决定性的，没有这个项目的落地，现代科

创智城的定位就不成立，也不会成功。我们一定要

解放思想、创新方法、下定决心，确保项目不出现任

何闪失。二是要深化区域整体规划布局。三是要加

快万人宿舍片、易家墩村、舵落口村、东风村征收拆

迁。四是要统筹“城中村”产业用地和园区资源向

科创产业聚焦。五是要加强与先进地区的创新合

作。六是要更大力度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三大

产业发展。七是实施汉江湾管理体制改革。

第三个问题：打好三大攻坚战与民生保障

打好三大攻坚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内在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任务。我们要结合口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坚持底线思

维，增强忧患意识，疏堵结合、有序化解、标本兼治，

不断完善监管体制。

防范治理金融风险。要加强国资公司债务风险

防范、房集团等国有企业经营风险监管和社会非

法集资矛盾化解稳控。

防范化解稳定风险。要着力防范金正茂等历史

遗留问题、动迁安置房问题和突发性事件引起的群

体性事件。

防范控制安全风险。要强化对汉正、长丰等老

旧城区，以及基础薄弱领域消防和安全生产的监管

防控。

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坚持问题导向，创新方

法举措，全面完成对口帮扶任务，不断提高全区保障

和改善民生水平。

夯实民生保障基础工程，完善就业、就医等基础

保障，加快保障房及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公租房管

理，有计划地解决居民用电、用水、物业管理、电梯安

全等一系列民生短板。

打造民生品牌示范工程，系统集成居家养老

“１３３工程”，整区推进“红色港湾”建设，深化“校园
足球”和“教育云”等特色品牌，围绕服务和凝聚职

工、青年、妇女、残疾人，打造一系列民生服务品牌。

深化民生服务供给创优工程，突出家庭医生、慢

病管理、中医服务，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质量和水

平。培育一批群众性文化社团，开展一批群众性品

牌文化活动，不断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加强源头防控，推进重点治理，建立长效机制。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锲而不舍打好“蓝天

保卫战”，加大园林绿化建设力度，高标准实施汉江

湾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加快构建“东轴西谷、南北绿

带、垂江画廊、景观大道”全域生态格局。

以“四水共治”为抓手，完成江滩四期建设，加

快福新泵站、肖家地泵站建设，加快排水市场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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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化、信息化改革，加强宗关水源地保护，着力推进

老旧社区二次供水改造和常态化管理，积极保护利

用张毕湖、竹叶海生态湖泊资源，探索“大湖 ＋”建
设开发模式，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打造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第四个问题：社会治理创新与城市建设管理

要推动管理重心下移，建立“自治、法治、德治

与服务一体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探索以基层党建

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路子，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健全联系服务群众机

制，全面实施区委常委联系街道、区领导联系重点工

作、机关干部联系企业社区、街道干部深入工作一

线、社区群干进网格进家庭、年轻干部到一线锻炼等

制度机制，扎实开展“万警进社区”活动。完善网上

群众工作部工作机制，落实领导开门接访、专班稳控

化解、领导包案化解、属地重点稳控、定期研判调度

信访维稳五大机制，定期开展领导下基层大接访，集

中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支持基层、服务群众。深化

平安口建设，做实网格化管理，推进依法治区，提

升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

加快推进旧城改造。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发展

的重要抓手，破解征收拆迁难题，提高质量效益，全

力推动“三旧”改造，加快城市功能完善、品质提升

和形象塑造。推广群众工作线、依法征收线“两线

工作法”，推进和谐征收。持续推进老旧城区“微更

新、微改造”，实施云鹤社区、古南社区等老旧社区

综合环境改造，整体规划打造文化武胜里特色街区，

建造品质化、特色化、人性化的城市发展环境。

提升城市建管水平。加快推进汉江大道、惠安

大道、汉江七桥、轨道交通７号线、１２号线、古田一
路北段、沿河大道等市级重点工程建设工作，确保建

成丰美路等１２条道路，加快建设太平洋路等１０条
道路。打造全域城管、精细城管、智慧城管、法治城

管、责任城管、为民城管。

第五个问题：改革创新与推动工作落实

改革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一种工作方法、

一种精神状态。今年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口有改
革创新的历史基因、深厚土壤和现实基础，要抓住机

遇、乘势而上，以改革的举措，改革的手段，改革的精

神，扭住关键、精准发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实

现更高水平、更高效益的发展。

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改革部署。全力

推进汉江湾“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

打造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深化校园足球

试点改革，加快形成工作经验和示范性成果。加

强“互联网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打造“三办”
（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改革口模式。创新产

业发展模式，加快探索中心城区科创产业发展路

径。按照中央和省、市部署，推进机构和行政体制

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新民营经济

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千局千企”和“双万双

联”活动，打造新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区。

深入实施项目化管理。按照“工作项目化、项

目目标化、目标责任化、考评科学化”的要求，坚持

全面覆盖、突出重点，不断深化完善项目清单，形成

“项目树”体系，做到重点工作项目化、岗位职责项

目化、干部责任项目化。实行全过程、全周期考核管

理，评选优秀项目，宣传先进典型，推动工作落实。

不断改革绩效考核方式。要按照市、区考核联

动的原则，鼓励各部门、各单位积极承担市级绩效指

标，积极承担市、区重点任务，努力打造在全市、全省

甚至全国有影响力和群众真心拥护的的工作成果和

工作品牌。承担市级绩效指标、市级重点任务的主

责部门，凡是市里考评为“优秀”的，原则上区里考

评为“优秀”及以上；凡是市里考评为“良好”的，原

则上区里不评为“立功”。要激励争先创优、鼓励敢

于担当、奖励拼搏赶超，切实提升考核的科学性、准

确性、导向性、激励性，形成“人人要努力、个个能出

彩”的干事创业氛围。

加快形成大督查格局。加强督促检查工作，探

索建立重点工作主要领导亲自督查、分管领导跟踪

督查、督查部门集中督查、责任部门自我督查、部门

之间相互督查的大督查工作格局，围绕重点工作开

展专项督查，保证重点工作督查到位、落实到位。

四、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

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

高党的建设质量，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政协依法依

章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为口赶超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一是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执行

党的政治路线，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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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认真执行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落实党委（党组）工作条

例，提高执行民主集中制水平。加强党内政治文化

建设，强化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教育塑造。要加强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

悟和政治能力。

二是切实加强思想建设。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

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学思践悟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教

育引导广大共产党员牢记党的宗旨，不断坚定“四

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深入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化“支部主题党日 ＋”。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永葆奋

斗初心和不变底色。

三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政治

标准和好干部要求，推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改革，选

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健全“狮子型”干部培养选

拔长效机制，统筹用好“老黄牛型”干部。按照人岗

相适、用人所长，群众公认、业绩突出，素质好、业绩

好、有潜力的原则，综合运用民意测评、非定向民主

推荐、集中考察、结构化分析、重点工作挂职锻炼等

方式，交流选拔干部。加大优秀年轻干部、女干部和

党外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力度。高度重视做好老干部

工作，加强军队转业干部队伍建设，创新退二线干部

管理使用机制。落实容错免责机制，不断激发各类

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强化干部监督，促进选人用人

风清气正。

四是推动“红色引擎工程”扩面提质。以“红色

引擎工程”为总抓手，发挥“两新”党组织的政治核

心作用，统筹抓好机关、社区、企业三大领域基层党

建工作，重点打造市场党建、楼宇党建、电商党建等

非公党建品牌，加强“红色物业”“红色头雁”“红色

细胞”和“红色基金”等方面的探索实践，不断拓展

覆盖面。充分发挥“红色基金”在党内激励、关怀、

帮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把“红色阵地”打造成面向

群众的政治中心、服务中心、活动中心、学习中心。

加大“红色物业”探索推进力度，实现物业服务全覆

盖、党的工作全覆盖、服务水平全提升、治理能力全

提升、群众评价全提升。加大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整顿力度。

五是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纠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

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和

省委、市委、区委实施办法，始终坚定对党的事业的

无限忠诚，始终饱含对人民无比深厚的感情，始终满

怀对口无比深切的热爱，始终保持拼搏赶超的精

气神，自觉转作风、改作风。扎实开展“正风除弊”

五大行动，重拳整治“新衙门作风”，坚决查处“表态

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问题。组织开展“营商

环境净化”行动和“双评议”活动，加大力度查处区

委政治巡察、基层作风巡查、电视问政中群众反映突

出的问题。

六是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持反腐败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群众反

映强烈的领导干部和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腐败，着

力减少存量、遏制增量。严厉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

问题，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坚决“打苍

蝇”、查处“微腐败”，切实提高群众正风反腐满意

度。有效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

动谈话函询常态化、规范化。健全工作运行机制，规

范完善工作流程，增强战斗力、执法力。加强区委政

治巡察。

七是全面增强工作本领。坚持科学工作方法，

强化实践锻炼，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

新视野，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切实增强学

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

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

驭风险本领，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学要勤、思

要深、践要实、悟要准，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抢抓历史机遇、赢得

战略主动。

同志们，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人人都要勇做

新时代的奋斗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全心全意为老百姓谋幸

福，尽心尽责为口谋复兴，为建设现代科创智城、

美丽生态口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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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在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口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严学彬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严学彬在口区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

各位代表：

我受区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

审议。

２０１７年主要工作

２０１７年，在中共口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区人
大常委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认真学习贯彻省、市、区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全

区工作大局，依法履职，积极作为，实现新一届人大

工作良好开局。一年来，先后召开７次常委会会议
和３８次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２７个专
项工作报告，组织开展１９次监督行动，检查５部法

律法规实施情况，对区建设局等４
个政府部门进行工作评议，完成６
项深化改革任务，制定修订１３项
工作制度，支持和保证人民群众通

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为

加强我区民主法治建设，推动经济

社会加快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确保

区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坚持服务工作大局。围绕全

市１号工程和我区“三个三”战略
布局，听取和审议关于引进外资、

环境保护、科技事业等１５个专项
工作报告。高度关注三大产业发

展，多次组织代表就重点议题进行

视察检查，提出建设性意见；积极支持三大功能区建

设，２次专题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注重扩大公
民有序政治参与，积极邀请人大代表和居民群众参

加相关视察检查督查活动，更广泛地凝聚民意，更大

程度地推动我区重点工作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

持。按照区委统一部署，积极参与安全检查、暗查暗

访、信访维稳、“双万双联”、招才引智等工作，主任

会议成员带头包保信访积案，１２件包保积案全部按
要求化解。

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认真开展“聚力脱贫攻

坚，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口地区１４个市、区
人大代表小组分别督导我区对口帮扶的黄陂区２０
个贫困村。３１２名省、市、区人大代表采取“六看、五
问、三核查”的办法，宣传扶贫政策，督导扶贫工作，

力所能及地帮助困难家庭解决实际问题。代表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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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贫困家庭１３７户，电话抽查驻村干部７２人，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转交办理，助推脱贫攻坚年度目标如

期完成。

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人

大依法任免相统一，严格规范任免程序，坚持议案审

查、考试、供职、民主票决，全年共审议通过人事任免

议案１７件，任免我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１３５人次，
保证市、区委人事安排顺利实现，保障我区国家机关

有序运转。严格执行宪法宣誓制度，常委会组织现

场受领任命书的人员当即进行宪法宣誓，“一府两

院”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按要求在一月内进行宪法宣

誓，实现了我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宪法宣誓全覆盖。

二、着力经济工作监督，推动区域经济加快发展

促进财政预算有效运行。严格贯彻落实新预算

法，全程监督预算执行，促进预算绩效管理。在半年

预算执行、年度决算、预算调整等工作监督中，严把

预审和初审关，突出预算刚性约束力，侧重监督资金

使用效益。逐步扩大预算监督覆盖面，督促政府首

次将政府性基金纳入年度预算草案。为促进年度经

济工作目标顺利完成，先后到区财税部门和相关街

道调研检查，督促加强收入征管，规范财政管理。

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常委会高度重视审计

和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督促和支持审计部门聚焦

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民生民利保障等重点领域。听取和审议２０１６
年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针

对审计查出的７３个问题，坚持问题没有彻底整改完
成不放过，机制没有长效建立不放过，重大风险没有

全面排除不放过，分门别类、钉子回脚督促整改。

高度重视重点项目建设。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关于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落实各

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的实施意见

精神，进一步规范重点建设项目监督，制定《关于加

强政府投资计划审查监督办法》，就完善监管机制、

加强绩效管理、建立评价制度等方面做出规定。４
名主任会议成员身体力行，分别挂点相关重点项目，

强化协调督导，推进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三、加强法治工作监督，全面推进法治口建设

强化行政工作监督。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部门执

法行为，常委会先后组织委员和代表成立５个执法检
查组，分别对食品安全法、养犬管理条例等５部法律

法规在我区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提出整改意见，跟

踪督促落实。组织２７０余名区人大代表和居民群众，
分别对区建设局、人力资源局、科技局、招商局开展工

作评议，对１９４个基层站所开展满意度测评，注重拓
宽民意表达渠道，扩大民主监督范围，将评议结果向

社会公开，促使被评议单位改进作风、依法行政。

深化司法工作监督。以被抗诉、发回重审、改判

案件和不捕不诉、改变定性案件以及刑拘后未报捕、

未批捕案件为重点，分别对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

院、区公安分局２０１６年度办案质量进行专项检查。
公检法三机关自查案件９７０件，检查组随机抽查案
件５１件，从办案程序、法律适用、文书质量三个方
面，逐案进行评审，客观提出意见。常委会会议认真

审议办案质量检查报告，提出审议意见，要求对照整

改。主任会议专题听取整改情况报告。通过创新检

查方式，突出检查重点，对三机关的监督更有针对

性、更具警醒力，推动三机关在强化队伍建设、提高

办案质量、保障司法公正等方面取得新成效。

推进法治口建设。专题听取司法体制改革进

展情况报告，常态化推进人大代表和居民群众观摩

庭审、参与调解、监督执行等活动。专题听取我区街

头警务站建设管理情况汇报，积极支持推进平安

口建设。听取和审议我区“六五”普法情况报告，依

法作出关于开展“七五”普法的决议，确立全社会共

同参与机制，着力提升“一感两度两率”（“一感”指

群众安全感，“两度”指社会治安满意度、政法机关

公正执法满意度，“两率”指平安创建活动知晓率、

参与率）。

四、高度关注民生事业，保障人民群众共享发展

成果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高度重视“红色物业”，对

全区物业管理开展专题调研，梳理出８类问题；组织
代表开展视察检查，督促解决群众反映突出问题。

认真组织对区政府实施《武汉市全民健身条例》情

况进行执法检查，促进健康口发展。高度关注食

品安全，深入街巷、学校、农贸市场视察检查，督促政

府部门严格执法，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切实关注民生痛点。针对“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常委会组织专题调研组，深入社区、医院视察调

查，为市人大专题询问提供第一手资料。组织委员

和代表视察检查２０多所中小学校，提出相关意见建
议，推动全区学校标准化、现代化建设。针对“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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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工作弱化”问题，常委会专题听取全区爱国卫

生工作报告，组织代表集中开展督查活动，积极支持

创卫复审，促进人居环境卫生改善。

着力解决城建难点。“美丽生态口”是区域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常委会加大对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监督，分别听取我区“十三五”园林绿

化、市政道路建设等专项报告，组织委员和代表视察

检查市政项目建设、“四水共治”、园林绿化等工作

落实情况，强化跟踪督办，促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认真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高度关

注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组织代表对标督查；调研

土壤修复，督促我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持续推进；突

出监督重点，首次听取和审议《我区环境质量状况

和环保目标完成情况报告》，要求严格落实新环保

法，推进区域生态保护、促进环境质量改善。

五、切实加大督办力度，确保议案建议办理取得

实效

认真督办大会议案。常委会把督办议案建议作

为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渠道，由主任会议专题

督办。区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克服困

难，确保三件议案得到较好落实。关于加快工业服

务业发展的１号议案，区政府抢抓全国老工业基地
搬迁改造试点机遇，工业服务业发展初见成效。关

于完善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的２号议案，区政府加
大养老设施建设和购买服务投入，居家养老服务质

量不断提高，惠及范围越来越广。关于打通长安路

西段断头路的３号议案，实现当年立项、当年拆迁、
当年施工、当年建成通车，打通了区域交通“卡口”，

打开了周边群众“心结”。

促进建议办出实效。强化对代表建议办理工

作分类督导，督促政府按照“年初有安排、年中报

进度、年底有结果”要求，定期向主任会议报告办

理进度。选取１２条关系民生的重点建议，实行主
任会议成员领衔督办；其他建议由各街人大工委

组织代表和相关选民集中督办，有效促进办理工

作。目前，关于老旧社区下水管网维修等 １０１条
代表建议已全部办结，走访率、回复率均为１００％，
满意率在９８％以上。

六、夯实服务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组织学习培训。今年是换届后的第一年，常委

会把代表培训作为重点工作贯穿全年。为市、区人

大代表赠送报刊杂志、法律读本、履职手册９０００余
册。开展履职培训，邀请专家为全体区人大代表授

课，组织常委会委员和人大街工委负责人参加全国

人大培训学习，组织部分市、区人大代表参加市人大

培训，督促各代表小组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实现培训

全覆盖。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各代表小组还集中组

织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搭建履职平台。保障知情权利，坚持“一府两

院”定期向代表通报工作制度，向代表寄送各类工

作报告１４４６份；坚持区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制度，
邀请７７人次区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强化阵
地建设，规范建设１１个街道代表工作室和１２４个选
区代表工作站，完善代表接待日、代表接待登记、群

众意见处理反馈等三项制度。创新活动载体，明确

９月为代表接待选民月，将口地区４８名市人大代
表组编到各街人大工委，与２４２名区人大代表一起
参与集中接待选民活动。

发挥代表作用。强化代表主体作用，邀请１７２
人次市、区人大代表参加区人大及各专（工）委组织

的执法检查、视察督查和工作评议等活动。密切代

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各街人大工委积极组织代表

小组围绕人民群众最怨、最恨、最急、最盼的事，以及

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重点工作等内

容，分别开展５次以上活动。全年市区人大代表走
访选民３７００余人次，收集各类问题４００余条，均转
交相关部门办理并回告。坚持代表述职制度，组织

９名市人大代表在常委会上述职，组织５５名区人大
代表回原选区报告履职情况，接受选民监督。

七、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常委会履职

能力

注重思想政治建设。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认

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自觉把精神贯彻落实到人大工作的各

方面和全过程。深入学习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不

断提高常委会组成人员运用法律法规分析解决人大

工作实际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

用，坚持把党建工作与人大工作一同研究，一同部

署，一同推进，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修订《区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履职守则》。巩固和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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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落实组织和作风建设。认真落实省、市委关于

加强区街人大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高度重视各街人

大工委建设，注重发挥专（工）委作用。坚决消除

“新衙门作风”，努力实践人大监督为民、调研视察

亲民、执法检查尚民、工作评议唯民。人大机关积极

参加精准扶贫、信访维稳、服务企业、社区共建、防汛

救灾等活动，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全面推进改革创新。按照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工

作部署，常委会把开局之年作为制度建设年，制定《区

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办法》和《区人大代表约见国家

机关负责人办法》等５项工作制度；对现有３１项制度
进行全面梳理，废止２项，重申１８项，修订１１项，推
动人大工作不断与时俱进。积极推进人大理论和实

践创新，主任会议成员分别领衔１个调研课题，其中２
项成果分获市人大课题研究二、三等奖。

各位代表，一年来，区人大常委会在学习中实

践，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进，取得了新的成绩。

这是区委总揽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区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全体人大代表和人大工作者履职尽责、

扎实工作的结果，是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

民检察院密切配合、团结协作的结果，也是全区人民

和社会各方面充分信任、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

谨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向全体人大代表，向所有关

心、支持和帮助区人大工作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

回顾２０１７年的工作，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常
委会的工作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与人民群众的

新期待还有较大差距。比如人大工作改革创新步伐

还要加快；学习和实践能力还需加强；依法监督的覆

盖面还不够广泛；常委会审议意见和代表建议落实

的约束力还要进一步强化；常委会平台作用的发挥

还要进一步拓展等等。对此，我们一定高度重视，认

真加以改进。

２０１８年主要任务

党的十九大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政治定位、鲜明特色和人大工作重点任务，是做

好人大工作的总遵循。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

新作为。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建设全面担负起

宪法法律赋予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同人民群众保

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不断提升人大工作水平，为

加快建设现代科创智城、美丽生态口做出新贡献。

一、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进一步深化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识，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强化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署。围绕转型、创新、升级

主题，紧扣深入推进三件大事、着力建设三大功能

区、重点发展三大产业战略布局，依法行使宪法和法

律赋予人大的监督权、决定权和任免权，充分保障人

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实现人

大各项工作与区委中心工作有机统一，实现党的主

张和人民意愿有机结合。

二、加强工作监督，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在审议重要工作中体现责任担当。围绕全区工

作大局，重点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防范化解债务风

险、重大项目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报告，加强政

府投资计划审查监督。针对人民群众反映集中的问

题，对物业管理服务开展专题询问。抓住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等进行专项督查，安排２至３个单位向常委会
报告审计查处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

在监督财经工作上不断开拓创新。紧扣“全口

径、全过程、全覆盖”目标开展预算审查监督，运用“互

联网＋监督”，着力解决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在督促
将政府性基金纳入年度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试编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力争在国资预算编制和绩效管理的

监督上有所突破。开展财政预算联网监督、审计项目

联网监督、政府投资项目联网监督，用联网监督信息

公开倒逼规范经济行为，促进依法行政。

在专项工作评议中展现监督约束力。以促进政

府部门依法履职和加强财税征管等为重点，以人大

代表和居民群众为主体，以现场察看工作成效为主

要途径，对区国税局、地税局、食药监局、规土分局等

４个单位进行工作评议，强化评议结果公开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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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政府部门转变作风，改进工作。

在促进民生改善中实现人民新期待。聚焦环

保、教育、交通、养老、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文体事

业、公益配套建设等民生问题开展专题调研、专项督

导，努力在保障民生、维护民利、解决民忧上体现人

大作为。

三、加强法律监督，推进法治口建设

积极做好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严格执行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按照省市相关要求，在区委的统

一领导下，全力支持监察体制改革工作，保障组织建

设，促进依法履职。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市、区联动，对《武汉市爱

国卫生促进条例》等５部法律法规在我区实施情况
进行执法检查。进一步改进工作方式，围绕法律法

规实施中的突出问题，深入实地，直击现场，掌握真

实情况。坚持把督促整改作为工作重点，强化跟踪

督查，确保法律法规在我区得到规范实施。

坚持办案质量检查。继续对区公安分局、区人

民检察院和区人民法院开展办案质量检查，以“两

法衔接”工作机制落实情况为重点，检查行政执法

机关是否将涉嫌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

理，发现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是否依法向监察委

员会移送。密切关注司法体制改革新要求、新进展，

就人大开展司法监督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四、做好履职保障，进一步发挥代表作用

做好代表学习培训。组织代表切实学懂弄通做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

断增强代表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监督意识和群众

意识。围绕新出台的常委会联系代表、代表联系人

民群众、专题询问、约见等办法，开展针对性的集中

学习。组织各专（工）委组成人员分批次参加市、区

人大组织的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专（工）委组成人

员履职能力。继续向市、区人大代表赠送履职读本

及各类学习资料。

搭建代表履职平台。深化“两个联系”，常委会

组成人员联系１至３名区人大代表，代表联系人民
群众常态化。发挥代表工作室（站）的作用，把代表

工作室（站）打造成提高代表履职能力的课堂、代表

接待选民的平台、选民反映问题的窗口、集中接待选

民的阵地。坚持代表列席常委会制度，坚持“一府

两院”定期向代表通报工作制度，落实好区人大代

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工作。

组织代表开展活动。加强对各街人大工委工作

指导，全年各代表小组活动不少于５次。围绕人民
群众最怨、最恨、最急、最盼的事组织代表走进选区，

走访选民，及时掌握并反映群众身边事。围绕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了解群众关于医疗、教

育、养老、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并建言献策。围绕

全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项目调研视察，引导代表聚

焦“征、挂、建”，助力项目有序推进。坚持开展９月
集中接待选民月活动，切实把群众期待解决的问题

收集起来，交办出去，督办到位。各代表小组还要结

合自身特点开展活动，充分发挥好代表作用。

抓实议案建议工作。把握源头，指导代表提出

高质量的议案、建议。及时交办，督促承办单位明确

责任主体，制定办理方案。加强督办，进一步完善议

案督办工作机制，坚持主任会议成员领衔督办、建议

人跟踪督办，切实提高办成率。做好反馈，落实议

案、建议办理工作通报和办理情况反馈制度，推动答

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

五、加强自身建设，激发干事创业活力

加强作风建设。弘扬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

认真组织开展理论学习实践，坚持在提高业务素质

上求“真”；开展调研视察、执法检查、工作评议、专

题询问、代表约见等活动，坚持在依法履职上求

“实”；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讲政治、讲规矩、守纪

律，坚持在清正廉洁上求“严”。

强化队伍建设。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

题学习教育活动，切实把人大干部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

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人大队伍建设，打造忠诚干

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不断激发机关干部干事创

业活力。

各位代表，党的十九大向我们发出了坚强有力

的号召，口也正处在转型、创新、升级的关键期，区

人大及其常委会肩负的使命光荣而艰巨。美好蓝图

催人奋进，让我们在中共口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乘势而上，以时不我待

的历史主动、勇毅笃行的履职自觉、锐意开拓的责任

担当，更加坚定地迈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不断开

创我区民主法治和改革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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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在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　刘丹平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在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
政府工作报告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

请予审议，并请区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

意见。

２０１７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７年是新一届区政府的起步之年。在市委、
市政府和区委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监督支

持下，我们以拼搏赶超的精神状态，坚定发展信心、

直面矛盾问题、增强前进定力，聚焦产业重构、功能

再造，抓全面、抓重点，攻难点、创亮点，统筹谋划、协

调推进经济发展、改革创新、城市治理、民生保障、安

全稳定、自身建设各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区十五届

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

一、经济转型迈出新步伐

始终把产业创新作为转型发展

的核心引擎，招大引强、聚新培优，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经济规模持续壮大。预计全

区地区生产总值 ６４５亿元，增长
７５％。服务业增加值４９５亿元，增
长８％。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６２
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６９亿元，增长
１７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６６
亿元，增长１０％。招商引资总额突
破５００亿元，增长４０％。实际利用
外资７８４亿美元，增长１０％。外贸

出口３６８亿美元，增长６％。全年完成房屋征收拆迁
１４５万平方米，实现土地挂牌５１７亩（３４４７公顷）。

“一号工程”强势发力。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大

员上阵、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大招商”格局。出

台“黄金双九条”，依托“四大资智聚汉工程”，建立

专业平台，借力新“四军”，招商引资精准度、落地率

显著提高。中粮集团、中国电建等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投资项目相继签约，复星集团、龙湖地产等中国民营

５００强企业投资项目启动建设，浪尖设计、猪八戒网
等项目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运营，世界冠军

“回家”投资，３位诺贝尔奖得主加盟口。引进３０
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５个，深投控、融创中国等签约
过亿元项目２３个，总投资超过１４００亿元，新注册投
资过亿元项目１５０个，总注册资本达到１３６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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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工投资过亿元项目１３个，到资额近６０亿元。
产业发展进中提质。现代商贸业优势持续巩

固。凯德西城、南大天地、正达红星美凯龙等商业综

合体先后开业，中百罗森、ＴＯＤＡＹ、永辉中百等新业
态、新模式加速聚集，大龙网等６０家电商相继落户。
工业服务业特色不断彰显。葛洲坝集团设立口首

个院士工作站，“Ｄ＋Ｍ”小镇一期、新工厂等“新两
园”完成改造，建成武汉创智园、新华智慧印务园、

南国创意设计中心，引进中海庭、烽火众智、蓝海科

创等工业服务业企业１５家。健康服务业实力进一
步增强。启动国家医疗大数据中心建设，成立同济

医学院校友国际联盟、基金会，引进德诺美等健康服

务业企业２４家，被省保监局授予全省首个健康保险
创新示范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达到７６８％。
新民营经济蓬勃发展。落实市委、市政府突破

性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组建新民营经济发展

局、新民营经济服务中心，推动新民营经济集聚发展。

改进企业服务方式，开展“双万双联”系列活动，解决

企业诉求７００余个，协助小微企业贷款融资突破１亿
元，帮助企业争取扶持资金１２９亿元。全面落实税
收优惠政策和减税新措施，企业经营成本和负担大幅

下降。新增市场主体１０４万家、增长１５８％，新增注
册资本过千万元企业３５９家、过亿元企业２０家。精
英盛华、普罗格科技在“新三板”挂牌。

二、功能区建设进入新阶段

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赶超发展的第一抓手，强

力推进城市更新改造，区域发展空间不断拓展。

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开创新局。长江主轴

核心亮点区块建设全面提速，复星金融岛开工，武汉

恒隆广场、国际时尚中心加快建设，长江食品厂东片

项目重启，跃进片签约近８０％。汉正街向国际化、
高端化迈进，举办中国服装大会、时尚高峰论坛、男

装原创展示暨采购大会，成立中国·汉正街时尚创

意联盟，建设服装设计中心，聚集设计工作室１００余
家。大力推进以消防安全为重点的综合整治，交通

秩序明显改善，市容环境持续提升。

宝丰—宗关特色商务带多点推进。大力建设同

济健康城，编制完成产业空间及城市更新改造规划，

新世界中心二期、同济医学院转化医学大楼加快建

设，地大扩大片征收收尾。积极谋划宗关枢纽商务

区建设，完成区域规划及城市设计，中建御景星城、

时代新世界部分竣工，汉宜路片挂牌，建一路片签约

达到９７８％。武胜路等功能轴线加快建设，香港中
心开工，大悦城项目落户，崇仁Ａ片签约达到９２％。

汉江湾生态新城取得重大突破。积极融入国家

发展战略，汉江湾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纳入长江经济

带ＰＰＰ项目库。汉江湾核心区江湾国际、海尔智慧
城加快建设，内燃片开工，万人宿舍片征收基本完

成。强力推进“城中村”改造，东风村改造方案基本

确定，农利、常码头等村整村拆除，长丰、易家墩等村

拆迁收尾，永利等村村民部分入住，还建房开工

５０８万平方米，竣工５８万平方米。乐道、乐商、乐
创等汉江湾乐活季活动精彩纷呈，汉口里、江城壹号

获评省级旅游名街。

三、城区环境展现新面貌

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永续发展的首要任

务，加大建设管理力度，城市功能品质持续提升。

生态环境日益改善。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完

成整改，太平洋排口截污、宗关水厂反冲洗排口迁移

全面完成，湖泊和水源地得到有效保护，１１３５片土壤
修复深入推进。开展拥抱蓝天行动，ＰＭ２５平均浓度
下降３９％，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较上年增加１８天。推
动绿满口，完成长江大道口段、园博大道等１０条
道路景观提升，新增绿地面积２１万平方米、绿道５千
米。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３８％，能耗总量增
幅控制在２６４％。国家发改委点赞口生态建设成
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推介生态汉江湾。

城建攻坚加快推进。区级城建投资３５亿元，完
成征地１３０亩（８６７公顷）、征收 １４３万平方米。
汉江大道、惠安大道、孝高速完成征收。长安路西

段通车，金银湖南街、凌云西路、平安二路等１２条道
路建成，古田二路地下通道、汉中路、丰硕路等１４条
道路加快建设。大力推进“四水共治”，福新泵站启

动建设，打通城华路至丰硕路排水主通道，疏通排水

管网３６２５千米，改造二次供水点位２２处。江滩四
期防洪清障全面完成，平稳度过夏秋两汛。固体废

弃物分类处理中心启动建设。维修主次干道３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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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新建公厕４座、人防工程７５万平方米。停车
场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收官，累计建成停车场４２个，
新增停车位６７０８个。

城市管理更加精细。圆满完成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全国文明城市复查、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任务，城市综合管理保持先进水平。推动城管创

新，建成智慧指挥中心，重点区域实现远程监管、实时

管理，精细化服务能力得到提升。机械化清扫保洁力

度不断加大，环卫作业市场化稳步推进，门前三包工

作深入开展。坚持减存量、控增量，拆除违法建设

１８５万平方米。开展商圈环境、城市家具、交通秩序、
轨道站点等专项整治，创建中山大道、园博园南路等

示范道路，一批影响居民生活的城市顽疾得到解决。

四、社会事业取得新进展

始终把民生改善作为区域发展的根本目的，优

化公共服务供给，群众共享更多改革发展成果。

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全年民生社会事业投入

４３４亿元，占财政支出７９７％。新增就业２７８万人
次，扶持创业４０１０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以
内。为群众追回劳动报酬２０００余万元。“五险”新增
参保人数５９万人次。按时足额发放低保金８０６０万
元。探索开展“救急难”试点，发放救助资金１９２８万
元。保障房开工建设８４５３套、基本建成６７００套。分
配公租房６０００套，规模全省最大。大力推进居家养
老“１３３”工程，建立信息化服务平台，新增幸福食堂
１０个，建成老年人服务中心６家，服务老年人１２万人
次，居家养老工作全市领先。残疾人帮扶、慈善救助

等工作扎实开展。投入１０４０万元实施扶贫项目３７
个，精准扶贫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社会事业健康发展。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

大，紫润中学完工，太平洋小学等３所学校结构封
顶，辛家地小学新校区开工。学区制改革深入推进，

教育云应用持续拓展，教学质量稳中有升。与全国

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备忘录，编写专业教

材，校园足球从试点走向示范。开展幸福口、乐在

汉江系列文化惠民活动５０场，承办湖北省桥牌赛等
群众性体育赛事１０余场，放映露天电影８０场。启
动全国健康促进示范区创建，全面取消公立医院药

品加成，大力推进分级诊疗，组建３家紧密型医联

体，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达到６０％。市、区政
府十件实事圆满完成。双拥、民兵预备役、国防动

员、对台、侨务、妇女儿童、档案、科普、地方志等工作

取得新成绩。

社会治理创新推进。深化平安口、法治口

建设，建成综合视频监控平台、６个街头综合警务站，
“海燕直通车”“爱心黄手环”等服务深受群众欢迎，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日趋完善，“一感两度两率”

（“一感”指群众安全感，“两度”指社会治安满意度、

政法机关公正执法满意度，“两率”指平安创建活动知

晓率、参与率）稳步提升。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成立１８个安全生产专业委员
会，大力推进安全隐患交叉检查，整改摘牌重大安全

隐患４７处，消除Ｄ级危房５９栋，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开门接访、主动下访、上门回访，市区街上下协同、内

外联动，信访积案化解成效居中心城区首位，重大会

节期间实现零进京、零非访。处置公共卫生、民族宗

教等突发事件１５起，区公共服务平台办结率达到
９２％、满意率超过８２％。食品药品、公平交易、产品质
量等市场监管有效开展。实施城市“微更新”，启动

２０个老旧社区综合环境提升工程。推进“红色物
业”，成立安公司，物业服务更好融入基层治理。

五、改革创新实现新突破

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不竭动力，扎

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区域发展新动能不断积聚。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大力实施“四大资智聚汉

工程”，举办“资智回汉聚”系列活动，聘请世界冠

军、知名企业家等招商招才大使、顾问２６名，设立创
新创业基金４５亿元，筹集人才公寓５７２套，引进９
名诺奖级、院士级高端人才，２６万名大学生创在
口。武汉第六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首次走进杭

州、西安，增设大健康分项赛。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１０家、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３家，申请专利６５４
件。推进汉江湾·云谷建设，新改建载体３７万平方
米，搭建创新创业平台 ３个，培育市级研发机构 ７
家，孵化企业１００余家。口被授予全省首批双创
示范基地。

“放管服”改革全市领先。承接和调整行政权

力事项１３７项，建立“权力清单、程序清单、责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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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动态调整机制，落实街道职责准入制度。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全面推行。开

展“减证便民”专项行动，取消证明事项４４项。大
力推进“三办”（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改革，成立

区行政审批局，１７个部门、７９项审批事项实现“三
个全集中”“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分别达到

５４％、９９％、１００％，群众等待时间、事项办结时间分
别缩短５０％、８０％以上，“互联网 ＋政务服务”经验
在首届中国智慧政府创新大会上交流。

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加大。按照虚拟机构、实体

运作模式，成立区招才局、科技成果转化局、网上群

众工作部。群团改革任务全面落实。事业单位“九

定”工作基本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稳步推进。深化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城

管体制改革、街道综合执法改革，启动区级行政执法

监督云平台建设。积极争取政策性融资和资金支

持，破解了“三旧”改造等方面的融资难题，政府债

务风险有效管控。项目化管理全面推进，绩效考核、

政务督办明显加强。

六、自身建设得到新提升

始终把全面从严作为政府建设的根本遵循，践

行忠诚干净担当，政府执行力公信力持续增强。

法治建设不断强化。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等各

方面监督，认真办理议提案３０３件，满意率和基本满
意率达到９８％以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严格执行
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健全财政预算、政府购买服

务等管理制度，政府决策更加规范科学。办理行政

复议案件６０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到
９６２％。政务信息全面主动公开，办理依申请公开
２１件。“七五”普法等工作深入实施。

作风建设纵深推进。积极推动“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开展公车使用等专项督查检查１６２次，查处问
题 ２２起、处理 ３２人，“三公”经费在去年下降
３５５％的基础上，又下降１４％。坚决整治“新衙门
作风”，推进基层站所作风评议，开展作风纪律专项

整治，拼搏赶超氛围更加浓厚。

廉政建设持续深化。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和“一岗双责”，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１１８

件。落实公务员岗位责任制，推进“汉水清风”主题廉

政教育，运用批评教育、约谈函询等组织措施处理２５４
人。健全资金使用全过程跟踪监督机制，公共资金、

国有资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现全覆盖。

各位代表！今年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是市委、

市政府和区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区上下和社会

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区人民政府，

向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向辛勤奋战

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向所有关心、支持口

建设发展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

的敬意！

成绩令人鼓舞，但问题不容回避。主要是：缺乏

压舱石作用的重大项目和领军企业，城区经济实力

相对薄弱，转型发展动能尚待培育；城市规划建设标

准品质不高，城市管理不够精细，基础设施欠账较

多，“三旧”改造瓶颈亟待突破；民生保障跟不上群

众需要，本质安全基础较差，各种矛盾风险叠加，稳

定压力增大；“新衙门作风”不同程度存在，拼搏赶

超、担当作为劲头还需提升。对此，我们将高度重

视，采取有效措施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

２０１８年工作意见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２０１８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和省委、市委和区委决策部

署，准确把握口极其关键、大有可为、构建格局的历

史方位，牢牢抓住口发展不够、实力不强、质量不优

的主要矛盾，保持历史耐心、增强战略定力，乘势而

上、砥砺前行，努力开创口发展新局面。

新的一年，区政府工作的总体思路是：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以转型创新

升级为主题，坚持项目立区、产业兴区、人才强区，

抢抓发展机遇，着力建设三大功能区，重点发展三

大产业，全力打造三张靓丽名片，不断完善城市功

能品质，持续改善民生福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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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拼搏赶超，加快建设现代科

创智城、美丽生态口。

全区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７５％，服务业增加值增长８％，区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１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９％，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能耗降幅达到市级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

３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
步。完成征收拆迁１３０万平方米，实现挂牌５００亩
（３３３３公顷）。

为实现上述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聚焦发展不

动摇，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坚持改革创新不停步，与时俱进、积极探索，

不断增强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坚持直面问题不

畏难，集中力量攻克重点难点瓶颈问题，积小胜为大

胜；坚持统筹兼顾不偏废，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

展，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坚

持人民立场不含糊，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断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坚持自身建设不松劲，提

振精神状态，强化担当作为，全面增强施政本领。

一、坚持“世界眼光、一流标准、高点定位”，以

整体规划为引领，以“三旧”改造为重点，以项目建

设为支撑，打造要素集聚、功能完善、各具特色、协调

发展的三大功能区

加快建设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打造长江

主轴核心亮点区块。按照汉口之根、武汉之心、世界

之窗的定位，主动融入当代之城、历史之城，加快复

星金融岛、武汉恒隆广场、国际时尚中心建设，推动

汉正街东片 Ｃ１地块、跃进片等地块挂牌，启动宝善
红燕片、六角南巷片等地块征收，打造国际总部中

心、武汉金融中心、高端商务中心，建设世界一流城

市亮点区块。继续深化时尚牌，举办时尚高峰论坛

系列活动，建设多福路服饰时尚街区、汉正街时尚珠

宝街区，探索武汉城市圈跨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聚

集时尚品牌企业，提升时尚汉正街全国影响力和核

心竞争力。

加快建设宝丰—宗关特色商务带，构建长江左

岸崛起的新增长极。发挥区域资源富集、交通畅达

优势，推动“两核多轴”全面发力。深入推进同济健

康城建设，推动地大片挂牌，加快新世界中心二期、

同济医学院转化医学大楼建设，充分利用同济“金

字招牌”，促进建成和在建楼宇向大健康聚焦，全面

完善配套功能。着力打造宗关枢纽商务区，加快中

建御景星城、时代新世界高档商务楼宇建设，汉宜路

片、宗关铁桥片、建一路片地块重点布局总部经济、

商务办公、生态居住等功能，建设现代商务中心。加

快香港中心、大悦城等项目建设，实现崇仁 Ａ片挂
牌，完成６５中北片征收，提升武胜路、口路高端商
务轴线功能。

加快建设汉江湾生态新城，争创长江大保护

“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示范区。对标

未来之城，按照创新智城、乐活悦城、生态绿城的定

位，创新汉江湾管理新体制，高水平编制产业规划、空

间规划，打造科创总部基地。加快汉江湾核心区、汉

江湾·云谷建设，统筹“城中村”产业用地开发，推动

江湾国际、海尔智慧城部分竣工，实现１１３５片、万人
宿舍片、汉正西物流片等地块挂牌。加大“城中村”和

棚户区改造力度，完成东风村村湾拆除、加快集体厂

房拆迁，确保其他各村拆迁全面完成，推进龙湖汉江

湾、华润翡翠城等项目建设，完成电缆宿舍片、轻机公

客片、支铁片征收，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社区。实

施汉江湾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力争“大湖＋”试点项目
落地，推进“五色旅游”，打造乐活汉江湾。

加快实施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强力支撑功能区

建设。增强城建计划的刚性和可实施性，以更高标

准聚力建精品、创亮点。加快推进汉正街隧道、沿河

大道、江汉七桥、古田一路北延线等骨干路网工程。

启动南泥湾大道、古田二路、宝丰二路改造，加快建

设城华路、紫润路等１０余条道路，建成三环线北路、
丰美路等１０条道路。建设东部汉正街中央绿轴、西
部汉江湾生态谷，连通汉江湾、张公堤南北绿带，改

造提升解放大道、古田三路等景观大道、垂江画廊，

启动古田公园和南泥湾大道、丰硕路十字绿轴建设，

建成小游园、微景观１５个，新增绿地１０万平方米。
完善张毕湖公园、竹叶海湿地公园配套功能，开放竹

叶海湿地公园。深入推进“四水共治”，完成江滩四

期５０万平方米生态雨林带和福新泵站建设，加快肖
家地泵站建设，全面疏浚大型排水管网，推进社区排

水管网改造。启动建设游艺路变电站。建成固体废

弃物分类处理中心。新增人防工程７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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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高新高效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强力推进

“一号工程”，重点发展三大产业，营造良好产业生

态环境，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

强力推进“一号工程”。坚持法人在地、税收在

地，做实项目库、做大朋友圈，全面提高招商引资协

议签约率、资金到位率、项目开工率、经济贡献率。

大力实施地块招商、楼宇招商、产业链招商、以商引

商、冠军招商，着力引进总部型、创新型、引领型企

业，力争在５００强企业引进上取得更大突破。坚持
以市场换投资、以功能引产业，谋划落实１１３５片、汉
正西物流片、建一路片等重点地块招商，推进越秀财

富中心等重点楼宇和园区招商，引进一批带动性强、

影响力大的产业项目和功能性项目。加强招商队伍

建设，提升专业能力，完善对口联系和跟踪服务机

制，引进投资３０亿元以上产业项目１至２个。
建设现代商贸引领区。顺应技术升级、消费升

级新趋势，壮大规模、提升质量、丰富业态，打造现代

商贸升级版。引导宜家、越秀、大武汉等购物中心、

家居市场优化经营结构，创新服务体验，形成社交体

验、时尚消费、文化娱乐、休闲旅游中心。鼓励中百

罗森、每日鲜、ＴＯＤＡＹ等“小而美”的社区化零售业
态发展，构建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圈。支持中百、工

贸、大龙网、一路乐等壮大发展，培育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的新零售。聚焦汉派服装、家居建材等领域，谋

划百亿级、千亿级产业板块。新引进商贸总部企业

３至５家、电商企业６０家以上，推动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迈上千亿元新台阶。

打造工业服务聚集区。坚持“高质 ＋高智”导
向，聚力发展工业总部、高端服务。做大工业总部经

济，大力支持雪铁龙、葛洲坝、省石油、天然气、地铁、

水务、公交、远大等企业发展，着力引进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１０家以上，力争引进工业总部企业３家。建
成“Ｄ＋Ｍ”小镇二期、博济智汇园，打造以工业设计
为主题的“新两园”。发展服装设计、时尚设计，建

设汉正街服装原创设计中心，聚集服装设计工作室

１２０家以上。发挥宜家、大武汉、红星美凯龙品牌效
应，延伸家居建材产业链，积极发展家居设计、装修

设计、室内设计。加快建设智慧汽车大数据中心，支

持桥科院、材保所、猪八戒网等企业发展，谋划布局

网联汽车、新能源、智能制造等新业态。

创建健康服务示范区。深化与中国科学院、同

济医学院、同济医院、百度战略合作，重点发展高端医

疗、精准医疗、智慧医疗、健康体育等业态。依托中科

育成生命健康科技创新中心、生命科学创新研究院，

发展以先进医疗技术为特色的医疗服务，推动成熟可

靠的前沿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加快建设国家医

疗大数据中心，打造“健康云”。鼓励发展与基本医疗

保险相衔接的商业健康保险，探索发展医疗执业保

险。办好生命健康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研讨会、第

二届健康服务业发展研讨会暨创新成果推介会，谋划

建设国际医院，着力引进健康服务企业２０家。
争创发展环境最优城区。坚持企业优先，把服

务创新、营造环境、赢得口碑放在突出位置，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落实多层次联系企业制度，健全

企业诉求快速反应处理机制，优化零距离、低成本、

高效率的营商环境。用好长江经济带、老工业基地、

电商基地等国家政策，支持企业申报项目、争取资

金。整合辖区教育、医疗、文体等资源，为企业发展

和员工生活提供便利。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跟

踪服务，培育和支持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加速发展。

扶持中小微企业做大做强，完成“个转企”２３０家，新
增“四上”企业３０家以上。坚持依法征管，不断简
化办税流程、优化纳税服务，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和减税措施。

三、坚持产城人融合发展，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

度，以绣花精神织造亮丽城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加快建设美丽生态口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机制、强合力、补短板，

全面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打赢蓝天保卫

战，强化降尘、藏土、整治、执法等措施，促进ＰＭ２５、
ＰＭ１０平均浓度不断下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持续
增加。加强水源地保护，认真落实河湖长制，实施张

毕湖、竹叶海水环境综合治理。坚持一流标准，全面

完成１１３５片土壤修复。提高全区绿化率，提升彩
化、亮化、文化、信息化水平。加快能耗监测系统建

设，创建一批节约型机关、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全

面有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严格执行环境准入、严

惩重罚等制度，重拳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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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大城管工作机制，

确保每个人都有责任区域、每个区域都有责任人，保

持城市综合管理先进水平。巩固和深化创建成果，

充分发挥智慧城管指挥平台作用，提高处置效率和

水平。落实好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服务保障任

务，强化房屋立面、广告招牌、楼宇亮化、交通秩序等

专项治理。做好清扫保洁、门前三包等基础性工作，

确保市容环境干净整洁。积极配合道路建设、征收

拆迁、“城中村”改造，拆除违法建设１０万平方米。
精心打理城市，实施“微更新”，维护好城市家具，全

面提升道路、绿化等养护水平。

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

设，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

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进诚信建

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继续深化基础文明行为建

设，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发挥口“道德模

范”和“身边好人”榜样带动作用，激励人们向上向

善。讲好口故事、传播口声音，全方位多维度提

升口文化软实力。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保障和

改善民生水平，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推动社会治理共

建共治共享，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新增就业２２万人
次，扶持创业４５００人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打通
社保服务“最后一千米”，落实全民参保计划。健全

社会救助体系，强化低保动态管理，加大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工作力度。强化住房

保障，完善保障房配套设施，加强公租房管理。夯实

拓展“１３３”工程，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创新，为
全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创建全国残疾预防

综合试验区。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青少年活动中

心。全面完成精准扶贫任务。

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发展。坚持把教育放在

优先位置，建成４所学校，加快建设常码头小学、辛
家地小学新校区。继续推进学区制改革，深化教育

云应用，实施名校名师名课工程，落实第三轮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

动，办好区第六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加强文物保护

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融合发展。建设健康口，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中心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提升家庭医生服务水

平。促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深化医联体建设，完

善分级诊疗制度，争创全国健康促进示范区。优化

生育服务管理，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做好双拥、民兵

预备役、国防动员、对台、民族宗教、侨务、妇女儿童、

地方志等各项工作。支持工青妇科协等群团组织开

展工作。继续办好十件实事。

构建社会创新治理新格局。坚持“德治、法治、

自治”并举，持续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深入开展平

安创建活动，全面建成街道、社区两级平安服务中

心，强化网格化服务，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做精

做优“爱心黄手环”等服务品牌，不断提升“一感两

度两率”（“一感”指群众安全感，“两度”指社会治

安满意度、政法机关公正执法满意度，“两率”指平

安创建活动知晓率、参与率）。牢固树立安全发展

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隐患整改，深

化汉正街、长丰等重点区域综合整治，坚决遏制较大

以上和有影响的安全事故、消防事故。建立预防和

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推动依法分类处理群众诉求，着

力化解一批信访积案。全面强化市场监管和服务，

维护市场秩序。深入推进“红色引擎工程”，完成社

区换届，加强社工、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建设，完善

“一元引领、多元共治、齐抓共管”的社区治理体系。

五、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天下英才以增强

核心竞争力，理顺体制机制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

化“放管服”改革以增添市场活力，加快培育发展新

动能，开辟口创新创业创富新天地

建设创新型城区。持续推进“四大资智聚汉工

程”，构筑知识圈、科技圈、创新圈。更好发挥招商

招才大使、顾问作用，依托商业文化、工业文化、冠军

文化，争取在战略科技人才、产业领军人才、国际工

匠人才引进上取得新进展。继续承办好武汉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设立大学生服务中心，吸引大学生创

业就业８７００人以上。支持院士工作站、国家重点实
验室建设，争取引进国内外知名科研机构。新改建

汉江湾·云谷创新载体１０万平方米，建成３家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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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园，建设楚天创新园等众创空间、孵化器、

加速器，引进创新项目２０个以上，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１０家。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科学

配置政府部门、内设机构，理清职责边界。落实监察

体制、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任务。加大事业单位

整合调整力度，优化结构布局。实施综合市场监管

体制改革，推进交通运输、城市管理和水政综合执法

改革，深化排水“三化”改革。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

机制。创新棚户区改造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试行电

子商城政府集中采购。

深化“放管服”改革。承接好行政权力事项，动

态调整、依法公开“三个清单”，加强行政审批事项

通用目录管理。大力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实施“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深化“三办”（马上办、网上办、一次

办）改革，建成新政务服务中心，加强“互联网 ＋政
务服务”平台建设，精简审批材料，推广网上预约，

实行并联审批，努力实现服务最优、流程最简、时限

最短、功能最集中。

推动重点领域创新。以扎实的征收调查和精准

的征收方案为基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控制征收成

本、提高征收效率。坚持整体平衡，强化项目与产

业、功能统筹，推进成片开发。加强经济运行、招商

引资、招才引智、财源建设的力量统筹、工作统筹，构

建区级统一领导、部门协同推进、街道共同参与的经

济大合唱新格局。主动对接长江大保护等国家战

略，谋划实施好 ＰＰＰ项目。推动老工业基地、电商
基地、校园足球三项国家级示范试点取得新进展。

完善容缺审批机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加快发展新

民营经济。高水平推进智慧城区建设。做大做强国

有企业，使国资公司、房集团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

六、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扛在肩上，把政府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始终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以理论、百姓“双宣讲”为抓手，推动党的十九大精

神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站，掀起全

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认真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大力推进依法治区。增强宪法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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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重大事项向区人大报告、向区政协通报协商，

提高议提案办理质量。加强与“两代表一委员”的沟

通联系，把大家的“金点子”变成施政的“金钥匙”。

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善政府管理

制度体系。加强政务公开、行政复议、行政机关负责

人应诉等工作。探索将政府预算、政府投资、审计项

目纳入人大联网监督，稳控债务风险。深入开展“七

五”普法，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全面提高行政效能。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

机结合，说了算、定了干，当好工作落实的“操盘

手”。倡导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把各项工

作做实做细做好。主动担当作为，勇于克难攻坚，做

新时代的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善始善终、善作善

成。增强公共服务平台服务效能，提升应急处置能

力。落实公务员岗位责任制，优化绩效考核体系，建

立容错纠错机制，奖优罚劣、奖勤罚懒。加强政务督

办，推动各项工作精准落地见效。

坚持全面从严治政。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和“一岗双责”，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

建设。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区实施

细则，深入整治“新衙门作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

化制度化。严格“三公”经费管理，节用裕民过紧日

子。实现监察全覆盖，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

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全面强化重大项目、国企国资、资源环境、经济责任

等审计监督。

各位代表，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进

者胜。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正确领导下，在区

人大、区政协监督支持下，紧紧依靠全区人民，以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建设

现代科创智城、美丽生态口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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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在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政协口区委员会主席　周付民

　　政协口区委员会主席周付民在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
工作报告

各位委员：

我受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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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７年，是新一届区政协的开局之年。一年
来，在中共口区委的正确领导和市政协的指导下，

区政协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

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坚持团结和

民主两大主题，充分发挥人民政协

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

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口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一、坚持政治引领，巩固共同

思想政治基础

常委会坚持政治引领，组织政

协委员和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

各族各界人士，深入学习贯彻中共

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年来，通过常委会议、

主席会议、界别工作会议、政协委员培训会等多种形

式，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６５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

和全国、省市“两会”精神特别是中共十九大精神，

组织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参加了全国、省、市政协系

统培训；举办了全体委员培训班；努力提高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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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政协

工作全过程，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职能、定位、

作用，确保政协工作始终在区委领导下，在正确的政

治轨道上运行。深入贯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自觉把区政协工作融入全区工作大局，努力把区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和政协委员的积

极性、创造性凝聚到促进口经济社会发展上来，确

保政协履行职能与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保持同频

共振。

二、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政治协商

围绕全局工作，开展全会协商。区政协十四届

一次会议期间，组织全体委员视察全区重点项目建

设，协商讨论“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工作报

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参加政协的各界别和专委

会紧紧围绕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目标任

务，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大会提交提案原案２２８件，
审查立案２０６件；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大力度推进
汉江湾·云谷建设工作”和“关于加强街头园林小

景建设”两件建议案；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界

别和相关专委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了

“关于依托双轨交汇优势，打造宗关枢纽商务区的

建议”等１２个大会发言。会后，这些调研报告所提
意见建议均得到不同程度采纳，建议案、提案办理也

取得明显成效。

着眼重点工作，进行专题协商。一年来，常委会

议就全区重要人事任免和全区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

题进行专题协商，特别就我区的难点工作“平安

口建设”和重点工作“经济发展环境建设”，分别成

立由两位分管副主席牵头的调研组，进行为期半年

多的调查、视察、考察和座谈活动，形成了有深度的

调研报告，先后两次召开由基层群干、企业负责人参

加的区政协常委专题协商座谈会，区委书记景新华、

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等区领导分别参加会议，和

委员们共同协商，共谋对策。会后，景新华书记、刘

丹平区长还分别对区政协《关于深化平安口建设

的调研报告》和《关于加快我区经济发展环境建设

的调研报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相关责任部门认

真吸纳委员建议，及时反馈办理情况。两个课题调

研报告分别被区委、区政府列入督查内容，并以督查

通报下发，要求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切实推进工作。

针对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开展对口和界别协

商。一年来，区政协各专委会围绕统筹整合规划

“城中村”改造产业用地、加快公共停车场建设、实

施“互联网 ＋慢性病”管理模式、健康智慧养老、加
大公共适老设施建设力度等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

入调查研究，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了３０多次对
口协商活动，所提意见建议均得到区政府相关部门

的采纳。参加政协的８个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其他
１６个界别以“我为口发展献一策”为主题，组织委
员围绕我区经济转型升级、民生改善、城市管理、基

层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等开展调研视察活动，与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了２０多次界别协商活动，开

展视察等活动１１０多次，政协的界别特色和独有优
势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

三、坚持问题导向，实施民主监督

通过提案监督促进区域发展。建立了区委、区

政府主要领导领衔督办建议案，区政协主席、副主席

领衔督办重点提案的工作机制。景新华书记、刘丹

平区长等区领导分别参加区政协主席（扩大）会议，

就区政协两个建议案的办理工作进行督办，并听取

委员们对办理工作的意见建议。区政府高度重视

《关于加快推进汉江湾·云谷建设的建议案》的办

理，以编制空间和产业规划为起点，通过加强资源整

合、提升服务水平、完善政策措施，着力推动云谷实

体空间建设与产业招商引资，构筑有机更新的“迭

代产业体系”，我区汉江湾·云谷在全市１３家创谷
绩效考核中位居前列。人民政协报以“武汉市口

区政协汇智产业转型升级在‘云’中遇见未来”为

题，对汉江湾·云谷建议案的协商办理进行报道。

《关于加强街头园林小景建设的建议案》，区政府投

资１５５亿元，新建街头园林小景５处、街头游园４
处、口袋公园３处，改建街头园林小景１１处，推动形
成了“花开四季、绿满口”的生态格局。区政协各

专委会组织政协委员开展提案人与承办单位“面对

面”办理提案活动 ２０余次。以提案办理“回头问
效”为抓手，建立了建议案、提案办理民主测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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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点围绕年度两件建议案、５件重点提案办理情
况，组织委员进行评议监督和民主测评活动。区政

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以来的 ２０６件提案均已办结完
毕，提案办理的走访率和办复率１００％，委员对提案
办理满意率９７６％，基本满意率２４％。政协提案
在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通过民主监督促进工作落实。组织政协委员参

与市区组织的治庸问责、电视问政等监督活动３０余
次。以会议监督的形式，围绕“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十大效能示范岗”和园林绿化工作，组织全体委员

开展评议监督，进行满意度测评，提出２０多条建议；
围绕区事业单位人员招考面试、全区公租房摇号、

２０１７年征兵工作、智慧交通建设、宗教场所建设、企
业周边平安建设、校园安全、社区“阳光家园”、行政

机关依法应诉等工作情况开展了５０余次视察监督
活动，编发社情民意２０余条。上述监督工作，促进
了工作的落实。

通过专项监督促进作风建设。组织政协委员参

加全区组织的政风行风民主评议、绩效管理单位满

意度测评活动。落实区委部署，组织政协委员对我

区深化改革工作进行评议座谈，开展督查评议全区

机关科室和基层站所活动，聘任政协委员担任特约

监督员，组成４个督查评议工作组，通过看、听、查、
评等形式，开展明察暗访２００余次，对全区１９１个机
关科室、基层站所、公共服务企业的营业网点开展了

监督检查评议和满意度测评，并将评议结果及时反

馈区治庸问责办公室。区政协《实施五个融入，实

现民主监督全覆盖》的做法，分别被《湖北政协工作

简报》和《湖北政协》杂志采用，省政协主席张昌尔

对此作出批示，对我区政协创新民主监督的做法给

予充分肯定。区政协《聚焦四个重点，推进民主监

督工作》的工作探索文章，被《湖北政协》杂志刊发，

评为湖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优秀论文。

四、发挥独特优势，积极参政议政

引导委员关注民生。拓展委员履职渠道，在全

体委员中广泛开展了“参加一次调研视察活动，提

出一件有质量的提案、反映一条有价值的社情民意、

提出一条建设性的工作建议、为困难群众献一份爱

心”的“五个一”活动。组织开展“委员社区行”和

“界别活动周”活动，引导企业界、科技界、医卫界等

界别委员和各民主党派成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参与红色物业、请特

困老人吃年饭、给环卫工人送清凉、为困难群众组织

义诊、金秋助学、扶贫助困、送科技下乡等活动，在为

基层百姓排忧解难的同时，进一步增强政协委员履

职尽责意识。引导委员围绕我区关系民生的重大问

题开展调研活动，形成调研报告１７篇。《关于推进
智慧健康养老发展的建议》在市政协专题协商会上

作交流发言。

积极反映社情民意。举办政协委员反映社情民

意信息培训班，一年来，政协委员撰写社情民意信息

３０余篇。其中，关于“加强共享单车押金监管的建

议”被市政协采用并报送全国政协；“关于加大汉江

湾·云谷建设支持力度”的社情民意，分别被市委

和市政协采用，政协动态信息被市区采用４０余篇。
如“关于整治祟仁路小学汉江湾校区周边安全隐患

的建议”的社情民意，区政府领导及时作出批示，相

关单位行动迅速，逐项整治，校区安全隐患得到及时

清除。

主动参与重点工作。认真落实区委部署，区政

协主席会议成员直接参与并挂点联系荣华街、汉正

街产业升级、征收拆迁，盛世财富维稳、信访积案化

解、联系企业、精准扶贫、干部调研等工作。抽调干

部参与巡视巡察和干部选拔考察等重点工作。解决

了一批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协调了相关重大项

目落地中的问题；所包保十余件信访积案基本得到

化解，较好完成区委交办的各项任务。

五、不断提升“两力”，加强自身建设

着力提升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制定《政协武汉

市口区委员会关于加强委员履职建设的意见（试

行）》《口区政协委员述职办法（试行）》《口区

政协委员履职量化综合评价办法》等１０项规章制
度。引导委员提高“四个能力”，即政治把握能力、

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按照

“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和“守纪律、讲规矩、立品

行”的要求，加强换届后的委员队伍建设。举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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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培训班，发放委员履职手册，建立委员履职档

案，规范委员出勤制度，做到出勤有签到、请假按程

序、结果有通报。制定《联系委员制度》，广泛开展

联系走访委员工作。健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机

制，有针对性地提高委员政治理论素养和履职能力

水平。

不断提升政协机关组织服务保障能力。充分发

挥主席会议成员和各专委会在组织委员履职、联系

各党派团体的重要作用，完善专委会开展工作制度

与规范，推动履职形式创新。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

要求，不断加强政协机关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协党

组领导核心作用，抓好干部队伍建设，规范机关运行

制度，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进一步

提高政协机关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水平。

各位委员，即将过去的一年，区政协各项工作有

了新的进步，这是中共口区委正确领导和市政协

加强指导的结果，是区人大、区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大

力支持的结果，是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

和政协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区

政协常委会，向所有关心、支持政协工作的各级领导

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社会团体以及各界人士，

向所有为政协事业辛勤工作的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工作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参政议政的形式有

待进一步拓宽，建言献策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民

主监督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政协委员队伍建设有

待进一步加强，政协机关服务保障能力还需要进一

步提高等。对此，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进。

２０１８年工作安排

２０１８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认真贯彻中共十九

大精神，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

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服务区委区政府

中心工作作为履职尽责的主线，充分发挥人民政

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开

拓创新，不懈进取，为加快建设现代科创智城、美

丽生态口献计出力。

一、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进一步筑牢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是人民政协的首要政

治任务。区政协要通过举办宣讲报告会、委员培训

班、学习交流会等多种形式，积极引导和带领全区广

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各

族各界人士，深入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把广大政协委员

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十九大精神上来，统一到

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战略部署上来，每个委员都

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成

为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典范。要在全面系统学习的

基础上，围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内涵和精

神实质，增进高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

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

揽人民政协工作的总纲和根本指针。要牢牢把握党

对一切工作领导的原则，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坚决服从中共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确保人民政协事业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确保中共十九大精神在口政协落地生根。

二、围绕全区中心和大局，切实提高政协建言献

策的实效

项目立区、产业兴区、人才强区是全区转型创

新升级发展的主题，也是政协履行职能、服务大局

的主攻方向。要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

特点和优势，把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区委总体部署上来，把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调动到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上来，形成群

策群力、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紧紧围绕着力打

造三大功能区、重点发展三大产业、不断完善城市

功能品质、持续改善民生福祉、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等方面建言献策。重点围绕促进新民营经济发

展、缓解学龄前儿童入园难、加快我区“放管服”改

革、加快建设长江主轴汉正街核心亮点板块、加快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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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垂江绿廊建设、推进汉江湾“三生”（生产、生

活、生态）融合发展、加强全区财源建设、招商引资

和招才引智等工作深入调研，研究提出建议案、确

定重点协商课题和重点提案，认真组织开展专题

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和提案办理协商，为区

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高度关注民生问题

把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履职的目

标，把关注民生、维护民利、反映民意作为政协的政

治责任，以群众最怨最恨最急最盼的事为切入点，围

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深

入调研，积极建言，促进政府部门不断改进工作，千

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政

协委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搭建政协委员、

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连心桥”，始终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真心为群众着想，全力为群众造福，办好顺民意、解

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围绕

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出行和养老

等问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促进政府部门不断改

进工作，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围绕安全生产、

“四水共治”、空气质量、交通拥堵、停车难、重大项

目推进、基层作风建设、２０１８年区政府十件实事办
理等开展民主监督。要切实把为群众服务贯彻到履

行职能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在政治协商中真诚为

民建言，在民主监督中及时反映民意，在参政议政中

尽心为民办实事。

四、搞好大团结，画好同心圆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关于巩固和发展最

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政协组

织凝聚人心、团结各界的作用，高举爱国主义、社会

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

性和多样性统一，在增进团结中维护和谐，在维护和

谐中促进团结，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的基本方针，加强与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

人士合作共事，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努力为

他们在政协履职搭建平台、营造氛围、创造条件。贯

彻落实中办《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

作的意见》，发挥协商式监督特色优势，增强民主监

督在政协会议、视察、调研、提案和社情民意等工作

中的比重，有计划地组织委员开展监督性议政活动，

为促进口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献计出力。要坚持和

发扬人民政协平等协商、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合作

共事的优良传统，把不同界别、不同民族、不同阶层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到实现口转型创新发展的

宏伟目标上来，汇聚起建设现代科创智城、美丽生态

口的强大合力。

五、进一步加强政协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

“两个能力”

不断提高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加强委员队伍建

设，充分发挥委员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政协工

作中的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继续在委

员中开展“五个一”活动。积极探索委员界别活动

的新方法，充分发挥各界别在政协工作中的作用。

发挥专委会在重点课题调研、对口协商、联系委员中

的基础作用，完善工作制度、提升履职实效。努力提

高政协机关服务保障能力，促进政协工作务实、有

序、高效，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努力造就一支政

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政协机关干部队伍。

加强对政协街道联络委工作的联系指导，探索发挥

辖区内省市政协委员作用，形成共谋口发展的强

大合力。

各位委员，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

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

中共口区委的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

进取、埋头苦干，为加快建设现代科创智城、美丽生

态口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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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记

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围绕
打造“时尚汉正街”主题，以项目化管理为手段，以

作风建设为保障，全面推进综合整治、拆迁征收、

产业升级，各项工作全面提标、扩面、增速、聚焦，

有效促进汉正街地区安全稳定、环境有序和产业

升级。

【消防整治】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消
防整治工作突出“本质安全”目标，按照“高压高标、

重点重拳、精准精细、管人管事、网上网下、共享共

治、问责问效”２８字方针，开展一系列管、控、防、治
工作。广泛开展“市场消防管理规范年”活动和“一

市场一重点”“碾压式”整治，“三合一”“多合一”场

所基本禁绝，７２处隐患完成整改验收，４个消防隐患
挂牌单位（国体运动城、安徽幼儿园、晴川桥床上用

品市场、暨济箱包城）完成摘牌；突出技防措施，建

立市场智慧用电消防监控平台，１００余个重点隐患
点位达到全覆盖；大力加强消防培训和日常演练，全

年培训人数１２００余人次，组织消防演练４０余场次，
“发现检查消除隐患能力、扑灭初始火灾能力、疏散

逃生能力和培训教育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火

警火情比上年下降６％，实现“社区无灾情，市场无
火情”的目标。

【交通物流整治】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
区按照“确保畅通、优化交通、利于流通”的工作原

则，加强交通主干道巡查频率，落实市场２４小时管
控，全年处罚客车载货５００１起，客车拆座４５８起，违
停贴单（含电子抓拍）１０２２６３起，检查违规车辆４７５
台，查扣４５台，取缔占道经营、违规经营、无证经营
网点３７个，违法违规行为较上年下降；组建１２人的
汉正街协警队，新增市场交通秩序宣传执勤点６个，
交通隔离栏２０００余米，阻碍桩近百个，管理设施进
一步完善；强化物流综合整治，设立６个市场物流理
货区，实现货物错时错峰进出，基本解决物流无序经

营问题。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按
照“干净、整齐、通畅、有序”的标准，建立健全执法

监察联动机制，强力落实“商城自治”“门前三包”和

“红线管理”举措，集中整治“高空抛物”和“牛皮

癣”等顽疾，街面和商城顶棚“高空抛物”现象基本

杜绝；全年累计拆除违法建设６０００平方米，修补破
损道路３０００平方米，更换无主井盖３６个，处理污水
满溢管网改造３２处，督促１７０余家小餐饮经营户安
装油烟净化设施，全面取缔非法燃气灌装点和３０家
非法小染坊，街巷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征收拆迁】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加
速推进征收拆迁和项目建设。汉正街东片，复地集团

进场完成地质勘探，并开始试桩。长江食品厂东片，

Ａ１地块还建楼于５月２５日开工建设；Ａ２、Ｂ地块，花
样年集团已于１２月２２日重启拆迁进程。宝善红燕
片，已取得项目规划意见。三特片，三特公司由武汉

信用集团授信１９亿元重启拆迁，截至年底，完成９１
户签约过审，面积６２０７平方米。银丰片（武汉国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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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中心），底板建设完成９０％，一号楼施工至４层，二
号、三号、四号楼施工至３层，裙楼施工至２层。

【时尚汉正街打造】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武汉中央服
务区赴武汉纺织大学开展汉正街服装创意设计聚集

区招才引智活动，实现设计人才与市场的精准对接；

在园博园举办汉正街·时尚跨界产业重构高峰论

坛，聘请业界１０名知名专家建立智库，成立汉正街
时尚创意联盟。举办中国·汉正街首届时尚男装原

创展示暨采购大会，２４０余家生产商、面辅料经销商
以及８０余家品牌商超参展，成交金额４５亿元。以
各市场商城为主体开展“８·２８”系列活动，全力营
造“壮大千亿板块、打造时尚汉正，重振汉服雄风”

的舆论氛围。新华网、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电

视台、武汉电视台等１６家主流媒体报道７０余次，时
尚汉正街影响不断扩大。

【服装原创设计集聚区打造】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武
汉中央服务区加速推进服装设计集聚区建设，积极

对接中纺联、省内外服装商（协）会和武汉设计类高

校，引进设计人才在汉正街开办工作室，破解汉派服

装同质化竞争激烈、服装款式有效供给不足的难题。

龙腾第一大道形成占地面积８４００平方米、拥有设计
工作室８０余家、年可设计服装７０００余款的原创设
计中心。品牌服饰广场腾退原有办公场地，筹建原

创设计交易中心。武汉国际时尚中心筹建３万平方
米集人才聚集、创意设计、产业资源供给、创新营销

于一体的联合创意工场，汉正街服装原创合力正在

有效形成。

【电子商务】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深
入探索基于互联网的新型服装产业运作模式，推动

实体商业和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服装辅料垂直电商

平台“壹钮扣”成为服装辅料第一交易平台；翠园礼

业成为全国首家“电商＋店商”、线上线下无缝融合
的礼物购物平台；品牌服饰广场、既济电力内衣商

城、老三镇服装城等多家服装市场纷纷自办或借助

第三方平台拓展网上服装销售渠道；龙腾第一大道

以汉派网批整体亮相，打造网上汉派男装品牌。汉

正街通过互联网开拓网上销售渠道的商户达到

６８００家，约占商户总数的３８％。

【跨区域经济合作】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武汉中央服
务区成立工作组，对汉正服装工业城、北河工业园、

四台工业园、盘龙城工业园等汉正街周边产业园区

实地走访调研，全面了解服装全产业链发展现状，进

一步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参与、优势互补、园区共建、

利益共享的“飞地经济”合作模式，为有效疏解汉正

街非核心功能提供支撑。

（王　琳）

环同济健康城建设

【概况】　口区是武汉市医疗资源最为丰富、最为
集中的中心城区，辖区内聚集中部地区最大的综合

性医疗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医院、全国最大中西医结合医院之一的武汉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等５家三甲医院和
全国知名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是武汉市医

疗机构门类最齐全的城区。２０１２年，口区委、区
人民政府抓住武汉打造“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中心”

的机遇，依托辖区优质医疗资源，制定“健康产业”

发展战略规划，并将健康服务业确定为重点产业加

以培育扶持。２０１３年，口区人民政府成立健康产
业专班。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口区人民政府启动“环同
济健康城”建设。“环同济健康城”是以同济医学

院、同济医院为核心，整合周边丰富医疗资源和产业

集聚集群，在东至青年路、南至中山大道、西至宝丰

路、北至建设大道的区域范围内，率先在全市探索建

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

业体系，努力打造资源最优、门类最全、模式最新、实

力最强、服务最好、“中部领先、全国一流”的健康服

务业发展核心区。

【政策支持】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出台《口
区招商引资奖励办法》（政办〔２０１７〕２１号），涉及
企业落户奖励、平台落户奖励、房租支持、经营共享

奖励、载体奖励、高管人才奖励、一企一策等７个方
面９条招商优惠扶持政策。在此基础上，区政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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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健康产业，成立“健康产业创新创业基金”５０００
万元；设立“环同济健康城”人才奖励资金每年１０００
万元，“口创新奖学金”５００万元，“医药科研成果
转化奖”５００万元，助推“环同济健康城”建设。

【人才聚集】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以同济医学
院１１０周年院庆活动为契机，举办同济医学院校友
“资智回汉”恳谈会和同济海外校友宣讲会，积极引

导同济海外校友成立产业发展联盟和环同济健康城

工作小组，吸引海外校友项目落地。健康产业专班

以“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与“百万校友资

智回汉工程”的“双百万”活动为契机，举办主题为

“菁英聚口、共筑健康城”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

业就业计划”走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活动，

组织区内８家健康服务业企业现场招聘，数十家知
名企业为大学生提供千余实习与就业岗位，积极引

导健康服务业人才留在口区。

【招商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健康产业专
班协同口区招商局梳理区内载体资源，建立健康

服务业楼宇和土地资源库，积极引导新建、改建福泽

健康产业园；口区新引进健康服务业企业２４家，
新增服务业小进规３户。区人民政府与区行政审批
局签订合作协议，建立特别绿色通道，对引资企业从

工商核名开始，提供“一次办、马上办、网上办”服

务，促成项目尽快落地。区领导带队健康产业专班

走访调研区内健康服务业企业与医疗机构，了解其

经营状况、问题、诉求及未来规划，为其出谋划策并

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解决，落实对企业的优惠政策，

如房租、人才等补贴。健康产业专班多次召开以法

律与金融为主题的健康服务业企业家沙龙活动，为

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项目推进】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健康产业专
班重点跟进德诺美生物医药项目、医疗健康大数据

中心、平安不动产、中科院医疗健康科技转化中心等

项目。区政府与武汉德诺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协议，成立生命科学创新研究院，引进国际

水平的新药物研发、人才培养等优质项目，打造百亿

级生命健康产业集群。与中电数据、同济现代三方

签订“互联网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中心框架协
议，与同济现代合作共建国家医疗健康大数据应用

示范中心。与平安不动产签约，结合“环同济健康

城”建设，充分发挥政府种子基金的引导作用，联合

社会资本，成立“环同济健康城”城市更新基金和产

业投资基金，打造“平安健康城”。引进三位诺贝尔

奖获得者，与德诺美（国际）生命科学创新研究院签

约，建设中部地区健康产业标杆园区———武汉智慧

生物医药谷，实现古田老工业区产业转型。健康产

业专班积极与国外健康领域企业对接，搭建合作交

流的平台，接待以色列的ＩＣＩ公司人员，探讨引入以
色列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先进技术，促进区内的健康

服务业发展。

（余　惠）

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按照城市副中心定位，发
展新经济，建设新环境，开创新生活，推进生产、生

态、生活“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加快建设

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按计划完成化工企业原场地

拆除、腾退工作，坚持按一流标准推进１１３５片项目
内土壤修复、道路建设和园林绿化。

【生态环境品质提升】　２０１７年，口区进一步优化
“两带三园”（汉江湾绿带、张公堤城市森林带、园博

园、张毕湖公园、竹叶海湿地公园）生态大格局，完

成汉江全线环境整治和张毕湖综合整治，持续改善

空气质量和湖泊水质，连通汉江湾绿带与张毕湖绿

带，建成环汉口西部２５千米绿色生态圈。

【土壤修复】　２０１７年，口区化工企业搬迁场地生
态修复工程按计划有序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共包括

４块场地，分别为原武汉远大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搬
迁遗留污染场地、原武汉力诺化学集团有限公司场

地、原武汉无机盐化工厂场地和原武汉环宇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场地。

２０１４年以来，口区先后完成原远大制药、力
诺、无机盐厂等搬迁腾退地块污染场地环境调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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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汉江湾新型智慧城市产业创新联盟揭牌暨城市智脑发布

险评估、污染土壤修复技术方案编制等工作。２０１６
年４月，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中冶南方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古田生态新城１１３５片基础
设施建设及生态修复项目 ＥＰＣ工程总承包合同》。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至１２月，武汉市环保局及口区行政
审批局相继下发《关于古田生态新城１１３５片土壤

修复项目（原远大、力诺、无机盐和

环宇等场地）修复方案的批复》和

《关于古田生态新城１１３５片土壤
修复项目（原远大、力诺、无机盐和

环宇等场地）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土壤修
复工作正式启动，预计 ２０１９年完
成土壤修复相关工作。

【市政道路工程】　２０１６年 ４月，
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签

订《古田生态新城 １１３５片基础
设施建设及生态修复项目 ＥＰＣ
工程总承包合同》，２０１７年因规
划调整，建设古调路（古田路至

解放大道）道路排水工程，建设

范围南起古田路，北至解放大道，全长 ６８８９９
米，红线宽２０米；田正街（古调路至古田二路）道
路排水工程，建设范围西起古调路，东至古田二

路，全长约 ３０３９６米，红线宽 ２０米。预计 ２０１８
年完成项目建设。

（杨　驰）

·８２·

·口年鉴·





 口 综 述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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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区隔江相望。２０１７年，全区土地面积４１４６平方
千米。全区户籍总人口５２８６０４人，其中，农业人口
５９０人，非农业人口５２８０１４人。有汉、回、满、土家
等２７个民族。区辖１１个街道，１２７个社区居民委
员会，１个村民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口区街道基本情况简表

街道名称
面　积

（平方千米）

人口

（人）

社区居民

委员会

（个）

村民

委员会

（个）

易 家 街 ８８０ １２９２９ ４ １
古 田 街 ５２２ ６５５８６ １３
长 丰 街 １０１７ ３１７０６ １５
韩家墩街 ４５９ ６６９７９ １１
宗 关 街 ３７１ ４８３８６ １１
汉水桥街 ２６４ ６１０４２ １３
宝 丰 街 １８８ ５３８９６ １０
荣 华 街 ０８１ ４２４５６ １０
汉 中 街 １３３ ４９２４９ １１
六角亭街 ０７４ ２９５０９ １０
汉 正 街 １５７ ６６８６６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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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经汉江入江口变迁，河沙冲洗，沙土逐步堆积、填

充形成陆地，地面标高１９至２２米。
口位于汉江和长江的汇合口，是汉口的发源

地。境内得水之利，自然形成港埠，商贸始盛，人丁

集聚，遂形成十里长堤和正街（汉正街）。近代，境

内汉江沿岸帆船林立，码头排列，商贾云集，货达三

江。京汉铁路开通后，境内建有玉带门、汉西车站。

１９０７年，拆汉口城垣，修筑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
１９２４年，修建汉宜公路，打通口西大门，构成水陆
交通重要枢纽。至２０１７年，区境形成三环线、汉西
路二环线、沿河大道、解放大道、建设大道、中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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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的气候特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

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降水充沛；雨热同期，无霜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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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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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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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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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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海霞）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组织全区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论新思想新

战略，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

度建设，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迈上新台阶。注重健全责任体

系，严格责任追究，坚决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着

力培养优秀人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继续深化治庸问责工作，努力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坚持
不懈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强化“四个

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坚定“四个自信”，

弘扬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不断提升政治觉悟和精神境界。

【加强和规范党内生活】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认真贯
彻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着力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

则，完善党委（党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提升党

委（党组）工作科学水平。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

批评，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提高民主生活会质

量，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年

开展以基层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１４次，开展集中学

习讨论２５７１９场，党员干部讲党课２８７３次。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
委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创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

制，使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尽其能、才尽其用。坚

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大力选拔思想解放、思路开

阔、敢于拼搏、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干部。突出抓

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

子特别是党政正职。重视提升干部能力素质和专业

素养。重视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女干部、党外干

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积极选派后备干部到基层和艰

苦地方去锻炼。全年完成区管领导班子调整１７批
次，提拔重用干部 ８４人，储备“两型”（狮子、老黄
牛）干部１６６人。

【加强和创新基层党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在实
施“红色引擎工程”中，注重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

能和服务功能，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整顿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１４个，基层党组织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每个基层党员成为全社

会最具活力的“红色细胞”。组织７０３１名机关事业党
员干部主动联系基层、服务群众，实现基层党员联系

服务群众全覆盖。整合基层服务资源，建好用好党员

群众服务中心，提升基层党建工作保障力。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２０１７年，
口区坚持惩治腐败力度不减弱，深化标本兼治，构

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推动党风政

风持续向好。加强党章党规党纪教育，严明党的纪

律，强化对纪律执行的监督检查，把纪律挺在前面。

深入纠正“四风”，防止反弹。深入开展治庸问责，

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积极稳妥推进监察体制

改革。加强巡查工作。创新开展基层作风巡查，加

大对“微腐败”和蝇贪的查处力度，全年党纪政纪处

分８６人。查处“四风”问题２２起，处理３２人。对
２１个单位分四轮开展政治巡察，发现问题４４４个，
问题线索１７０个。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２０１７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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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各级党委、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

合，形成管党治党整体合力，初步建立区委落实主体

责任清单，涵盖党风廉政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基层

党建、意识形态、统一战线、法治建设、信访稳定、督

促检查、保密工作９个方面的主体责任以及综治、安
全生产、环境保护等３个方面领导责任。区委书记
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先后开展调度１４次。区委常委召集相关部门围绕
意识形态、“红色引擎工程”、区委巡察、民营经济体

制机制改革等重点工作开展调度２０余次。上半年，
口区先后开展２轮巡察，对区建设局、区民政局、
区环保局３家单位进行首轮巡查，发现问题４８个，
线索４１条，并移交区纪委等有关部门处理。下半
年，完成对易家街、区安监局等６个单位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的巡察。

（余国成）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承担３项国家级改革试点
任务，牵头负责１项市级改革项目，重点参加６项市
级改革任务，探索１项区级特色改革项目。口区
委、区人民政府注重抓责任落实、抓精准施策、抓督

办协调、抓系统集成、抓宣传引导，攻坚克难、持续发

力，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全年国家部委以

及省、市领导多次到口调研指导，古田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开创汉江湾发展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经

验在全市复制推广，“三办”（马上办、网上办、一次

办）改革、居家养老“１３３工程”在全市领先。

【国家级改革项目】　２０１７年，口区注重国家改革
项目，坚持开拓创新，举全区之力确保完成国家级改

革目标。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全国关注。继续深化国家老

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汉江湾“三生”（生产、生活、

生态）融合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的经验作法，作为长江大保护的典范，登上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并获得国家开发银行授信９５亿元。８月
２３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湖北

武汉召开长江大保护工作座谈会，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胡祖才一行到口考察古田老工业区

搬迁改造试点工作后，对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肯定。

校园足球改革成果全市推广。坚持“以球健

身、以球启智、以球育人”理念，编制专业教材，打造

“校校有联赛、班班有球队、人人爱足球”的口模

式，其经验和做法多次在全国性会议上交流，并作为

重点改革试点经验在全市推广。２０１７年７月５日，
习近平主席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共同观看中德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并与来自新合村小学的黄宝莹

小球员合影留念。

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成效明显。集聚、

培育电子商务企业，全区电子商务企业达到 ４８
家。完善产业配套体系，建成电子商务园区（载

体）达到４万平方米，启动床单厂智慧园区暨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完成腾退工作，正在进行深度规划

设计。多元化发展电商应用，大力建设“网上汉正

街”，推动传统市场业态升级，推动传统企业电商

应用，注重农业电商发展。深入推进“招才引智”

和创新创业活动，开展 ２０１７第六届武汉大学生
“互联网 ＋”创新创业项目大赛，选拔了一批具有
发展潜力的创新创业团队。

【市级改革项目】　２０１７年，口区注重转变工作作
风，发扬拼搏赶超精神，努力完成市级改革项目目标

任务。

“三办”（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改革深入推

进。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纳入“三办”事项９０５
项，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分别达到 ５４％、９９％、
１００％；办事等待时间、事项办结时间平均分别缩短
５０％和８０％以上，群众满意率在９９％以上；智慧政
务平台作为全省唯一区（县）入选第二届中国“互联

网＋政务”优秀实践案例５０强。市改革办向全市
推介口区“三办”改革工作，改革经验在全市第十

次拼搏赶超交流会上推广。

居家养老“１３３工程”覆盖全区。构建一个养老
信息化服务平台，突出助餐、医疗、家政三大服务，强

化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站）、养老社会组织、助老

志愿者队伍三大支撑。实施“中心食堂 ＋配餐点”
模式，幸福食堂月均就餐老人达１０万余人次，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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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个家庭医生团队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设置４４个
家政点，基本实现居家养老家政服务全覆盖。建立

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站）４４个，引进养老社会组织
２００多家，组建 ７００多人的老年志愿者队伍，打造
“互联网＋养老”先行示范区。

城管综合执法改革探索推进。完成行政权力清

查，清理行政处罚权力事项９０项，行政强制 ６项。
探索城市管理工作“重心下移、服务延伸”新格局，

规划推进６个城市管理执法综合服务站建设，实现
执法、环卫、城市家具等“一站式”综合城市管理服

务。推进智慧执法建设，以六角亭街为重点，以点带

面，构建“街为基础、全区统一”的智慧城管体系，探

索利用智能技术、传感技术实现“智慧执法”车牌识

别、人脸识别、人员聚集报警、徘徊报警、出店报警及

音频喊话等功能。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落实。以科学提升教

育质量为目标，坚持理念共享、资源共享、方法共

享、成果共享，打破地域、学段限制，组建垂直学

区、平行学区，制定《口区中小学委托管理和学

校联盟考核评价工作方案》，实施“有效德育”工

程、“高效课堂”工程、管理提升工程，建立学区干

部聘任及交流机制、干部教师区域内均衡配置交

流机制、干部教师培训提升机制，巩固了全国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区和湖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示范

区创建成果。全市义务教育小班化教学工作交流

推进现场会在口区召开。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不断规范。印发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行“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工作的通知》，指导、推动区一级监管部

门分别建立“一单、两库、一细则”。推广工作平台

及涉企信息归集与公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

换平台口区注册用户单位３２个，操作人员３６人。
注册登记部门运用“市场主体信息共享交换平台”，

按照“双告知一承诺”要求，及时向相关审批部门和

行业主管部门推送登记信息。

街道综合执法机制不断完善，街道公共服务平

台功能不断提升。调整街道综合执法改革机制，将

区城管委、区工商局、区食药监局等驻街执法机构和

人员、执法权限、经费、党组织关系、考核评价权等６
个方面下沉到街道。规范驻街执法职能部门处理投

诉程序，以街道网格中心、城市留言板、数字城管为

重点，构建权责明晰的街道执法体系，实现统一接

收、按责转办、限时办结、统一督办。制定智慧执法

系统建设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加快智慧执法视频

会议中心基础建设，信息化装备已基本配备，软件平

台建设和区、街系统调试使用已经完成。建立街道

权力清单、程序清单、责任清单，编制街道“三办”

（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

道政务服务中心功能，明确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与社

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在服务功能和服务事项上的分

工，８０％以上政务服务实现即来即办、立等可取。
“红色引擎”推动社会治理取得新进展。统筹

抓好机关、街道社区、“两新”组织三大领域基层党

建工作，重点打造市场党建、楼宇党建、电商党建品

牌。加大“红色物业”探索推进力度，针对“专业化

物业、自管型物业、公益性物业”３种类型，按照“先
试点后扩面、抓两头带中间、保基本创特色、强党建

优服务、重指导善监管”５项原则，实现物业服务全
覆盖、党的工作全覆盖、服务水平全提升、治理能力

全提升、群众评价全提升五大目标，选聘３８名大学
生，组建武汉安社区服务有限公司，打造 １８个
“红色物业”示范点小区，推动１１６个小区“红色物
业”覆盖，探索“红色物业”口模式。

【区级特色改革项目】　２０１７年，口区继续深化改
革力度，注重区级特色改革项目落实与创新。营造

新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生态。成立新民营经济发展

局和新民营经济服务中心，出台９条政策措施，主办
首届中国工业设计展览会和２０１７年中国服装大会，
推动新民营经济聚集发展。改进企业服务方式，开

通“口服务企业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建立定期回

访工作机制，开展“双万双联”系列活动，全面落实

税收优惠政策和减税新措施，解决企业诉求８００余
个，协助小微企业贷款融资突破１亿元，帮助企业争
取扶持资金１２９亿元，企业经营成本和负担大幅下
降。新增市场主体１０４万家，增长 １５２８％，新增
注册资本过千万元企业３５９家、过亿元企业２０家，
金东方、精英盛华、普罗格科技在“新三板”挂牌，复

星集团、龙湖地产等中国民营５００强企业投资项目
启动建设，浪尖设计、猪八戒网等新兴产业项目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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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当年建设、当年运营，一大批企业在口快速

成长。

（李　劲）

经济和社会发展

【国民经济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完成生产总值
６６８０６亿元，按可比口径（下同），比上年增长
８０％。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５２２４亿元，增长
４１％；第三产业增加值 ５１５８２亿元，增长 ９２％。

第二、三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２３４７：７６５３调整为

２２７９：７７２１。全区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１％，比上年
降低０２个百分点。全年新增就业２９万人次。

【工业】　２０１７年，口区完成工业增加值６９４亿
元，比上年增长６０％，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
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完成工业增加值
３９９１亿元，增长６２％。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
有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０３６亿元，增长
３３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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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５６亿
元，增长１１０７％。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
值１６２１７亿元，增长１０６％。截至年底，全区共有
个体私营工业企业３１０８个，从业人员２０３８９人。

【建筑业】　２０１７年，口区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
建筑企业２９３个，从业人员２１５１６人。全年有资质
的建筑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５４９５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１０％。完成建筑业增加值 ８３亿元，增长
８８％。建筑工程结构验收合格率１００％，竣工验收
合格率１００％，建筑业劳动生产率２６万元／人，增长
６８６％。全年建筑企业施工项目３３１个，竣工项目
１１７个；施工面积２４０３万平方米，增长１０％，竣工
备案面积２４６０５２６万平方米，增长２３８％。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１７年，口区完成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２７０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９％。其中，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６８１９亿元，增长 ４７９％；房地
产开发投资２０２５１亿元，增长１０４％。

【国内贸易】　２０１７年，口区完成批发和零售业增
加值１５７３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５％。全年商业企
业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９６５７７亿元，增长
１０％。全区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５６２３３
亿元，增长４６％；限额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额
４０３４４亿元，增长１８５％。其中，限额以上批发零
售贸易业完成零售额 ５５４４３亿元，增长 ４６％；限
额以上住宿餐饮业完成零售额 ７９亿元，增长
０９％。截至年底，全区共有注册商品交易市场７５
个，商业从业人员１０万人。

【对外经济贸易】　２０１７年，口区完成外贸出口创
汇总额３８８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５７％。全年实
际利用外资７９１亿美元，增长１１％。截至年底，全
区有“三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３０７个，其中，２０１７年
新增“三资”企业２个。

【财政收入与支出】　２０１７年，口区实现一般公共
预算总收入１０６２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４３％，占全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 １６９８％ 下降至
１５９１％。全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６２１９亿元，
增长４６８％。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５４８３
亿元，增长７４％。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２０１７年，口区新增５处
街头游园、５处街头小景，完成１０条道路景观改造
提升及１０条林荫道建设。全区新增绿地面积２１万
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１２５平方米，建成区绿
地率３５％，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４０％。全年治理污染
源３３８３个。全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为５４７分贝，比上年下降０３分贝，区域环境噪声
总体水平等级为二级，评价为“较好”；昼间道路交

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６９５分贝，比上年下降０２
分贝，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二级。全区道路清

扫面积１０８７７８万平方米，垃圾清运量１２２０吨／日，
门前三包覆盖率１００％，环卫管理达标率９０％。

【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幼儿园 ６４所，在园幼儿
１５１５２人；小学４１所，在校学生３３２７９人；普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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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所，在校学生２１６９６人；职业中学２所，在校学生
３８８５人；特殊教育学校１所，在校学生１６７人。小
学在校学生无辍学。初中在校学生无辍学，初中毕

业生合格率９９４１％。高中毕业生升学率９８％，其
中，一批本科上线１０４４人，一本上线率比上年增加
１０５个百分点，本科上线１９１６人，本科上线率增加
２０１个百分点。

【科学技术】　２０１７年，口区有科研机构１３个，全
年实施科技计划项目３３项。全年专利申请８５０项。
全区累计获批高新技术企业６０个，全年完成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１９１３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４６％。全
区有国家级孵化器１个（武汉三新新材料科技企业
孵化器），全年新增众创孵化面积 ６２２万平方米，
全区众创孵化器总面积达２２２４万平方米。全年技
术市场签订各类技术合同 １２８项，合同成交额
３８５５５９０万元，增长２２％。

【文化】　２０１７年，口区有区属文化事业机构２个，
其中，文化馆１个，图书馆１个，藏书２９万册，从业
人员２３人。全年开展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１３９项
（次）。全年文化市场管理稽查覆盖率达１００％，音
像制品案件查处率 １００％。区文化馆在“放飞梦
想———中国湖北·俄罗斯莫斯科、波兰托伦国际少

儿画展”“童之趣”杯征文大赛以及“知识工程”“市

第四届群众广场舞蹈大赛”“武汉市高校艺术节”等

活动中被省、市相关部门评为优秀组织奖。区图书

馆在２０１７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活动中，被中国图书
馆学会评为优秀组织奖。

【卫生】　２０１７年，口区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３２３
个，其中，医院４７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１个，社区
卫生服务站２５个，其他医疗卫生机构２４０个。全区
有卫生技术人员医护人员２７３０４人，其中执业医师
７１４９人；有医院病床１４２００张。平均每千人拥有医
生８３１人、医院病床１６５１张。法定报告传染病发
病率为 ４５９９４人／１０万人，儿童免疫接种率
９９８０％，食品卫生监督覆盖率１００％。

【体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开展大型群众性体育活

动２０次，参加活动人员 １０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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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０人次，获得金牌３５枚、银牌
４６枚、铜牌３０枚。在湖北省青少年乒乓球精英赛
中取得团体第一。在武汉市十运会中，口区获

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体育后备人才贡献奖、赛事承

办创新奖，赛事中取得乒乓球、羽毛球、摔跤、女足

甲组、国际象棋等多个团体项目第一，网球、田径

团体项目第二。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４０１０８元，比上年增长９４３％。全区参加社会
养老保险单位 ５３１７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职工
２６１２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单位５３４８个，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人员５２３０万人；参加失业保险单位
５１００个，参加失业保险职工１６６８万人；参加工伤
保险单位５２６４个，参加工伤保险职工１８３２万人；
参加生育保险单位 ５２９７个，参加生育保险职工
１８７６万人。全年共有９０４５６户次城区居民享受最
低生活保障补贴，减少９５３％，计１３９１３２万人次，
减少 １４１５％，最低生活保障费实际发放金额
７３７２８万元，增加８２６２万元。发放物价补贴、水
费、电费、春节慰问等各项补助８１４３万元。全区人
口出生率６０３‰，人口死亡率８８４‰，人口自然增
长率－２８１‰。

（曹海霞）

社 会 治 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政法委员会（维稳办）
以确保党的十九大期间稳定为刚性目标，以深入

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着力点，不断创新工作

机制，全面落实各项维稳措施，为促进全区社会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维护稳定工作取

得新的成绩。

【风险评估】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政法委员会（维稳
办）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开展自查工作。各街道各部门，就本辖区、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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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重大项目、重大决策进行排查梳理，按照《

口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细则》的要

求，明确各单位风险评估工作责任领导、工作专班

和联络员，确保风险评估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并及

时将年初评估计划上报区维稳办。坚持稳评报

备。全年新增项目１３个，在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的
前提下，将存在的不稳定问题超前研判，从源头上

控制矛盾的“增量”。

【维稳安保】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政法委员会（维稳
办）坚持以大接访为切入点，建立“领导开门接谈、

专班稳控化解、领导包案、属地重点稳控、区委区政

府定期研判”五大机制，口区在全市第一场拼搏

赶超交流会上作交流发言。全年市交办的第一批

１７６件信访积案全部办结，化解 １７４件，化解率
９９％；第二批１０１件完成化解９４件，化解率９３％。
２０１７年，区“四大家”班子领导接访 ６００余批次、
２３００余人次，有效化解一大批矛盾纠纷和信访积
案，进京越级访比上年下降４４５％。切实落实敏感
节点安保维稳工作，圆满完成全国、省、市、区“两

会”以及金砖国家峰会、李克强总理考察汉正街等

期间维稳安保任务。

【工作成绩】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政法委员会（维稳
办）注重加强维稳工作的协调与统筹安排。年内，

口区公安分局受到武汉市委嘉奖，口区维稳办

荣获“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度湖北省维稳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口区信访局被评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度湖北
省信访工作先进单位”和“湖北省信访系统２０１７年
度创建人民满意窗口优胜单位”，口区是武汉市

唯一拿到３个省级荣誉的城区。
（肖成杰）

法 治  口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共武汉市口区委政法委员
会（简称口区委政法委）认真落实党政主要负责

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决落实法治

建设各项工作任务。六角亭街法治建设工作被国

务院法制办现场调研并得到高度肯定。区人民法

院家事审判改革工作经验被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

推广。同时，还涌现出荣获“全国老年法律维权工

作先进集体”的区公安分局古四警务站等先进典

型数十个。

【法治创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政法委继续
深化民主法治单位、社区、学校等多领域法治创建

活动。推进落实全区 ６２所中小学校园法务室规
范化建设。开展社区法律顾问点标准化建设，打

造社区法律顾问示范点１０个，上半年社区法律顾
问共开展法治讲座 ２５４场，参与重大活动 ６３次，
参与调解 ７２起，解答法律咨询 １２７８人次。依托
辖区内同济医学院和律师事务所等法治资源，加

强区法学会法医学、社区法治 ２个专业委员会建
设，举办首届社区法治论坛。

【法治惠民惠企】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政法委推出９
大法治惠民惠企项目，其中“家事法庭”从全国试点

走向全国示范，网络投票排名全市第二，“海燕直通

车”成为全市户籍办理典范，经“防盗诊所”诊断过

的房屋无一被盗，受到《长安》杂志推介，“古四黄手

环”已帮助１０００余名走失老人安全回家，全年该类
警情下降８０％，并在全市５６个警务站推广。口
区人民检察院“心港湾”蔚蓝志愿者服务队利用“流

动花朵”法制教育园地、聋哑学校“爱心驿站”和“心

港湾”未成年人观护基地三大平台开展法治宣传和

犯罪预防工作，针对未成年人累计开展模拟法庭等

法治宣传活动７００余场次。驻汉正街中央服务区
（口总商会）检察服务站，为辖区内非公企业及商

会提供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推出“法润生活”法律

课堂。“口检察”微信公众号围绕检察工作，完善

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及时妥善回应网

民通过微信途径提出的举报、控告、申诉等诉求，拉

进检民距离，传播法律监督正能量。口区法援中

心构筑区、街、社区为一体的“三级”法律援助工作

网络，设立３０个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全区１２７个社
区建立法律援助受援点，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１５分钟法律援助服务圈”。深化执行查控和信用
惩戒机制建设，新收案件提交“点对点”网络查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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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对“老赖”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司法体制改革】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政法委有序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司法责任制落地生根，认罪认

罚从宽试点效果明显，研制的量刑建议算法适用

案件４０５件，当庭宣判率１００％，无上诉和抗诉案
件，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肯定。推进涉法涉诉信

访机制改革，口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经验在全

省交流，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被最高人民

检察院评为全国文明接待室。建立健全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机制，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

９４６％，位居全市前列。
（肖成杰）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７日，中共口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传（左二）一行慰问全
国道德模范董明（左一）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简称口区文明办），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力加

强思想道德建设，着力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着力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促进全

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截

至年底，口区有各级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街

道、文明社区、文明家庭４４３个，其中，国家级文明单

位２个，省级文明单位２５个、省级
文明校园 ５个、省级文明社区 ５
个，市级文明单位９５个、市级文明
街道１０个、市级文明社区 ６２个；
有省级文明诚信市场５个，市级文
明诚信市场９个；武汉市模范市民
３人，武汉文明市民９３人；全国最
美志愿者１人，武汉市最美志愿者
３人、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３个、最
佳志愿服务组织４个、最美志愿服
务社区２个。

【文明城区创建】　２０１７年，口
区文明办围绕迎接全国文明城市

复查测评工作，成立市容环境、交

通环境、市场环境、窗口环境、文化环境、“五小”整

治６个工作专班领导小组，建立组织制度、会议制
度、巡查制度、通报制度、责任制度、保障制度６项制
度。先后组织召开４次全区迎接复查测评工作部署
会、推进会和现场会，跟踪督导问题整改，调动全区

力量整体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组织开展文明程

度指数测评专项排名、拉网式排查、严格执法检查、

周未清洁家园、文明礼让交通等系列活动，集中对集

贸市场、老旧社区、“僵尸车”、公益广告等专项整

治。共下发《督办单》１４８份、《工作提示单》８份，创
办《创建动态》２１期、微信美篇通报２６期，收集上报
４３个类别国检资料审核材料。发动各群团组织、志
愿者群体积极投身文明创建，参与志愿者达３５００余
人次，开展各类共建活动共计３００余次。９月２４日
至２６日，接受中央文明办的复审测评。２０１７年，
口区荣获省级、市级文明城区称号。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明办坚持
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４５名口身边
好人登上武汉三台《好人在身边———天天正能量》

电视栏目。参加第六届湖北省、武汉市道德模范和

第二届武汉市功勋市民、模范市民、第三届武汉市文

明市民推评活动，共有２人被评为武汉市“模范市
民”、９３人被评为武汉市“文明市民”。编撰《道德
的力量———口好人故事汇》，分为“助人为乐好

·６３·

·口年鉴·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９日，口区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复查测评工作部署会

人”“见义勇为好人”“诚实守信好人”“敬业奉献好

人”和“孝老爱亲好人”５个篇章，收集编写口区历
届４３名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事迹，大力传播道德模
范事迹，弘扬正能量。利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

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

节日活动，用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礼仪提升市民道德

文化素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明办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全过程，组织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

育系列活动及“网上祭英烈”、学习和争做美德少

年、“童心向党”歌咏比赛等实践活动。坚持以中华

文化经典诵读活动为载体，让未成年人接受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倡导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广泛开展文

明家庭推荐工作，引导形成“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的良好风尚。遴选出“敬业奉献、致富有

方、夫妻和睦、孝老爱亲、科学教子、邻里和谐、节俭

养德、公益传德、书香润德、廉洁清明”等十类４０户
“五好文明家庭”暨“最美家庭”，并将１０户十佳最
美家庭的事迹、征集的家训家规汇编成册，面向全区

发放，以典型示范引领好家风建设。

【基础文明行为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明办注重

贯彻落实《武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推进文明餐桌行动进机关、进

企业、进学校、进家庭，促进勤俭节

约蔚然成风。大力开展文明交通

行动，全区１２个重点路口常态化开
展文明交通志愿劝导，组织志愿者

宣传和引导市民文明排队、文明礼

让。以全区各旅游景点、园博园、古

田长途客运站、出入境办事窗口等

公共场所为重点，加大文明旅游宣

传力度，运用公益广告、宣传手册等

方式普及文明知识、倡导时代新风。

丰富诚信教育实践活动，广泛开展

“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食品安全
周”“诚信经营示范点”“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公示等主题活动，开展

诚信教育，加强行业自律，提升诚信自觉。

【公益广告宣传】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明办坚持将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宣传作为营造良好舆论

氛围的重要举措，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充分利用大型户外广告牌、

建筑工地围挡、公园广场、公共文化场馆、公益性文

化设施、宣传橱窗、黑板报等宣传阵地，广泛投放公

益广告，进行常态化宣传教育引导，形成具有口特

色、与城市环境相协调的公益广告宣传格局。同时，

开展“砥砺奋进的五年———文明的力量”“法治中

国”“省市党代会精神”等专题宣传。

（湛红诗）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继续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决策，牢固

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全面推进汉江湾“三

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示范区的经验做法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获得国家开发银行授信９５亿元。同时，推进大气、
水、土壤污染治理，坚持抓好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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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工作取得成效，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生态环境】　２０１７年，口区对中央环保督查反馈
问题完成整改，太平洋排口截污封堵、宗关水厂反冲

洗排口迁移全面完成，湖泊和水源地得到有效保护，

１１３５片土壤修复深入推进。开展拥抱蓝天行动，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下降３９％，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较
去年增加１８天。推动绿满口，完成长江大道口
段、园博大道等１０条道路景观提升，新增绿地面积
２１万平方米、绿道５公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下降３８％，能耗总量增幅控制在２６４％。国家发
改委点赞口生态建设成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

条推介生态汉江湾。

【城建攻坚】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建投资３５亿元，完
成征地１３０亩、征收１４３万平方米。汉江大道、惠
安大道、孝高速完成征收。长安路西段通车，金银

湖南街、凌云西路、平安二路等１２条道路建成，古田
二路地下通道、汉中路、丰硕路等１４条道路加快建
设。大力推进“四水共治”，福新泵站启动建设，打

通城华路至丰硕路排水主通道，疏通排水管网

３６２５公里，改造二次供水点位２２处。江滩四期防
洪清障全面完成，平稳度过夏秋两汛。固体废弃物

分类处理中心启动建设。维修主次干道 ３万平方
米，新建公厕４座、人防工程７５万平方米。停车场
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收官，累计建成停车场４２个、新
增停车位６７０８个。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圆满完成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全国文明城市复查、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创建工作任务，城市综合管理保持先进水平。推动

城管创新，建成智慧指挥中心，重点区域实现远程监

管、实时管理，精细化服务能力得到提升。机械化清

扫保洁力度不断加大，环卫作业市场化稳步推进，门

前三包工作深入开展。坚持减存量、控增量，拆除违

法建设１８５万平方米。开展商圈环境、城市家具、
交通秩序、轨道站点等专项整治，创建中山大道、园

博园南路等示范道路，一批影响居民生活的城市顽

疾得到解决。

（余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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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口区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共口区委员会（简称中共口
区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牢扭住转型创新升级发展

的主题，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全面完成全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经济社会

取得令人振奋的新成就，口发展打开光明通道。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２０１７年，中共
口区委坚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着力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十九大精神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

署在口落地见效。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中央、省、

市重要文件和典型案件通报，作为区委常委会会议

固定议题、第一议题，先后进行３０余次专题学习。
举办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报告会、专题研

讨、学习恳谈会等学习活动２０次，举办全区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班，区委常委

带头开展宣讲１５次。结合“双万双联”和“万警进
社区”等载体和活动，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业、

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深入人心。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２０１７年，中共口区委
常委会研究制定全区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施方

案，开展“两学一做”专题学习。通过组织培训、典

型交流、警示教育、网络学习等形式，严格落实中心

组学习、民主生活会等制度，深入开展专题研学，增

强学习针对性和实效性。深化“支部主题党日 ＋”
活动，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重要部署和重点工

作制定１０个活动主题，组织全体党员围绕学习主题
开展讨论，制定个人学习计划。深入开展“十大服

务效能示范岗”和“十大勤政廉政标兵”以及履职尽

责先进个人创建评选活动，提高“两学一做”实效。

【区委十二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招商引资

大会】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日，中共口区委十二届三
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招商引资大会召开。全

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市“两会”和招商引资大会精神，表彰

２０１６年度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和履职尽责、干事
创业先进个人，总结部署２０１７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及招商引资工作，书面审议《中国共产党口区委

员会工作规则》《中共口区委全体会议议事与决

策规则》《中共口区委常委会向区委十二届三次

全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

区政协、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向区委常委

会的工作报告。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

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作主题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总结２０１６年工作，部
署２０１７年经济及招商引资工作。全会充分肯定
２０１６年以来区委常委会的工作。全会指出，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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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工作思路和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及视察湖北武汉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

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

神，按照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的要求，

坚持环境先行、功能引领、产业支撑、创新驱动、民生

为本，深入推进三件大事，着力建设三大功能区，重

点发展三大产业，以招商引资为龙头，以促进有效投

资为动力，以旧城改造为重点，以产业创新为方向，

以项目化管理为总抓手，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城市建

设、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整体推进，取得一批突破

性、开创性、标志性创新成果和发展成果，加快建设

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

【党政干部大会】　２０１７年７月４日，口区召开党
政干部大会，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全市领

导干部大会精神，重点研讨招商引资工作。区委、区

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人民法院

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区委书记、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民政

府区长刘丹平全面部署招商引资工作。区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刘红鸣传达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全

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以

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智、区政协副主席肖军生以

及１２家单位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区委十二届五次全体会议】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１日，
中共口区委十二届五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以习

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重

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系列决策部署以及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区第十二次

党代会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区

委书记景新华作全会主题报告。全会充分肯定上半

年区委常委会工作。全会提出，下半年工作总体要

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为指导，以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主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和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按照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的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并贯穿到各项建设和发展中

去，落实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具体部署，确保各项工

作精准落地见效，确保圆满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加快建设现代商贸强区和美丽生态口。

【全区领导干部大会】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口区
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动员

全区上下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动力，决战决胜

四季度，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以新作为新业绩展

现全区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区领导景

新华、刘丹平、周付民、严学彬、苏海峰、邹春燕、彭前

旭、潘利国、张晓红、刘传、徐盛敏、龚伟、杨卿参加

会议。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传达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在全市领导干

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

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就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以来，武汉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市委采取

的一系列创新举措，给武汉带来了新气象，在全国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口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过去

五年，是口破字开路、边破边立的五年，未来五年，

是口立字当先、开创新局的五年。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４
日，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带队到

口区调研督导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曙，区委常委，区人大

常委会、区政协主要领导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张曙代表检查组就前期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

行严肃、认真、全面的反馈。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景新华汇报全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体责

任落实情况。陈一新对口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体责任情况给

予充分肯定。

【“两会”中共党员大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中
共口区委召开出席区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

口区十四届二次会议的中共党员代表、委员会议，

传达学习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要求全体党员

代表、委员统一认识、明确目标，发挥好模范带头作

用，以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团结、引导、带领全体

代表和委员，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确保圆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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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会的各项任务。区委书记景新华参加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主持会议。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彭前旭宣布大会

临时党组织名单。

【信息调研工作】　２０１７年，中共口区委研究室围
绕全区重点工作，起草区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暨全区

招商引资大会、区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区纪委全体

（扩大）会、区委人大工作会议、区委政协工作会议、

区组织工作会、区宣传工作会、区政法工作会、区拼

搏赶超会等重要会议、重要工作文稿，撰写进同济医

学院、进武汉纺织大学、进中国地质大学等“四大资

智聚汉工程”宣讲稿，文明创建、精准扶贫、长江大

保护等工作在全市交流发言，综合文稿质量稳步提

高。全年共撰写各类文稿１１５篇。参与起草《关于
完善重点工作推进机制的意见》和《关于在全区开

展“带头转变作风、带头拼搏赶超，迎接党的十九

大”主题活动的实施方案》，推动全区工作落实落

地，营造浓厚的拼搏赶超氛围。调查研究出实效，制

定《口区促进新民营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工作

方案》，起草新民营经济发展调研报告，系统总结区

委办助推主体责任落实的创新做法，《多措并举、整

体推进，确保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地见效》一

文在市委办公厅《情况交流》上刊载。《加快汉正街

核心区块建设》《率先打造健康示范区》《聚力打造

新民营经济发展生态》等外宣文稿在长江日报上刊

登，口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２０１７年，中共口区委研究室密切关注中心工
作，发挥党委信息主渠道作用，全年编发《口信

息》１４７期，上报反映口发展成绩、社情民意、工作
经验及问题建议类等信息２６０余篇，其中７８篇信息
被市委办公厅采用，４篇被中央办公厅采用，９篇被
省委办公厅采用，《多措并举 整体推进 确保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地见效》等３篇综合信息被单
篇采用，在全市推广口改革工作的创新举措。全

年准确报送紧急信息３０余起，未发生迟报、漏报、瞒
报、误报紧急信息的情况。

【督促检查工作】　２０１７年，中共口区委督查室围
绕区委中心工作，紧扣区委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

署，着力构建大督查工作格局，加大督查工作力度。

加强督查任务统筹，增强工作指导性方向性，精心研

究策划，制发《中共口区委 ２０１７年重点督查计

划》。突出督查重点。抓好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

大活动决策事项，领导重要批示，事关全局的重大任

务的督查落实。狠抓市、区党代会工作落实，细化目

标，明确责任和时间节点；狠抓市委书记、区委书记

重要批示件落实，列出督办清单，实行挂号销账，跟

踪督办，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加强统筹联

动，协调调度。灵活运用方式方法开展督查工作，电

话抽查与实地督查相结合，暗访与明察相结合，书面

自查与实地督查相结合，“互联网 ＋督查”。以解决
问题为导向开展督查工作，持续跟踪督查推进工作

落实。主动担当开展网上群众工作部工作，全力开

展办理工作，建立运行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充

分运用督查结果，强化激励约束，开展督查约谈。省

市交转办件共办理 ７０件，办结率 １００％，回告率
１００％。城市留言板网民留言办理 ２４０件，办结率
１００％，回告率 １００％。区委领导批办件办理 １２４
件，办结率７５％，回告率１００％。其中机要文件批办
３２件、信访件７４件。下发督办通知８５件，催办通
知３件，编发督查通报１７期。

（李雄风）

·组织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共口区委组织部（简称口
区委组织部）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组织部门和省、市、

区党代会精神，全面聚焦主责主业，认真总结好经验

好做法，科学谋划新任务新思路，各方面工作都取得

新进展新成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组织
部以基层党支部为单位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１４
次，组织基层党组织开展集中学习讨论２５７１９场，党
员干部讲党课２８７３次，全区党员干部“四个意识”
不断增强，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不断提高。引导在

职党员进社区，落实党员直接联系服务群众机制。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整顿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１４个，基层党组织战斗力进一步增强。认真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组织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

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加强党员干部的

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组织部以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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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红色”（强化“红色引领”、培育“红色头雁”、

激活“红色细胞”、建设“红色阵地”、打造“红色物

业”、繁荣“红色文化”、掀起“红色旋风”、用好“红

色基金”）为抓手，实施“红色引擎工程”。选育刘德

荣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红色头雁”，完善基层党组织

书记选拔储备教育管理机制。全面激活“红色细

胞”，组织７０３１名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干部主动
联系基层、服务群众。建强“红色阵地”，新建６个
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全区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党员
群众服务中心达到８３个。打造“红色物业”，深入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建好公益性市场化物业服

务实体———武汉安社区服务有限公司，整合资源

打造１８个示范点小区，惠及居民５４万余户。用好
“红色基金”，启动帮扶生活困难党员“连心工程”，

募集资金１０９万元，集中开展就业帮扶、大病救助、
法律援助和就学资助等活动，不断优化困难党员帮

扶救助措施。打造“红色港湾”，以老龄人群及弱势

群体为重点，突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全面深化拓展

居家养老“１３３工程”。通过拓宽居家养老服务范
围、建设居家养老中心、打造“幸福食堂”、全面落实

高龄津贴政策、开展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等措施，完

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推进居家养老服

务工作。

【“两新”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成立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切实加强对全区

“两新”党建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深入开展“百

日攻坚行动”和“扩面提质行动”，全区纳入党建工

作统计基数的非公企业有８６７家，党组织覆盖率达
９８０４％，社会组织２１３家，党组织覆盖率达１００％。
采取分级分类培训的方式，举办街道、区经济和信息

化局、口经济开发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培训班

３次，组织培训党组织书记１５０多人。定期开展党
务工作者、优秀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通过召开

工作部署会等，重点加强“两新”党务知识培训，切

实提高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党建工作的本领和服务企

业发展的能力。打造“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电商

党建”品牌，新成立电商企业党支部１１个，选派园
区党建指导员１０余名，推动２００多个电商企业实现
“两个覆盖”。实施电商党建“四项创新工程”（党员

安家工程、服务为先工程、先锋引领工程、互促共赢

工程），破解电商党员“身份难确认、管理难到位、活

动难开展、作用难发挥”等现实难题。建立“先锋

口”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微信公众号以及

“互联网 ＋”政企互动平台，对电商企业提供全方
位、个性化服务。打造“汉正街中央服务区市场党

建”品牌。建立健全区域“共驻共建、共享共用”机

制，实施流动党员“安家工程”，建立“流动党员 ｅ支
部”和“网上党校”，建设市场党组织活动中心 １５
个，落实市场党员“三报到制度”（市场党员到社区

报到、到市场报到、到商会报到）。深入开展“德在

汉正街”和“奉献在党旗下”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

导市场党员诚信经营、促进发展、奉献社会。培育选

树先进典型，命名表彰一批“党员经营户”和“党员

专柜”。打造“环同济健康城商务楼宇党建”品牌。

因地制宜设置商务楼宇党员职工活动中心（服务

站）１６个，选派 １８名街道干部担任楼宇党建指导
员，同步开展服务企业和指导党建工作。定期组织

商务楼宇党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文体娱乐、志愿服务

等活动。形成以“环同济健康城”为依托，楼宇企

业、物业公司、街道社区共同参与、多方共赢的商务

楼宇党建工作新格局。成功举办“唱响汉江湾·

口区新民营经济组织喜迎十九大歌咏大会”。《长

江日报》两次集中报道口新民营经济组织党建工

作，武汉市委组织部领导作出“抓得实、特色明、效

果好”的批示。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组
织部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强化政治

管理、组织管理和履职管理，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学

习教育和民主集中制教育，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议事

规则和决策程序，开展领导班子制度建设和执行情

况专项检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战斗力凝聚

力明显提升。深入推进干部队伍活力激发工程，开

展“狮子型”“老黄牛型”干部调研，储备“两型”干

部１６６人。关心关爱干部，表彰“履责尽责、干事创
业”先进个人２１人，完成区管领导班子调整１７批
次，提拔重用处级干部８４人。６名街道副处级干部
职务职级实现“应升尽升”，３名影响期满、实绩突
出、符合条件的干部得到提拔重用。深入实施年轻

干部成长工程，做好选调生、公务员、事业干部和专

项选聘生招录工作，分层分类建立年轻干部信息库，

定期调整、动态管理，组织召开年轻干部座谈会，选

派２０余名年轻干部到急难险重岗位磨砺锻炼，提拔
４０岁以下区管干部１２人，其中１人成长为正处级
干部。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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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抓好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市党代会精神学习，

全面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２５期，培训干部 ２０００余人次，实现区管干部轮训
１００％，干部能力素质和专业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坚持和完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凡

提五必”（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凡提必听”，干部人事

档案“凡提必审”，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

核”，有关信访举报问题“凡提必查”，家规家风践行

情况“凡提必访”）、任前公示、任前谈话、经济责任

审计、干部“带病提拔”倒查等制度，严肃开展选人

用人专项检查，开展领导干部兼职、不担当不作为等

专项治理，将严管与厚爱结合起来，营造风清气正干

事创业环境，促进干部健康成长。

【人才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组织部聚焦三大产
业发展需求，大力推进招才引智工作。完善招才引

智工作体制机制，成立区招才引智工作领导小组和

区招才局，切实加强对全区人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

组织协调。构建“大赛展才、平台留才、机构引才、

大使荐才”模式，组织实施“四大资智聚汉工程”。

实施“口英才”和“口拔尖人才”计划，发挥武汉

市“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环同济健康产业园、
孵化器、招才招商大使等平台优势，集聚高端产业人

才和创新创业人才，全面激发人才工作活力。深入

实施“两个百万”工程，设置“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

就业服务专窗”，围绕“快落户、好安居、能就业、易

创业”，创新思路措施、制定优惠政策。全年筹集大

学生就业岗位１２万余个、免费创业工位９２０个，提
供人才公租房５９６套，全年留下大学毕业生３３１９１
人、落户口６０２９人。组织举办同济医学院、武汉
纺织大学宣讲活动２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发放
“口创新奖学金”１００万元。参与承办全市“百万
大学生留汉”大型校园巡回宣讲暨招聘活动２场，
组织开展“高校行”系列招聘活动４９场。组织开展
“同济医学院校友资智回汉聚恳谈会”“冠军回

家”和“万名大学生看口”等系列活动，校友资智

回汉活动签约项目金额达７１８６亿元，９位世界冠
军被聘为区招才招商大使。助力科研成果转化，成

立区科技成果转化局，引导科技金融参与支持科技

成果就地转化，全年共达成科研成果转化项目 ２５
个，签约金额达６７７１２万元。实施“海外科创人才
来汉发展工程”，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其中重点引

进３名诺贝尔获奖、１名院士在内的９名高端人才，

顶尖人才引进取得新突破。

（洪　丹　胡　龙）

·宣传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紧紧围
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这个主题，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这条主线，围绕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和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深化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

习研究宣传，着力加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舆

论引导，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

加强城区形象塑造传播，着力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发展，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提供

有力的思想舆论保证和良好的精神文化条件。

【理论武装】　２０１７年，中共口区委宣传部（简称
口区委宣传部）开展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

习活动１８场次，其他各级中心组学习活动 ６００余
场。组织“两团九队”等优秀团队宣讲力量，推出各

领域各行业“理论宣讲网红”，区领导带头示范，开

展“双十双百双千”大宣讲，累计宣讲１３００余场，促
进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十九大精神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

进社区、进农村、进军营、进网站。广泛开展视频

“微宣讲”和“文艺轻骑兵”深入基层宣讲，并组织观

众１０００余人的“不忘初心昂首迈进新时代”大型文
艺宣讲。通过创新运用各种学习宣讲形式，较好地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

加强中心组理论学习。完善党委（党组）中心

组学习规则，加强学习管理、考核与问责，推进中心

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加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宣传阐释，引导全区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创新理论宣传。推进“理论、百姓双宣讲”活动

全覆盖，面向全区深入宣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党

的十九大及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持续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强化“两新组织”、青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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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普及工作。建立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知识库、

试题库和理论宣讲微课程库，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开展理论微宣传。引导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和文化自信。

深化理论研究。围绕口区转型、创新、升级发

展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全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

重大问题，群众和舆论普遍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

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取得真实可信、扎实有效的调研

成果，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发展。加强对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的分类指导，促进领导干部更新观念、拓展思

路，提高认识能力和工作能力。

【意识形态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宣传部统筹落
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全区６４家单位意识形态
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并通报。组织意识形态工作专题

联席会９场、推进会２次，定期不定期排查意识形态
领域风险点。开展清网行动，清理违法违规有害信

息和不实信息。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全年报送网络

舆情１８６３条，重点关注及处置 ２３５条，制作 ３２期
《舆情专报》供区领导参考，全区未发生重大舆情炒

作事件。建立核心、骨干、基层三级共２００名网评员
队伍，正确引导舆论。

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建立研究通报机制，

定期研究重大舆情、重点情况、重要社情民意中的倾

向性苗头性问题，定期向市委、区委报告意识形态领

域情况。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围绕重难点问题，组织

召开意识形态工作推进会、专题联席会。建立意识

形态阵地管理机制，对思想文化类讲座、报告会、节

庆活动等进行统筹管理，加强对各类文化市场和基

层文化阵地的日常管理，分层分类建立报批、审查和

追责制度。建立常态化督查问责机制，按照考核评

分表对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进行专题督导调研，层

层传导压力、夯实主体责任。将党委（党组）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纳入巡察工作内容。推动意

识形态领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水平。出台并实施《

口区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

则》。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开展清朗网络空间专项

行动。把握时、度、效，改进网络正面引导和监管水

平。壮大网评员队伍，加强网上统战工作。丰富政

务微博、微信内容，加大发布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各

种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及辖区领导干部克难攻坚干事

创业的生动实践，巩固发展主流意识形态。

推动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针对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街道及社区、中小学校、国有企业、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七大领域，分层分类推进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确定７个领域１５个基
层单位创新示范点，其中６个单位的经验做法受到
省市媒体推介。统筹全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

新活动，培育和发掘基层单位创新典型。《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　打造创新创业文化新品牌》获评
第十二届“武汉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优秀创新项

目”提名项目。

【宣传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宣传部继续完善各
类先进典型的推评机制，扎实选树宣传先进典型，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截至年

底，全区共涌现董明、杨小玲、官东等１０名全国和全
省、市级道德模范，２４名“中国好人”和“湖北好
人”，４名“荆楚楷模”，１８名“时代楷模———武汉精
神践行者”，３６６名武汉市“模范市民”“文明市民”
和“口好人”，是全市唯一连续产生三届和拥有全

国道德模范数量最多的城区，“道德高地”的城区形

象日益彰显。

突出选树宣传先进典型。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

设工程，参与推评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新一届武

汉功勋市民、模范市民、文明市民，继续做好“时代

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荆楚楷模”“中国好人”

的推评宣传工作。汇编《口好人故事汇》《新时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者》，利用社区名家讲坛、

市民学校、道德讲堂等阵地，组织先进典型人物宣

讲，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氛

围。开展“聚焦主战场、树立新标杆、讲好践行时代

精神故事”主题活动，大力宣传活跃在基层一线、奉

献在急难险重岗位的先进人物和集体，汇聚改革创

新、拼搏赶超的强大正能量。

开展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广泛

宣传武汉城市形象、城市精神。举行“国防教育月”

活动，开展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工作。配合有关单

位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统战、环保、消防、安全生

产、计生、民族宗教、科普等系列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新闻宣传】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宣传部升级自媒体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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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口发布”政务微信，全面传播口声音、深

度讲述口故事，被评为全区重点工作项目化管理

优秀项目。集成全区微信、微博公众号构成“口

微宣传”矩阵。围绕全区中心工作、热点话题，组织

大型新闻发布活动１１次，在中央、省、市主流报刊发
布３５个头版（整版），新闻报道共计 １０００余篇
（次）。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家主流媒体聚焦

口，报道长江大保护工作。创新拓展外宣平台，在

地铁媒体密集展播招商口、平安口、廉洁口等

系列宣传片。通过有效形成融媒体传播的立体宣传

态势，较好实现对内提振士气，对外提升口的知名

度、美誉度。

开展媒体差异化主题宣传。根据纸媒、广电、网

媒的不同传播特点，按照“优选平台、错位宣传”的

原则与媒体合作，围绕区委、区政府推进“三件大

事”、建设“三大功能区”、发展“三大产业”等中心工

作，对口区“转型、创新、升级”重大决策和发展成

果开展宣传。深度报道全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试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全国校园足球试点区

及乐活汉江湾、时尚汉正街、同济健康城的建设发

展。做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的宣讲

及报道工作。对接全市收集整理“百个重大事件、

百位重要人物、百部经典作品、百个精彩故事”工

作，宣传推介口。

改进“微宣传”等新媒体宣传。顺应传统媒体

与新媒体深度融合趋势，升级“口发布”政务微

博、微信宣传平台，形成载体多样、渠道丰富、覆盖广

泛的移动传播矩阵，建设融学习、工作、宣传、交流为

一体的宣传精品工程。用生动的影像和文字跟踪记

录口区转型发展进程，留存历史记忆，并适时在各

类媒体发布。

做好热点问题舆论引导。完善新闻发言人制

度，推进全区新闻发布工作和新闻线索报送工作规

范化。开展新闻发言人集中培训，提高各级各类新

闻发言人和领导干部新闻发布、危机管理、媒体应对

的职业素养和履职能力。加强对经济民生、改革攻

坚、民生法治、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城市形象等各方

面的舆情监控，出台实施《口区重大突发事件新

闻应急工作预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做到及时、

深入、有效引导。

【文明创建】　２０１７年，口区深入推进文明创建工
作，共下发《督办单》《工作提示单》近 ５００份，对

２０００个问题督办整改，圆满完成第五届全国文明城
市复查迎检任务。口区蝉联新一届省级文明城

区，全省县域文明指数测评７个中心城区排名第二，
３０个市辖区排名第五。同济医院、崇仁路小学蝉联
“全国文明单位”，５个社区被评为“省级文明社
区”，２５个单位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５个学校被
评为“省级文明校园”。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讲文明树

新风 喜迎十九大”主题活动。结合国庆、烈士纪念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８０周年、建军９０周年等重要事
件节点，利用辛亥首义烈士陵园、湖北警察史博物馆、

口公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

和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大力开展“朝读经典”

和“起点阅读”活动。深化未成年人“我的中国梦”教

育实践活动，加强未成年人校内校外活动阵地建设。

继续开展寒暑假集中行动，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建设口文明网，拓展文明传播渠道。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全力迎接并通过全

国、省、市文明创建测评检查，实施《武汉市文明城

市建设十大工程２０１７行动计划》，按照《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体系》对标创建。进一步抓好《武汉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和《武汉志愿服务条例》的贯彻落

实。继续实施文明城市建设负面清单管理，加强巡

查督导，及时发现和处置问题。针对校园周边环境

整治、网吧监管、食药品安全等重难点问题，开展系

列专项整治。建立健全组织领导、监管协调、跟踪督

导、检查考核、讲评通报等系列文明创建工作机制，

建立实施文明城市建设奖惩办法，推动文明城市建

设常态化、城市治理精细化。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文明

城区、文明单位、文明街道、文明社区、文明家庭、文明

校园创建活动。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活动。

进行“文明出行”“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上网”

等专项宣传教育。组织“学雷锋在行动”系列主题活

动，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一批”推评活动。加强

文明单位动态管理，组织文明单位与社区、村开展结

对共建活动。研究有效措施，提升经济适用房、还建

房小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组织参加

全国社区网络春晚及武汉专场演出。

【文化发展】　２０１７年，口区深入挖掘口文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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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首次提炼、推广汉正商根文化、民族工业文化、同

济健康文化、体育冠军文化、武胜书香文化五大特色

文化，并在各类媒体开展系列深度宣传。在全市首

办戏曲进校园嘉年华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

动，结合“冠军回家”招才招商重点体育项目签约

会、武胜书吧等活动和载体，推动“五大特色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长江文明馆获评湖北省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中共口区委统战部召开双月座谈会，向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和无党派人士就环同济健康城建设征求意见和建议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展览获评全国博物馆陈列展

览精品奖，木雕船模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龙从发获

武汉首届“大城工匠”称号，《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
赛　打造创新创业文化新品牌》获评第十二届“武
汉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优秀创新项目”提名项目。

通过系列寻根、塑魂、复兴口特色文化活动，提高

了口的文化辨识度和影响力，较好地增强了口

人文化自信。

塑造区域特色文化品牌。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稳步启动口区

优秀特色文化建设工程。围绕“寻根、塑魂、复兴”

主题，挖掘宣传口区五大特色文化，推动创新性发

展。提高非遗展示中心、汉正街博物馆、口民族工

业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免费开放水平。推进

“全民读书月”活动，加强书友会组织和社区图书室

建设，实施“全民阅读计划”。大力开展“戏曲进校

园”系列活动。开展星海艺术节、口茶韵等系列

品牌文化活动，参加全市“群众文艺社团”擂台赛。

举办汉江湾国际生态乐活季等活

动，打造汉江湾体育公园、园博园

汉口里等文化惠民亮点区块。彰

显口文化魅力，增强市民文化自

信和获得感，提升城区人文品质。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贯

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加强宣传文化设

施阵地建设，推进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推进文化服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基本公

共文化产品供给。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和

数字化。

发展“四园区六街区”文化产

业。实施“文化＋”战略，促进文化
创意产业与金融、商务、科技等重点

产业融合发展，引导扩大文化消费。提升现有的文化

产业园区功能，推进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新

华·１９３７园区、新华印务智慧产业园区、古田·嬉空
间园区和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玉带茶市街区、

武胜艺术品收藏街区、汉江湾体育街区、园博园旅游

街区和大武汉家装设计街区建设，推进武汉红中文化

艺术交易平台、新华·１９３７、古田·嬉空间、尚层家居
设计装修平台等一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

（汪　丹）

·统一战线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共口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简称口区委统战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

统战工作会议和《２０１７年武汉市统一战线工作要
点》，围绕区委、区人民政府中心工作，立足实际，牢

牢把握统战工作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充分发挥统

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凝聚人心汇聚力

量，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为口转型发展、跨越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多党合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统战部结合全区的
中心工作、重大项目，制定全年政党协商即双月座谈

会的议题。根据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优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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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他们的意愿，把每个双月座谈会议题分别交由

１至２个党派提前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双月座
谈会上作主题发言。全年共协助区委召开６次双月
座谈会，分别就“平安口”建设、招商引资一号工

程、环同济健康城建设、社会养老建设、四水共治和

《政府工作报告》，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

人士征求意见和建议。注重会前调研，提高发言质

量。民革口区工委和民盟口区工委参与第一次

双月座谈会，即“平安口”建设的主题发言。４月，
协调两个党派用４天时间分别到武汉市第十一初级
中学、崇仁路中学、崇仁路小学以及荣华街、六角亭

街６个社区调研，与学校、社区领导面对面沟通交
流，掌握现状。７月，协调民进口区工委、致公党
口区工委到同济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同心健康

产业园进行走访调研，收集相关资料，为第四次双月

座谈会主题发言议题“环同济健康城建设”做充分

准备。建立快捷的反馈机制。每次会后区委统战部

及时将归纳的党外代表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分送有关

区领导，随后将区领导批示件送相关职能部门，区相

关职能部门对党外人士所提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

充分采纳、及时处理，处理情况向区委统战部回复，

再由区委统战部向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

士反馈。２０１７年，口区各民主党派有４６个支部，
１３４６人。

【建言献策】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统战部积极支持民
主党派与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开展对口联系，了解区

情民意。区各民主党派撰写的多份提案获得市、区

领导的采纳和签批。农工党口区工委与区卫计

委、健康产业专班开展调研的３份提案《关于深化
医联体改革》《构建“医院托管社区新模式”》和《关

于加强慢性病管理的问题》得到武汉市人大采纳，

民革口区工委分别与区文体局、区教育局、崇仁路

小学、区水务局和自来水公司开展调研的提案《关

于创新和传承荆楚公共文化》和《二次供水存在问

题与解决方案》得到武汉市政协采用。台盟口支

部与区园林局、国土规划分局关于加强街头园林小

景建设展开调研，民革口区工委委员、崇仁路小学

教务主任刘小明撰写的《优化教育环境、重视教育

资源的配建及安全问题》调研成果得到区人民政府

区长刘丹平的签批，致公党口区工委到区发改委、

国土规划分局、城改办、易家街、古田街等相关部门

开展调研后形成的论文《关于统筹整合规划“城中

村”改造产业用地促进产业规模发展》得到区人民

政府副区长徐岗的签批。统筹协调各民主党派参观

学习、考察调研、送医、送教、扶贫助学等活动和社会

服务，从统战部日常费用中列支活动经费，提供经费

保障。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统战
部注重加强对党外代表人士的理论培训和实践锻

炼。年初制定全区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作计

划，明确教育培训形式、时间、对象和内容。同时，全

区区管干部进修班、高校专题培训班等均按比例推

荐党外干部参加。建立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工作

机制，将党外干部纳入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安排，５名
全市遴选的优秀党外干部到口区一线挂职锻炼。

积极做好党外人士的发现培养储备和政治安排。按

照中央４号文件精神，落实把一部分优秀人士留在
党外的政策规定，区委统战部会同区委组织部、区人

力资源局对近五年新进公务员的党外干部进行摸

排，对２７个单位的党外干部进行走访调研、深度考
察，了解党外干部现实表现情况和个人思想状况，向

党外干部宣传统一战线相关政策规定，并通过调研

共推荐５名优秀公务员加入各民主党派。２０１７年，
全区共有处级党外干部９人，其中正处级党外领导
干部７人（２人为新提拔），２３名党外科级干部（或
相当于科级干部）和２０名党外年轻干部。区人民
政府有５个部门领导班子配备５名党外干部。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
统战部注重对全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摸底调

查，共掌握１１１名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基本情况，
并建立信息库，制定《口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

战工作实施意见》。按照武汉市委统战部“一区一

亮点”的要求，将全区首家以医疗健康产业为主题

的独立园区同心健康产业园打造为口区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把同心健康产业

园中的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

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作为工作重

点，分类施策。

【服务非公有制经济】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联注重
“发挥“三性”（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优势，创新

服务手段，推动商会建设、服务企业和参政议政等工

作再上新台阶。对标开展以“领导班子好、团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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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好、服务发展好、自律规范好”为内容的“四好”商

会创建工作，按照“一年五家试点，两年推广过半，

三年基本普及”的创建路线图，率先在全市工商联

系统中完成创建工作任务。与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共

建湖北省首家商会检察站，涉法涉检精准服务惠及

２０多家商会和５０多家企业。将“服务企业十件事”
纳入年度绩效目标，印发《口区工商联关于进一

步开展对口联系会员企业工作的意见》和《口区

工商联关于开展机关干部对口联系基层商会工作的

意见》，走访１００家会员企业，有针对性地解决民营
企业反映的融资难、引才难、维权难、员工子女上学

难等突出问题，通过优化环境不断提高区内经济发

展的软实力和吸引力。参与承担口新民营经济体

制机制创新试点工作，撰写的《口民营经济调研

报告》被区委研究室采纳研用，《关于打造新民营经

济优质发展区的建议》受到区政协领导一致好评，

被推荐为２０１７年度政协一号建议案。

【服务统战成员】　２０１７年，中共口区委台湾工作
办公室、口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简称口

区台办）通过开展两地妇女界结对交流、村里社区结

对交流、青少年教育交流和基层民意代表工作交流等

活动，与台湾苗栗县头份市各届人士建立多层面的广

泛联络。全年开展８项交流活动，其中公务赴台交流
３次。同时，倾心开展服务工作，为台胞在辖区的生
产经营提供便利，注重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在台企

和台胞中树立党和政府重视对台事务的良好印象。

发挥辖区台联会作用，围绕促进和平发展这条主线，

以活动为载体，把台联会成员团结在一起，认真做好

对台方针政策的宣传及各项对台工作。

积极指导、协助口区民族宗教事务局认真履

行职责。全年通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宝

丰街同济医学院社区被授予“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单位”，韩家墩街四新社区、公安社区、长丰街长

丰社区３个社区被授予“全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有４名在经商务工少数民族经营户荣获“全
市守法经营模范户”称号。在涉及少数民族矛盾纠

纷处理过程中，坚持大局、法制、公平、包容的原则，

调处各类涉及少数民族的纠纷２２件，调处率和调成
率均为１００％。多次深入到辖区两个宗教场所广泛
宣讲《宗教事务条例》及党的宗教政策，参与的宗教

教职人员及信教群众共计 ３０００余人次。在“宗教
慈善周”活动中，区内两个基督教活动场所向市“两

会”共捐款 ９０００余元。建立区、街、社区三级宗教
工作网络，宗教场所文明长效机制不断健全。

口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紧贴区委、区人

民政府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引智活动。

“华创会”期间，口区有７个项目在第１７届“华
创会”上推介，其中湖北永辉中百超市项目现场成

功签约。努力开展海外联谊活动，密切与海外侨

胞、留学人员的交往，继续加强与港澳地区及美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地华侨华人社团

侨领的联系，增进双方的联络交流。在对侨日常

工作中，认真做好普法教育和信访维稳、落实“爱

心帮扶”，扎实开展侨情调查，不断探索为侨服务

新渠道，为侨服务取得新成效。

（卞　玮）

·巡察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共口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简称口区委巡察办）根据中央要求和省

委、市委、区委的统一部署，牢牢把握政治巡察的工

作方向，以“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为主要任务，聚焦

“从严治党”核心，紧扣“六项纪律”标尺，紧盯党的

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三大问

题”精准发力，全区巡察工作顺利稳步推进。

【组织机构】　口区委巡察工作于２０１６年底正式
启动，区委多次专题研究巡察工作，在机构、编制、人

员、办公场所、工作经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成立

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机构

规格为区属正局级，内设综合科，核定行政编制 ４
名。区委在区人力资源局调配５间办公室，作为巡
察办办公场所。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区委

巡察工作的领导，研究区委巡察组人员抽调、被巡察

单位确定以及培训等相关工作，定期听取巡察工作

汇报，提出意见建议。区委巡察办在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指导下，起草了《中共口区委关于在全区开

展巡察工作的意见》《口区巡察工作流程（试行）》

等１３项巡察工作文件，与中央、省、市有关文件制度
一起汇编成册。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巡察办按照“政治
可靠、原则性强、敢于担当、吃苦耐劳、善于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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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０日，口区委书记专题会听取十二届区委首轮巡察情况汇报

人才标准，区委组织部会商区纪委

择优推荐，建立由１０名退出现职
尚未办理退休手续的正处级领导

干部组成区委巡察组组长库，２０
名从事纪检监察和组织人事工作

的副处级干部组成区委巡察组副

组长库，１０６名从纪检机关、组织
人事、检察、审计、公安、财税、国土

规划等部门的业务骨干组成区委

巡察人才库，做到巡察需要什么人

才，就选配什么人才。每轮巡察从

巡察组组长库、副组长库中分别抽

调３名政治可靠，素质过硬，善于
发现和分析问题的人员，同时从纪

检机关和组织人事、检察、审计、公

安、财政、国土规划等部门选调若

干业务骨干，组成３个巡察组。加强对巡察工作人
员的培训，邀请市巡察组工作经验丰富的专家，区纪

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审计局、区财政局等

有关部门负责人授课，对巡察相关知识进行强化培

训。同时，区委巡察办不定期组织对政策法规、全省

巡视巡察发现问题线索管理系统和巡察业务知识的

培训，邀请区纪委派出派驻负责人进行现场指导，切

实增强巡察干部发现问题、谈话攻心、分析判断等能

力。严明工作纪律，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内部管

理的规定》，加强临时党支部建设，严格组织生活，

发挥支部在干部教育、监督、管理方面的作用，经常

性召开党支部会议，组织巡察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和十九大精神、中央和省市关于巡视

巡察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区纪委下发的“四严十不

准”等规定，确保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保密纪律和廉

洁纪律。

【政治巡察】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采取常规巡察、交叉
巡察和专项巡察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四轮巡察。１月
至３月，区委首轮派出３个巡察组分别对区建设局、
区民政局、区环保局开展政治巡察；５月至７月，区委
派出３个巡察组，采取“一拖二”方式，分别对易家街、
区水务局、区园林局、区安监局、区妇联、区残联开展

政治巡察；８月至１０月，区委派出３个巡察组，采取
“一拖二”方式，分别对区卫计委、区科协、区房管局、

区统计局、区司法局、区科技局开展政治巡察；１１月
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区委根据武汉市委关于区级交叉巡

察的统一部署，授权汉阳区派驻３个巡察组分别对区
经信局、区委党史办、区总工会、区老干局、区文体局、

团区委开展政治巡察。巡察组采取听汇报、发放民主

测评表、调查问卷、个别谈话、走访调研、调阅资料等

方式，发现上述单位存在的面上问题４４６个，反馈被
巡察单位督促其整改落实；发现问题线索１７０件，按
照规定移交区纪委等有关部门处理。

【整改落实】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巡察办对第一轮、
第二轮被巡察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访督查，进

一步督促整改落地见效。巡察工作的最终成效体现

在整改落实上，要求被巡察单位认真对待巡察组反

馈的问题，是班子的问题班子集体解决，是个人的问

题要责任到人，立马就改，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凡是涉及违纪违法的案件，不管涉及什么人，都严格

按规矩来办。通过巡察问题的反馈、整改、督办、公

开、处置，以及“台账管理”“销号制度”等办法的运

用，倒逼被巡察单位“两个责任”的落实，倒逼长效

机制建立，以责任制管责任人。全年前三轮反馈的

２８１个面上问题，已整改到位２５３个，２８个属于长期
整改的问题正在限期整改中。移交的１３１件问题线
索，已立案３３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１９人。通过开
展三轮常规巡察，全面从严治党压力和责任进一步

传导到基层，巡察工作的反腐利剑和震慑、遏制作用

效果初步显现，为口转型跨越发展营造了良好的

政治氛围。

（关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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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２日，口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史办联合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
建党９６周年专题党课宣讲会，区直各机关党务工作者代表、共产党员代表、新党员
１１０余人参加宣讲会

·区直机关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区直
机关有４４家单位（５个机关党委、
９个机关党总支、３０个机关党支
部），有党员２４８０名，其中在职党
员 １５６７名，离退休党员 ８９１名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之前入党的党员有
７名），其他党员 ２２名（律师 ２０
名、估价师 ２名）。２０１７年，中共
口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简

称口区直机关工委）牢牢把握

“机关党建是全区基层党建的龙

头”这一定位，突出在理论武装、组织建设、文化建

设、作风建设、服务群众、党风廉政、拼搏赶超上做示

范，坚持高起点布局、高标准推进“红色引擎工程”，

认真抓好“我是武汉好声音”和“双万双联”两项主

题活动。

【理论武装】　２０１７年，口区直机关工委始终把
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以“七一”为契机，突出抓好理想信念教育、

党性教育、党史教育（与区委党史办联合举办宣讲

教育），邀请全国党代表杨小玲宣讲党代会精神，

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湖北省

道德模范、２０１４年“中国好司机”、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党代表、武汉市公交集团第三营运公司教育

培训部副部长张兵宣讲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邀请武汉党史宣讲团成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二级教授、武汉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和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李斌雄教授开展党史宣

讲，补足党员精神之钙。落实“周四学习”制度，重

点学党章、党纪、党规，提升党员的自律素养，不断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继续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认真落实

“三会一课”和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等制度，拓

展“主题党日 ＋”活动，切实增强支部生活的吸引
力、影响力和感染力。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直机关工委要求区直
机关４４家单位按照有场所、有设施、有标识、有党
旗、有书报、有制度的标准，精心打造党员活动阵地，

１１９个基层支部按照党性强、品行好、作风正的标
准，选优配强支部班子成员。按照“班子建设好、队

伍建设好、运行机制好、工作业绩好、基础保障好”

标准，评选先进党支部。定期举办党支部书记培训

班、党务干部业务培训班，运用专题培训、大会交流、

知识测试等方式，不断提升党务干部履职能力和业

务水平。２０１７年培训入党积极分子９名，发展党员
９名。推行党组织书记“一定双评”制度，完善“联述
联评联考”考核机制，开展年度书记抓基层党建工

作述职评议，把考核结果作为机关党组织评星定级、

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４月，区直机关工委召开“基
层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测评大会”，４４
个基层党组织中６位书记做大会述职、３６位书记做
书面述职，通过现场测评，对书记抓党建工作情况进

行排序。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口区直机关党组织建设情况表

年份
党组织

个数（个）

党员人数（人）

在职党员 离退休党员 其他党员

２０１３ １４８ １６３３ ６３２ ３９

２０１４ １５１ １５８７ ６８１ ４２

２０１５ １５２ １５９０ ７１２ ２１

２０１６ １５４ １５７６ ８５７ １９

２０１７ １５２ １５６７ ８９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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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直机关工委注重“书
香机关”建设，举办“汉风韵”论文征集评选活动，

共收集优秀论文１５篇（一等奖１篇、二等奖３篇、三
等奖４篇），重点挖掘汉正街商贸文化。为更好地
丰富机关党员干部文化生活，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元

宵猜灯谜、绿道健步行、登山健步行、跳绳比赛、乒乓

球比赛等系列群众性文体活动，组织参加全市组织

的羽毛球比赛，获得全市团体第一名，有效地提振机

关党员干部的精气神。还与区委组织部、区人力资

源局共同组织公务员技能大赛。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７年，区直机关工委注重机关作风
建设，在承担全区机关科室和基层站所日常工作作

风评议考核工作中，在区纪委协调下，从全区各相关

单位抽调３０人，成立９个巡查考核组和１个综合保
障组，对全区１５３个机关科室和基层站所进行三轮
分组考核。建立评议机制、问责机制、免责机制、激

励机制，着力整治“新衙门作风”，全年对全区共巡

查３８次，巡查单位１８０余家次，发现问题５起，完成
督促整改到位。通过抓作风建设进一步转变党员干

部的工作作风，落实书记任前谈话、提醒谈话、诫勉

谈话制度。对新任的书记进行任前谈话，提要求，寄

希望；对抓党建工作不到位的书记及时进行提醒谈

话，指不足，明方向；对提醒谈话后仍未整改落实到

位的，严格进行诫勉谈话，纠问题，促整改。全年先

后对新任的６名党组织书记进行交心谈话，对３个
党组织书记进行提醒谈话。着力整顿支部班子

“瘫”、工作落实“难”、发挥作用“软”、战斗能力

“弱”、群众反映“差”的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每年

按一定比例倒排，公布书记述职测评排序后五名，实

现跟踪管理，建立常态整顿机制。

【服务群众】　２０１７年，口区直机关工委开展在职
党员进社区活动，全体机关在职党员主动到社区认领

“微心愿”，帮助居民解决“小困难”“小问题”，实现

“小心愿”“小梦想”，结合个人特长认领服务岗位，利

用业余时间为社区做好服务。全年区直机关４４个单
位、１５７１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领社区任务、解社
区难题、认社区居民”，完成结对帮扶工作，坚持落实

每名党员结对联系１户居民活动，并在结对帮扶工作
中当好“四员”（惠民政策宣传员、民情民意收集员、

矛盾纠纷调解员、问题困难帮扶员），做居民的知心

人、贴心人、暖心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组织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创建和平安口建设，组织机关党员干部积极参

与。区直各单位积极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在第５４个
学雷锋日，开展助残、法律宣传、清洁家园、家电维修

等“红色细胞志愿服务在行动”活动。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直机关工委严格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市委、区委的要求，组织

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始终把中央和省、市、区重要文件及

纪检典型案件通报作为重要学习内容，并接合工委

职责制定工作方案，确保决策在工委落地见效。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体责任，强化责任意识，认

真召开民主生活会，带头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深

化“支部主题党日＋”，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
束，严格执行重要问题请示报告、领导干部个人事项

报告等制度。推行党组织书记“一定双评”制度，完

善“联述联评联考”考核机制。对照“四风”开展自

查自纠，完成对全区１５３个基层站所和机关科室开
展３个轮次的日常作风评议。

【武汉好声音】　２０１７年，口区直机关工委协调各
方力量，积极参与武汉市“我是武汉好声音”活动。加

大宣传力度，统筹抓好活动落实，印发“我是武汉好声

音”宣传小卡片５０００余张，分发到每位机关党员干部
手中，并在机关大楼摆放“我是武汉好声音”宣传材

料，与媒体共同制作“我是武汉好声音”宣传片。利用

ＱＱ群、微信公众号，开展“我是武汉好声音”正能量
宣传，组织２３０名网评员参与“我是武汉好声音”主题
活动，号召 １２１７８名机关党员干部安装长江日报
ＡＰＰ，积极参与“我是武汉好声音”点击、点评、点赞活
动（居全市第一）。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我

是武汉好声音”活动，让广大党员干部把活动内容记

在心上、挂在嘴上、动在手上。１１月３日，“我是武汉
好声音”第１６期专期直播节目口区环同济健康产
业园，并在今日头条、长江网、长江日报 ＡＰＰ三大平
台推送，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副区长赵红亮

等参与节目录制，节目取得较好宣传效果。

【双万双联】　２０１７年，口区直机关工委进一步转
变机关作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将“双万双联”活动与“千名局级干部联系服务

千家企业（项目）”活动、“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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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３日，口区召开加强机构编制问题整改推进审批联运工作会议

（项目）”活动统筹推进。切实做

好企业服务工作，坚持把解决企业

困难放在第一位，启动“双万双

联”信息平台，依托区企业服务平

台，开发“口服务企业直通车”

微信公众号，对接区公共事务服务

平台，将结对干部收集的企业困难

问题通过微信平台录入，进入服务

平台诉求办理流程。全区有６２个
单位２１０名处、科级干部参与“双
万双联”服务小微企业活动，收集

到小微企业反映的问题２０７条，主
要涉及融资、人力资源及配套服

务、税费、优惠政策扶持、行政审

批、周边环境、企业发展用地、企业

市场推广、党群组织建设等方面，

处、科级干部本着“企业有事随时到，企业无事不打

扰”的要求，机关处（科）级干部主动上门服务，并将

一书、一信、一卡、一单、一表送到对接企业手中，立

足于企业的诉求“马上办、网上办”，为企业实质性

解决问题２０７个，确保企业提出的问题真正得到解
决，促进处、科级干部作风转变。５月１９日，武汉市
“双万双联”活动简报第１１期以《整合力量推进 促

进服务到位》为题专题报道口区活动特色，７月２
日武汉新闻综合频道晚７点新闻播报口区“双万
双联”开展情况，１１月２４日，口区开展“双万双
联”的工作，在武汉市作交流发言（居全市前列）。

（郑志平　徐　红）

·机构编制·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口区编办）围绕区委、区人民政府的重点工

作，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街

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事业单位分类“九定”等

各项工作；优化机构编制资源，科学配置人员编制、

合理制定人员编制补充计划；加强党支部组织建设，

认真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转变工作作风，为

实现口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放管服”改革推进】　２０１７年，口区制定２０项
“放管服”改革任务，口区编办牵头承担推动区级

综合行政审批改革落地提效、大力推行网上审批服

务、开展“减证便民”专项行动、规范促进涉审中介

服务发展等８项改革任务。持续落实行政权力事项
承接，全年对１３７项权力事项进行动态调整，完成区
级２９家部门履行１０大类行政权力共２４０２项。此
外，还有２５１项行政权力事项因本区暂无行政管理
对象等原因，列入暂缓实施。强化区级行政审批目

录管理，明确区级行政审批事项为１５９项，其中保留
实施７９项，暂缓实施８０项。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　２０１７年，口区编办会
同区行政审批局，对照“三办”（马上办、网上办、一

次办）改革目标，组织编制区级和街道“三办”事项

清单。对区级审批服务事项、街道政务事项逐项进

行清理，将行政许可、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确

定、行政给付、其他类等行政权力纳入“三办”范围，

部署开展“三办”清单、办事指南、一次性告知书的

编制工作。同时，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开辟专栏进行

公开。全年全区“三办”事项１１０４项，其中包括行
政审批事项２７５项，政务服务８０项，街道７８项，垂
直管理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共４６８项。

【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２０１７年，口区编办组
织编制发布区级街道权责清单目录内容。６月，区创
治办印发《关于制定街道权力清单程序清单责任清单

的指导意见》（创治办〔２０１７〕１号），梳理出全区规
范文件权责项目７条，区级街道权责清单７１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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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口区党政群法检机关和区直属事业单位机构一览表

编号 单 位 名 称

一、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工作部门

１ 中共武汉市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２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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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武汉市口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５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组织部

６ 武汉市口区绩效管理和干部考评工作办公室

７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

８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宣传部

９ 武汉市口区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１０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台湾工作办公室、武汉市口区人民政府台湾事

务办公室、武汉市口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１１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政法委员会（武汉市口区委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１２ 武汉市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１３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１４ 武汉市口区信访局

１５ 武汉市口区老干部工作局

１６ 武汉市口区人武部

１７ 二、武汉市口区人大机关

三、武汉市口区政府工作部门

１８
武汉市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武汉市口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武汉市口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武汉市

口区人民政府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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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武汉市口区物价局价格监督检查分局

２１ 武汉市口区物价局成本监审价格认定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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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武汉市口区教育局

２４ 武汉市口区科学技术局（武汉市口区知识产权局）

２５ 武汉市口区民政局（武汉市口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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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武汉市口区人力资源局（武汉市口区公务员局）

２８ 武汉市口区环境保护局

２９ 武汉市口区建设局

３０
武汉市口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武汉市口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武汉市口区交通运输局、武汉市口区公

路运输管理所）

３１ 武汉市口区水务局（武汉市口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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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编号 单 位 名 称

３２ 武汉市口区招商局

３３
武汉市口区文化体育局（武汉市口区旅游局、武汉市口区新闻出版局、武汉市口区版权局、武汉市

口区文物局）

３４ 武汉市口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３５ 武汉市口区审计局

３６
武汉市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武汉市口区民防办公室、武汉市口区人民防空办公室、武汉市

口区地震工作办公室）

３７ 武汉市口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３８ 武汉市口区统计局

３９ 武汉市口区园林局

４０ 武汉市口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

４１ 武汉市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４２ 武汉市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汉市口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４３ 武汉市口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４４ 武汉市口区行政审批局（武汉市口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４５ 四、武汉市口区政协机关

五、武汉市口区群团机关

４６ 武汉市口区总工会

４７ 共青团武汉市口区委

４８ 武汉市口区妇女联合会

４９ 武汉市口区工商联合会

５０ 武汉市口区残疾人联合会

５１ 武汉市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５２ 武汉市口区红十字会

六、武汉市口区民主党派

５３ 中国民主建国会武汉市武汉市口区委员会

七、武汉市口区街道

５４ 武汉市口区易家街

５５ 武汉市口区韩家墩街

５６ 武汉市口区宗关街

５７ 武汉市口区汉水桥街

５８ 武汉市口区宝丰街

５９ 武汉市口区荣华街

６０ 武汉市口区汉中街

６１ 武汉市口区古田街

６２ 武汉市口区六角亭街

６３ 武汉市口区汉正街

６４ 武汉市口区长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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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编号 单 位 名 称

八、武汉市口区政法机关

６５ 武汉市口区人民检察院

６６ 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

６７ 武汉市口区司法局

九、武汉市口区委直属事业单位

６８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党校、武汉市口区行政学校

６９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党史办公室、武汉市口区地方志办公室

７０ 武汉市口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

十、武汉市口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７１ 武汉市口区档案局（武汉市口区档案馆）

７２ 武汉市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

７３ 武汉市口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

７４ 武汉市口区互联网与城市数字化网络中心

内容包含行政许可１项，行政给付１项，行政处罚１
项，行政检查４项，行政确认９项，其他权力５５项。
组织完成街道权责清单编制和集中网上公示。

【编制实名制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编办按照准
确、规范、扩面、及时的原则，落实机构编制政务公开

工作，不断提升机构编制政务公开质量。注重办理

全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异动，做到及时审核，及时上

簿，及时上网公开，定人定责维护更新编制政务公开

信息，及时准确公开人员编制异动情况并补充公布

编制政务信息。全年全区２９１家机关事业单位、机
关事业各类编制７６０３名、机关事业单位各类在编人
员７６２６名的信息全部实现网上公开，公开率达
１００％，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２０１７年，口区编办在湖北省机构编制政务公
开中期和年终考核中均获优秀。

【机构编制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编办严格用编计
划管理，注重动态调整编制，做到行政编制总量不突

破、事业编制总量以２０１２年底为基数只减不增、财
政供养编制只减不增、财政供养人员在财政供养编

制控制目标内只减不增。截至年底，口区总编制

数７５５９名，其中党政群机关使用编制１３９３名、专项
编制１３名、事业编制６１５３名。按照财供比例核算，

武汉市核定财供系数为８３２４名，实有财政供养编制
数７５３４名，实际供养人数为７６２７人。

【事业单位“九定”】　２０１７年，口区编办按照武
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做好事业单位“九定”工

作的要求，对全区２３４家事业单位重新审核“九定”
方案，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管理。对划分为经营类

事业单位的区市政总公司，根据国家和省、市要求，

待配套政策出台后再进行。

【完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赋码换证工作】　２０１７
年，口区编办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正式启用全区机

关和群团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年初，全区按

照集中通知、分批办理的步骤，对持有组织机构代码

证的行政机关，办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赋码换证，

已办理机关赋码５９家、群团赋码７家。同时，办理辖
区的女子监狱等非区管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及公示】　２０１７年，口区
编办完成２０１６年度全区符合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
告和公示单位２４３家，实际完成事业单位法人年度
报告２４１家。网上公示２４１家。事业单位法人年度
报告网上公示率９９１％。办理新设立事业单位法
人登记５家，变更事业单位法人登记１２２家，注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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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法人证８家，补领法人证书６家。

【中文域名注册和网上名称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
编办进一步建立政务和公益专用中文域名体系，加

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进中文域名注册工作。全年注

册中文域名２９０个，其中政务域名６４个、公益域名
２２６个，完成网上名称申请２２５家，已经领取《标识
证书》单位４０家，全区机关和事业单位域名费用实
现区财政统一支付。

（张　萍）

·侨务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根据中央、省委、市委关
于推进党的群团改革的总要求，按照中国侨联和

省、市侨联改革部署以及《武汉市群团改革方案》，

中共口区委研究并印发《口区侨联改革实施

方案》（办发〔２０１７〕１２）号），明确“设立区归国
华侨联合会，在区委统战部挂牌”（编〔２０１７〕
１０４号）。２０１７年，口区侨务办公室、区归国华
侨联合会（简称口区侨办侨联）突出“选好领导

班子、优化代表结构、制定工作规划”３个环节，完
成换届筹备工作。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７年，口区侨办侨联围绕区委、
区政府中心工作，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组织参与第

十七届“华创会”，７个项目在会上推介；湖北永辉中
百超市项目现场签约；区侨联名誉主席、澳大利亚湖

北同乡会副会长计建民等１４名侨商组团来汉参会。
“华创会”期间，积极宣传推介，口影响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

【拓展海外】　２０１７年，口区侨办侨联积极开展海
外联谊活动，密切关注海外侨胞、留学人员，继续加

强与港澳及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华侨

华人社团侨领的联系，增进双方的联络交流。邀请

美国加州湖北总商会会长徐子涵和新西兰湖北经贸

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秦工来区内考察，并商讨企业

落户“汉江湾云谷”等相关事宜。

【依法护侨】　２０１７年，口区侨办侨联注重落实普
法教育工作，提高侨务干部和侨界人士的法律意识

和政策水平。严格依法审核确认归侨侨眷身份，为

符合条件的侨生办理中、高考优录手续。认真落实

“爱心帮扶”工作，对全区６２位老归侨给予５００元
慰问金，对１５位困难老归侨给予６００元慰问金，对
生病住院的归侨、去世归侨的家属等情况及时给予

慰问。认真开展侨情调查工作，通过调查摸底，完成

全区７７名归侨登记造册，资料齐全，内容详实，上报
市侨联获得好评。

【联谊活动】　２０１７年，口区侨办侨联组织归侨侨
眷及侨界人士代表到东湖“梅岭一号”毛泽东故居及

“华创会”在汉举办地———东湖国际会议中心参观考

察，组织区侨联委员、侨界代表赴重庆市渝中区侨联

学习交流，组团参加全市侨联系统乒乓球联谊赛，组

织侨界政协小组开展“政协委员进侨企活动”。同时，

参与市侨联组织的“沈阳、大连侨联工作学习交流”活

动。通过各项活动的开展，增进相互间的友好情谊，

进一步丰富归侨侨眷精神文化生活。

（岳玉红）

·对台事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台湾事务办公室（简称
口区台办）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对内坚持落实服务

台胞台企台商的各项工作，对外保持和扩大与苗栗

县头份市的各项联系和交流活动，努力扩大对台工

作影响。全年开展联谊活动３次，为台商台胞台属
办实事５件，开展对台互动交流活动８项。

【对台交流】　２０１７年，口区台办通过开展基层党
务交流和基层民众交流、教育交流等多层面活动方

式，与台湾苗栗县头份市各届人士建立更为广泛的

联系，开展８项交流活动，其中组织公务赴台交流３
批２９人次，接待到访台胞５批１５６人次。

开展两地妇女界结对交流。４月 １２日至 １９
日，台湾苗栗县头份市党部所属妇工会和头份市

妇女会共计 ２４人，赴本区开展妇女工作交流活
动。参访团相继参观宗关街发展社区、武汉市第

一聋哑学校、同心健康服务产业园，并与区内妇

联及妇女界代表进行座谈并签订两地友好关系

合作意向书，增进两地基层妇女间的了解。

开展两地村里社区结对交流。６月１４日至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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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５日，台湾苗栗县头份市参访团成员民权里里长林贤文在古田街
春天社区现场书写“两岸一家亲”

日，由台湾苗栗县头份市党部主任

委员陈汉清带队，头份市行政区内

１３个村里长及社区发展协会理事
长等共计３５人再次赴本区与部分
街道和社区开展基层结对交流活

动。此次参访有 ６个头份市社区
发展协会与本区签订友好关系合

作意向书，两地结对社区达１０个。
９月１０日至１６日，由口区委常
委、区委统战部长彭前旭带队，

口区基层社区交流考察团一行１０
人，赴台湾苗栗县头份市回访结对

社区，并对台湾村里和社区发展协

会建设情况进行考察。

开展两地青少年教育交流。６
月２３日至２９日，由口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赵宏亮带队，组织区教育

界人士赴台湾苗栗县头份市考察

当地中小学校，探讨两地日常校际联络机制，与当地

７所小学结为友好学校，签订校际教育交流合作意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３日，台湾苗栗学子在口区义烈巷小学跟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
师学习剪纸艺术

向。７月１２日至１９日，来自台湾苗栗县和头份市
的３２名青少年及教师、家长，在苗栗县家长协会理
事长林泉宗带领下，赴辖区开展第二届汉台两地青

少年夏令营及教育交流活动，参访团相继访问区内

舵落口小学、韩家墩小学、义烈巷小学、东方红小学、

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口区青少年校外活动基地

（区科技站）。

开展两地基层民意代表工作交流。８月２日至
９日，台湾苗栗县头份市市民代表参访团共计３２人
赴本区，与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财工委、教工委等

开展工作座谈。

开展两地宗教工作交流。１２月７日至１４日，
台湾苗栗县头份市党部主委陈汉

清带领当地三大宗教场所（太阳

宫、义民庙、永贞宫）骨干计３３人
将到辖区参访，并参观省市区各大

宗教场所，同时就两地宗教工作进

行交流。

赴台开展招商考察。１２月 ７
日至１３日，口区人民政府副区
长尹天兵带队考察台湾当地医疗

健康产业，并就两地医疗美容、生

物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展开交流。

【台胞台属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
区台办为台商台胞台属服务，依法

依规妥善处置涉台投诉纠纷。

开展“台办干部进台企、下访

服务促发展”活动。采取集中走访

调研和日常联系服务相结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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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口区委党校组织第十二届区委第二期区管干部进修班
全体学员前往井冈山开展提升党性修养培训

式，发放《致台资企业的一封信》，

收集９家台企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进一步完善

对口联系台企机制。

为辖区台企“德林义肢矫形康

复器材（武汉）有限公司”申报省

级涉台经济专项奖励扶持资金并

获批，协调２０万元专项资金拨付
到位。

积极与区政府健康产业专班

及区审批局联系，为辖区台企武汉

爱尔丽医疗美容门诊部提供相关

证照办理的政策咨询和帮助。协

调教育部门，妥善解决台胞陈正

浩、吴增鸿子女就读辖区初中事

宜。跟踪台湾杏泰医疗与辖区蓝

天医院项目合作进展情况，争取

市、区相关部门政策支持，为该项

目在口落地创造条件。

（唐　军）

·党校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共口区委党校（简称口
区委党校）坚持党校姓党，充分发挥党校培训党员

领导干部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把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作为履行职责和推动党校科学发展的根

本原则，创新工作思路，干部培训提质增效，科研

水平稳步提升，在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圆满

完成各项工作。

【干部培训】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党校举办各类培训
班４６期，轮训培训各级各类干部和群众６０００余人
次，培训班次和人数都创历史新高。在课程内容上，

注重选排一批适应新形势、新发展的理论课程；在教

学方式上，全面推行行动学习法教学，课程内容新、

教学方法多，课程更新率超过５０％，学员满意率达
９６％。

【基层宣讲】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党校积极开展送党
课下基层活动。注重培养教师队伍，先后选拔多名

骨干教师组建党的十九大精神、７·２６讲话精神、省

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市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区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等宣讲团，扎实备课，精心试讲，用最优

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及区委区政府的重大决

策传播到广大干部群众中。全年深入机关企事业单

位和街道社区开展专题宣讲４６场次，受众３０００余
人次。

【科研咨政】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党校深入基层开展
调研，积极建言献策。精选１２篇优秀建议编辑成
册，分别报区委、区人民政府和各部门参考，其中

《房集团经营管理困境及对策》得到区委书记景

新华的批示。完成申报武汉市委党校立项课题 ２
项，在省、市以上期刊发表论文３篇。编印《口论
坛》和《前沿视点》各４期，收集选编区内外理论文
章１００余篇。

【业余党校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党校加强对
业余党校的督导检查，选树一批示范点，规范业余

党校建设。完成全区５７家业余党校和１２７个社区
分校指导培训，举办一期骨干培训班，下发一批讲

课纲要，组织一次送课下基层活动，开展一次检查

督导培训任务落实活动。全年制发业余党校规范

建设“组织领导、基础设施、教学科研、培训质效、

队伍建设、经费保障”六大标准，明确和督促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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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党校办班情况一览表

序号 培训时间 班次名称
天数

（天）

参加人数

（人次）

１ ２月２８日 新闻发言人和通讯员培训班 １ １００

２ ３月２０日至２４日 社区书记培训班（第一期） ５ ４９

３ ３月２０日至２４日 成都处级干部培训班 ５ ４４

４ ３月２７日至３１日 社区书记培训班（第二期） ５ ６５

５ ３月２７日至３１日 事业干部能力素质培训班 ５ ５２

６ ３月２９日至３１日 区管干部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轮训班（共三期） ３ ５４０

７ ４月５日 基层党务工作者“红色头雁”示范培训班 １ ４４

８ ４月６日至２１日 妇女干部培训班 １６ ４０

９ ４月１２日至１４日 经济开发区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３ ６０

１０ ４月１５日 领导干部大讲堂（一期） ０５ ２１６

１１ ４月１９日至２１日 苏州市科级公务员培训班 ３ ８４

１２ ４月２４日至５月２６日 区管干部班 ３３ ４５

１３ ５月９日 民政局救助培训班 １ ２００

１４ ５月１０日至１２日 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考前辅导培训班 ３ ４３２

１５ ５月１６日至１８日 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考前辅导培训班 ３ １０５

１６ ５月１２日 公务员干部菜单选修（一期） ０５ ２６８

１７ ５月２２日 领导干部大讲堂（二期） ０５ １９２

１８ ５月２４日 第十二届区委第一期区管干部进修班暨初任公务员廉政党课 ０５ １００

１９ ６月６日至７日 “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３ ４４

２０ ６月１４日至１５日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２ ５７

２１ ６月１９日至２０日 “两新组织”书记班（第二期） ２ ５０

２２ ６月２１日 基层统战干部统战理论与实践培训班 １ ５０

２３ ６月２２日 工商联理想信念教育暨国际形势报告会 ０５ ５０

２４ ６月２３日 领导干部大讲堂（三期） ０５ １３９

２５ ６月２６日 经济开发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培训班 １ ５０

２６ ６月２９日 公务员菜单选修课（二期） ０５ ２０９

２７ ７月４日至１０月３１日 招才招商专题培训班 １２０ ３９

２８ ９月１４日至１５日 党外年轻干部培训班 ２ ３６

２９ ９月１９日至２１日 档案工作人员岗位资格培训暨继续教育培训班 ３ ８３

３０ ９月３０日 领导干部大讲堂（第四期） ０５ １８３

３１ １０月１３日 公务员菜单选修课（三期） ０５ ４４８

３２ １０月２７日 武汉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中心培训班 １ ２４０

３３ １０月１８日至２０日 武汉市属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干部综合业务培训班 ３ ９６

３４ １０月２６日至１１月１日 第二十期科级干部任职培训班 ６ ４２

３５ １１月１日 领导干部大讲堂（第五期） ０５ １６５

３６ １１月３日至１２月７日 第十二届区委第二期区管干部进修班 ３５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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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培训时间 班次名称
天数

（天）

参加人数

（人次）

３７
１１月３日至４日、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１０日至 ２０１８年 ２
月２日的周五

年轻干部成长工程培训班 １５ ４０

３８ １１月２６日至２７日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班（第一期） ２ １４６

３９ １１月２８日至２９日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班（第二期） ２ １５９

４０ 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１日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班（第三期） ２ １６９

４１ １２月１日 公务员菜单选修课（第四期） ０５ ６００

４２ １２月３日至４日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班（第四期） ２ １５５

４３ １２月４日至１５日 第一期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班 １０ ６９

４４ １２月５日至６日 河南漯河市城投系统党员革命传统教育培训班 ２ ４０

４５ 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０日 社区党务者即“红色物业”大学生培训班（第一期） ３ ６６

４６ １２月２０日至２２日 社区党务者即“红色物业”大学生培训班（第二期） ３ ９４

党校规范建设。同时，按５％的比例选取六角亭街、
古田街、口经济开发区、区教育局、区城管委、区司

法局、区财政局、宗关街发展社区、汉水桥街营北社

区等９所业余党校进行现场验收检查，为下一步
口区接受市委验收奠定良好基础。继续巩固和发展

校外基地，１２个现场教学基地有新的进步和发展。
１０月，区内校外基地之一宗关街发展社区通过市委
组织部现场教学基地考核组验收，被确立为武汉市

干部教育培训现场基地，实现全区市级现场教学基

地零的突破。

【青年教师培养】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党校新引进５
名青年教师，针对新教师学历高、底子好，但党的理

论知识不全面、教学方法不成熟、对区情了解不足等

问题，注重实施“师徒结对”工程，新老教师开展

“传、帮、带”结对互助互学，组织集体备课、集体说

课、集体试讲“三集体”活动，强化基本功。此外，继

续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教育培养，选送到中央、省、市

党校参加业务培训。同时，积极为青年教师搭建平

台，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加国家、省、市教研活动和

各种研讨、宣讲活动，帮助青年教师参与课题调研，

提高教学科研能力。

【校园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党校以“五美校
园”（智美、德美、廉美、情美、靓美）建设为抓手，以

“五个一流”（硬件、软件、队伍、教学、科研）建设为

目标，通过开展制定提升党性修养行动、爱国主义读

书会、党的十九大精神试讲、党校文化长廊等多种形

式开展宣传教育，全面提升干部教师思想道德素质，

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党校“校风”。

（周　静）

·老干部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老干部工作局（简称口
区老干局）把握为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的价值

取向，围绕“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的总体要

求，不断加强老干部思想政治建设和党组织建设，全

面落实老干部政治生活待遇，充分发挥老干部独特

优势和积极作用，积极推进老干部学习活动阵地建

设，着力强化老干部工作部门自身建设，在全市老干

部工作绩效考评中名列前茅。

【思想引领】　２０１７年，口区老干局采取集中宣
讲、专题辅导、支部学习、座谈讨论、送学上门等多种

形式引导广大老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及时组织离退休干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将

思想和言行统一到中央精神和省、市、区委要求上

来。以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契机，组织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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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收听收看十九大开幕式、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年举办全

区老干部参加的大型形势报告会４场，参加人数达
２０００余人次。邀请专家、教授专题解读《中国共产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２日，口区委老干局组织老干部参观武汉发展新变化，图为老
干部参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汤湖公园

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红色引擎工程”，培育离退休

干部党组织“红色细胞”。积极探索创新离退休干

部党组织设置方式、活动方式，在区委组织部的指导

下，结合区情完成口区离退休党工委的筹备工作，

继续推进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在社区、医院、兴趣团

队、教学班和网络上“五个前沿”工作，建立离退休

干部临时党组织１９个。在全区离退休干部党组织
中开展创建“示范党支部”活动，古田街古画社区离

退休干部党支部被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中共湖北

省委老干部局、中共湖北省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

评为全省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

【阵地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老干局以推进“创建省
级示范老干部活动中心”工作为契机，将区委对老干

部活动中心和老年大学的发展和支持落到实处。区

委、区人民政府将老年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阵地建

设列入２０１７年政府重点项目进行推进，由区国资公
司作为建设主体，区老干部局协助推进。利用好现有

活动阵地，继续开办丰富新颖的老干部教学活动，把

老干部离不开的四个阵地，即离退休干部支部建设、

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年大学、全区性的形势报告会，记

在心上，抓在手上，为老干部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搭建平台。全区离退休老干部借助

这４个阵地，满足接受党的教育、关
心时事、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

情操、促进健康、服务社会的需求。

认真办理涉及老干部精神养老、阵

地建设方面的人大议案１件、政协
提案２件，得到满意评价。

【老干部活动】　２０１７年，口区
老干局围绕“展示阳光心态、体验

美好生活、畅谈发展变化”主题，组

织引导老同志开展以“畅谈十八大

以来变化、展望十九大胜利召开”

为主题的正能量活动。全年安排、

组织全区性老干部文化、体育活动

２５场（次），参与人数达３０００人次。老干部在全市
活动赛事中获佳绩，获得全国社区桥牌冠军；全市老

干部象棋团体赛第二名；全省、全市老干部“最美夕

阳红”模特大赛和“喜迎十九大”文艺汇演银奖。

口区老干局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

老干部的学习、生活中，根据时间节点，利用微信组

织老干部正能量好帖宣传赛，鼓励老干部在微信群

转载好帖并进行点赞，传播社会正能量；七一期间，

开展老干部红色诗词朗诵，老干部们利用微信语音

功能在群里朗诵自己喜爱或创作的红色诗词；八一

期间，在老干部正能量微信群开展“晒晒我在部队

的老照片”活动，有过部队经历的老干部纷纷晒出

自己的军装照，讲述当年自己在部队的生活故事和

感触，使大家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和报效祖国的

热情，表达对党和军队的感恩及对军旅生涯的无限

怀念。调研课题《对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开展老干

部正能量活动的初步思考》被省老干部工作杂志作

为经验材料刊登转发。

口区老干局组织离退休干部开展“畅谈新变

化，点赞新蓝图”诗歌、征文比赛和“随手拍”身边正

能量手机摄影活动，聚焦大武汉新变化。老干部纷

纷拿起手机随手拍下武汉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正

能量瞬间，记录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建设

的实践历程，用小视角展现正能量。由市老干局编

写的《“大武汉 新变化”随手拍正能量摄影比赛画

册》收录１４幅口区老干部的优秀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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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部“四就近”】　２０１７年，口区老干局进一
步巩固“四就近”（就近学习、就近活动、就近得到关

心照顾、就近发挥作用）工作成果，用好用足现有的

涉老政策，综合利用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优待服务和

市场化服务为老干部提供更加优质便利的养老服

务。利用社区资源在全区 ９１个社区普及老干部
“四就近”服务工作。把社区“四就近”工作融入到

社区的“五务合一”建设中，使社区和老干部双受

益。落实服务经费３２万余元，投入社区幸福食堂经
费３万元，投入社区、老年大学及老干部文体团队等
临时党支部活动费 ２万多元。加强与共建社区联
系，鼓励老干部到社区为党员讲党课；组织老干部书

画爱好者免费为社区老人写对联等活动，受到社区

和居民们的一致好评。全区１５０多名老干部在社区
从事老年医疗保健、社区管理、文体等方面的服务，

成为社区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骨干。推进老干部宣讲

团建设，邀请８名理论水平高、正能量作用发挥突出
的老干部作为宣讲团成员，在区关工委组织的第三

十二届革命传统教育周开幕式上，老干部代表作

“铸就我们民族的精神航道”长征故事报告。深化

“正能量小分队”活动，引导正能量小分队深入街

道、社区、学校传播正能量。《老干部在实施“红色

引擎”工程中发挥作用的路径初探》被省委老干部

局和市委老干部局评为优秀论文二等奖。

【先进典型】　２０１７年，口区老干局积极培育身边
老干部先进典型，引导和鼓励有资源和特长的老干部

为口的经济社会作贡献。由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彭有为负责的企业家协会，为辖区企业排忧解难、牵

线搭桥；原区委书记吴泽胜负责的区老年体协，在丰

富社区文体活动、汉江湾门球场建设上发挥重要作

用；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易明生担任区老年大学校

长，以老年大学为依托开展的老年教育得到社会广泛

赞誉；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邬沧涛为代表担任会长

的延安精神研究会等各类协会，在全区的精神文明建

设、法治宣传、社区建设、和谐口建设中都发挥积极

作用。积极支持原政协常委、民革区工委委员、星海

合唱团团长刘海明在老年大学发挥作用。协助辛亥

后裔、辛亥革命先驱蓝天蔚的侄女、原民革市委会组

织部副部长蓝敏女士和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

区工委主委周新男夫妇接受中央电视台９频道“人物
传奇”栏目组专访。区老干部局工作人员刘石刚被中

共湖北省委组织部、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授予“全

省老干部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关爱老干部】　２０１７年，口区老干局坚持健全和
完善离休干部“三个机制”（离休费保障机制、医药

费保障机制、财政支持机制），确保离休干部生活待

遇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企业改制、机构

改革、体制转换中，充分保障老干部的合法权益。把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老同志实际问题结合起

来，认真落实走访慰问制度，在全区开展为老干部送

温暖活动。全年由老干部局主导开展的元旦、春节、

老年节及重大节点的各类走访慰问活动４次，向全
区１０５０名离退休干部发放慰问经费６０余万元，到
医院、老干部家中慰问老干部、特困老干部家庭、老

干部遗属４５０多人次。
口区老干局认真落实离退休干部的政治待

遇，经常组织老干部参加政治理论学习，按规定看文

件听报告、参加重要会议活动，及时向老干部传达中

央精神，宣讲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内外形势，定期

通报本区发展建设情况，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充分考

虑离退休干部合法权益，在重大工作、重要问题上虚

心听取老干部的意见建议，让老同志切实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怀，感受到自身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注重老干部来信来访工作，安排专人专门梳理、

研究、回复、解决老同志反映强烈的问题。积极回应

老干部诉求，对那些参加革命早、待遇偏低的老干

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一事一议、一事一

办，想方设法给予关心照顾。落实离退休干部困难

帮扶机制，对那些身患重病、高龄、失能、独居、空巢、

家庭负担较重等有特殊困难的老干部，尽最大努力

给予关照。切实为老干部办实事、解难事，进一步建

立健全困难帮扶救助机制，对生活困难和医药费自

付部分较多的离退休干部积极协调各方实行补助，

全年共发放特殊困难救助费１０万元。为老干部订
阅报刊杂志１６００余份。

【口老年大学】　口老年大学成立于１９８６年，
现有在校学员４０００余人，开设１４９个教学班，设置
专业１０大类。２０１７年，学校设置办公室、教务处、
总务处３个处室，并实行校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副校长、办公室主

任、教务处主任、总务处主任组成。校长主持学校全

面工作，副校长负责分管工作。口老年大学按照

文化建校、道德立校、质量兴校、依法治校的办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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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规范内部管理，提升教学质量，师生的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老年大学成为口地区老年人的精神家

园。截至年底，有８万余人次参加老年大学学习。
期间，被评为“老年教育先进集体”和“先进老年大

学”，被命名为“武汉市示范老年大学”和“湖北省示

范老年大学”，并成为武汉市第一所示范老年大学。

２０１７年，口老年大学以纪念建军九十周年、
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和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３件
大事为契机，在学员中开展系列纪念、展示和庆祝活

动。召开座谈会３场，辅导报告１场，大型书画摄影
展２次，出版诗词专集１本，组织文艺节目６０多个，
班级展示 １３个参加主题展示活动，参与学员达
２０００人次。以《军魂》为主题，在退伍军人及军属中
开展忆军史、颂军魂、学英烈、再奉献的纪念活动，得

到学员的积极响应、热忱参与。无论是建国前参军

的老兵，还是建国后入伍的战士，都将纪念活动作为

自己光荣人生的一段难忘的记忆，用诗词、散文、书

画、摄影等形式，将参战的壮烈、卫国的自豪、爱民的

情怀、创业的激情一一展示出来。同时，也表达学员

们要在有生之年，担负起弘扬革命传统、传承革命精

神的责任担当，为新时代作出应有贡献的情怀。以

“主权、尊严、责任”为主题，隆重纪念香港回归祖国

２０周年。通过组织学员座谈以及举办各种展示活
动，使学员们更深地感受到只有国家强盛，才有民族

的尊严。学员们表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要发挥

老年人的优势，教育子孙，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华民族

复兴的伟业中。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后，以“新时

代、新思想、新征程”为主题，组织学员开展学习、座

谈、展示等活动。学员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表达对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喜悦和自豪。大家认

为，在享受幸福晚年生活的同时，一定要给社会和子

孙们留下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精神财富。

（刘　贝　沈　瑞）

·信访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信访局在深入开展领导开
门大接访、信访积案化解、打造网上信访主渠道、依

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等方面取得阶段成效。信访积

案案结事了率、办结率均位居全市中心城区前列。

党的十九大、全国“两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等重大敏感节点期间，实现

重点对象“零进京”，全年越级进京上访量下降

４４５％，市驻京群工部在全市推介口遏制越级进
京上访工作经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曹裕江先

后２次作出批示，高度肯定口做法，新华网、湖北
日报、市信访工作简报先后专题推广口经验，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下大力将群众接访工作落实、落细，

成功摘取“全省信访系统人民满意窗口”桂冠。

【应急稳控】　２０１７年，口区信访局注重举全区之
力，确保党的十九大期间信访维稳工作扎实落实。大

员上阵，开门接访。上至区委书记、区长，下至街道、

社区负责人，层层开门接访、带案下访。仅区四大家

领导累计接访３６５批１２００余人次。情报优先，未动
先知。坚持时时研判、日日调度，及时抓获各类涉访

涉稳情报信息８７６条，遏止拟北上群体１８批４９人
次，提前劝退进京车票１０５张。层层设防，协同作战，
多措并举做到人员随时拉得出、车辆随时开得动。

【信访机制体制改革】　２０１７年，口区信访局积极
推进信访机制体制改革，促进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

扎实推进责任信访。重要敏感节点，区委、区人民政

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对信访稳定工作一日一调

度。区党政主要领导与相关部门、街道主要负责人

签订《信访绩效目标责任书》，进一步修订完善信访

工作责任制考评体系，营造人人肩上扛担子的拼搏

赶超氛围。扎实推进阳光信访改革。坚持问题导

向，建立“不过夜”整改机制。扎实推进法治信访。

认真执行《武汉市依法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工作

规程（试行）》，举办全区依法处理信访投诉请求培

训４期，有权处理机关运用行政法规处理群众投诉
意识得到明显加强。

【积案化解】　２０１７年，口区信访局注重多措并举
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清仓见底”。坚持领导带头，区

委书记景新华、区长刘丹平先后５次召集专班分析
汉正街和长丰街积案，逐案明确化解方法和路径，１０
件积案在２个月内全部化解。区“四大家”领导坚
持带案下访、联合接访、专题约谈，深入街道、社区现

场研究化解工作。坚持因案施策。对积案逐一进行

分析，商定化解办法，既坚持依法依规，又有情操作，

以切实解决信访人实际困难为中心，较好地避免案

结事未了。坚持问责问效，区委主要领导、分管领

导、区纪委先后分别约谈化解工作推进缓慢，成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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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街道、社区主要负责人，层层传导压力，督促

改进工作。口区《注重三个坚持　推进积案化
解———口区信访积案化解工作情况》被市信访局

作为经验向全市推广。

【领导大接访】　２０１７年，口区信访局坚持在党的
十九大等重要敏感节点深入开展“开门大接访”活

动。坚持以上率下。区委书记景新华、区长刘丹平

亲自接访最不稳定的群体、最难啃的“骨头案”当事

人，成功将“盛世财富”、拆迁等群体人员牢牢吸附。

注重接访效果，区领导面对面办公、现场交办、就地

协调，有效推进了疑难信访问题的解决。做实群众

工作。坚持站在群众立场，与群众交心、交朋友、结

对子，接近与群众的距离，做实群众工作。自９月初
开始，仅区“四大家”领导坚持不间断接访９０余天，
日均接待来访群众５批以上，区“四大家”领导累计
接访４００批１４００余人次。

【领导包案】　２０１７年，口区信访局坚持每周安排
区领导阅信、接访，区领导参与日常接访６８人次，促
进了信访难题的化解。坚持严格落实区领导包案。

市交办积案区领导包案率１００％，其中，区党政主要
领导每人包案５件，其他区领导每人包案不少于１
件，有力促进信访积案“清仓见底”“案结事了”。坚

持区领导下访包案。通过开展区领导下访包案，及

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力化解信访积案，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

（张　敏）

·保密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国家保密局（简称口区
保密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夯基垒台、积

厚成势，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充分发挥保密工作

“保建设、保发展”的积极作用，保密督查扎实开展，

保密管理深入推进，宣传教育从规范走向示范。

【组织领导】　２０１７年，口区保密局坚持党管保
密、统筹兼顾，保密组织基础不断夯实。

注重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口区委多次召开

常委会会议专题部署，将保密工作作为国家安全的

命脉、口发展的根基予以保障。５月，区委常委会
会议审议通过《区委落实保密工作主体责任清单》，

从区委领导班子集体责任、区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

任、区委分管领导具体领导责任和区委领导班子其

他成员直接领导责任４个方面对保密工作责任进行
全面梳理。９月，审议通过《中共口区委关于加强
和改进保密工作的实施意见》，切实把保密工作作

为机关建设的重要内容，摆在突出位置、常抓不懈。

十二届区委领导班子履新以来，为确保保密工作不

松劲、不掉档，及时调整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

徐盛敏分管全区保密工作。

注重发挥保密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及时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

神，以及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保密工作

的意见，带头做好贯彻实施。定期召开区委保密委

员会会议，研究解决保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全年

召开区委保密委员会会议５次，协调解决具体工作
３２项。科学谋划、靠前指挥，根据《口区“十三五”
时期保密事业发展规划》合理制定任务分解，部署

阶段工作、明确责任分工、保障经费落实，领衔推动

执法队伍建设等重点任务按期保质完成。组织全区

６９名保密组织负责人、１０４名涉密工作人员层层签
订《保密工作目标责任书》，逐级压实工作责任。

【保密宣传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保密局坚持拓面
提质、多措并举，宣传教育实效不断增强。

科学制定“七五”保密普法规划。在广泛征求

意见、充分考虑区情的基础上，制定完善《口区

“七五”保密法制宣传教育规划》，提出未来五年保

密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明确将普

法工作与法律实践、制度建设、考核评估等具体工作

相结合，努力扩大保密法制教育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突出保密宣传教育时代性。将当前保密工作面

临的严峻形势、机关单位失泄密典型案例作为宣教

重点，围绕《机关、单位借调、聘用等临时性工作人

员泄密案例通报》《智能手机连接涉密计算机及网

络存在严重泄密隐患》《手机背后的谍网》《胜利之

盾》等贴近基层机关工作人员工作实际的专题，多

次开展学习活动，深入解读失密泄密风险、窃密技术

手段、保密防范措施、问责追责力度，持续深化机关

干部对保密工作“保国家安全、保家庭幸福、保个人

前途”重要意义的认识，让保密铁纪生威，真正成为

带电的“高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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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保密宣传教育针对性。有重点、分类别地

开展保密宣传教育工作。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发挥党校、行政学院主阵地、主渠道

作用，充分利用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讲党课等

形式，树立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模范形

象，带动广大机关干部把保密工作落到实处。不断

深化涉密工作人员保密教育。将保密教育与涉密工

作人员分类确定、资格审查、日常监管等措施有机结

合，全面覆盖岗前、在岗、离岗等关键节点，不断提高

涉密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２０１７年，
口区保密局先后邀请市保密局副局长周江洪、市保

密局宣传法规处处长俞峰、市保密局技术处副处长

肖任分别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报告会、涉

密人员培训班、区管干部进修班、年轻干部成长工程

培训班上作专题辅导报告，在全区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班上展播《美韩政要信

息泄露事件警示录》《黄宇间谍案警示录》《泄密窃

密案例警示录》保密警示教育系列片。全年有８００
余人次接受保密教育。

【保密监督检查】　２０１７年，口区保密局坚持标本
兼治、狠抓落实，保密督查水平不断提高。

开展保密自查自评工作专项督查。全面覆盖查

安全。按照明密分开的原则，依托市保密局派发的

计算机检查系统，建立人工检查、技术检查、网络检

查相结合的立体式检查平台，每半年对区属重点单

位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次拉网式检查，共检查各类

计算机５００余台次，未发现失泄密事件。逐条逐项
查台账。全面核查自查自评单位应当留存备查的保

密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及调整文件、保密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纪要、自查自评工作报告、定密授权决定书、

学习记录等书面材料，督促落实“痕迹化”管理要

求，确保保密工作有迹可循。

开展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专项督查。源头督

促，按照“谁发布、谁审查”原则，推动机关单位完善审

查机制、规范审查流程、建立审查台账、履行审查手

续，落实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有领导分管、有部门负

责、有专人实施”要求，从源头上防止失密泄密。借助

互联网敏感信息监控和人工筛查手段，定期对已公开

的党务政务信息进行核查。２０１７年，口区保密局联
合区信息化办公室对全区机关单位发布的２４万余
条疑似敏感信息进行筛查，未发现失密泄密事件。

开展市场保密管理工作专项督查。切实加强与

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配合，不定期对武汉收藏品市

场开展联合执法，主要检查市场商户有无贩卖国家

秘密载体情况。既找正面典型，把遵纪守法的优秀

商户宣传出去，形成示范效应；也找反面典型，严肃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以问责促整改。

【保密重点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保密局坚持建章
立制、规范管理，保密重点工作不断加强

抓考评问责，用规矩促约束。将考评、问责作为

推动保密工作落实的有力推手，落实《党政领导干

部保密工作责任制规定》，将履行保密工作责任制

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个人

述职内容，作为干部奖惩、使用的重要依据，使严格

落实保密工作责任制成为常态。推动保密要害部门

部位年审工作进绩效管理目标考评，作为文明创建

和综合治理评选表彰的重要依据，将失密泄密等违

法违规行为与机关单位全年工作总成绩挂钩，让保

密工作成为争先创优不能忽视的“硬指标”。

抓方法创新，用技术促管理。把握新规律、新思

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进一步强化管理力度。强

化涉密人员管理。在规范确定涉密岗位和人员的基

础上，结合基层涉密人员流动大、更新快的特点，探

索建立涉密人员数据库，全面推进审查备案、保密承

诺、重大事项报告、脱密期和出国（境）审批的全过

程、动态化管理。强化定密管理。探索建立定密报

备制度，在全区推广试行《口区涉密文件印制备

案表》，实现定密情况及时掌握、及时监督。强化网

络保密管理。建立涉密信息系统电子台账，精准对

位全区２５台涉密计算机和２６７台重点非涉密计算
机，确保一人一机、账物相符；建设涉密敏感信息监

控平台，明确专人监管，形成无死角、全覆盖的网络

监管体系。强化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管理。坚持人防

物防技防并举，以提高技术保障为重点，在全区换装

具备拨号报警功能的新一代红外报警设备，确保防

得实、防得牢。

抓关键管控，用制度促规范。建立完备的制度

体系和工作机制，以涉密文件管理为抓手，制发《

口区涉密文件管理制度》，对涉密文件的签收、登

记、传阅、分送、清退、销毁流程作出明确规定，带动

完善考核评估、人员管理、应急预案、综合保障等１６
项规章制度，逐步形成覆盖全面、措施具体、切实有

效的保密工作制度体系。

（周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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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评·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区人民政府以市级目
标为引领，主动融入长江主轴发展战略，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举全区之力克难攻坚、拼

搏赶超，武汉市委、市人民政府下达的各项推动发展

专项目标总体进展平稳，汉江湾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纳入长江经济带 ＰＰＰ项目库，口区成功获评全省
双创示范基地、全省首个健康保险创新示范区，武汉

三新材料科技企业孵化器连续 ３年获评国家级 Ａ
类优秀科技企业孵化器，口生态优先、绿化发展的

核心理念和战略定位获《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宣传，

精准扶贫、“三办”（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改革、

信访积案化解工作经验在全市拼搏赶超会上交流。

【绩效目标】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区人民政府注重
以目标引领破解发展之困，不断完善跟踪落实机制，

招商引资成效明显，重点经济指标平稳增长，重大建

设工程加快推进，城市建设进入快车道，生态建设与

社会民生稳步改善，各项工作目标提前完成，呈现持

续健康发展势头。

招商引资成效明显。成立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区

委书记、区长任双组长，搭建大员上阵、部门协同、社

会参与的“大招商”平台。出台覆盖企业发展全生命

周期招商引资奖励办法，聘请６名“金融招商大使”、
２６名招才招商大使（顾问）助力招商。积极参与省市
大型招商活动，广开渠道，以商引商，累计签约深投控

等投资过亿元项目２３个，新注册投资过亿元项目１５０
个，浪尖集团等项目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开园，

童辉、肖海亮等世界冠军聚集口投资创业。招商引

资、实际利用外资、外贸出口３项指标增幅超过拼搏
目标。总投资７０亿元的中粮大悦城综合体、总投资
５００亿元的葛洲坝产城融合示范基地、总投资２００亿
元的中国电建集团武汉双创中心等５个３０亿元以上
服务业项目成功引进，中粮等３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华夏幸福等３家中国５００强民营企业成功入驻，中国
５００强企业研发机构蒙牛奶业研发中心成功签约，招
商引资结构性指标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重点经济指标增势向好。定期调度重点经济指

标，全面挖潜城镇投资，开展重点楼宇“小进限”清

查，点对点精准服务稳控税源，促进各类数据应统尽

统。全年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８％，为三年来
首次“破８”；服务业增加值增长９３％，为４年首次
“破９”，均达到或超过拼搏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２７０７０亿元，增长１７９％，超拼搏目标０９个百
分点，增幅居中心城区第一位、居１５个区（功能区）
第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９６５７７亿元，增长
１０％，保持高基数基础上的平稳增长；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小幅回升，完成６２１９亿元，增长４７％。
新增“个转企”２３２家，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重大项目建设推进顺利。坚持和完善“一周双调

度”机制，强化重大项目全流程论证、决策、调度和督

办。亮点区块建设持续发力，长江食品厂Ａ２、Ｂ地块
花样年集团与房集团就前期拆迁垫资费用进行清

算，同步筹集８６１套房源，拟定剩余拆迁补偿方案。
三特片三特公司与武汉信用集团签订融资协议，首批

３１５亿元资金到位，已重启拆迁。宝善红燕片取得项
目规划意见，与储备主体初步拟定合作协议。六角南

巷片一期下发征收决定，二期启动征收调查，累计完

成征收２１万平方米。跃进片完成征收７２８万平方
米，签约率７９１１％。旧城改造进度提速，全年完成旧
城改造征收 ６５０６万平方米，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城中村”改造取得突破，全年“城中村”改造完成拆

迁７３４３万平方米，首次达到均衡进度；东风村完成
“双登”基础数据复核，规划方案获武汉市“三旧”改

造工作联席会原则同意，相关调规程序正在公示。还

建房开竣工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城市建管指标进展趋好。统筹协调各类市级平

台，加快筹集资金、房源，轨道交通３号线一期、７号
线一期、长丰大道、汉江大道（京汉大道至梅子山通

道）征地征收完成年度任务。全年市级城建重点工

程累计完成投资３５８１亿元，超额完成年度任务。１
条微循环路建成，其余１１条路全部开工建设。建成
１１个停车场，新增１８９０个停车泊位，提前完成年度
任务。孝高速桩基施工，征地拆迁完成年度任务。

“四水共治”加快推进，６个项目完工或基本完工。
保持拆违控违高压态势，全年城市综合管理平均得

分１３３８６分，居中心城区第三位，创历史最好水平。
招才引智“一把手工程”强力推进。成立口区

招才局，制发“两个百万”计划实施方案，明确“走进

去”“走下去”“留下来”“干起来”４个工作专班，策划
推进重点工作项目２４项。落实“大学生留汉九条”政
策，设立４个“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服务专窗，
累计落户大学生５２９４人，筹集大学生公租房源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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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为大学生提供免费就业工位９２０个。吸引校友资
智回汉聚，举办“同济校友资智回汉聚”恳谈会、

汉正街·时尚跨界产业重构高峰论坛，聘请丁晖、蹇

宏等２６名世界冠军、知名企业家和投资人作为“招才
招商顾问（大使）”，与７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总金额７１８６亿元。支持海外科创人才来汉发
展，葛洲坝集团建成第一家院士工作站，新引进谢赫

特曼等３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打造千亿级“武汉智
慧生物医药谷”。成立口区科技成果转化局，引导

科技金融参与支持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共达成转化项

目７个，合同金额突破５０００万元。
生态及社会民生稳步改善。中央环保督察４４

项整改任务加快落实，２２项问题完成整改并申请销
号，ＰＭ１０、ＰＭ２５浓度均值稳定达标。强化湖泊保
护，未发生违法填湖、违法排污和违法施工等行为。

保障房建设成效明显，新开工、基本建成、分配入住、

落实青年创新创业人才住房、消除 Ｄ级危房５项指
标提前完成年度任务。教育基础设施项目进展顺

利，紫润中学整体完工，新一聋校、团结佳兴园小学

主体结构封顶，太平洋小学结构封顶、进入二次装

修，辛家地（千禧城）小学开工建设。巩固创卫成果

长效管理机制，圆满完成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

【工作举措】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区人民政府注重
绩效目标精细管理，不断优化各项指标体系，着力提

升绩效管理整体质量与科学水平。

精准定位谋发展。充分发挥绩效目标导向作

用，坚持预期目标为底线、拼搏目标为引领，构建市、

区、责任单位三级指标体系，破解发展之困。坚持市

级目标、区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

划纲要年度任务“四个全覆盖”，全力以赴保重点、

保发展。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难点问题、工作

短板弱项，提炼关键节点，纳入绩效管理，力求补齐

短板、筑牢发展根基。坚持民生优先，将老旧社区改

造、青少年活动中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等纳

入绩效管理，让群众得实惠。通过目标引领，全区上

下凝神聚力、拼搏赶超，切实解决一批制约经济社会

发展的困难和问题。

密集调度强机制。发扬“钉钉子”精神，完善重

点经济指标、重点项目等六大调度机制，克难攻坚，

破解制约瓶颈。区委、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每周调

度重大项目进展，研究项目功能定位、征收预案、规

划方案、融资及房源配置方案，协调解决项目推进的

拆迁、安置、维稳等重大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严

守安全底线。区人民政府常务会每月听取市级重点

指标进展，分析指标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明确下月

度工作举措，强化担当、传导压力、夯实责任。深入

开展“千名局级干部联系服务千家企业”“双万双

联”活动，第一时间推动活动向下延伸，上线“口

服务企业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全区４２４名区管干
部不定期深入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一对一”结对

帮扶，实时跟踪、排查风险、化解矛盾。通过高频调

度，织密责任链，有力促进了各项指标顺利推进。

精细管理提效能。坚持信息及时反馈、问题及

时解决、矛盾及时化解，推动市级目标高标准、高效

率执行。全面推行重点工作项目化管理，坚持“工

作项目化、项目目标化、目标责任化、考评科学化”，

将市级目标纳入重点工作项目实施清单管理，明确

每项目标的进度计划、实施路径、完成时限，为分阶

段调度指标夯实基础。强化目标跟踪监测，坚持月

分析、季调度，区分管领导、责任部门包保重点经济

指标，每周调度、每月通报；区委常委、街道党工委书

记定期向区委常委会报告目标执行情况，早研判、早

预警。完善《口综合考评网》功能，编制《绩效目

标专报》，加强薄弱环节跟踪监控，对掉进度目标实

行红黄灯警示，增强责任单位紧迫感、责任感。营造

拼搏赶超浓厚氛围，坚持典型带动，召开拼搏赶超推

进会、交流会，先进单位经验交流发言、落后单位作

表态发言，促进全区各单位互看互比互学、奋力争先

创优。通过调标对表、跟踪问效，找准问题突破口，

促进问题早发现、早协调、早推进。

考核评价重业绩。坚持将执行区委区政府决策

部署的力度和成效作为检验单位实绩的主要依据，

既考核显性绩效更考核隐性绩效。改革政绩考评办

法，对接全市考评体系变化，出台“１＋４”综合考评
办法，在全区构建以综合考评为主导，四类专项考评

为支撑的全新模式，将重点工作项目化管理纳入推

动发展专项目标加分范围，适当突显区域特色。改

进实施专家评审，突出体现客观公正，年终考评所有

数据来源于第三方，组建由区分管领导带队、区人

大、政协专工委主任、一把手岗位退休的老干部、街

道代表参与的专家评审组，对各职能部门承担的核

心职能指标逐项评审，防止指标完成“自弹自唱”

“自说自话”。持续引入难度系数，强化争先创优导

向，明确创新型、标杆型、贡献型指标给予难度系数

加分，组织协调难度不大、改革创新精神不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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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不明显的指标给予难度系数减分，体现干多干少

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力求考准考实隐性绩效。

（罗艳玲）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１日，口区委党史办和六角亭街工委举行“学党史、知党情、迎
七一”党史宣讲报告会，六角亭街机关及社区群干共计８０余人参加报告会

·党史编研·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共口区委党史办公室（简称
口区委党史办）突出“两个重点”，即突出以党史

研究为重点，稳步推进改革开放后党史资料的研究

和编写，突出党史宣传教育重点，不断探索“党史育

人”新途径，创新工作思路和研究方法，圆满完成全

年工作目标。

【《中共口历史》（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初稿修改】　２０１７
年，口区委党史办根据 《中共口历史》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新编写大纲，将口地区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时间段的党史资料进行补充、修改，翔实记

述口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中共口区委领导全区
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口的光辉历程，并修改完善

《中共口历史》（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初稿，共３编１１章
４０节，计２０万余字。

【完成《中共口区组织史资料》（第六卷）上报本和

自编本初稿】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党史办按照“尊重
历史，求实存真”的原则和“广征、核准、精编、严审”

的方针，系统、完整、准确地征集、编纂口区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的组织史资料，完成１０万余字
的《中共口区组织史资料》（第六卷）上报本送市委

党史研究室审定，并完成１２万余字的自编本初稿。

【编纂出版《中共口区党史大事记》（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党史办充分利用政府政务网络媒
体提供的信息和口区委提供的资料，对区内大、

要、新、特事进行征集，编纂出版《中共口区党史

大事记》（２００１—２０１５），计 ２０万余字。同时，完成
２０１６年党史大事记资料收集工作。

【党史宣传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党史办结合区
内推进“红色引擎工程”，邀请武汉党史宣讲团成员先

后在区委党校、六角亭街工委、区机关会议中心、区老

干部局开展党史宣讲活动５次，较好地发挥党史在繁
荣“红色文化”中的核心主导作用。同时，为发挥党史

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不断提高全区党史

工作科学化水平，组织编写党史教材和党史读物，启

动编写党史宣传教育进校园教材工作。截至年底，完

成党史宣传教育进校园教材———《口区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读本》大纲和部分篇目编撰工作，计２万余字。
（罗　兵）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简称口区人大常委会）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

及省、市、区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

全区工作大局，依法履职，积极作

为，实现新一届人大工作良好开局。

全年先后召开７次常委会会议和
３８次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一府
两院”２７个专项工作报告，组织开
展１９次监督行动，检查５部法律法
规实施情况，对区建设局等４个政
府部门进行工作评议，完成６项深
化改革任务，制定修订１３项工作制
度，支持和保证人民群众通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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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为加强口区民主法治建

设，推动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口区人大常委会会议】　２０１７年，口区第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共召开７次常委会会议（第一次至第
七次）。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０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审议并通过区政府《关于区第十
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议案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方

案》；会议决定接受孙嘉辞去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委员职务；决定任命许以华为区第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何中波、杨志华

为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王明星、吴晓国、贾洪武、鲁志扬、潘璇等５
人为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

员；会议通过区人大常委会代表人事任免工作委员

会、区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委员名单；会议

决定任命姚碧波为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胡

立武为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易鹏为口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口区商务局、口区中小企

业发展局）局长，郑学军为口区教育局局长，罗威

为口区科学技术局（口区知识产权局）局长，陈

洪波为口区监察局局长，徐春林为口区民政局

（口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局长（主任），余钢

益为口区司法局局长，刘文杰为口区财政局

（口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口区金融工

作办公室）局长（主任），郭军为口区人力资源局

局长，叶奇超为口区环境保护局局长，蒋昌洪为

口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主任，严栓为口区

城市管理委员会（口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口区

交通运输局）主任（局长），江世红为口区水务局

（口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局长（主任），孙嘉

为口区招商局局长，杨斌为口区文化体育局

（口区旅游局、口区新闻出版局、口区版权

局、口区文物局）局长，张玉红为口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局长，吉广心为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口区民防办公室、口区人民防空办公

室、口区地震工作办公室）局长（主任），葛建桥为

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口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局长，高雷为口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聂俊

航为口区统计局局长，张彬为口区园林局局长，

李勇为口区行政审批局（口区政务服务管理办

公室）局长（主任）。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９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

全区重大建设项目２０１６年计划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７年
计划安排的报告》《关于我区“六五”普法工作情况

和“七五”普法工作规划的报告》，表决通过《区人大

常委会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

议》；审议通过区政府《关于全区食品监管和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修改《口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口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履职守则》；审议并通过《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区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办法》。会议决定接受潘璇辞去区第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委员职务；会议决定任命陈明为口区人

大常委会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李

光为口区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胡俊为口区人大常委会宗关街工作

委员会主任，邱华威为口区人大常委会六角亭街

工作委员会主任，胡亚非为口区人大常委会汉正

街工作委员会主任；免去严栓口区人大常委会六

角亭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会议通过区人大常委

会街工作委员会委员名单。会议决定任命张晋为

口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兵为口区审

计局局长，潘璇为口区司法局局长，罗威为口区

建设局局长，张进为口区科学技术局（口区知

识产权局）局长；免去余钢益口区司法局局长职

务，罗威口区科学技术局（口区知识产权局）局

长职务。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口区公安分

局、口区人民检察院、口区人民法院关于２０１６
年度办案质量检查工作的自查报告，以及区人大法

制委员会《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公检法三机关办案质量
检查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区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外
资招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就业工作情况

的报告》，通过对区招商局和区人力资源局的评议

意见；会议审议并通过区人民政府《关于环境质量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关于爱国

卫生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修改《武汉市口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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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和《武

汉市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

项工作报告实施办法》。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
计情况的报告》《关于口区２０１６年财政决算（草
案）的报告》，会议批准口区２０１６年财政决算；会
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市政道路建设

“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科技工

作情况的报告》，通过对区建设局和区科技局的评

议意见；会议审议通过《区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

群众办法（草案）》；听取和审议部分市人大代表的

述职报告。会议决定任命叶祯祥为口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叶代莉为口区人大常委会长丰街工作委

员会专职副主任，姚光琴为口区人大常委会汉水

桥街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姚石迁为口区人大

常委会荣华街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梅建华为

口区人大常委会汉中街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免

去苏海峰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袁文均口

区人大常委会长丰街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职务，

乐智敏口区人大常委会汉水桥街工作委员会专职

副主任职务，廖飞口区人大常委会荣华街工作委

员会专职副主任职务，匡明口区人大常委会汉中

街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职务；会议决定接受吴晓

国辞去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会议决定

口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丁红、王太晖、马松、刘红

鸣、刘胜斌、李劲松、陈晖、徐毅、樊云飞、乐智敏、孙

嘉、肖军生、邹蔚原、张进、姚中阳、黄文伟、雷艳国、

潘璇、李为等１９名区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乐
智敏、李为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终止。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区人民政府关

于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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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

审查通过《关于召开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的决定》《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筹备工作意见》《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专题询问工作办法》《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政府投资计划审查监督的办法》和《区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办法》；会议

审议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关于

办理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６年度办案质量检查审议意
见情况的报告》。会议依法对补选的１９名区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予以确认。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６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关于区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议案和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

告》，同意提交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会议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口区２０１７年财政
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和《关于口区２０１７年财政
预算调整方案的说明》，审议并批准区人民政府提

出的２０１７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会议讨论区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送审稿），讨论提交区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有关文件及各项名单（草

案），审查通过列席人员名单；会议决定任命李昌华

为口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免

去吴小国口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

任职务。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２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草
案）的报告，关于设立区人民代表大会城乡建设和

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区第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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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会议决定接受曹燕辞去武

汉市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接受景

新华辞去武汉市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

务，鲍春峰辞去武汉市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职务。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至２９日，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口会议中心举行。会议听取

和审查《口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

口区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２０１８年计
划草案的报告》《口区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查《口区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口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口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口区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议案和代表建议办理

情况的报告，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关于财政预算的审

查报告和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议案的审查报告；会议

决定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城乡建设与环境

保护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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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提请大会表决通

过，２件议案列为大会议案：“关于推进‘红色物业’，
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的议案”为本次大会１号议
案，“关于打造古田三路垂江画廊推动汉江湾生态新

城建设的议案”为本次大会２号议案。此外，区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的“关于加快工业

服务业发展的议案”（１号议案），经区第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为５年的续办议案，区人
民政府已完成当年目标，２０１８年度继续办理。会议期
间，收到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１０７件，另１３
件议案（原案）转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共计１２０件。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严学彬为口区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靳远涛、鲁翠玲为口区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纯、田莉莉、刘燕、李

昌华、陈明、姜雯为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邹春燕为口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陈明为口区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康、朱红西、安广飞、杨斌、陈芳、彭耀军

为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城乡建设与环境保

护委员会委员。

（冯　畅）

·职权行使·

【服务大局】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大常委会注重以服
务全区中心工作，推动区域经济加速发展。听取和

审议关于引进外资、环境保护、科技事业等１５个专
项工作报告，扩大决策民主化。高度关注三大产业

发展，多次组织代表就重点议题进行视察检查，提出

建设性意见，积极支持三大功能区建设，两次专题听

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注重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

与，积极邀请人大代表和居民群众参加相关视察检

查督查活动，更广泛地凝聚民意，更大程度地推动全

区重点工作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积极参与

安全检查、暗查暗访、信访维稳、“双万双联”、招才

引智等工作，主任会议成员带头包保信访积案，１２
件包保积案全部按要求化解。认真开展“聚力脱贫

攻坚，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口地区１４个市、
区人大代表小组分别督导区内对口帮扶的黄陂区

２０个贫困村。３１２名省、市、区人大代表深入贫困
村，积极宣传扶贫政策，督导扶贫工作，力所能及地

帮助困难家庭解决实际问题。代表们走访贫困家庭

１３７户，电话抽查驻村干部７２人，对发现的问题及
时转交办理，助推脱贫攻坚年度目标如期完成。依

法行使人事任免权。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人大依法

任免相统一，严格规范任免程序，坚持议案审查、考

试、供职、民主票决，全年共审议通过人事任免议案

１７件，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１３５人次，保证市、区
委人事安排顺利实现，保障全区国家机关有序运转。

严格执行宪法宣誓制度，常委会组织现场受领任命

书的人员当即进行宪法宣誓，一府两院其他国家工

作人员按要求在１个月内进行宪法宣誓，实现口
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宪法宣誓全覆盖。

【工作监督】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大常委会严格贯彻
落实新预算法，全程监督预算执行，促进预算绩效管

理。在半年预算执行、年度决算、预算调整等工作监

督中，严把预审和初审关，突出预算刚性约束力，侧

重监督资金使用效益。逐步扩大预算监督覆盖面，

督促政府首次将政府性基金纳入年度预算草案。为

促进年度经济工作目标顺利完成，先后到区财税部

门和相关街道调研检查，督促加强收入征管，规范财

政管理。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常委会高度重视

审计和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督促和支持审计部

门聚焦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民生民利保障等重点领域。听取和

审议２０１７年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报告，针对审计查出的７３个问题，坚持问题没
有彻底整改完成不放过，机制没有长效建立不放过，

重大风险没有全面排除不放过，分门别类、钉子回脚

督促整改。高度重视重点项目建设。区人大常委会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制度、落实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

告的实施意见精神，进一步规范重点建设项目监督，

制定《关于加强政府投资计划审查监督办法》，就完

善监管机制、加强绩效管理、建立评价制度等方面做

出规定。

【法治监督】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大常委会继续强化
行政工作监督。进一步规范政府部门执法行为，常

委会先后组织委员和代表成立５个执法检查组，分
别对食品安全法、养犬管理条例等５部法律法规在
区内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提出整改意见，跟踪督促

落实。组织２７０余名区人大代表和居民群众，分别
对区建设局、人力资源局、科技局、招商局开展工作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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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对１９４个基层站所开展满意度测评，注重拓宽
民意表达渠道，扩大民主监督范围，将评议结果向社

会公开，促使被评议单位改进作风、依法行政。深化

司法工作监督。以被抗诉、发回重审、改判案件和不

捕不诉、改变定性案件以及刑拘后未报捕、未批捕案

件为重点，分别对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分

局２０１６年度办案质量进行专项检查。公检法三机
关自查案件９７０件，检查组随机抽查案件５１件，从
办案程序、法律适用、文书质量３个方面，逐案进行
评审，客观提出意见。常委会会议认真审议办案质

量检查报告，提出审议意见，要求对照整改。主任会

议专题听取整改情况报告。通过创新检查方式，突

出检查重点，对三机关的监督更有针对性、更具警醒

力，推动三机关在强化队伍建设、提高办案质量、保

障司法公正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推进法治口建

设。专题听取司法体制改革进展情况报告，常态化

推进人大代表和居民群众观摩庭审、参与调解、监督

执行等活动。专题听取区内街头警务站建设管理情

况汇报，积极支持推进平安口建设。听取和审议

全区“六五”普法情况报告，依法作出关于开展“七

五”普法的决议，确立全社会共同参与机制，着力提

升“一感两度两率”（“一感”指群众安全感，“两度”

指社会治安满意度、政法机关公正执法满意度，“两

率”指平安创建活动知晓率、参与率）。

【关注民生】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大常委会注重民
生，积极回应社会热点。高度重视“红色物业”，对

全区物业管理开展专题调研，梳理出８类问题；组织
代表开展视察检查，督促解决群众反映突出问题。

认真组织对区人民政府实施《武汉市全民健身条

例》情况进行执法检查，促进健康口发展。高度

关注食品安全，深入街巷、学校、农贸市场视察检查，

督促政府部门严格执法，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切

实关注民生痛点，针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区人

大常委会组织专题调研组，深入社区、医院视察调

查，为市人大专题询问提供第一手资料。组织委员

和代表视察检查２０多所中小学校，提出相关意见建
议，推动全区学校标准化、现代化建设。针对“爱国

卫生工作弱化”问题，常委会专题听取全区爱国卫

生工作报告，组织代表集中开展督查活动，积极支持

创卫复审，促进人居环境卫生改善。着力解决城建

难点。“美丽生态口”是区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共同向往，常委会加大对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监督，分

别听取区内“十三五”园林绿化、市政道路建设等专项

报告，组织委员和代表视察检查市政项目建设、“四水

共治”（防洪水、排涝水、治污水、保供水）、园林绿化

等工作落实情况，强化跟踪督办，促进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认真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高

度关注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组织代表对标督查；

调研土壤修复，督促区内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持续推

进；突出监督重点，首次听取和审议《我区环境质量状

况和环保目标完成情况报告》，要求严格落实新环保

法，推进区域生态保护、促进环境质量改善。

【议案建议办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大常委会坚持
把督办议案建议作为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渠

道，由主任会议专题督办。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积

极创造条件，努力克服困难，确保３件议案得到较好
落实。关于加快工业服务业发展的１号议案，区人
民政府抢抓全国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试点机遇，工

业服务业发展初见成效。关于完善居家养老社会化

服务的２号议案，区人民政府加大养老设施建设和
购买服务投入，居家养老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惠及范

围越来越广。关于打通长安路西段断头路的３号议
案，实现当年立项、当年拆迁、当年施工、当年建成通

车，打通区域交通“卡口”，打开周边群众“心结”。

促进建议办出实效。强化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分类

督导，督促政府按照“年初有安排、年中报进度、年底

有结果”要求，定期向主任会议报告办理进度。选取

１２条关系民生的重点建议，实行主任会议成员领衔
督办；其他建议由各街人大工委组织代表和相关选民

集中督办，有效促进办理工作。截至年底，关于老旧

社区下水管网维修等１０１条代表建议已全部办结，走
访率、回复率均为１００％，满意率在９８％以上。

【代表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大常委是换届后的
第一年，常委会把代表培训作为重点工作贯穿全年。

为市、区人大代表赠送报刊杂志、法律读本、履职手

册９０００余册。开展履职培训，邀请专家为全体区人
大代表授课，组织常委会委员和人大街工委负责人

参加全国人大培训学习，组织部分市、区人大代表参

加市人大培训，督促各代表小组开展《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等法律法规的学

习，实现培训全覆盖。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各代表小

组还集中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搭建履职平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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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保障知情权利，坚持一府两院定期向代表通报

工作制度，向代表寄送各类工作报告１４４６份；坚持
区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制度，邀请７７人次区人大代
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强化阵地建设，规范建设１１个
街道代表工作室和１２４个选区代表工作站，完善代
表接待日、代表接待登记、群众意见处理反馈３项制
度。创新活动载体，明确９月为代表接待选民月，将
口地区４８名市人大代表组编到各街人大工委，与
２４２名区人大代表一起参与集中接待选民活动。发
挥代表作用。强化代表主体作用，邀请１７２人次市、
区人大代表参加区人大及各专（工）委组织的执法

检查、视察督查和工作评议等活动。密切代表与人

民群众的联系，各街人大工委积极组织代表小组围

绕人民群众最怨、最恨、最急、最盼的事，以及事关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重点工作等内容，分别

开展５次以上活动。全年市区人大代表走访选民
３７００余人次，收集各类问题４００余条，均转交相关
部门办理并回告。坚持代表述职制度，组织９名市
人大代表在常委会上述职，组织５５名区人大代表回
原选区报告履职情况，接受选民监督。

（冯　畅）

口区人民政府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７年是新一届口区人民政府的起步
之年，口区人民政府以拼搏赶超的精神状态，坚定

发展信心、直面矛盾问题、增强前进定力，聚焦产业

重构、功能再造，抓全面、抓重点，攻难点、创亮点，统

筹谋划、协调推进经济发展、改革创新、城市治理、民

生保障、安全稳定、自身建设各项工作。全区地区生

产总值６４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５％。服务业增加
值４９５亿元，增长８％。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６２
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２６９亿元，增长１７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６６
亿元，增长１０％。招商引资总额突破５００亿元，增
长４０％。实际利用外资 ７８４亿美元，增长 １０％。
外贸出口３６８亿美元，增长６％。全年完成房屋征
收拆迁１４５万平方米，实现土地挂牌３４４７公顷。

【区政府常务会议】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召开
常务会议３７次，会议议题１７１项。
２０１７年１月４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２次常务

会议，议题为：专题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

委十届八次（扩大）会议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传达学习《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２０１７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省纪委关
于１１起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和腐败问题典型案
件的通报》《省纪委关于５起统计违纪违法典型案
例的通报》《湖北省扶贫攻坚领导小组转发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７新年贺词的通知》《市纪委关于２０１７年元旦、
春节期间进一步严明作风纪律要求、深入纠正“四

风”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

筹办、六角亭街关于解决利济北路危改项目遗留问

题情况汇报，要求将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并将此项

工作向区委报告；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进

一步加强全区征收劳务代办公司管理情况汇报，要

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２０１７年１月９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３次常务
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关于

印发〈受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党员干部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

民政府督查室关于２０１７年区《政府工作报告》确定
目标任务责任分解（送审稿）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

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民政局关于春

节期间辖区困难群体慰问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

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管委关于机动

车维修业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

步修改完善。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６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４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省纪委关于１０起侵害
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件的通报》

《省纪委关于２０１６年湖北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
责情况的通报》《省纪委关于５起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典型案件的通报》等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人民政府督查室及区经信局、民政局、建

设局、科技局、园林局等区人大议案、区政协建议案

主办单位关于２０１７年区人大政协议提案办理工作
方案汇报，要求将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

同意汉正街办事处关于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

２０１７年工作方案汇报，要求将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
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区卫计委关于落实７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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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府举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退休职工相关待遇情

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统筹办关于古田路内燃机宿舍片供地起始价格

情况汇报，要求结合项目实际和市场情况科学测算

供地建议起始价格，按照规范程序加快申报供地挂

牌工作。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７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５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区信访局关于全区信访稳定工

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近期信访维稳工作；专题学习

市“两会”精神，传达学习《省纪委关于６起落实“两
个责任”不力等责任追究典型案件的通报》《省纪委

关于６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
等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启

动市十七初扩建征收项目情况汇报，要求将方案进

一步修改完善，并将此项工作向区委报告；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广东合即得项目招商引资情况

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信局、国资公司关于引进

深圳浪尖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打造“武汉Ｄ＋Ｍ”小镇
项目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

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招商局关于

口区招商引资调度机制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

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２０１７年３月６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６次常务
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建设局关于区

２０１７年城建计划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建设局

关于调整区城建重点工程指挥部情况汇报；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城管委关于２０１７年全区城管工作汇报，
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并将此项工作向区委

报告；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司法局关于全区开展“七

五”普法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

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扶贫

办关于精准扶贫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

办关于道达尔加油站土地置换方案汇报，要求对方

案的依法合规性和可操作性进行研究论证后，提交

市国土规划局审核。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３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７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武汉市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建立容错免责机制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实施

办法（试行）〉的通知》（武办发〔２０１７〕１号）、《武汉
市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实施办

法（试行）〉的通知》（武办发〔２０１７〕２号）及《省纪
委关于六起省管干部在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

明问题的通报》等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发改委关于 ２０１６年重大项目计划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７年重大项目计划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
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行

政审批局关于行政审批３０改革工作汇报；听取并
原则同意古田街关于古田街办事处办公大楼搬迁过

渡事项汇报，要求将搬迁过渡方案进一步细化修改

完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民政局关于长丰西郊陵园

墙墓迁移工作汇报；听取区监察局关于“长丰城管

打人”事件及问责追责情况通报，要求将此项工作

向区委常委会汇报。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８次常务
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安监局、消防大队

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

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综治办关于综治工作（平安建设）汇报，要求

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古田街关于万人宿舍片征

收补偿方案情况汇报。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８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９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考评办关于

２０１７年绩效目标设置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环保局关于口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汇报；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跃进片、崇仁 Ａ片旧城
改建项目征收补偿方案拟定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统筹办关于华科置业公司开发损失补偿问题

情况汇报。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１０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省纠风办关于２０１７年
度加强政府部门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

《侯长安同志在武汉、荆门、鄂州调研时的讲话（摘

要）》及《省纪委关于五起“不担当、不作为”典型问

题的通报》等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民

政局关于２０１７年老旧社区综合环境改造提升和生
活街区创建项目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

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水

务局关于“四水共治”相关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

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经信局关于“汉江湾国际生态乐活季”活动

实施方案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房管局关于２０１７
年度Ｄ级危房排危治理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城改办关于“城中村”改造还建用地相关手续办

理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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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１１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委组织部、区委

宣传部关于“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宣讲

活动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妇联关于《口

区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拟定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地大

汉口分校片校外项目征收补偿方案拟定情况汇报；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力资源局关于２０１６年全区七
类机关和参照管理事业单位科及科以下公务员和参

公人员年度考核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委宣

传部关于口区对外宣传工作拟签战略合作协议情

况汇报，要求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法制办关于口区２０１６年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汇
报；研究长丰西郊陵园墙墓迁移工作。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７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１２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部分纪检

监察干部违纪案件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省纪委

关于五起国有企业党员领导干部违纪案件的通报》

《省纪委关于五起高校党员领导干部违纪案件的通

报》《市纪委关于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委

六条意见和市“十一项禁令”典型问题的通报》等相

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国资公司关于２０１７
年融资计划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卫计委

关于做优健康服务业支持同济医院发展情况汇报；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信局关于Ｔｏｄａｙ便利店总部招
商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汉正街关于区政府与

武汉纺织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情况汇报。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１３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信局关于实施

区政务网升级改造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

政局关于开展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实施工作汇

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编办关于２０１７年全区“放管
服”改革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监察局关

于口区开展评议机关科室和基层站所活动情况汇

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

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审计局关于审计工作汇报，

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卫计委关于口区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工作汇报。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１５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 １４次
常务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省纪委印发〈关于

２０１７年开展作风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总体方
案〉的通知》文件精神，研究布置口区作风建设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相关工作，传达学习《省国家保

密局关于转发〈机关、单位借调、聘用等临时性工

作人员泄密案例通报〉〈智能手机连接涉密计算机

及网络存在严重泄密隐患〉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

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食药监局关于２０１７年全区
食品安全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

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汉正街

关于时尚汉正街系列活动第二场秀 Ｔ与 ＩＴ筹备情
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国资公司关于２０１７年
棚户区改造项目融资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统筹办、汉中街关于崇仁 Ａ片旧城改建项目征
收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济开发区

关于猪八戒网招商工作汇报。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２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１５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区考评办、区发改委、区招商局

关于４月份市级重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及固定资产
投资、招商引资情况通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房管局

关于组织开展２０１７年公共租赁住房登记摇号选房
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

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武部关于成立驻

口区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情况汇

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

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永利生鲜市场

土地移交有关事项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

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六角亭街关于跃进片

旧城改建项目征收工作汇报。

２０１７年６月６日，召开第１６次常务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甘肃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督查处理情

况及其教训的通报》《省纪委关于５起扶贫领域侵
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的通

报》《省纪委关于对五起不担当、不作为等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查处情况的通报》《省纪委关于五

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

责典型案件的通报》《市纪委关于损害经济发展环

境典型案例的通报》等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安监局关于调整区安委会组成人员和成立

１８个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情况汇报；听取区发改
委、招商局关于５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资情况
通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文体局关于《口区贯彻

实施〈武汉市全民健身条例〉情况的报告》汇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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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纪委监察局关于２０１７年开展
大数据监督检查工作汇报。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２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１７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信局关于实施

区级视频监控云平台系统暨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

三期项目建设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

古田街关于万人宿舍片征收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宝丰街关于地大汉口分校片

（校外）旧城改建项目征收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统筹办、六角亭街关于六角南巷片一期旧

城改建项目征收补偿方案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统筹办关于额头湾村工业园房屋拆迁腾退委托

代办事宜相关情况汇报。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６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１８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问责

暂行办法〉的通知》《省纪委关于洪湖市特殊教育学

校强行收取学生低保存折等问题查处情况的通报》

《市纪委关于公车私用典型问题查处情况的通报》

等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行政审批局关

于“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改革工作汇报；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环保局关于《区人民政府关于环保工作

情况的报告》汇报；听取汉正街办事处关于长江食

品厂东片项目 Ａ２、Ｂ地块开发路径情况汇报；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监察局关于给予葛建桥行政警告处分

有关情况汇报，决定给予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质监

局）局长葛建桥行政警告处分。

２０１７年７月３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１９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研究部署近期防汛工作；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环保局关于《口区贯彻落实中央第三环

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及调整区环委会

组成人员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易

家街办事处关于丰帆路西片征收补偿方案情况汇

报；听取区统筹办、建设局关于长升街（长安路三

期）道路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汇报。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７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２０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督查

问责典型案例的通报》《省纪委关于六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省纪委关于洪湖

市在运用大数据对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工作中履职不力问题的通报》等相关文件精

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卫计委关于全区爱国卫生运

动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长江食

品厂片Ａ２、Ｂ地块重新启动拆迁工作情况汇报；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六角南巷片一期旧城区

改建项目征收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

筹办关于易家墩、舵落口两村统征储备项目有关情

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济开发区关于引进大

龙网合作建设汉江湾·云谷龙工厂跨境电商产业园

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口区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汇报。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４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２１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西安

地铁“问题电缆”事件调查处理情况及其教训的通

报》《市纪委关于武汉新港投集团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变相组织公款旅游典型问题的通报》《市委

办公厅转发〈江夏区委办公室关于“江夏区６月１９
日迟报武汉天帅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紧急信息”的情况报告〉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

神；听取区监察局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电视问政曝光
问题整改部署会议精神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

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区考评办、

发改委、统计局等单位关于上半年市级重点指标完

成情况及相关重点经济指标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信访局关于《关于切实做好信访工作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工作方案》汇报，要求将方案

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扶贫办关于全区对口脱贫攻坚工作上半年

总结及下半年安排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

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城管委关于口区千吨垃圾中转站项目建设情况汇

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

审议。

２０１７年８月７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２２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通报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区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

局关于全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综合治理工作汇

报；听取区统计局关于落实全市统计工作会议精

神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编办关于行政权

力事项调整等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

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防范办关于反邪教和国家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改

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汉宜路

片土地挂牌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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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１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２３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房集团关于成立

武汉安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汇报；听取区统筹

办关于２０１７年度棚户区改造项目政府购买服务相
关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武汉油

厂收回协议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汉正街办事

处关于汉正街东片项目增补过渡费和申请攻坚收尾

资金情况汇报。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８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２４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省纪委关于７起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省纪委关于郧

西县及三官洞林区纪委对重要信访问题线索处置不

力查处情况的通报》《市纪委关于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市纪委关于２０１７年
上半年全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的

通报》《关于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典型问题的通报》

及《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黄

陂区政务服务大厅”网站安全事件的通报》等相关

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审计局关于《口区

２０１６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
作报告》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园林局、统筹办关

于口体育广场征收补偿、汉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安置补偿、对美雅婷和真食寨餐馆下达征收补

偿决定等汉江大道相关事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发改委关于汉江湾生态综合治理 ＰＰＰ项目进展
情况汇报。

２０１７年９月５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２５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地志办关于口

区街道志编纂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残

联关于残疾人工作及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项目建设

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科技局关于科技工作

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招商局关于招商引资奖励

办法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六角南巷

片一期旧城区改建项目（恒隆广场变电站）武汉城

投停车场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安置补偿情况汇

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一职教东片旧城

区改建项目征收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财政局关于《口区２０１６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
告》汇报。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８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２６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卫计委关于

２０１７年计生重点目标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民政局关于军队无军籍离退休人员要求享受奖励性

补贴及异地入汉转业志愿兵发放社保一次性困难生

活补贴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建设局关于

《口区市政道路建设“十三五”规划》编制及实施

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济开发区关于成立

武汉汉江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情况汇报。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９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２７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全国社会综合治理表彰大

会会议精神及各级贯彻情况，通报了２０１７年国庆中
秋期间政务值班情况；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

于２０１８年房屋征收计划、土地储备和供应计划编制
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长丰街办事处关于开展

亚诺工业园综合整治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统筹办关于长华玉带家园项目房源清理工作情况汇

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筹集还建安置房

源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东风村

“城中村”改造相关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

资局关于口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

作汇报。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２８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市信用办关于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要指示的通知》

《省纪委关于５起高校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及《市纪委关于４起基层腐
败问题典型案例的通报》等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建设局（建管站）关于全区加快发展装

配式建筑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

汉正西物流项目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信

局关于引进武汉中海庭数据技术有限公司项目情况

汇报。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２９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上作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尹天兵、徐岗和宗

关街、六角亭街、发改委、经信局等单位行政主要负

责人进行了交流发言，区长刘丹平结合口区发展

实际对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解读布

置；传达学习全国、省、市妇女儿童工作会议精神；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考评办关于前三季度市级重点指标

完成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

口区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汇
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

会审议。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３０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审计局关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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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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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编办关于调整部分部门机构编制情况汇报；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招商局关于引进北京普罗格科技公司情

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济开发区关于智慧园

区项目建设情况汇报。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６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３１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房管局关于区人

才公租房相关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

关于东风村“城中村”改造相关调规工作情况汇报；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育局关于口区第三期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情况汇报；听取区经济开发区关于

是方科技孵化办公大楼项目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经信局关于引进麦当劳区域总部情况汇报；

听取汉正街办事处、区统筹办关于汉正街项目审计

问题整改情况汇报。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３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３２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转

发〈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城市鑫龙膏业有限公

司“１０·６”冒顶事故情况的通报〉的通知》《省纪委
关于８起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的
通报》《市纪委关于６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
型问题的通报》等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环保局关于口区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交账工作和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考核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

则同意区人力资源局关于招聘群团社工工作汇报；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动

迁安置房清理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

招商局关于汉宜路片挂牌供地相关情况汇报；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７年口区财政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汇报。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３３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研究室关于

《区政府工作报告》汇报，要求按照“成绩要讲足、问

题要讲准、目标要讲实、思路要讲清、重点要讲明、措

施要讲透”等原则将报告进一步提炼、深化，修改完

善后提交区政府全会、区委常委会和区人大常委会

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督查室关于区人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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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３４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改委关于《武

汉市口区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２０１８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汇报，要求将材料
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武汉市口区２０１７年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
告》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

常委会、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安监

局关于《中共口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意见的实施方案》汇

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

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水务局关于２０１７年二次供
水改造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

于口区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工作情况汇

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长丰村“城中村”

综合改造相关情况汇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３５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汉江

湾生态综合治理 ＰＰＰ项目选择社会资本方情况汇
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汉正街东片利嘉

集团诉求解决方案情况汇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３６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关于坚决拥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规

定》《湖北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精神实施办法》《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进一步纠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重要批

示》及《陈一新书记督导我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情况》等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民宗局关于全区民族宗教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建设局关于《武汉市审计局关于地铁３号线一
期工程竣工决算的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汇报；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口区征收项目安

置房源代购办法（送审稿）》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国资公司关于集中订购“美好香域花境”房源对

接区内棚改项目工作汇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３７次常
务会议，议题为：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对元旦前后

有关工作进行专题部署；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

关于支持中英人寿发展有关情况汇报；研究七军会

保障工作推进情况，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房管局关于

《口区七军会建筑立面整治工作方案》汇报；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统筹办关于东风村“城中村”改造成

本相关工作汇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区人民政府召开第３８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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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经济开发区关于

武汉中科动力能源研究院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十件实事办理情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坚持“普惠、量力、当年”的
原则，倾心、倾情、倾力地为群众办理实事，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１实施第二批２０个老旧社区综合环境改造提
升，建设１０个生活街区。

区人民政府深入街道、社区开展调研，按照“强

基础、补短板”的思路实施第二批２０个老旧社区综
合环境改造提升，涉及电线老化更换、地下管网疏

通、立面粉刷、路面整修改造、花坛景观绿化、楼房排

危、安防设施等共七大类４５４个建设项目，除古南社
区、云鹤社区两个规模较大社区外，其他点位均已完

工。区人民政府紧紧围绕居民群众生活环境改善，

科学谋划，制定生活街区创建工作方案，通过充分论

证，确定生活街区点位的选址。精心组织召开生活

街区设计效果审核会，对规划设计细节进行细致审

核。１０个街区基本完成建设或进入收尾阶段。
２设立残疾人长期医疗基金，为１５０名贫困听

力残疾人免费验配助听器。

区人民政府深入调查研究，撰写近年来残疾人

因病致贫情况分析报告，制定设立残疾人长期医疗

基金救助方案，通过公开招标，与中标单位中英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签订相关合同，向该公司

基金账户汇入１００万元，作为残疾人医疗救助基金，
切实减轻残疾人家庭因患重大疾病带来沉重经济负

担。积极组织力量，深入街道、社区开展听力障碍患

者免费验配助听器入户需求调查，与武汉丽声助听

器公司联合开展听力知识宣传活动，为１５０名贫困
听力残疾人免费验配助听器。

３组织文艺演出 ５０场，举办露天电影、科普
电影进社区活动 ６０场，新增、更换户外健身器材
２００件。

区人民政府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创新工作方法，

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着力保障文化民生、实现文

化权利、促进文化公平。全年组织大型文艺演出５９
场，其中，专业团队进社区、居民群众进专业剧场共

２０场，大型群众广场文艺演出１９场，街道演出 ２０
场。举办露天电影、科普电影进社区活动８０场，完
成年度目标的１３３３％。实施公共体育器材更新，

２０１７年新增、更换户外健身器材２０７件，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４在全区农贸市场建设视频监控智慧化监管
系统，对所有农贸市场蔬菜农药抽检实施第三方

检测。

区人民政府在２０个（纳入规划的盛惠市场中
途已关停）农贸市场安装２２２个摄像头，并在各市
场管理室集中显示，实行实时自治管理；在区工商

（质监）局建立一级指挥中心，１１个基层工商（质
监）所设置二级指挥平台，实时指挥调度。全区３６
个农贸市场蔬菜农残抽检全部实现第三方检测，大

幅提高抽检批次，全面提升口区蔬菜类食品安全

保障水平。各农贸市场每天抽检１０至１２个批次蔬
菜，检测结果在口信息网更新公示。全年共完成

抽检１５２４万批次。
５为所有贫困学生购买学生平安保险。
区人民政府组织全区所有公办学校严格按照相

关程序，经过宣传、申报、公示，确定贫困学生１０３６
人，由财政出资购买学生平安保险。

６建设停车场９个，建成停车位１８００个，规范
设置停车位２０００个。

区人民政府通过科学规划、严格配建、分类实

施，建成民意广场停车楼、长丰还建楼二期公共停

车场、汉口春天二期停车场等 １２个停车场，建成
停车位１９９０个。根据各路段车辆通行及停泊情
况，采取墨除、复线更新、新增等方式，规范设置停

车位２２５１个。
７推广使用家庭油烟净化装置不少于２５００户。
区人民政府制定《２０１７年口区居民油烟污染

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多次召开工作推进会，通过严

格的招投标程序确定治理厂家，组织街道深入社区

开展宣传推广，签订油烟治理合同，逐户上门安装，

为２５００户居民安装家庭油烟净化装置，同步完成入
户抽检工作。

８安置特困群体就业３０００人次，完成创业培
训１０００人次，资助创业项目１００个。

区人民政府发挥本地经济吸纳就业潜力，紧扣

口区产业转型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市场

配置作用，通过培植基地安置一批，依托民营企业、

“三资”企业上岗一批，落实优惠政策扶植一批，发

展社区服务吸纳一批，依托劳动力市场推荐一批，开

发公益性岗位解决一批的办法，加强困难人员安置

工作。积极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实现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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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服务架构扁平化、公共就业扶持效应最大化。

截至年底，安置困难群体再就业３０５０人次。积极引
导失业待业人员参加创业培训，开展创业孵化器、众

创空间、特色园区大学生创业专区建设，举办第五届

武汉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深入高
校、街道、社区开展宣传，完成创业培训１１３８人次。
扶持资助创业团队１０２个，主动跟踪服务２０１６年武
汉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３３强项目
团队，做到跟踪服务率１００％。
９为困难群众无偿提供法律援助３００件以上。
区人民政府大力构筑区、街、社区三级法律援助

工作网络，联合区工会等社会团体、区人民法院及街

道司法所设立３０个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全区１２７个
社区建立法律援助受援点，形成“法律援助十五分

钟便民服务圈”，为困难群众无偿提供法律援助５８７
件，其中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２２０件。
１０消除Ｄ级危房５９栋。
区人民政府出台《口区２０１７年Ｄ级危房排危

治理工作方案》，完善、更新 Ｄ级危房台账、清册，明
确５９栋Ｄ级危房消危销号工作任务和责任分解，全
年消除Ｄ级危房６０栋，为年目标的１０１６９％。

【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办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
民政府注重人大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

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提高政策水平与工作效率。

同时，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度关注口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在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监督政府工

作的同时，通过深入实际调研提出许多具有建设

性和指导性的议提案，有力推动口转型发展、跨

越发展。区人民政府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督，带

领区相关单位攻坚克难，认真办理议提案，取得明

显成效：经济发展蓬勃向上，三大产业彰显活力；

城市建设有序推进，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民生服务

日趋完善，惠民实事深入人心。区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工业服

务业发展的议案》《关于完善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

的议案》《关于打通长安路西段断头路的议案》等

３件议案。议案交办以来，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办
理工作，按照“依法办理、归口负责、突出重点、务

求实效”的原则，精心制定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加

强综合协调，强化督查考核，较好完成议案办理目

标任务。２０１７年，区人民政府共承办区人大代表
建议１０１件，其中经济发展类 １３件、城市建设与

管理类５０件、社会事业类３８件，分别占办理总数
的１３％、４９％和 ３８％。走访率、回复率达 １００％，
综合评价中满意９８件，基本满意３件，满意率、基
本满意率达１００％。区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加快推进汉江湾·云谷建设的建议案》

（１号）、《关于加强街头园林小景建设的建议案》
（２号）等２件建议案。议案交办以来，区人民政府
高度重视，首次采取区长领办、分管副区长重点督办

工作机制，坚持把办理工作作为破解难题、改善民

生、接受监督、推动发展的动力，按照“归口办理、突

出重点”原则推进办理工作，较好地完成办理工作

任务。２０１７年，区人民政府共承办区政协提案１９７
件，其中，经济发展类４６件，城市建设和管理类６２
件，科教文卫体类５８件，社会法制类３１件，分别占
总承办量的２３４％、３１５％、２９４％、１５７％。从委
员对办理工作意见反馈来看，走访率、办复率达

１００％，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９８％以上。
（陈　凯）

·法治政府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紧扣中共中央、
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
和省、市人民政府相关要求，积极探索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组织推进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依法、科

学、民主决策水平，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执

法监督机制，强化行政执法机关法治意识并规范行

政执法行为，提升政府涉法事务服务保障水平，全力

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为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简称口区法制办）认真履行依法行政工作职能，

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继续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建

设。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行政执法人员培

训制度等，适时对全区行政执法人员进行集中培训，

不断提高全区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全面落实执法

主体资格制度，及时完成区内１２６名新招录、调入行
政执法人员办理“两证”工作。进一步探索优化执

法全过程记录、执法公示、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案

三项制度的建立落实情况，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促进

各部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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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年鉴·



【行政行为规范】　２０１７年，口区法制办注重规范
公共权力运行，确保各项举措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前

行。编制并向社会公布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年

度目录，严格执行《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０日，口区行政审批局与建设银行口支行签署代办工商注册
登记协议

定》，切实提高重大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度，自觉接

受监督，全年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率１００％。加强规
范性文件审查备案，全区制发的２件规范性文件事
前审查率、备案率、合法率均达到１００％。扎实推进
行政执法案卷审查，２７家执法机关的６６宗执法案
卷全部合格，案卷优秀率９５５％。推进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全区各行政执

法机关积极会同区公安分局、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

法院研究制定各自行政执法领域涉嫌犯罪案件的移

送标准、理顺移送机制，加大对重点领域犯罪行为的

打击震慑力度。

【法律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区法制办继续加强政府
法律顾问团队建设，落实构建政府法律顾问的长效

机制。制发《口区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以符

合政府采购的方式公开向社会公开采购１０家律师
事务所，组建政府法律顾问机构库，实现法律顾问全

覆盖，进一步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团队建设。充分发

挥法律顾问在重大决策论证、重要合同审查、诉讼案

件代理等方面的作用，不断提高法律顾问的服务质

量和效率。２０１７年，参与万人宿舍片、跃进片等 ５
个征收项目的补偿方案制定、土地收购谈判、征收补

偿纠纷处理；起草和审查农行湖北省分行框架合作

协议、口区足球发展项目战略合

作协议、新能源汽车产业小镇战略

框架协议等５０余份；代理行政诉
讼案件９９件，切实有效维护政府
权益。营造依法有序的投资环境。

重点落实对行政机关民商事决策

的法治化规范化、对重大投资项

目、重大国有资产处置、重大招商

引资项目、重大行政管理措施等全

部进行合法性审查，切实保障对外

民事行为的合法安全。

【行政监督】　２０１７年，口区法
制办充分发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的救济功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

定。重点规范行政复议接待，进一步完善告知、送达

机制，依法办理区级行政复议案件。全年区人民政

府本级收到行政复议申请６２件，依法受理４２起，审
结４１件。着力提升全区行政机关应诉能力，全年没
有一起因应诉不当而导致行政案件败诉情形。积极

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区级共办理行

政诉讼案件９７件，其中，区人民政府行政诉讼案件
３７件，各部门及街道行政诉讼案件４０件，全区行政
诉讼案件开庭５６件，负责人出庭应诉５３件，区人民
政府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率９４６％。抓好行政执
法专项治理工作。组织全区９家行政机关认真查找
２０１５年以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１０类
具体行政行为，发现问题７３个，自查２０１５年以来行
政执法卷宗评查结果并实施整改７７项，查找行政复
议及行政诉讼败诉情形整改执法行为 １２个，处理
省、市行政执法专项治理工作专班转办件１２件，组
织相关单位认真研究、总结，逐一落实工作任务，全

面规范行政机关执法行为。

（石玉娟）

·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行政审批局根据国家、省、
市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要求，不断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和政务服务综合创新，注重审批职责、审

批事项、审批环节“三个全集中”，完成机构设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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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扫码关注公众号“云端口”进行取号并预约办理时间

人员配备，顺利承接１７个职能部门７９项行政审批
事项，落实审批材料规范、审批流程再造、审批监管

衔接“三个到位”。全力聚焦企业群众反映最强烈

的投资审批、注册登记、中介管理、民生服务等方面，

打通“预约取号、网上初审、一窗受理、集成审批、按

需取件、服务评价”的审批服务闭环系统，初步实现

从物理集中到功能集成的转变。２０１７年，政务大厅
办件２７８８５５件，电话咨询１３３５０件，线上咨询５１３１
件；承诺件按时办结率、即办件当场办结率１００％。

【行政审批布局完成】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８日，口区
行政审批局正式挂牌成立，领导班子６人，处级以下
行政事业人员２３人，人事外包人员７１人；经费、过渡
办公场所得到解决，配执法车辆２辆，法律顾问得到
落实。在区编办、区人力资源局、区财政局、区发改

委、区信息办和１７个职能划转部门大力支持下，顺利
承接１７个职能划转部门７９个行政审批事项。

【划转事项承接】　２０１７年，口区行政审批局与
１７个职能划转部门签订行政审批职能划转备忘录，
明确交接目的、主体、时间、事项和双方职责，顺利承

接１７个职能划转部门７９个行政审批事项。审批材
料规范到位，编制完成申请材料示范文本和办事指

南，一次性告知审批条件、申请材料、审批时限、收费

标准、投诉方式等工作。整合创新综合性申请材料，

解决办事人申请材料填写工作量大的问题。简化审

批流程，原设置的卫计委、食药监、建管等１７个部门

办事窗口整合为“个人综合”“企

业综合”“项目综合”３类综合窗
口。注重审批监管衔接，建立行政

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信息互通协

调联动、重大事项专项会商、审批

与监管工作协作等制度，促进审批

与监管部门信息互通、加强监管和

协调。“三个到位”工作经验在全

市得到总结推广，已有湖南株洲、

上海浦东新区、江西南昌西湖区、

江苏连云港、湖北仙桃、公安和武

汉市青山区、汉阳区、江汉区、江夏

区等到口区考察学习。

【排号难题破解】　２０１７年，口
区行政审批局依托信息化技术，自

主开发“网上叫号、智慧服务”系统，破解排号难题。

用户可通过手机网上取号、预约办理时间，实现“线

上点击”代替“线下排队”“数据跑路”代替“人工跑

腿”“准时服务”代替“超时排队”，为办事群众节约

大量时间，有效禁绝“黄牛党”。全年房产业务实现

１２万人次网上预约，逾１１万人次顺利办结业务，昼
夜排队、一号难求、“天价号”问题成为历史。在中

国优秀政务平台推荐及综合影响力评估中，“口

区智慧政务平台”被评为“互联网 ＋政务服务创新
平台”，并作为全省唯一的区县入选“第二届中国互

联网＋政务优秀实践案例５０强”。

【一窗受理落实】　２０１７年，口区行政审批局开展
一窗受理改革，设置“商事登记”“社会事务”“建设

项目”３类综合窗口，分类实行多事项“一窗口”进
件，根治“多门跑、多窗递”的难题。提供便捷商事

登记服务，对企业实行“一次性告知”，对重点企业

同步并行办理企业名称预核准、工商登记、股权变

更、税务等事项，减少办事环节，加快企业落户。实

施重点项目个性化服务，根据项目特性，制定个性化

的服务方案，通过分段办理的方式，协调规划、消防

等部门采取提前介入、综合协审的方式，在满足各部

门、各行业的技术规范的基础上，形成可行、可操作

性的方案综合修改意见，以便企业能一次性完成修

改。完善“一次性踏勘”制度，对涉及需要现场踏勘

的项目，由行政审批局组织相关部门将办理时需要

踏勘的环节进行整合，进行“一次性踏勘”，实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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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到位。

【办事流程精简】　２０１７年，口区行政审批局推行
联动协同审批制，根据审批环节的前置关系，一个科

室主导，其他科室密切配合，申报材料共用，审核程

　　２０１７年２月８日，口区召开新入职公务员宣誓仪式暨年轻公务员座谈会

序并行，充分利用上一阶段审批结果，实现资源共

享，推进并联审批。推出多种“套餐服务”，根据药

品、食品、餐饮、电影业、民办学校等行业开业和建设

项目开工各自特性，制定从企业名称预先审核登记

到开业办理全流程图。企业只需按照《一次告知

书》，到相关窗口申报一次，就可办理所有事项。

【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行政审
批局全面落实市、区关于深化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的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街道职能定位，立足实际

调整完成街道内设部门和人员配置。积极推进街道

政务服务中心建设，１１条街道全部完成挂牌工作，
实现街道政务服务有场所、有标准、有规范、有人员、

有事项。加强“互联网 ＋政务服务”及街道政务中
心相关网络建设，推进“云端武汉·政务服务大厅”

向街道延伸，逐步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联通的网

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提高便民服务能力和行政

审批效能，为实现街道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整合提

供物质支持。在六角亭街试点“前台综合受理、后

台分类办理、统一窗口出件”的服务模式，首批进驻

街道中心的 ９５项服务事项中，纳入“三办”（马上
办、网上办、一次办）范畴７８项，提
供“零证明”服务事项３７项，全区
通办事项 ４４项。经过试运行半
年，先后为辖区群众办理事项

１１３０７件，实现即时办结率、按时
转 办 率、群 众 满 意 率 “三 个

１００％”。

【服务质量提高】　２０１７年，口
区行政审批局组建帮办服务队伍，

指派专人与项目对接，全程帮办服

务各项事宜。各类企业和群众头

疼的复杂审批手续都可享受专业

指导，提高服务质量，降低企业和

群众办事成本，改进了行政审批服

务的工作作风，提升口投资“软

实力”。

【文明建设加强】　２０１７年，口区行政审批局注重
开展文明礼仪、工作规范培训，推行“笑相迎、细相

问、双手接、快速办、准确答、提醒递、笑相送”窗口

服务七步曲，营造文明有序的服务氛围。定期组织

召开文明城市建设动员部署会，全体工作人员不仅

在工作岗位上对标规范服务行为，也在家里和其他

公共场所自觉遵守文明规范。开展“慧眼寻找身边

的感动、发现身边的美丽”的活动，大力宣传在平凡

窗口岗位上为群众服务的贴心、耐心、暖心事例，弘

扬正气，传播正能量。发挥党员示范岗作用，亮出党

员名片，挂牌“党员示范岗”。

（刘丽芬）

·人才人事·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力资源局围绕“民生为
本、人才优先”工作主线，强化改革意识、创新意识、

服务意识、担当意识，锐意进取、履职尽责，各项工作

取得新进展。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力资源局注重
创新人才服务理念，强调高端引领，人才队伍建设成

效明显。

加大人才专项培育力度。围绕全区三大功能区

建设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组织口区内４４家企业参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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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７场“高校行”系列招聘会，成功推荐５３６名毕业
生上岗。组织医疗与医药行业“中高端人才洽谈

会”活动，到会中高端人才３００余人，意向到岗率达
３０％。全年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８６７人，培育引
进高层次人才２００名。积极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引进人力资源服务企业５家。全年全区２９家人
力资源机构和１３所民办培训学校，其营业收入合计
６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４％。

加强人才发展平台建设。依托“汉江湾·云

谷”建设，积极承办第六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
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发布武汉大学生创新创业（汉

口）基地招才地图，提供岗位 １２万个。同时着眼
口区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启动“互联网 ＋大健康”
主题专项赛，组织杭州赛区、西安赛区选拔赛和武汉

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站赛，共征集来自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法

国巴黎美术学院、洛林大学和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 １００余所高校的报名项目
６９６个。尔后，经项目筛选及评审会、实训恳谈、总
决赛等环节，来自武汉大学的“稻亦有道”项目获得

一等奖，获１０万元创业启动金。加强基地建设力
度，组织口辖区１２家企业申报武汉市大学生见习
实习基地，８家获得第一批认定，完成审核３４家创
业企业申报湖北省、武汉市级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

积极对接武汉市招才局、口区招才局，成功推荐武

汉理工大学白玉教授担任“口招才招商大使”，引

进武汉德诺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及３个诺贝尔
奖项目落户口区。

完善人才公共服务。全年完成全区企事业单位

办理职称申报１５３人次，服务军转干部职称认定３２
人次。组织口区首批入选“千企万人”计划的１０
家企业授牌仪式并审核上报６家企业参选第二批武
汉市“千企万人”支持计划。

【公务员管理及人事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力资
源局坚持创新人事管理模式，激发活力，机关事业单

位改革进中有序。

稳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坚持

“逢进必考”，科学合理设置岗位，招录行政机关公

务员（参公人员）４１人，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１１７
人。开展公务员履职尽责平时考核信息化试点工

作，全区科及科以下公务员签订岗位责任书 １３１３
份，签订率１００％。配合行政体制改革任务，为口

区行政审批局划转在职人员１５人，招考招录２人，
补充人事外包人员２０人。严格落实街道职务职级
并行制度，审核落实９人次。实施年轻干部成长工
程，在全区范围内调剂非领导职数，按归口选拔任用

年轻公务员和军转干部９人。
强化公务员教育培训管理。全年举办新进公务

员宣誓仪式暨年轻公务员座谈会，计 ５９人参加宣
誓，１０９人参加座谈。全年完成科级干部菜单式培
训授课４次，培训公务员１６００余人；开展新录用公
务员初任培训、党风廉政专题培训、科级干部任职培

训、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能力提升等专题培训，培训公

务员２４４人次。
深化工资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按规定完成口区机

关及参公、公益一类和公益二类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养老保险登记审核、实施准备期异动及退休待遇申

领、一次性退休补贴的审批工作，完成口区７５００
余名退休人员退休金转移发放工作，做到“不漏一

人、不掉一人”。全年完成口区机关事业单位遗

属生活困难补助调查表、离休干部护理费调标及退

休干部年度养老金调整等工作。

【劳动关系协调】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力资源局注重创
新和谐劳动关系内涵，法治先行，劳资关系和中有度。

提升劳动关系和谐度。建立健全用工备案制

度，进一步加强用工台账管理，开展《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宣传培训２０次，新增用人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２８５户，劳动合同签订率达９５％；审查集
体合同６１份，覆盖企业４８０户、职工５２００人。继续
推进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完成２８家民营医院、
１５家建筑企业集体合同续签工作，覆盖职工１２万
余人。

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全年受理劳动保障监

察举报投诉案件８８２件，为１３５３名劳动者追回劳动
报酬１４０９７９万元。全面落实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制度，收取３６家建设单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３５１８４６万元。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等专项
检查，检查用人单位１２７家，涉及劳动者６０００余人。

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力度。继续开展“百名

仲裁员服务千家企业”活动，主动联系服务企业２０１
家。全年处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６６６件，涉及
劳动者７４２人，维权金额９７０余万元。

（林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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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服务与应急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围绕全
区发展大局，注重应急处置及群众投诉办理，通过及

时修订预案、不断强化预警机制，全区应急管理体系

建设进一步强化，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全面提升；

通过抓重点、攻难点、创亮点，群众投诉办理处置工

作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形成管理制度化、运行规

范化、考核指标化的工作格局。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８日，口区召开应急消防工作演练培训会

２０１７年，共协调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 ２２６
起，未发生死亡３人以上较大安全事故。口区人
民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受理城市留言板、市长专线转

办、８３７７７７７７热线电话、网上投诉、数字城管等办件
７３３５０件，按 时 办 结 率 ９２５７％，群 众 满 意 率
８２１５％。其中，受理市长专线４０７９８件，按时办结
率１００％。

【应急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总值班室根
据《区级总体应急预案》，指导和督促各职能部门对

存在的各类突发事件风险隐患进行排查和分析评

估，对预案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补充修订，通过对

预案编修来规范管理。全区１０３家危险化学品企
业，全部制定相应的危化品事故应急预案并予以备

案，危化品企业预案备案覆盖率达到１００％，修订完
成专项预案１０个，新增预案３个，后续编修预案工
作持续推进。

在重大节日及特殊时间段，坚

持２４小时“四人四岗”领导带班值
班制度，及时处理各类突发应急事

故。强化应急预警机制，及时发送

预警信息通知，发布暴雨渍水、高

温汛期恶劣气候以及节假日稳控

应急值班工作预警、应急值守等提

示信息３００余条，全年未发生信息
报送的瞒报、漏报、误报、迟报等现

象。２０１７年，口区向上级有关
部门报送突发事件处置情况、应急

演练、应急培训等各类应急信息

２００余条。
制发《应急管理年度宣教活

动方案》，下拨专项活动经费，通

过组织大型演练、设立宣传站、发放宣传单、组织

演练、专题培训等形式开展安全知识教育，增强及

提升群众防灾避灾意识和技能。年内，全区各街

道、相关部门、企业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了危化品、

消防等突发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１７８场次，参演人
数２４万余人，进一步提高了应急指挥人员、救援
队伍的反应能力和各部门之间协调作战能力，积

累了应急处置工作经验。

【公共服务平台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总
值班室以提升“办理质量、群众满意率”为目标，将

解决群众最急、最盼的事作为工作的方向，认真抓好

群众投诉办理处置工作。全年区领导高度关注群工

部工作，通过召开工作调度会，现场调研等形式督促

各承办单位办好群众诉求，并先后１０余次针对典型
问题作出书面批示。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９日，挂牌成立口区网上群众
工作部（简称口区网群部），将受理办理组设在

区人民政府总值班室。网群部实行“虚拟机构、实

体运作”模式，全面整合区内阳光信访平台（区长

信箱）、１２３４５市长热线、１２３１９大城管平台等网上
群众诉求综合管理平台，建设规范统一、整体联

动、部门协同、一站办理的一体化群众诉求网络办

理体系。借助这一平台，有效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新手段，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提高了

解情况、解决问题、服务群众的效率。年内，口

区网群部受理群众诉求 ３８８８５件，按时办结率持
续保持１００％。

·５８·

·政　治·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口区网上群众工作部召开工作调度会

进一步强化工作办理机制，坚持群众投诉 ２４
小时人工全天候承接办理，确保办件受理派发“零

耽误”。组建办件质量抽查工作小组，做到受理办

件及时转办率 １００％，催办率 １００％、回访率
１００％。统一制定下发回复标准及模板文档，对群
众投诉办理工作每天小结、每周汇总、定期分析，

并通过微信群及时通报工作信息，提醒承办单位

按要求、按时间无缝对接，全力以赴做到及时签

收、及时办理、及时回复；每周对办理工作进行分

析讲评并下发办理工作周通报３０余期，供领导决
策参考。结合市级系统调整，先后制定《市长专线

转办件申请延期和退单办法》，完善网上提前催办

机制。对于群众反复投诉或集中投诉的重点办

件，报由区委督查室进行重点督办。通过制定群

众投诉办理工作考核细则，将各街各部门办理群

众投诉事项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促使各承办单位

主动服务意识明显增强，“立即办、马上办”，服务

群众解难排忧成为工作常态。

以办理群众投诉为抓手，推动各承办单位进一

步强化群众观念，促进工作作风的转变。坚持首派

负责制，杜绝推诿扯皮现象。在工作要求中明确提

出坚持首派负责制，承办单位要主动担责，着力解决

问题，不允许出现反复退件，相互推诿的情况，特别

是对短时办件不得推诿、退单，对于主动担责，主动

补台办理案件的单位，年终考核时将予以加分奖励。

注重群众反映强烈问题，有效解决一批严重影响群

众生活，反映强烈的暴露垃圾、工地噪声扰民、物业

管理纠纷等问题。

（叶　芳）

·机关综合保障·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机关综
合保障中心紧紧围绕口区中心

工作，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为导

向，以提升后勤服务能力为目的，

按照全面提高整体保障水平工作

要求，外树形象，内练素质，认真履

行机关后勤保障职责，严格执行和

完善内部制度管理，着力提高服务

质量。全年完成区行政中心视频

会议室、制冷系统、锅炉系统、供电

系统和消防设施的升级改造，完善机关食堂的就餐

环境，推进节能降耗工作，严格执行公务用车、“三

公”经费管理，为口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

态口提供优质后勤保障。

【综合保障】　２０１７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注
重口区行政中心基础设施管理和维护，完成锅炉

燃烧器、制冷机组控制系统显示面板、冷却塔及行政

中心大楼南面主供电电缆等设施设备的维护更新。

针对夏季大楼空调制冷效果差且出风口有冷凝水滴

落的问题，组织维修工程招标，对制冷机组设备故障

进行维修，对中央空调送风管进行部分拆除检修，解

决制冷及冷凝水外漏的问题，并通过招标确定一家

维保单位进行后期维护。保障行政中心大楼用水安

全，全年清洗污水箱２次，维护楼内供水设备１次，
抢修涉水沟应急抽水泵２次。对区行政中心供水管
网进行全面排查，查清供水管网供水堵畅点，增大供

水量，保障行政中心大院高峰用水需求。完成区行

政中心破损墙面粉刷、排水沟维修、广场地砖更换、

会议中心显示屏维修等各类设施设备维修更新３３
次。完成区行政中心大楼内各单位６０余部办公电
话的新装和移机工作。在重点工程改造方面，顺利

完成机关食堂新餐厅破墙开门工程、协调网络中心

对新旧视频会议室更新改造工程以及６５０人会议室
更新改造工程的方案确定工作。

加强对区行政中心大楼的安全巡查和综合安全

巡检，对行政中心大楼重点要害部位、敏感点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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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问题摸排，现场记录安全隐患，监督责任单位或

责任人限期整改。全年发现事故隐患５次，执行月
度巡查考核４次，整改问题７件。组织区行政中心
大院内各单位开展安全生产、防盗、防暴等知识培训

　　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组织消防大演练

和演练，组织实施“安全月”宣传活动，针对用火用

电用气的敏感部门，组织开展消防演练、安全用电实

操讲座，更换锅炉房、机关食堂煤气泄漏声光报警探

头２０余个，并在机关食堂后厨加装天然气一键关闭
系统，监控探头及警报系统与区行政中心监控室实

时对接，发现紧急情况，可及时应对。

２０１７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机关食堂以
岗位绩效考核为手段，进行绩效管理，奖优罚劣，提

高员工自觉性和主动性。开展厨师技能比武竞赛和

厨师轮岗，提高厨师技能。招聘专业技能厨师制作

精品菜，提高菜品质量。组织厨师每月推出新菜，丰

富伙食品种，增加“新鲜感”。组织厨师自制卤菜，

减少额外成本支出。大力开展“文明餐桌”和“光盘

行动”等宣传活动，制作、更新宣传标牌１００余份，
浪费现象大幅减少。

２０１７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完成２０家
财务代管核算单位的经费预决算、账务处理以及

“三公”经费统计上报等工作，按时完成各单位工

资、福利的发放，完成医保、公积金、个税等代扣代

缴，干部职工子女统筹医药费报销以及２０１８年度医
保基数调整等工作。开展对二级单位区委礼堂的财

务审计工作，指导督促区委礼堂及时整改问题，规范

财务制度。

２０１７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传送公文
２０１万件，完成日常文印２０００余
件，涉密文件打复印２４６件，无失
泄密事件发生。完成区行政中心

安全保卫工作，维护区行政中心正

常办公秩序。

【公务用车平台建设】　２０１７年，
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完善公

务用车流程管理，打造过硬的公务

用车管理平台。加强公务用车平

台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公务车辆出

勤、维修、加油等内控管理制度，从

制度上保证对人、财、物的有效监

管。加强公务用车管理平台的人

事管理，把能做事、肯做事、懂技

术、懂维修的专业管理人员充实到平台管理和维修

管理岗位上。完善公务用车一车一档建设，实行定

人定车制度，具体责任落实到人，同时实现对所有出

车信息的电子化归档，为市区车改检查以及区纪委

相关检查提供有力依据。制定科学的车辆调度，合

理有效地保障用车单位用车需求。车辆监管做到透

明公开，在公车管理平台公务车上统一印刷“公务

用车”标识，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公务用车云服务

技术，实时察看每一台公务车辆运行轨迹、用车时长

等各种实时情况，有效地实施对公务用车使用情况

的监管，防止公车私用。加强行政中心院内停车秩

序管理，积极宣传《口区行政中心院内停车管理

办法（暂行）》的相关要求，改善乱停车现象。全年

保障区内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文明城市复查、防

汛、环保督查、电视问政、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等各类

活动期间的用车需求。

【区“两会”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区召开人大、政
协“两会”期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提前计

划、布置工作，成立 ６个工作小组，制定详细会议
停车、进餐、医疗、应急工作方案。针对与会代表

停车难的现实困难，提前勘察，合理安排，租用临

时停车场，缓解区行政中心大院内停车难的问题。

组织工作人员开展车辆停放引导服务，会议期间

停车秩序井然。提前拟定区“两会”就餐预案，科

学调配人员与合理安排菜品，圆满完成与会代表

和工作人员进餐保障工作；顺利完成大会、分团会

议服务工作。协调２名医务人员，配备专人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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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日，武汉汉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给“双万双联”对接领
导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主任张君英送锦旗

保障会议期间医疗服务。

【国有资产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
中心认真贯彻执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

法新规定，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切实做好区行政

中心２０家财务代管单位的固定资产配置、购置、
处置等各项工作，严格把握固定资产管理的“出

入”关，切实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账卡相符。

全年完成新增固定资产登记８７３件，金额 ２１８３３
万元；处置固定资产 １１１１件，下账金额 １５１３５９
万元，处置收入７７２７２万元上缴国库。固定资产
登记率、规范处置率均达１００％。完成中心固定资
产贴标示范工作。完成“公务车辆处置”重点工

作，报废车辆２辆，下账金额４７５万元，处置收入
上缴国库；拍卖车辆 ３７辆，下账金额 ７９４２２万
元，拍卖收入２０２０６万元全部统一交由区财政局
收入国库；置换车辆６辆，下账金额１１６２１万元；
调拨车辆６１台。完成对车辆资产信息实行“一车
一档”规范管理。

【公共节能】　２０１７年，口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注
重提高节能意识，强化节能措施，狠抓节能监察，大

力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统一为全区１３１家公共
机构节能单位缴费安装能耗统计软件，支付费用资

金７８３万元。扎实做好公共机构节能统计数据汇
总上报工作，积极运用 ＱＱ、微信、电话等多种通信

方式做好节能信息上传下达工作。

开展节能宣传，全区粘贴、悬挂节

能宣传标语２６幅，节能宣传展板
５６幅，张贴宣传画 ８８张，开通电
子屏宣传专栏３２个，编辑节能简
报１２份。

【制度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机
关综合保障中心进一步强化自身

建设，注重精细管理。全年制定

《会计人员岗位工作责任制度》

《财务报销流程》《工资关系转移

流程》《公积金提取流程》，修订

《财务报销管理办法》《政府采购

项目管理办法》《自行采购项目操

作规程》。同时，在建章立制的基

础上抓好制度落实，提高财务工作

的规范化水平。

（熊师敏）

·档案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档案局注重提升档案服务
能力，夯实档案业务基础，强化责任担当，推进自身

建设，狠抓工作落实，努力实现档案工作提质增效，

全面完成市、区两级绩效目标，继续保持着市级“文

明单位”称号。

【“三个体系”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档案局注重
“三个体系”（资源体系、利用体系、安全体系）的建

设。资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接收５０家区属立档
单位文书档案 ２４３６８件（卷），征集汉正街名人口
述、实物档案进馆，收回原供区工业博物馆展出的实

体档案４３件，与省属专业档案修复公司签订协议，
启动珍贵实物档案修复、仿制工程，档案资源体系建

设逐步完善。利用体系建设稳中创优。优化窗口服

务，方便群众查档，抓住寒假、“３·５”学雷锋纪念
日、“６·９”国际档案日等节点，进社区、入机关布展
宣扬档案文化，开放馆藏陈列室，邀请中小学生、辖

区群众参观，联入全市档案信息跨馆查询体系，完成

１３５６卷馆藏１９８６年文书档案开放鉴定，挖掘馆藏
档案资源，形成《对“汉江湾”未来发展的思考》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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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６月８日，口区开展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图为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
档案文化

政报告，与区城管委合作编写《

口区城管志》，档案利用广度、深

度、精度日益增强。安全体系建设

日趋完善。全天候实行日常安全

巡查，定期组织安全隐患排查，坚

持数字档案异地备份，开展密级文

书档案清理，对馆藏全部文书档案

实体进行逐件清理并登记造册。

【服务中心】　２０１７年，口区档案
局注重项目档案建档工作，完成汉

正街东片征地拆迁项目中５４００户
档案整理工作，汉正街银丰片征收

项目专班文书档案整理工作已收

尾，古田街江汉六桥、内燃片、海尔

片等３个片区征收档案收集完毕，
征收（拆迁）项目档案登记规范建

档有序推进。持续跟踪汉正街金融

核心区、汉江湾核心区、武汉恒隆广场、复星汉正街、

武胜人信汇等重大项目建设，严格落实重大建设项目

档案登记制度，做到“应登尽登、应备尽备”，为规范重

大项目建设发挥“存史留凭”作用。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８日，口区召开档案质量管理及接收工作会议

【档案惠及民生】　２０１７年，口区档案局帮助、指
导区精准扶贫专班建成精准扶贫档案３０盒６４２件，
“三万”档案６盒３３２件，照片档案１册，电子档案４
盘。加大社区建档指导力度，提供人员、装具、技术

三大支持，１１家社区建成示范点，１１６家社区达到建
档条件，基本补齐社区建档不足的短板，档案服务基

层能力进一步加强。完成同济医学院教授、抗战时

期保育生、全国道德模范、书香之家、口区拔尖人

才及普通干部等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及广泛性的１５
户家庭家庭档案规范建档工作。

【法治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档案局采取上街宣
传、举办展览、组织法律知识竞赛、举办档案法治知

识讲座等方式，深入开展档案法治宣传“六进”活

动，有效提高全社会档案法制意识，促进档案法治观

念深入人心。注重档案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全年举

办档案工作人员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业务培训班１
期，参训８７人。积极探索档案目
标考评管理新路子，事前实行“三

合一”制度（档案分类方案、归档

范围、保管期限长）审查，事中强化

档案业务指导，事后施行随机抽

查，２４家档案目标管理考评认定
复查目标圆满完成。全面推行档

案行政执法新方式，将档案执法检

查与档案目标管理考评相融合，做

到“边考评、边检查”，促进档案行

政监督有效落实。联合区人大，开

展档案执法检查，坚决遏制执法不

严格、不规范、不廉洁、不文明行

为，全年完成２０家单位档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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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合格率１００％。

【档案质量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档案局全面推行
档案质量合同管理，制定档案整理加工制式合同文

本，服务机构承接档案业务必须与立档单位签订合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６日，武汉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筱武（右一）一行调研口区地方
志工作，区长刘丹平（左二）会见了主任王筱武，副区长赵宏亮（左一）参加调研

同，要求其承诺对档案整理加工质量“终身负责”，

严格档案质量监督管理。开发质量检测软件，增派

人手专设质量监督岗，以流动方式上门对档案进馆、

档案复查认证的立档单位的数字化加工质量进行严

格抽检，并将抽检结果作为档案接收、考评认证、费

用支付的重要依据，严格档案质量管理。每半年针

对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进行考评，按５次考评的平
均得分排名，实行末位淘汰，倒逼中介机构固守档案

质量“生命线”，严格对标对表，认真做好档案整理

及加工工作。

【档案数字化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档案局继续完
善档案管理软件系统，补齐原有漏洞与短板，召开全

区档案质量管理暨档案管理系统培训会，提高档案

工作人员系统操作水平，借助新媒体在线答疑、交流

互动，为实现档案数字化奠定技能基础。组织开展

区直单位数字档案规范化调研工作，深入５０家立档
单位查问题、析原因、拿对策、行整改，确保档案数据

著录内容规范、整体达标。同时，针对馆藏存量数字

档案进行自查自纠，就发现的问题力行力改，为各立

档单位做出示范。公开竞价选取数字化加工服务机

构，订立合同明确加工时限、质量及监督，按进度实

施质量抽检。全年完成１５万幅面档案数字化绩效
目标。

（尹　波）

·地方志编纂·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方志办公室发挥地方志
“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以《口年鉴》编纂为主

线，“全面启动、整体推进”街道志和《口区要览》

编纂，较好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２０１７年，《口年
鉴》（２０１６年卷）在湖北省第四届年鉴编纂出版质量
评审活动中被评为一等年鉴。在武汉市人民政府组

织编写的武汉历史文化丛书中，由口区地方志办

公室承担写作任务的《汉正街与汉口城市》一书出

版发行。

【《口年鉴》（２０１７年卷）编纂出版】　２０１７年，
口区地方志办公室积极谋划全年目标任务，扎实

开展《口年鉴》（２０１７年卷）编纂工作。３月 １
日，全区史志工作培训会召开，会议部署年鉴编纂

工作，并特邀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就年鉴业

务知识进行授课。１０月，《口年鉴》编辑部与武
汉市测绘研究院联系，对年鉴中的口区地图进

行更新。１１月，《口年鉴》正式出版，全卷共设
置１４个类目，刊载彩页２４页，随文图片８０余幅，
总字数７０万字。

【街道志编纂工作启动】　２０１７
年，口区地方志办公室按照全面

启动、整体推进的计划，扎实开展

街道志编撰工作。９月，《口区
街道志编纂工作资料汇编》编撰出

版。９月５日，区人民政府常务会
专门听取街道志编纂工作的情况

汇报，成立口区街道志编纂委员

会。１０月１２日，全区街道志编纂
工作会议召开，部署全区街道志编

纂工作，并邀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

专家进行专题授课。１１月１５日，
为进一步促进编纂工作的全面铺

开，街道志工作推进会召开。１１
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召集９个街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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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口区召开街道志编纂工作会议

３次召开专家对接会，指导和协调
街道志编纂。截至年底，各街道均

已上报编纂方案和编纂委员会名

单，全区街道志工作稳步推进。湖

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吴凤端在

全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中专门提到：口区在全

面启动、整体推进全区街道志编纂

工作方面，形成一套“工委主导、行

政主办、专班运作、专人负责”的工

作机制，推出了６个方面的方法步
骤，创造出“口模式”。

【《口区要览》初稿编纂】　２０１７
年２月，口区地方志办公室按
照《关于编纂〈湖北备览〉系列丛书的通知》（鄂志

办发〔２０１６〕２２号）文件精神，承担《口区要览》
的编纂工作任务后，及时挑选主笔、专班运作、审

议框架，７月中旬完成 ２０万字的初稿。１１月 ３０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口区委常委、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苏海峰
在黄陂区李家集街召开精准扶贫工作调研座谈会

日，按照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的《湖北要览》

培训会精神，完成近 １１万字的试写稿。《口区
要览》试写稿编纂工作受到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

的充分肯定。１２月份进入精细打磨、深度修改阶
段。截至年底，口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口

区要览》已通过省地方志办公室审查，并列入２０１８
年度的出版发行计划。

（芮东晓）

·精准扶贫·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
精准扶贫工作，５次召开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委
会，研究解决精准扶贫工作的重难点问题，先后制

定１１个相关文件，２０名区领导对口包村、结对帮
扶。全年组织 ２３０名省、市、区人大代表到村帮
扶，３３个区直部门参与扶贫工作，驻村队员由 ４０
人增加到 ４５人。开展走访、调研，组织脱贫攻坚
“春季攻势”“聚力脱贫攻坚、五级代表在行动”和

第四个全国“扶贫日”等活动。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３日，在武汉市第七
次拼搏赶超交流会（聚焦精准扶

贫工作）上，口区委书记景新华

作交流发言。全年完成８个重点
贫困村 ３５１户、８８１人脱贫出列，
圆满完成帮扶工作。

【帮扶举措】　２０１７年，口区发
挥自身优势，大力开展产业扶贫、

健康扶贫、教育扶贫。鉴于黄陂地

区日照资源丰富，口区动员组织

多方投资，启动光伏发电项目，并

完成并网发电，每年可为贫困村增

收８万至１０万元。积极组织辖区
５家三甲医院、７家社区卫生服务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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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开展健康帮扶活动１５次，规范建立村卫生室，
惠及村民２１００人次。开展“口教育大讲堂”８次，
１０余名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授课，参与学生及家
长约４００余人次。开展月嫂培训班，１３２名参训留
守妇女中有１１５人通过考核，获得高级月嫂证书，人
均减免培训费用２５８０元。

【“三乡工程”推进】　２０１７年，口区积极推进
“三乡工程”（市民下乡、企业兴乡、能人回乡），以

盘活贫困村闲置资源为切入点，与招商引资系列

对接举措，盘活沉睡的农村土地和民宅。组织辖

区企业投入实施“百企联百村”，先后有２５家区辖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协调引进扶贫项目２２个。如
利用黄陂区罗汉寺街皇庙村原群华小学停办后的

闲置场地、房屋，引进武汉璞维投资管理公司，协

调双方成功签约，承租闲置场地和房屋 ２０年，用
于开办艺术设计学校，共计投资１００万元，除每年
为村集体增收３万元外，可吸纳１０余名贫困人口
就业；结合荆楚乡村旅游文化节活动，在驻程岗村

首度开通“市民下乡直通车”，引导７０余名市民欣
赏农村风貌；在北新村开办教育研学基地，８０余名
师生现场体验油菜种植、学习编织稻草人、放养山

羊、赶牛耕地等活动。

２０１７年，口区采取“政府引导、企业帮扶、村
委组织、村民入股、利益共享”方式，组织企业走进

贫困村，为 ２０个村量身定制“精准扶贫产业规划
图”，发展光伏发电、花卉苗木种植、名贵水产品养

殖及养羊、养鸽等特色项目。

【驻村帮扶】　２０１７年，口区共派驻驻村干部４５
名，切实增强帮扶力量。口区始终把增强贫困村

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作为驻村

帮扶第一要务。口区纪委工作队积极帮助罗汉寺

街新建村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解决日常工作状态

不佳、为民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结合农村党员常年

在外务工的实际，指导建立微信群，纳入“黄陂党

建”平台远程管理。同时，各工作队积极争取街道

党工委支持，改造升级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打造崭

新“红色阵地”。

【扶贫资金投入】　２０１７年，口区累计投入扶贫资
金 １１９９６２万元（对口黄陂精准扶贫 ２０个村
８０９６２万元、市外３９０万元），其中对口黄陂精准扶

贫２０个村８０９６２万元（对口专项帮扶经费３６０万
元，追加产业项目帮扶经费２０４万元，慰问金和慰问
物资８１２１万元，各单位筹措项目帮扶经费１６４４１
万元），比上年增长５０７％；市外帮扶每年拨付３９０
万元，其中２４０万元用于对口帮扶郧西县羊尾镇（３５
万）、恩施州来风县（７０万）、宜昌市五峰县（１０５
万）、神农架林区阳日镇（３０万），１５０万元用援疆援
藏，由区发改委负责联系帮扶新疆博乐市达勒特镇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每年拨付扶贫专项经费 １００万
元，由区民宗委负责联系帮扶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

东区多颇章乡（暂定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２０１７年拨付
扶贫专项经费５０万元。

（谭莉秋）

政协口区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１７年，政协武汉市口区委员会（简称
口区政协）是新一届开局之年。全年口区政协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中

共十九大精神，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充分发挥

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口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常委会议】　２０１７年，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
共召开８次常委会（第１次至第８次）。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口区政协召开第十四届

一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和《政协口

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

《关于加大力度推进汉江湾·云谷创建工作的建

议案》《关于合理规划建设街头园林小景的建议

案》；列席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听取并协商讨论刘丹平代区长所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及大会其他报告。会议选举产生政协武

汉市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和常务委员。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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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９日，口区政协召开第十四届
二次常委会议。学习传达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

议、湖北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和武汉市政协十

三届一次会议精神；听取并讨论区纪委监察局关

于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情况的通

报、区发改委关于全区重大建设项目２０１６年计划
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７年计划安排的通报；审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３日，政协口区十四届三次常委会议暨区委书记与委员座谈
会召开

口区政协关于加强委员履职能力建设的意见和

口区政协委员述职办法（试行）。会议还印发

２０１７年区政协工作要点、区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述职的通知、在全体政协委员中开展“五

个一”活动的通知以及十四届一次常委会议出勤

情况的通报。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３日，口区政协召开第十四届
三次常委会暨区委书记与政协委员座谈会，就“深

化平安口建设”课题进行专题协商。会议听取

区综治办关于口区平安建设工作的汇报，以及

区政协课题调研组关于课题调研情况的介绍。与

会的常委、委员、社区代表立足口实际，积极建

言献策，提出大力宣传“志愿者文化”，鼓励市民积

极参与平安口创建；以片区为单位成立法律援

助中心化解矛盾；加大投入，提高人防技防力量；

专兼结合，群防群治形成合力等意见建议。区委

常委、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晓红当场表态，对可行性

建议认真研究采纳，深入贯彻落实“万名警察进社

区”“三打击两整治一提升”等重点工作，以坐不住

的紧迫感、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深入

推进平安口创建。口区委书记景新华对区政

协组织委员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市民

关注的重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给予充分肯定，平

安口的选题有重大意义，调研要深入全面，问题

分析要准确到位，对策建议要有效管用，要积极借

鉴运用。景新华书记强调平安口的创建与群众

的要求和感受还有差距，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认识

要再提高，措施要更给力，工作要更务实，发动要

更广泛，突出重点，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全面加

强，做到“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受益”，形成全

区平安建设的强大合力，把平安口创建工作推

向新的高度。会议还审议通过《政协武汉市口

区委员会委员履职量化综合评价办法（试行）》。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口区政协召开第十四届
四次常委会暨区长与委员恳谈会，就“经济发展环

境建设”课题进行专题协商。会议听取区发改委、

区经信局、区行政审批局关于经济发展环境建设

工作情况的汇报，以及区政协课题调研组关于课

题调研情况的介绍。与会常委、委员立足口实

际，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打造口区畅通完善的交

通基础设施环境；招才引智，促进人才落户口；

传承民族工业文化，弘扬世界冠军精神，为口区

打造全员关注的经济发展环境；改善政务环境，助

推口经济等意见建议。口区委副书记、区人

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对区政协委员紧紧围绕区委、

区人民政府重点工作，为推进口区经济发展环

境建设积极建言献策给予充分肯定，对下一步区

政协委员继续积极关注、参与、支

持口区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提出

要求。刘丹平区长强调，要坚持

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要坚持

企业优先，优化发展环境，要提高

全区精神状态，积极狠抓落实，为

口发展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

实之策。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８日，口区政
协召开十四届五次常委会议，就

区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有关工作

进行专题协商。会议印发中共中

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决定和全国政协关于

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

决议，要求常委全面系统地学习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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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精神。会议听取区政府关于区政协十四届

一次会议以来建议案、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听取

区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筹备情况，协商通过大会

议程（草案）、日程（草案），协商讨论常委会工作

报告（送审稿）和提案工作报告（送审稿），协商通

过十四届二次会议有关人事事项，审议各专门委

员会的工作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口区政协召开十四届六
次常委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协常委候选人建议

名单（草案）；审议通过区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选举

办法（草案）；审议通过区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选举

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草案）；审议通过区政

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选举总计票人、计票人建议名单

（草案）；审议通过大会建议案（草案）。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口区政协召开十四届七
次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各界别小组讨论情况汇报，

审议通过区政协常委候选人建议名单、大会选举办

法（草案）、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草

案）、大会建议案（草案）。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口区政协召开十四届八
次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大会选举情况的报告、《提

案委员会关于大会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通

过大会决议（草案）。

【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７
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１２月２８日，政协口区第十四届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口会议中心举行。全

区２５个界别的２３８名政协委员围绕口转型发展
协商议政、建言献策。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彭富春

代表市政协向大会致辞，口区委书记景新华在

开幕式上作重要讲话。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第十

四届区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案工

作报告和《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我区新民营

经济发展的建议案》《关于缓解学龄前儿童入园难

的建议案》；列席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协商讨论并赞同刘丹平区长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及大会其他报告。会议补选政协武

汉市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大会期

间，共收到提案原案２１３件，其中集体提案２６件，
提案审查委员会将根据提案工作细则审查立案后

交有关部门办理。

（黄　涛）

·职能履行·

【坚持政治引领】　２０１７年，口区政协坚持政治引
领，组织政协委员和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

界人士，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

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通过常委会议、主席会议、界别工

作会议、政协委员培训会等多种形式，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６５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和全国、省、市

“两会”精神特别是中共十九大精神，组织政协委员

和机关干部参加了全国、省、市政协系统培训；举办

全体委员培训班，努力提高政协委员的政治素质和

履职能力。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

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职能、定位、作用，确保政

协工作始终在区委领导下，在正确的政治轨道上运

行。深入贯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自觉把区政

协工作融入全区工作大局，努力把区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和政协委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凝聚到促进口经济社会发展上来，确保政协履行

职能与区委区人民政府中心工作保持同频共振。

【开展政治协商】　２０１７年，口区政协围绕全局工
作，开展全会协商。区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期间，组

织全体委员视察全区重点项目建设，协商讨论“一

府两院”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工作报告。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参加政协的各界别和专委会紧紧围绕区

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认真开展调

查研究，大会提交提案原案 ２２８件，审查立案 ２０６
件；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大力度推进汉江湾·云谷

建设工作”和“关于加强街头园林小景建设”两件建

议案；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界别和相关专委会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了“关于依托双轨交

汇优势，打造宗关枢纽商务区的建议”等１２个大会
发言。会后，这些调研报告所提意见建议均得到不

同程度采纳；建议案、提案办理也取得明显成效。

开展专题协商。２０１７年，口区政协常委会议
就全区重要人事任免和全区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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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专题协商，特别就全区的难点工作“平安口

建设”和重点工作“经济发展环境建设”，分别成立

由两位分管副主席牵头的调研组，进行为期半年多

的调查、视察、考察和座谈活动，形成了有深度的调

研报告，先后两次召开由基层群干、企业负责人参加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政协口区委员会主席周付民一行视察“三办”（马上办、
网上办、一次办）工作

的区政协常委专题协商座谈会，区委景新华书记、区

人民政府刘丹平区长等区领导分别参加会议，和委

员们共同协商，共谋对策。会后，景新华书记、刘丹

平区长还分别对区政协《关于深化平安口建设的

调研报告》和《关于加快我区经济发展环境建设的

调研报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相关责任部门认真

吸纳委员建议，及时反馈办理情况。两个课题调

研报告分别被区委、区人民政府列入督查内容，并

以督查通报下发，要求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切实推

进工作。

开展对口和界别协商。２０１７年，口区政协各
专委会围绕统筹整合规划城中村改造产业用地、加

快公共停车场建设、实施“互联网 ＋慢性病”管理模
式、健康智慧养老、加大公共适老设施建设力度等问

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调查研究，与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开展了３０多次对口协商活动，所提意见建议均得
到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的采纳。参加政协的８个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其他１６个界别以“我为口发展
献一策”为主题，组织委员围绕全区经济转型升级、

民生改善、城市管理、基层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

等开展调研视察活动，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了

２０多次界别协商活动，开展视察等活动１１０多次，
政协的界别特色和独有优势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

【实施民主监督】　２０１７年，口区政协通过提案监
督促进区域发展。建立了区委、区人民政府主要领

导领衔督办建议案，区政协主席、副主席领衔督办重

点提案的工作机制。景新华书记、刘丹平区长等区

领导分别参加区政协主席（扩大）会议，就区政协两

个建议案的办理工作进行督办，并听取委员们对办

理工作的意见建议。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关于加

快推进汉江湾·云谷建设的建议案》的办理，以编

制空间和产业规划为起点，通过加强资源整合、提升

服务水平、完善政策措施，着力推动云谷实体空间建

设与产业招商引资，构筑有机更新的“迭代产业体

系”，汉江湾·云谷在全市１３家创谷绩效考核中位
居前列。人民政协报以“武汉市口区政协汇智产

业转型升级在‘云’中遇见未来”为题，对汉江

湾·云谷建议案的协商办理进行报道。在办理《关

于加强街头园林小景建设的建议案》的过程中，区

人民政府投资１．５５亿元，新建街头园林小景５处、
街头游园４处、口袋公园３处，改建街头园林小景
１１处，推动形成了“花开四季、绿满口”的生态格
局。区政协各专委会组织政协委员开展提案人与承

办单位“面对面”办理提案活动２０余次。以提案办
理“回头问效”为抓手，建立了建议案、提案办理民

主测评制度，重点围绕年度两件建议案、５件重点提
案办理情况，组织委员进行评议监

督和民主测评活动。区政协十四

届一次会议以来的 ２０６件提案均
已办结完毕，提案办理的走访率和

办复率１００％，委员对提案办理满
意率９７．６％，基本满意率 ２．４％。
政协提案在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０１７年，口区政协组织政
协委员参与市区组织的治庸问责、

电视问政等监督活动３０余次。以
会议监督的形式，围绕“群众安全

感满意度”“十大效能示范岗”和

园林绿化工作，组织全体委员开展

评议监督，进行满意度测评，提出

２０多条建议；围绕区事业单位人
员招考面试、全区公租房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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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征兵工作、智慧交通建设、宗教场所建设、企
业周边平安建设、校园安全、社区“阳光家园”、行政

机关依法应诉等工作情况开展了５０余次视察监督
活动，编发社情民意２０余条。
２０１７年，口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参加全区

组织的政风行风民主评议、绩效管理单位满意度

测评活动。落实区委部署，组织政协委员对全区

深化改革工作进行评议座谈，开展督查评议全区

机关科室和基层站所活动，聘任政协委员担任特

约监督员，组成４个督查评议工作组，通过看、听、
查、评等形式，开展明察暗访２００余次，对全区１９１
个机关科室、基层站所、公共服务企业的营业网点

开展了监督检查评议和满意度测评，并将评议结

果及时反馈区治庸问责办公室。区政协《实施五

个融入，实现民主监督全覆盖》的做法，分别被《湖

北政协工作简报》和《湖北政协》杂志采用，省政协

主席张昌尔对此作出批示，对区政协创新民主监

督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区政协《聚焦四个重点，

推进民主监督工作》的工作探索文章，被《湖北政

协》杂志刊发，评为湖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优秀

论文。

【积极参政议政】　２０１７年，口区政协引导委员关
注民生。拓展委员履职渠道，在全体委员中广泛开

展了“参加一次调研视察活动，提出一件有质量的

提案、反映一条有价值的社情民意、提出一条建设性

的工作建议、为困难群众献一份爱心”的“五个一”

活动。组织开展“委员社区行”和“界别活动周”活

动，引导企业界、科技界、医卫界等界别委员和各民

主党派成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开展形式多

样的惠民活动，参与红色物业、请特困老人吃年饭、

给环卫工人送清凉、为困难群众组织义诊、金秋助

学、扶贫助困、送科技下乡等活动，在为基层百姓排

忧解难的同时，进一步增强政协委员履职尽责意识。

引导委员围绕全区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开展调研活

动，形成调研报告１７篇。《关于推进智慧健康养老
发展的建议》在市政协专题协商会上作交流发言。

积极反映社情民意。２０１７年，口区政协委员
撰写社情民意信息３０余篇。其中，关于“加强共享
单车押金监管的建议”被市政协采用并报送全国政

协；“关于加大汉江湾·云谷建设支持力度”的社情

民意，分别被市委和市政协采用，政协动态信息被市

区采用４０余篇。如“关于整治祟仁路小学汉江湾

校区周边安全隐患的建议”的社情民意，区人民政

府领导及时作出批示，相关单位行动迅速，逐项整

治，校区安全隐患得到及时清除。

【做好提案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政协认真贯彻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府提案

办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不断加大督办力度，认真

做好提案办理协商工作。全年交办的２０６件提案
均已办结完毕，提案办理的走访率和办复率

１００％，人民政协报以“武汉市口区政协汇智产
业转型升级在‘云’中遇见未来”为题，对汉江湾·

云谷建议案的协商办理进行报道。建议效果正在

转变为建设成果。

【参与重点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政协认真落实
区委部署，区政协主席会议成员直接参与并挂点

联系荣华街、汉正街产业升级、征收拆迁，盛世财

富维稳、信访积案化解、联系企业、精准扶贫、干部

调研等工作，解决了一批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协调了相关重大项目落地中的问题；所包保十余

件信访积案基本得到化解，较好完成区委交办的

各项任务。抽调干部参与巡视巡察和干部选拔考

察等重点工作。

【加强自身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政协着力提升政
协委员履职能力。先后制定《政协武汉市口区委

员会关于加强委员履职建设的意见（试行）》《口

区政协委员述职办法（试行）》《口区政协委员履

职量化综合评价办法》等１０项规章制度。引导委
员提高“四个能力”，即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

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按照“懂政协、会

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立品行”的要求，加

强换届后的委员队伍建设。举办新委员培训班，发

放委员履职手册，建立委员履职档案，规范委员出勤

制度，做到出勤有签到、请假按程序、结果有通报。

制定《联系委员制度》，广泛开展联系走访委员工

作。健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机制，有针对性的

提高委员政治理论素养和履职能力水平。不断提升

政协机关组织服务保障能力。充分发挥主席会议成

员和各专委会在组织委员履职、联系各党派团体的

重要作用，完善专委会开展工作制度与规范，推动履

职形式创新。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不断加强

政协机关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协党组领导核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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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抓好干部队伍建设，规范机关运行制度，营造风

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高政协机关

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水平。

（黄　涛）

纪 检　监 察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共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简
称口区纪委）、监察局注重学习中央和省、市纪委

全会精神，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坚决惩治腐败。聚焦监督执

纪问责，压紧压实“两个责任”（党委主体责任、纪委

监督责任），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强化责任追究，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聚焦主业

主责，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切

实履行好监督责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１日，口地区召开党风廉政教育大会暨第十八个宣教月活动动
员会

【落实“两个责任”】　２０１７年，口区纪委、监察局
坚持以“两个责任”为导向，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完

善责任体系。围绕区委１２个方面的主体责任、领导
责任清单，健全权责对等、分类有序、简明易行的区

街社区三级主体责任清单体系，建立 ４个层面、７８
项任务的监督责任清单，形成明责、履责、考责、追

责、问责的责任链条，切实做到全覆盖、无遗漏。实

施主体责任定期调度机制，完善党委（党组）领导班

子成员调研督导、提醒谈话和下级

党组织书记定期向上级党委、纪委

报告落实主体责任情况等制度，形

成压力传导常态化机制，全面从严

治党责任进一步压紧压实。严格

责任追究。加强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检查考核，考核结果全区通报，８
家单位向区纪委全会点题报告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３个考核
成绩靠后的党组织负责人被约谈。

严格执行问责条例和湖北省“两个

责任”追究办法，对党委主体责任、

纪委监督责任、职能部门行政监管

责任情况，同步调查处理、同步通

报曝光，强化震慑效应，全年共查

处主体责任落实不力问题 １６件，

党政纪处分１０人、组织处理６人。延伸监督触角。
努力构建多层次、广领域、全覆盖的党风廉政建设协

作机制，在全市率先建立地区纪检组织联席会，１３
家成员单位实现信息互通、经验互学、作风互评。建

立政治巡察监督、派出派驻监督、执纪审查监督、作

风巡查监督、地区纪检组织监督、社会群众监督相互

衔接的六大监督机制，不断织密监督网络。以“红

色引擎工程”为引领，在全区８９个党总支、１１０５个
党支部选优配强纪检委员，监督红色物业和社区治

理为民解忧，有效打通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

“神经末梢”。

【纪律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纪委、监察局坚持以
纪律教育为抓手，切实有效正本清源。抓机制完善。

建立健全“普纪”教育常态化机制，成立“汉水清风”

青年党纪宣讲团，不定期深入社区巡演微型剧、主讲

微课堂、倡导微清风、开展微接访等“四微”活动，编

印党纪党规学习笔记本５０００册、印制动漫口袋书１
万册发放到党员干部手中，制作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微动漫在全区窗口单位和全市８条地铁线滚动播
放，组织党纪党规知识闭卷测试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知识网络测试，确保每一名党员都受到严格的纪律

教育。抓方式创新。狠抓集中教育，邀请市纪委副

书记、市监察局局长刘全保为辖区近千名党员作专

题辅导报告，区委书记与青年干部、初任公务员以及

新任区管干部、区属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开展集体

廉政谈话，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讲廉政党课、组织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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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７月５日，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曙一行调研宗关街发展社区，
口区委书记景新华等陪同调研

学习２００余场次，有力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廉政勤
政意识。突出警示教育，注重发挥反面典型的警示

教育功效，更新区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内容，分批次组

织全区４０００余名党员参观学习，集中观看警示教育
片《淬炼》，开展“见微思纪”教育，深入发案单位召

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党员旁听案件庭审，用身边

事教育身边人，让纪律规矩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切实做到警钟长鸣。抓品牌打造。围绕宣教月

活动主题，突出打造“汉水清风”廉政教育品牌，精

心设计蕴含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担当、承诺、楷模

等涵义，既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又凸显浓烈“四清

口”特色的Ｌｏｇｏ，并将 Ｌｏｇｏ广泛运用到宣教月的
各个主题周活动中，发挥了强大的导向、凝聚、宣传

功能。打造“一域一品”纪律教育品牌，开展廉政文

化进社区活动，推动纪律教育深入基层、贴近群众。

【执纪审查】　２０１７年，口区纪委、监察局坚持以
执纪审查为主责，保持反腐高压态势。扎实做好信

访工作。充分发挥信访举报问题线索主渠道作用，

建立“信、访、网、电”全方位举报受理体系。制定

《口区纪委监察局问题线索督办工作暂行办法》

和《关于反映区管干部问题线索处置管理暂行办

法》，将全部问题线索纳入台账管理。开展信访举

报大清仓、问题线索大起底，全年共收到信访举报

３８１件次，均按规定流程进行分类处置。突出执纪
审查重点。坚持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

度决不改变，对党的十八大后不收

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

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

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紧盯不

放，全年立案１１８件，较上年同期
增加１５件、比上一届五年平均数
增长１３６％。审结８７件，党纪政纪
处分 ８６人，免于党纪处分 １人。
针对党员干部存在的倾向性、苗头

性问题，运用第一种形态诫勉谈

话、约谈函询２５４人，占总处理人
数的 ７４５％。不断提升案件质
效。根据省纪委纪检机关线索处

置工作办法（试行）等 ７项制度，
规范线索处置、谈话函询、初步核

实、立案审查、案件审理、执纪审查

安全、组织协调等７项工作流程，
不断推动监督执纪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充

分发挥区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作用，健全与组织、审

计、执法和司法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机制，不断增强反

腐工作合力。建立从线索受理、执纪审查到案件审

理、回访教育全流程跟踪督办系统，开展执纪审查质

量提升行动，监督执纪质效显著增强。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纪委、监察局坚持以
纠正“四风”为重点，不断深化作风建设。驰而不

息纠正“四风”。把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作为

必须坚守的底线，抽调财政、审计、税务等部门专

业骨干组建日常巡查组，采用“点穴式”和“机动

式”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借助税务部门“税控”系统

和交管部门“天眼”系统，重点排查办公用房整改

走过场、私车公养等隐形变异问题，查处“四风”问

题２２起、处理３２人，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
信号。借助大数据平台，发现惠民扶贫领域虚报

冒领、截留挪用、侵占私分等违规违纪问题 ２５９
个，党纪政纪处分 ２０人。重拳整治“新衙门作
风”。区委基层巡查组与市委基层作风巡查组开

展联动巡查，保持思想同心、目标同向、力量同行，

第一批发现 １０９条问题线索全部快查快结，第二
批发现４７８条问题线索，１４５条已整改完毕。通过
作风巡查推动信访积案化解，第一批 １７６件信访
积案全部结案，第二批 １０１件信访积案办结率
２５７４％。结合“电视问政”对作风建设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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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问题进行重点梳理，排查出作风建设问题线

索１５５条，受理“全媒体监督督办平台”投诉及媒
体曝光案件４６件，派发督办单５８份，问责５０人。
营造干事创业氛围。举办干部作风“擂台赛”，依

托“云端口”微信公众号，发动５４万余名群众参
与监督评议，评选出“十佳效能示范岗”“十大勤政

廉政标兵”“十佳满意单位”和“十差不满意单

位”，通报表扬先进、督促整改后进，形成比学赶超

的浓厚氛围。推行受处分党员回访教育制度，开

展回访 １６３人次，彰显严管与厚爱并重的理念。
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建立探索性失误、机制

性失误、工作性失误“三类容错纠错”机制，及时澄

清不实举报，推动形成“人人要努力、个个能出彩”

的干事创业氛围。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纪委、监察局严
肃政治生活。着力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严格落实管

党治党责任，积极督促各级党组织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开展严肃认真的

党内政治生活情况为重点，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

执行情况监督检查，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廉洁关，

回复党风廉政意见３１９人次，党内政治生活日趋严
肃规范。推进政治巡察。制定全区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
巡察工作规划，统筹推进巡察监督全覆盖。以各级

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

和其他党内法规、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市区党

代会部署任务、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

责任、选拔任用干部和执行民主集中制、开展作风建

设以及支持派出（驻）监督和巡察监督等情况为重

点，采取常规巡察、专项巡察和交叉巡察相结合的方

式，分四轮对２１家单位进行政治巡察，共发现面上
问题４４６个、问题线索１７０件，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

和社会效果。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纪委、监察局队伍建
设取得新成果。强化政治责任，狠抓政治教育，保

持政治定力，勇担政治重任。强化使命担当，坚持

抓重点，攻难点，对焦点，出亮点，成立“青年党纪

宣讲团”，开辟“纪论谈”。强化能力建设，着力

打造政治高度、理论深度、果敢气度、暖人温度“四

度融合”的全科“政治医生”，组织业务大练兵、大

比武，开展“看齐身边好榜样”比学赶超竞赛，２名
干部分别受到全国、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表彰。队

伍管理开辟新路径。将绩效目标管理和项目化管

理进行有机融合，实行工作项目化、项目目标化、

目标责任化、措施制度化“四化”管理，通过月上

报、季调度、半年分析、年终考核，加强绩效目标明

责、考责、履责、问责的全过程管理，将党内监督的

主体责任压实到委局各部门、街道纪工委以及每

名纪检监察干部。健全纪律教育、内部管理、线索

处置、审查审理、涉案款物管理等常态化内控约束

机制，推动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坚决查处

执纪违纪问题，坚决有效防止“灯下黑”。监察改

革进入新阶段。高位推进，区委书记亲自担任改

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

责任，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书记会、区委常委会调度

指挥，区人大鼎力支持、认真筹备。通力协作，区

纪委、区人民检察院等相关单位强化沟通、密切配

合，确保机构设立、编制划转、人员转隶和首届区

监委组建等阶段性工作目标按时圆满完成。推进

融合，通过举办综合业务培训班、集中学习，组织

健步行、羽毛球比赛等活动，有效促进了人员磨合

和工作融合，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入探索监

察职能全面履行的新阶段。

（崔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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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
委会（简称民革口区工委）按照区委、区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１日，民革口区工委副主委程煜方带领《如何抓住“一带一路”
机遇，促进黄鹤楼茶叶产业发展》课题组成员到汉口茶市开展专题调研，区政协文

史和学习委员会领导参加调研

年度工作总要求和民革市委下达的区工委目标任

务，以“两学一跟”学习教育和“不忘合作初心，继续

携手前进”主题教育为指引，落实组织生活，强化组

织功能；坚持“创先争优”，提升谋划能力；积极参政

议政，履行职能责任；组织开展活动，凝聚人心士气；

搞好志愿服务，树立良好形象。

【思想建设】　２０１７年，民革口区工委狠抓工委
班子、支部班子和党员骨干、新党员的思想理论和

政治学习，不断夯实思想政治基础。采取多种形

式学习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组织党

员收听收看，讨论交流，畅谈心得体会。组织学习

２０１７年全国、省、市“两会”精神，在思想上牢固树
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全年民革区工委先后组织工委领导成员、支部主

委、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及新党员２４人次，参
加民革市委会、区政协、区统战组织的各类培训

班，不断提高民革党员的统战理论水平和参政议

政能力。围绕主题教育，深化革命传统教育，激发

爱国主义情感，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通过学习和活动的开展，进一步统

一大家的思想，工委领导班子、支

部骨干班子成员的组织意识、团

结意识、谋划意识、担当意识、服

务意识明显增强。党员骨干和党

员积极分子在工作中主动上前，

相互配合，任劳任怨，在民革党员

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自身建设】　２０１７年，民革口
区工委针对党员队伍老龄化、党

员发展有局限、高层次人才难吸

收等实际问题，拓展组织发展渠

道，吸收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破

解党员发展难题。加强与中共

口区委统战部、区人事局的沟通，

为民革推荐发展对象。广泛动员

民革党员为口工委推荐优秀人

才。全年吸收一批高层次、高素

·００１·



质人才进入民革组织，新党员数量为历年最多，发

展新党员８人；新党员层次分布更具有代表性，其
中医卫３人、教育２人、政府部门１人、企业２人；
新党员的学历层次也得到提升，研究生１人、本科
６人、大专１人。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７年，民革口区工委围绕全区
中心工作和难点问题，深入基层调研。全年 ６次
参加口区委双月座谈会，并在会上积极发言，

献计献策，提出建议。在区政协第十四届二次会

议上，区工委提交的《关于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

建议》被选为大会发言，受到与会委员们的一致

好评。

民革口区工委围绕提案、社情民意，成立课题

组深入“汉口茶市”调研，向民革市委提交的《关于

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复兴大汉口茶市的建议》被

市委会评选为市民革集体提案提交市政协大会，区

工委提交的《关于加强我市新民营经济发展的建

议》也作为市民革集体提案预案。全年民革口区

工委向省、市、区三级共提交社情民意３７件（省级３
件，市级１９件，区级提案１５件），其中《关于创新和
传承荆楚公共文化的建议》被市政协采用并上报省

政协，《关于我市二次供水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的

建议》被市政协采用并上报市委，《关于整治崇仁路

小学汉江湾校区周边安全隐患的建议》得到口区

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的批示。

民革口区工委围绕区政协工作任务，在区政

协委员中开展“参加一次视察调研活动，提出一件

有质量的提案，反映一个有价值的社情民意，提出一

条工作建设，为困难的群众献一份爱心”的“五个

一”活动。区工委党员利用业余时间对建设平安、

幸福、美丽生态武汉和口进行深入调研，如实反映

社情民意，先后走访汉口茶市、区自来水公司、易家

街办事处及各街道文化活动服务中心等多家单位，

深入了解企业和社区状况，为市、区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民革口区工委

围绕民主监督，积极参与中共口区委、区人民政府

的作风监督工作，４名区政协委员和３名民革党员
成为区“特约作风监督员”，全程参与对辖区几十个

单位的政风、行风巡查，充分发挥了民主党派的民主

监督作用。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７年，民革口区工委、各支部和

广大党员，结合党员本职工作，在各行各业中不断

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区工委依托区福利中心、区

妇幼保健中心的民革志愿服务者，联系困难群体、

服务群众，坚持为妇女儿童和孤寡老人开展关爱

服务，联合辖区幼儿园开展共度“六一”、慰问长者

等志愿服务活动。区工委依托分布街道社区的民

革志愿服务者，服务基层，坚持开展“居家养老”服

务，组织医卫、律师、经贸行业的民革党员开展送

医送药、普法讲座、参观环境监测中心等公益活

动。区工委依托区发改委、区经信局的民革志愿

服务者，联系重点项目，服务企业，开展走访联系

企业，与区内多家企业共建“同心园”，协助企业解

决发展中面临的困境。第二支部在嘉德艺术品市

场等企业举办劳动合同法、知识产权专题讲座，为

企业员工提供智力支持。

【会务活动】　２０１７年，民革口区工委在清明前
夕，组织党员到利济北路辛亥革命烈士陵园开展

扫墓活动，祭拜革命先贤。５月初组织全体民革党
员到武汉革命博物馆参观农讲所、中共八大会址

和毛泽东故居。７月配合民革市委在口区组织
开展“纪念中国人民全面抗战 ８０周年诗歌朗诵
会”活动。国庆、中秋节前夕，组织全体党员到后

官湖绿道开展“健步迎国庆，诗歌吟中秋”活动。

１１月组织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工委委员继
续开展“观故居，走多党合作之路”活动，参观民革

中央革命老前辈孙越崎博物馆。积极向民革市委

“两刊一网”投稿，全年共投稿１０余篇，其中《武汉
民革》采用 ３篇，《民革简迅》采用 ９篇。开展春
节、暑期、重阳节对抗战老兵和工委老领导及老同

志的慰问工作，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心

中，力所能及的帮助抗战老兵解决生活中遇到的

困难，全年慰问２０余人次。
（王玉华　高正浩）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中国民主同盟武汉市口区工作委员会
（简称民盟口区工委）为中国民主同盟武汉市委

员会的派出机构，下设１４个基层支部，盟员３７１人，
其中，在职盟员２４０人、退休盟员１３１人，男２４３人、
女１２８人，平均年龄５５１岁，现有区人大代表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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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常委 １人），区政协委员 １４人（其中常委 ２
人）。２０１７年，民盟口区工委注重学习贯彻中共
十九大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持思想建盟、制度管盟、履职立盟、人才

强盟，搭建有效平台，积极参政议政，拓展社会服务，

较好地完成各项任务。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７年，民盟口区工委组织开展“学
系列讲话、学优良作风，跟共产党奋进”（简称“两学

一跟”）教育实践活动，旨在通过“学”和“跟”，进一步

凝聚组织智慧和力量，为口区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学习实践活动通过专题研讨会、畅谈会、主题讲座等

形式展开。根据“两学一跟”实施方案，区工委、各基

层支部及盟员采取不同形式的学习。

各基层支部分别开展“两学一跟”学习教育活

动。３月１８日，区工委班子成员参加民盟口区科
经支部在黄陂六指街潘岗村举办的“两学一跟”学

习教育培训会。民盟武汉市教科院支部结合支部特

点，赴浠水一中进行“两学一跟”助教助学活动；民

盟口区教育联合支部、民盟武汉市第二十七中学

支部、民盟武汉市第十一中学支部、民盟武汉四中支

部、民盟口区文化支部等集体学习《中国民主同

盟章程》。学习过程中，新老盟员结合本职工作，就

如何提高综合素养、提升履职能力，发挥盟组织和盟

员的积极作用，畅谈学习感受和体会。

在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区工委及时召开九

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和学习中共十九大会

议精神。１１月６日到９日，区工委组织骨干盟员前
往钱伟长故居、沈钧儒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等地

追寻红色足迹，开启“学习之旅”，弘扬“红船精神”。

１０月２１日，市教科院支部组织盟员在红安七里坪
开展参观红色旧址和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主题活

动；１１月２５日，科经支部组织盟员在武汉革命博物
馆开展参观红色旧址和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座谈

会。４月１８日，民盟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支部
组织全体盟员参观武汉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旧址。

１０月２８日，民盟武汉市第十七中学支部组织盟员
前往武汉抗战第一村———黄陂区姚家山村开展红色

传统主题教育活动。１１月２３日，民盟武汉市第二
十九中学支部、民盟口区文化支部分别召开学习

中共十九大精神支部生活会。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７年，民进口区工委认真贯彻

“人才强盟”战略，积极稳妥发展一批思想素质好、

知识层次高，在本单位具有较高声望，在社会上有

一定影响力，热心盟务的年轻新盟员，激活基层组

织活力。

加强工委班子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提

高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

织领导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是区工委组织建设的目

标。在组织建设上，工委班子成员身体力行，率先垂

范，自觉加强学习，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倡导清清白

白做人，认认真真干事，讲政治，顾大局，识整体，讲

团结，守纪律；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完成组织发展工作。全年始终遵循“人才兴

盟”“人才强盟”的原则，努力把工委建成“智囊团”

“人才库”，努力把各界优秀人才吸收到盟组织中

来。在组织发展工作中，严格遵照《民盟中央关于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不断加强组织工作的

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主动加强与统战部的沟

通和联系，积极争取盟员单位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

全年区工委通过考察和研究，接受市六十三中学政

教主任伍静、泰康人寿湖北公司总监张建祥等１０人
的入盟申请。

加强盟员培训教育。积极配合盟市委、中共

口区委统战部做好盟员培训工作，选调２０多位盟员
分别参加了不同层次的培训。

全年 １４个民盟基层支部活动积极、制度健
全、管理科学。全区共有盟员３７１人，盟员整体素
质进一步提高，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职盟员占到

６２１％，中上层人士占到２８７％，高级职称比例为
５５３％。盟员中担任市、区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的１６人，各级政府机关在职处级以上干部有３
人、中学正副校长 ３人，中学中层干部 １０人。广
大盟员注重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积极发挥表率作

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立足本职，双岗建功，不断创造

着新的业绩。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７年，民盟口区工委围绕改革发
展大局，积极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全年民盟

口区工委班子成员积极参加区政治协商会、情况通

报会，会前认真调研，会上积极发言。在区双月座谈

会上，盟区工委分别就“口区招商引资工作”“深

入推进口区‘环同济健康城’建设”和“建设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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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受到口区委领

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调查研究，知情出力。８月，民盟口区工委主
委孔峰参加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关于区建设局工作

的评议，９月至１１月多次参加市政协对市卫计委的
监督检查工作。全年民盟区工委提交集体提案 １
份，盟员提交区人大代表议案２份，市、区政协委员
提案１５份。
２０１７年，民盟口区工委承担民盟市委多个

课题的调研任务，撰写《关于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

教育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主轴汉正街亮

点区块建设的建议》等调研报告。其中，《关于加

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议》上升为市政协民

盟集体提案，《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主轴汉正街亮

点区块建设的建议》上升为区政协民盟集体提案。

区政协委员周泽政、潘启革撰写《加强轻轨出入口

整治，保持生命通道畅通》《关于创新社会管理体

制，进一步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建议》《关于

口西部教育设施平衡配置的建议》等提案。程

宏刚撰写的社情民意《关于中考体育考试可增加

分值比重的建议》和孔峰与邵义刚、周军华分别撰

写的社情民意《关于加强武汉市校园足球工作的

建议》《关于在我市以民族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上

修建英雄雕塑的建议》被市政协采用并报中共武

汉市委。

【开展社会服务】　２０１７年，民盟口区工委积极开
展社会服务工作扩大民盟政治影响、树立社会形象、

增强组织凝聚力，全年民盟口区工委社会服务工

作持之以恒、聚焦精准，取得新的进展。

建立“同心”名师服务站。４月２７日，民盟口
区工委在武汉市第四十三中学建立民盟“同心”名

师服务站教育实践基地。通过民盟口区工委“同

心”名师服务站平台，为学校青年骨干教师成长提

供帮助、创造条件，以“同心”名师服务站为载体，进

一步增强爱岗敬业的教育精神，把学校教育教学的

事情干好，让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更上一层楼。

开展“同心·教育烛光”行动。５月５日，区工
委组织盟员教育专家赴浠水一中进行“两学一跟”

帮教助学活动。活动中，区工委主委孔峰、民盟武汉

市教科院支部主委张祖涛、支部成员肖胜兰、余克四

等为浠水一中学生进行现场教学，给老师作辅导报

告。同时，还为湖北恩施、四川凉山等贫困地区学校

师生进行帮教活动。１１月２８日，民盟区工委选派
周荣华、王凯旋两位盟员参加盟市委赴闻一多先生

家乡浠水县送教活动。

脱贫攻坚，精准服务。５月２４日，口区民盟
界别全体政协委员到正康养老院献爱心，为老人们

送去蚊香液、绿豆糕、牛奶等物资。１０月１３日，民
盟口区工委主委孔峰带领班子成员及骨干盟员到

黄陂区李集镇金银岗村慰问贫困户，他们给困难家

庭送去大米、食油等生活必需品。

广大盟员立足本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履职

尽责，取得了可喜成绩。民盟市第二十九中支部盟

员田爽获武汉市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大赛一等奖，民

盟市第二十九中支部盟员吕俊指导足球比赛获湖北

省校园足球比赛高中组亚军，民盟市第四中支部盟

员周泽政、张洪文、陈红英、明诗文荣获口“区优

秀班主任”称号，民盟市第四中支部盟员王婷被评

为区“学生喜欢、家长满意”教师，民盟市第四中支

部盟员陈红英被授予区“三八红旗手”，民盟市第四

中支部盟员余洋燕获得区青年教师教学比武一等

奖，民盟口区教育联合支部盟员丁莉被评为区新

秀班主任，民盟市第十七中支部盟员陈萍、何政国获

区优秀班主任称号，民盟市第十七中支部盟员陈芳

获市音乐优质课比赛一等奖指导奖，民盟市第十七

中支部盟员罗峰辅导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一人获省一等奖，民盟市第十一中学支部盟员伍涛

老师被评为“武汉市优秀青年教师”。

（黄泽平）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会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会（简
称民建口区委）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紧密

联系经济界人士，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等职能，开展“两学一跟”学习教育活动，在思想

建设、组织发展、参政议政、社会服务、会务活动等方

面均衡健康发展。

【思想建设】　２０１７年，民建口区委加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组织全区会员对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新时期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

理论，民建会章、会史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自觉树

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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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民建口区委八届三次常委（扩大）会召开

和文化自信。民建口区委以座谈会、读书交流、辅

导报告、“聆听一线代表讲十九大”等多种形式开展

学习活动。广大会员积极参与“不忘合作初心，继

续携手前进”征文比赛，共收到征文投稿 ３０余篇
（件），其中副主委贾洪武撰写的《历史选择民建人》、

郭红艳撰写的《延安归来不忘初心跟党走，多党合作

继续前行谋统一》荣获民建中央优秀作品奖。

【组织发展】　２０１７年，民建口区委注重建立健全
《民建口区委支部管理制度》《民建口区委会员

行为规范》规章制度。对各支部实行量化考核，将

支部建设细化为１０项具体目标，逐条对照打分、自
查。区委会始终坚持“政治可靠、代表性强”的标

准，全年共发展新会员１２名，其中９名经济界人士
代表。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７年，民建口区委动员全体委员
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围绕区政协工作重点和

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调研。会员中

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先后参加区委双月座谈会、区

人民法院陪审、职能部门行风评议等近２０余人次，
为区委、区政府建言献策。向区政协十四届二次全

会提交提案１５篇（件），其中《关于将汉正街中央服
务区打造成“长江主轴”标志性商贸经济亮点区块

的建议》《打造城市矿产物流体系，加快建设生态化

大武汉》２项课题被市、区联合立项，《关于加快健康
服务业发展，推进“健康武汉”建设的建议》《优化武

汉物流产业结构，构建现代物流产业体系》《关于完

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立法条款的建议》《武汉大

学生留汉就业率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完善我市住房租赁市场管理

的建议》等课题被市民建立项，

《试论优化法治投资环境在招商、

聚商、育商的基础作用》《关于进

一步加快“环同济健康城”建设的

建议》《关于促进民营高科技企业

发展、改善营商环境的建议》《优

化创新创业环境，加速我市民营企

业发展》作为市民建重点社情民意

约稿。

【岗位建功】　２０１７年，民建口
区委全体会员立足本职，岗位建

功。主委张智在分管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中，先后引

进中粮置地、浪尖、猪八戒网、大龙网、永辉、Ｔｏｄａｙ
等２０余家大型央企、国企和民企龙头，签约金额超
过８００亿元。副主委杨莉华及其“同心·明眸工
程”惠及全市２００多万中小学生。武汉三新材料孵
化器有限公司企业部长周雪，获省科技企业创业与

培育工程表彰。李一辉受邀参加“党外知识分子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坛（２０１７）”，其论文《民主监督
保障高等职业院校学术权力有效运行的研究》入选

论坛论文集作大会交流。胡向东所属的武汉金羧科

技有限公司研发产品《贝塔内酰胺酶抑制剂》获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奖励。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７年，民建口区委注重激发企业
家会员的社会责任心与历史责任感，引导他们积极参

与社会公益事业。６月，组织会员参加“同心·明眸
工程”共建视力健康管理示范学校活动启动仪式，创

建视力健康管理示范学校，并向南垸坊小学捐赠一座

乒乓球台。７月，会员郭红艳连续４年向武警武汉市
委警卫连捐赠２万元，用以改善官兵值勤环境。８
月，会员涂明福及其企业赴红安县桃树榜村开展助学

捐赠，向该村９５户贫困家庭捐助米、油等生活物资，
并向３４名贫困学生每人捐献助学金５００元。９月，会
员万贤芳及其企业主办“民建会员回馈乡梓捐赠仪

式”，向咸宁市贺胜桥镇万秀村捐赠（建）价值２５万
元路灯一批、服装４０５件，并向该镇余花小学捐赠价
值１２万元的学生书包和礼包８０套。

【会务活动】　２０１７年，民建口区委及各基层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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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同心同向、同心同德”主题，企业家支部、综合

一支部赴红安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科技支部赴仙桃

调研有机农业，与民建仙桃总支交流会务经验。参

加“不忘合作初心，筑梦伟大时代”诗词散文诵读活

动。开发区支部与黄陂民建联合组织学习中共十九

大专题座谈会，及年度总结会、老会员重阳联谊等会

务活动２０余次。
（金　琳）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
会（简称民进口区工委）不断提高履职能力，积极

投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程。

【思想建设】　２０１７年，民进口区工委把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坚持和开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将

它作为贯穿各项工作的一条主线。区工委成员率先

成立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带头学习中共十九大

精神，并在学习实践的过程中结合理论解读，积极思

考，撰写心得体会，主动交流，充分发挥领导集体的

示范和引领作用。同时，组织支部主任和广大会员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统战工作会议精

神，引导广大会员开展不同层面的学习讨论交流活

动。建立召开主题会议、发送活动简报、上报学习情

况的常态工作机制。建立区工委主委群、工委委员

和各支部主任群，以及全体会员群等不同层面的宣

传平台，畅通联络渠道，倡导信息交流，加强工委和

各支部，以及各支部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会员思

想阵地。

各支部成员积极参加省市区各级组织的理论学

习培训。２０１７年３月，市第一医院支部罗光伟参加
口区委统战部举办的口区民主党派负责人统战

理论培训班的学习。４月，中学联合支部５人参加
政协武汉市口区委员会第十四届委员培训班，并

参与“学习‘两会’精神，关注口健康产业发展”的

专题考察座谈会活动。经济支部参加民进武汉市委

会组织的基层支部主任培训班。５月，星火支部参
加教育组“界别活动周，关注校园足球”专题调研活

动；中学联合支部参加在武汉市统一战线教育实践

基地———同心生态园举办的武汉市民进２０１７年宣
传工作培训班。６月，市第一医院支部参加“参政议
政工作暨多党合作意识教育提高班”，综合支部赴

重庆大学参加市委会举办的参政议政学习班。８
月，十七中支部参加口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人大工委工作人员的专题培训。

９月，四中支部参加民进武汉市委成立６０周年暨教
师节大会；中学联合支部参加“庆祝第３３个教师节暨
２０１７中国教师发展论坛”。１１月，四中支部参加民进
市委会组织的新会员培训，市第一医院支部参加民进

武汉市委会组织的提高履职能力培训班的学习。

各支部积极开展各种学习活动。中学联合支部

组织部分会员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和民进会史，开

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做合格民进会员活动。

退休支部会员４人基本上都在７０岁以上，根据现有
支部会员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采取微信群发群

聊，电讯互通等形式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星火支

部在“三八”妇女节组织会员参与由东方红小学工

会主办的主题为“开心工作，幸福生活”的女性职业

心理健康讲座等。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７年，民进口区工委坚持组织发
展原则，力争吸纳更多具有较高素质和一定代表性

的优秀人才。全年先后有６位优秀人才被吸收到民
进组织。着力培养优秀年轻会员。４月，区工委选
派青年会员２人参加口区党外年青党外干部培训
班。１１月，区工委选派１名新进会员参加为期３天
的组织培训和民主党派知识学习，让青年会员学习

统战理论，了解民进的光荣会史，强化会员组织意

识，增进青年会员对民进组织和共产党组织之间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关系

的深入理解，为青年会员的茁壮成长打下牢靠的思

想基础。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７年，民进口区工委为落实原案
征集、区政协年度会议提案的工作目标，开展不同层

面、多种形式的学习、考察、调研等活动。３月，积极
落实民进武汉市委关于征集社情民意和信息的要

求，各支部积极发动会员，结合自身的工作和生活实

际，采集并撰写社情民意，多个支部完成预先征集上

报市委会的工作。５月，在提案原案及社情民意征
集会上，各支部会员结合自身工作和生活实践，在前

期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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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组织区工委委员开展本届政协大会民进界别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的建

议”的调研工作。在拟定调研访谈提纲的基础上，

分赴江汉区汉兴街和口区综治办，以及六角亭街

和宗关街发展社区进行调研，为大会发言稿的撰写

积累实用的素材。１１月，区工委又组织７名会员参
加与区委统战部联合组织的赴广州、深圳的考察活

动，学习借鉴别人经验与做法，并撰写提案原案。

参加区委双月会谈。围绕“平安口建设”“基

层作风建设”“招商引资一号工程”“环同济健康城

建设”“社会养老建设”等主题深入调查研究，搜集

信息，认真思考，精心准备，在座谈会上，为民众代

言，为民意发声。

在本职岗位上为单位发展建言献策。一医院支

部在本单位党委开展“医院党建品牌创建‘金点子’

征集”活动中，区工委副主委、支部主任罗光伟发动

会员，围绕医院的中心工作和医院的发展大局，提出

打造数字党建、党建“服务 ＋”品牌、促进党建工作
与医院品牌建设相结合、拓宽党建宣传新渠道等４
个“金点子”，得到医院党委的高度肯定，并获得“医

院党建品牌提升工程‘金点子’活动”二等奖。

【双岗建功】　２０１７年，民进口区工委带领全体会
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各展所长，各尽其能。张莉

老师在纪念民进武汉市委成立６０周年大会上，荣获
武汉市“民进优秀教师会员”称号，被聘为口区中

语会理事，辅导学生积极参加“献礼十九大，向国旗

敬礼”的国庆爱国征文活动，为学校获得“武汉市爱

国文化教育基地建设先进校”的称号作出贡献。薛

宏组老师所带班级在高考中成绩突出，被评为口

区年度“高考质量优秀”教师和校优秀班主任。鲜

皓老师发挥自身优势，从２０１７年１月到７月，每周
对口宗关街变电社区，为社区老人开展教唱红色经

典歌曲的社会服务活动，全程参与组织、授课、排练，

最后带队在区廉政文化演出中获得一致好评。何浩

老师潜心教学，获全国高中奥林匹克竞赛优秀辅导

奖。雷志强担任崇仁路小学电教室主任，完成中央

电教馆立项课题《基于数字化环境下的新课堂研

究》，组织落实中央电教馆全国骨干教师网络学习

空间在本校现场的培训任务。罗光伟举办３场学术
会议，邀请国内外权威学者到会交流，推动学科发

展；与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合作，成立中国肺癌防治联

盟武汉市第一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对肺癌的早

期诊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上海呼吸病研究所合

作，成立上海呼吸病研究所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呼吸

病研究室，当选中华预防医学会过敏病预防与控制

委员会委员。贺立群作为武汉市第一医院胸痛中心

医疗总监，带领医院胸痛中心成功通过中国胸痛中

心的认证，当选湖北省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副主任

委员。邓小艳在湖北省继续教育项目“辅助生殖技

术及生殖疾病学习班”暨主题活动中做专题报告

《辅助生殖技术在不孕症中的应用》，撰写论文《联

合ＬＣ－ＭＳ和化学发光免疫法分析不同类型 ＰＣＯＳ
的雄激素水平》发表于双核心期刊《现代妇产科进

展》，论文《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ｙｐｅｓｏｆＰ
ＣＯＳｂｙ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Ｃ－ＭＳ》发表于外文期刊《Ａｕｓｔ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论文《阴道冲洗行为对阴道
内菌群分布的影响分析》发表于核心期刊《中国性

科学》。张东友当选中国针灸学会脑科产学研创新

联盟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哈汉芳评为湖北省教

育学会先进工作者，被教育部和省教育厅聘为“一

师一优课”的评审专家；辅导的美术教师获“湖北好

课堂”一等奖并在全省进行展示，继续被省继教中

心聘为“国培计划”送教下乡培训项目省级团队美

术核心专家，被湖北省美术学院聘请为“郑州市中

小学美术骨干教师培训班”授课教师。张文被聘为

“湖北省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参加省妇联“公益木兰”项目，被评为优秀指

导老师和市“民进优秀教师会员”，所承担的湖北省

“十二五”教育规划重点课题“青少年学业情绪的心

理辅导策略研究”顺利结题。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７年，民进口区工委坚持在各支
部和广大会员中继续开展“微公益、微行动、微阅

读”活动，践行“服务就在身边，人人可以参与”的微

公益理念，鼓励和支持广大会员根据自身实际积极

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坚定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

２０１７年，民进口区工委赴黄陂李家集街驻程
岗村，慰问患心脏病无劳动能力的村民陈顺祥，送去

各支部会员对陈顺祥的扶贫捐款５０００元。
经济支部组织省婴童协会到鄂州市梁子湖区沼

山镇牛山村向村小学捐赠６万元的物资，资助１３户
贫困户６５００元。

星火支部坚持开展“微公益、微行动、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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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组织各种形式的读书会；践行“服务就在身

边，人人可以参与”的微公益理念，组织会员参与由

武汉慈善总会、武汉视佳医眼科近视防控中心慈善

基金会联合组织的爱心捐赠衣物的“暖冬行动”，捐

赠衣物１０００余件。支部长期坚持将协和医院爱心
学校作为社会服务工作基地，在职会员坚持每周三

定期给孩子们上劳动、音乐、英语口语、阅读等特色

课程，还不定期看望、陪伴和慰问白血病患儿。

（王媛媛）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
会（简称农工党口区工委）全体党员凝心聚力，坚

定信念、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服务社会，在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中积

极作为，不断进取，努力开创新局面。

【组织和思想建设】　２０１７年，农工党口区工委下
辖６个支部中发展新党员６名，有正式党员２８５名。
在发展优秀党员、优化组织结构的同时，区工委时刻

注意抓好党员思想建设。重要理论学习常抓不懈。

区工委对所属各支部紧抓思想建设，并自主、自发的

组织各支部党员开展各类政治学习活动，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坚定信念。培养一批７０后骨干成员、８０
后年轻干部，让其在实践锻炼中全面成长。区工委

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会议，组织党员学习农工党中

央、湖北省委及市委重要会议精神，制定工作方案，

部署相关工作。鼓励各支部创新形式，开展主题调

研、社会活动，加强组织凝聚力及工作活力。

【服务社会】　２０１７年，农工党口区工委组织党
员积极参与健康义诊、送医送药、健康促进及疾病

预防等各类讲座及活动１０余次。同时，积极参加
口区委统战部组织的双月座谈会，为口发展

建言献策。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７年，农工党口区工委党员关注
口发展，关注民生热点，针对就医难点，深入基层

调研，向市委会提交社情民意信息１篇，提交各类提
案１０余件，其中王岚主委代表口区工委在口区
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作大会发言的提案“关于做好

社区智慧健康养老的建议”得到区政协高度重视。

２０１７年５月，农工党员董骏武为撰写的“关
于在口区率先实施互联网 ＋慢性病管理模式
的建议”提案，长时间深入社区开展调研，取得良

好效果。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农工党武汉市委、区提案委确定
本工委提交一份以“智慧养老”为中心内容的提案。

区工委积极配合，立即成立提案撰写小组，为确保提

案质量，王岚主委、董骏武副主委亲自带领撰写小组

骨干深入区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开展认真扎实

的调研工作，及时向提案委、政协口区委员会提

交。该提案被选为重点提案，并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政
协口区第十四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大会作发言。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政协口区第十四次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期间，农工党口区工委１１名区政协委员
累计提交提案１０余件。

【捐资助学】　２０１７年，农工党口区工委积极投身
社会公益活动。自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开始，中山医院支
部启动捐资助学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曾繁瑛）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简称致公党口区工委）有本党省委常委１人、省
委专委会主任 １人、市委委员 ２人、市政协委员 １
人、区人大代表２人（含常委１人）、区政协委员７人
（含常委２人）。下辖５个支部，共有正式党员 ９０
名。２０１７年，致公党口区工委组织全体党员，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中共十九

大会议精神、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坚持开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凝

心聚力，开拓创新，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７年，致公党口区工委通过各种
形式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十九大报告，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区委统战部、华中科技大学党委

统战部、政协机关以及本党上级机关组织的学习活

动中积极发言。１１月２４日至１２月１日，４名致公
党员赴韶山干部学院参加“致公党武汉市委新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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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负责人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培训班”。２名致公
工党员参加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举办的中共十九大精

神学习班。全体党员主动撰写中共十九大精神学习

心得以及“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２０周年大
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

话”学习心得、习近平总书记“７·２６”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心得、“七一”讲话学习心得等。

【本职工作】　２０１７年，致工党口区工委全体党
员立足本职工作，坚持双岗建功，在业务工作中取

得较大成绩。同济支部党员发表 ＳＣＩ论文 ２０余
篇，党员万谦获得国内外奖励 ４次、专利 ２项，党
员陈素华获得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资助。致公党

口区工委获中国致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先进集体称号，党员潘兴获得

中国致公党社会服务先进个人称号，党员曾仁端、

余虹、赵明获得本党省级先进个人称号，普爱支部

获得省级先进集体称号。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７年，致公党口区工委注重调
研，积极参政议政。同济支部陈素华教授代表本

党市委参加市委党政协商座谈会，提交“关于进一

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建设的建议”

等７件提案；在市政协委员协商座谈会上代表致
公党界别作“关于加快武汉航空港建设，打造国际

门户枢纽的建议”。在区政协 １４届大会上，致公
党全体党员共提交提案１４件。其中，同济支部提
交４件，工委集体提案“关于统筹整合规划‘城中
村’改造产业用地”被列为口区政协重点提案。

全年撰写社情民意 ２４篇，中央统战部采用 ２篇、
全国政协采用２篇、致公中央采用１篇、市委采用
１篇。２０１７年 ５月，同济支部获华中科技大学党
委统战部重点调研课题即“把一部分优秀人才留

在党外的调研”。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７年，致公党口区工委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结合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和人民群

众关心的问题，全体党员充分利用教学、医疗、科

研、法律等业务专长，积极开展社会服务。陈素华

任口区创建全国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试点项目

工作技术指导总负责人，积极参加市政协扶贫捐

助活动；普爱支部郝?参加区科技局、区委宣传

部、区科协主办的口区科技活动周暨全国科技

工作者日宣传活动；金融支部潘兴、宋汉华主动赞

助社区大型公益活动，为群众发送生活物资，慰问

社区养老院；潘兴参加黄陂区罗汉寺街坦皮村“聚

力脱贫攻坚、五级代表在行动”活动，担任蔡甸区

武汉市“精准扶贫”项目监督管理员；金融支部赵

明连续２年资助贫困学子１人。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７年６月，致公党口区工委顺利
完成支部换届工作。陈素华、陈辉、宋晓东主动辞去

支部主委、副主委，推荐年轻同志担任支部职务。为

了保持平稳过渡，工委挽留周德超继续担任教育支

部主委。致公党口区工委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建

立专用微信群“口致公云”，组建 ３个 ３人工作
组，提高班子成员的工作积极性。积极向统战部门

推荐党外干部，王学仁挂职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副

院长，陈辉担任本党省委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

会主任。区工委还着力发展培养年轻党员，全年共

发展新党员３人。
（宋晓东）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九三学社武汉市口区工作委员会（简称
九三学社口区工委）是九三学社武汉市委员会的

派出机构，下设四个支社，共有社员１０３人，其中在
职７９人，退休２４人，男社员５９人，女社员 ４４人。
现有湖北省政协委员１人，武汉市政协委员２人，
口区人大代表２人（其中常委１人），口区政协委
员８人（其中常委２人）。
２０１７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继承和发扬九三

学社优良传统，大力弘扬爱国、民主、科学精神，不断

加强组织建设，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责，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和开展各项活动。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７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注重开
展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包括十八届六中全会、十九

大精神、习近平主席的系列重要讲话，领会新时期党

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精神。积极参加社市委、区委

统战部、政协组织的各类学习活动，特别是选派多名

基层骨干参加市委会基层组织干部专题培训班。通

过系列学习，全体社员更加坚定政治方向，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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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９月３０日，九三学社口区工委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暨参政议政工作会召开

会主义思想在武汉落地生根。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７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秉承
九三学社优良传统，大力弘扬爱国、民主、科学精

神，始终把政治信念和方向，作为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的基石，特别在新社员入社前严把政治关，全年

区工委吸纳５名新社员。２０１７年，九三学社口
区工委号召全体社员争光创绩，取得众多荣誉。

一支社被评为 ２０１７年度九三学社湖北省先进基
层组织；汪正兴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九三学社湖北省
优秀社员；张靖荣获２０１７年度九三学社湖北省参
政议政工作一等奖；蔡伟荣获２０１７年度九三学社
武汉市参政议政工作二等奖；蔡伟荣、韩红荣获

２０１７年度九三学社武汉市优秀社务工作者；丁玮
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实践活动”九三学社全省先进个人；丁玮荣获

２０１７年度九三学社武汉市委参政议政工作二等
奖；韩红荣获２０１７年度九三学社武汉市委参政议
政工作二等奖；熊凡荣获２０１７年度九三学社武汉
市委参政议政工作三等奖。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７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结合全
区中心工作，社情民意积极开展调研，建言献策，并

写出高质量的提案。

九三学社政协委员积极参加政治协商，认真撰

写政协提案，“关于加快建设江汉湾云谷建议”的提

案，被区政协列为１号建议案。全国政协报及人民
政协网上连续报道口区加快建设江汉湾云谷。同

时，积极参加口区委组织的“双

月座谈会”，并积极发言，提合理化

建议。广大社员参政议政积极有

为。张婧社员“关于强化湖北省工

业企业废水排放全监管，促进绿色

发展”的建议成为省九三学社在第

五次双月座谈会主题发言；丁玮社

员“医改中的公立医院控费做法不

宜一刀切”，丁玮、韩红社员“关于

长期护理保险试行中的问题及建

议”和“加快居家养老人才队伍建

设，促进智慧养老发展的建议”等

作为九三学社武汉市委调研及提

案内容。

【社情民意】　２０１７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组织社
员多层面反映社情民意，不断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

政能力与水平。全年广大社员积极反映社情民意，

内容涵盖环境污染治理、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城市交

通、城市综合治理、医疗、建设中的问题。共完成提

案及建议３０篇。２０１７年，区工委积极组织开展各
项活动，四个支社踊跃参与，共开展各项活动４０余
起，向九三学社武汉市委发通讯报道４２篇。

【双岗建功】　２０１７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组织社
员积极参加社会各项服务和公共活动，与科协和科

技局密切合作，建设科学技术知识普及站，在社区、

学校、企业等场所进行大量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工

作，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赞誉。全年区工委与武

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展共建活动，为精神障碍者提

供图书近４００册。社员曾辉博士主持申报的“一种
放射治疗用手臂固定支撑装置”获得国家知识产权

局授权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该专利填补中国在

各类放射治疗设备床板上通用型手臂固定支撑装置

领域的空白。区工委围绕招商引资工作，发挥社员

优势，区社员梅佑轩，结合口区打造的“环同济健

康城”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机遇，引进三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进驻口大健康产业。社员梅佑轩创办的武

汉沃思财务外包服务有限公司被国家财政部列为代

理记账制度建设与实施工作联系点单位，湖北省仅

此一家。董进主编的《实用医学影像诊断学》书籍

由科学技术文献
!

版社
!

版发行；叶爱萍主编的

《新编脑血管病诊治实践及介入应用》书籍由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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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
!

版社
!

版发行；李桂珍在《河北中医》发

表论文《茵黄清木合剂治疗肝胆湿热型免疫耐受期

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临床观》；胡亚菲在中央文

献
!

版社编辑的《党外知识分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中发表论文《浅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基础性、

战略性地位》。

（万　炜）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支部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支部（简
称台盟口支部）继续发挥台盟优势开展社会服

务，使社会服务更见实效。不断更新理念，创新思

路，与参政议政紧密结合，使参政议政成果通过社会

服务的具体实践得到体现。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６日，口区工商业联合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７年，台盟口支部按照台盟武汉
市委会、口区委统战部部署的主题教育活动的步

骤，结合形势发展及自身建设需要，３月２０日至２４
日雷敏捷主委、邓爱丽副主委参加口区委统战部、

武汉市社院、陕西省社院、延安市干部管理学院联合

举办的民主党派主副委培训班。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４日，台盟口支部召开总结会，
湖北省台盟主委江利平和武汉市台盟主委刘江东参

加，副主委邓爱丽主持，主委雷敏捷作总结报告和参

加口区两会情况汇报，主委江利平和主委刘江东

分别发表讲话并和支部盟员互动

交流。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７年，台盟口
支部注重调研，积极参政议政。８
月３０日，参加政协口区十四届
七次主席（扩大）会议，台盟口

支部就《关于加强街头园林小景建

设的建议案》（２号建议案）办理工
作作汇报，雷敏捷主委代表支部作

发言，邓爱丽、金成、高进、韦勇分

别从社会参与、规划设计、老旧社

区建设和景观打造方面作详细发

言，老主委吴明华参会。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２８日，
雷敏捷主委带领高进、金成赴广州

对政协集体提案《关于加快汉江垂江绿廊建设的建

议》进行调研，广东省台盟主委张嘉极、广州市台盟

专职副主委刘进贤参加调研。该集体提案被确定为

２０１７年口区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重点提案。

【组织活动】　２０１７年，台盟口支部在国庆、中秋
和春节积极组织成员参加省、市、区台盟、台联举办

的各种联谊活动，“三八”组织女盟员参加游园活

动，“九九”组织老盟员参加省、市重阳节活动。

（邓爱丽）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业联合会（简称
口区工商联）充分发挥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的

优势和作用，有效凝聚新一届领导班子的集体智

慧和共同力量，紧紧团结和依靠广大会员，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为区内非公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

定作出积极贡献。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联再次被
全国工商联评为“五好县级工商联”（领导班子好、

会员发展好、商会建设好、作用发挥好、工作保障

好），也是口区工商联自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后，连续
第三次获得这一称号。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联按照凡进必评
的原则，经过国税、地税、工商、公安等１４个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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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９９名综合素质强、服务热情高的班子成
员经过统筹推荐、审核考察等程序成为区工商联

（总商会）第十四届执行委员会候选人。４月２６日，
口区工商联（总商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新一届执委会。其中主席（会长）１人，常务
副主席１人（由统战部副部长兼任），专职副主席２
人，企业家兼职副主席７人，总商会副会长１３人，常
务委员１０人，执行委员６３人，圆满完成换届工作任
务。２０１７年，指导成立汉江湾区域发展商会、暨济
电力商城市场商会２家基层商会。截至年底，全区
商会组织已经覆盖到主要市场和主导产业，基本完

成“基层商会制度化、商会建设规范化、会员管理动

态化”的目标。

【教育培训】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联先后组织非公
经济代表人士开展国际形势、商业新模式、党的十九

精神３次主题培训。６月 ２２日，在区委党校报告
厅，邀请海军工程大学教授作《特朗普执政后，中国

的周边安全形势及其对策》专题报告，详细分析当

前国际形势。９月１３日至１４日，在武汉商学分院
举办新民营经济商业模式创新培训班，特邀商学副

院长、商业模式研究专家作专业培训。１１月２４日，
在梅园宾馆，与区经信局联合举行“学习十九大精

神推动新民营经济发展”专题培训会，特邀中共湖

北省委党校冯占民教授作《新民营经济在“富民兴

汉”中的机遇与挑战》辅导报告。

【参政议政】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联注重挖掘工商
联界别政协委员履职潜能，在区政协十四届一次会

议上，围绕区内新民营经济发展等提交提案 １９篇
（件）。以参观考察形式，对汉正街市场改造、汉西

建材市场升级、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进行研讨调

研，区工商联起草的《口区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调

研报告》被区委研究室采纳。在区政协十四届二次

全会上，区工商联集体提案《关于打造新民营经济

优质发展区的建议》被推荐为区政协２０１８年度一
号建议案。

【非公党建】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联积极参与区委
组织部开展的“百日巩固行动”和“扩面提质工程”，

指导武汉城市圈商贸服务协会党委完成换届。协助

杭州商会、路桥商会挂靠组织关系并纳入街工委管

理。加强非公党建典型宣传，《湖北日报》７月１７日

第二版和《中华工商时报》３月２３日第五版详细报
道口区非公党建特色工作，“先锋口”微信公众

号多次发布区工商联党建工作信息。

【服务企业】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联协助区委、区
政府组织召开全区新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并对民

营企业负责人反映的问题进行电话回访、意见整理，

充分发挥政企纽带作用。将“双万双联”工作、“百

名处级干部联系服务百家企业（项目）”活动与工商

联干部对口联系服务企业工作紧密结合，制定《

口区工商联对口联系和服务会员企业制度》和《

口区工商联对口联系基层商会制度》，全年解决会

员企业法律维权、授信贷款、落实办公用房、甄别原

工商业者身份落实待遇等实事１０余件。

【公益事业】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联引导“年轻一
代”企业家投身精准扶贫，为黄陂区李家集街旗杆

熊村３０多名贫困户送去９０００元扶贫慰问金。积极
为村委会牵线搭桥对接生态养殖场项目，主动帮助

贫困户应届毕业生子女到会员企业就业。组织会员

企业向红安县华家河镇何田村捐赠５万元用于水库
修复，到区福利院看望慰问“三无”老人（指城镇居

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

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或扶养能力的６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夏季防汛义捐等活动。

（向　仁）

口区总工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总工会以推进工会改革为
契机，认真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工会工作方

针，以“强基层、补短板、增活力”集中行动为抓手，

积极开展“到职工中去”活动，全面推进工会各项工

作，更好地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议】　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９
日，口区人民政府与区总工会在区会议中心召开

第十一次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区政府支

持推进创建和谐企业工作的议案。区人民政府区长

刘丹平充分肯定区总工会立足服务职工的工作成

绩，并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完善政府、

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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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９日，口区人民政府与区总工会召开第十一次联席会议，专题
研究“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关系。全年口区总工会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

本区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抓

实抓好，抓出成效。

【区总工会十二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　２０１７年
２月２７日，口区总工会召开十二届四次全委（扩
大）会议。会议通过《立足新起点、谋划新思路、展

现新作为，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工作报告和２０１６年经审工作报告。会议按规定和
程序增（替）补因工作调动或到龄退休空缺的８名
区总工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会议选举潘利国为

区总工会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

【政治引领】　２０１７年，口区总工会组织全区工
会干部和职工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十九大会议精神，作为工会工作的基

本遵循。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

推进“红色引擎工程”统领，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

设，增强“拼搏赶超”意识，不断提高服务职工能力

和水平。组织职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开展纪念建党９６周年活动，发动“红色引
擎”，激活“红色细胞”，坚定学党史、知党情、跟党

走的信念。

【全面落实工会改革】　２０１７年，口区总工会根据
市委、区委群团改革要求，依照《武汉市总工会改革

实施方案》，结合口区工会实际，起草《口区总

工会改革实施方案》，对工会组织体制、管理模式、

运行机制、活动方式和保障制度等７个方面进行改

革。区总工会机关内设机构调整

为“三部一室”（维权服务部、生产

宣教部、组织基层部、综合办公

室）。落实领导班子和机关工会干

部“专挂兼”要求，为每个街道、开

发区和３个行业工会配备工会协
理员。制定《区总工会联系服务职

工群众制度》《区总工会职工需求

调查制度》《区总工会向区委汇报

工作制度》，完成各项改革指标，并

按照省、市总工会的要求全部落实

到位。

【弘扬劳模精神】　２０１７年，口
区总工会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组织开展“五一”纪念活动和先模推评工作，泰

康人寿、区残联２家单位被授予武汉五一劳动奖状，
宗关街发展社区党委书记刘德荣、远大医药生物版

块经理钱志强、区公安分局交通大队民警方园等６
人被授予武汉五一劳动奖章，酒仙网电子商务（武

汉）有限公司储运部、体育馆小学五年级组等８个
集体被授予武汉市工人先锋号。“杨小玲工作室”

被评为武汉市示范性创新工作室。为１８１名劳模发
放劳模荣誉津贴７万多元，为１３６名低收入劳模发
放生活补助金５６万多元。

【发挥主力军作用】　２０１７年，口区总工会组织广
大职工积极投身“践行新理念、建功‘十三五’”为主

题的劳动技能竞赛。区教育局、区卫计委、区水务

局、宝丰街、长丰街、六角亭街和荣华街工会等结合

行业特点，开展劳动竞赛２０余场次。积极开展群众
性技术创新活动，全区有２１个职工创新项目被市总
工会评为优秀典型项目，３１个一线蓝领职工非职务
发明专利项目获得市总工会专项补助。

【开展“到职工中去”活动】　２０１７年，口区总工
会通过下基层、进企业、建微信（ＱＱ）群等方式，与职
工群众紧密相联，实现工会工作者参加活动全员覆

盖、联系职工全天候覆盖、企业工会工作全领域覆

盖。结合开展争当职工信赖“娘家人”活动，工会干

部联系企业７８家，建立工会工作者联系职工微信
（ＱＱ）群２１４５个。开展“到职工中去”传播红色文
化活动，为汉正街流动搬运工工会赠送《人民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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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红星照耀中国》等红色书籍２００余册。

【工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总工会坚持党建
带工建、工建服务党建，通过开展“强基层、补短板、

增活力”集中行动，深化“职工之家”建设，扎实推进

非公企业工会组建，推动基层工会规范提升。全年

新增工会组织３９个，法人单位建会率、职工入会率
动态保持９０％以上，２５人以上单位建会率动态保持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日，口区总工会十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

９０％以上。开展“模范职工之家创建活动”，汉中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发区湖北企派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工会被评为“武汉市模范职工之家”。在

全市百家非公企业工会建设集中行动中，宝丰街远

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工会被评为“十佳示范非公

企业工会”，开发区武汉金品珠宝有限公司工会被

评为“优秀非公企业工会”。

【和谐劳动关系创建】　２０１７年，口区总工会积极
开展和谐企业创建工作，进一步规范企业劳动关系。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评为武汉市模范和谐

企业，武汉汇丰投资有限公司、武汉蓝焰物流基地股

份有限公司、武汉金东方智能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等

９家企业被评为武汉市和谐企业。区卫计委组织区
民营医院开展护士岗位集体协商，区建设局（建管

站）签订《建筑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长江日报》

《武汉晚报》和新浪网等媒体分别介绍口区集体

协商的经验和做法。劳动争议案件调解结案１１件，
涉案金额２６万元，调解率、结案率１００％，网上信访
按时办结率１００％。武汉迪安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
公司等１１家单位被市总工会评为
民主管理“四星级单位”。

【惠民暖心】　２０１７年，口区总
工会坚持对特殊困难职工精准帮

扶与为广大职工普惠服务相结合，

持续落实“春送岗位、夏送清凉、秋

送助学、冬送温暖”等工会服务职

工品牌。与区人力资源局联合举

办“春送岗位”招聘会１０场次。慰
问高温作业一线职工 ４０个单位，
慰问职工１０００人次。筹措资金４０
万元，对６０名困难职工家庭子女
上学进行资助。开展元旦春节“送

温暖”活动，慰问困难职工８００多

人次。组织职工参加武汉市职工医疗互助３９１６２人
次，全年接待申领互助金２万多人次，给付医疗互助
金８５０万元。对身患恶性肿瘤、肾衰竭等四类重大
疾病的３４名职工，每人发放５０００元一次性救助金，
共计１７万元。新增签约工会卡特惠商户５家，举办
“五一”特惠活动２场次，累计办理工会会员服务卡
３万余张。汉水桥街仁爱医院“户外职工爱心驿站”
入围武汉市“十佳爱心驿站”评选。

【法律宣传】　２０１７年，口区总工会以强化法治思
维为切入点，以提高依法维权能力为着力点，以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为落脚点，组织工会法律顾问团律师，

开展“送法到一线”法律小讲堂活动１１场次。针对
建筑工地农民工、物流基地一线作业工、灵活就业人

员、创客空间创业者等群体特点和需求，围绕“信

法、尊法、懂法，依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主题，就职

工关心的劳动者的权利、义务、报酬、奖金、工伤保险

等问题，以互动的方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法》等法律法规

进行解读，增强了法律宣传效果。开展“尊法守

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法治宣传活动，携手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服务分队为汉正街市场搬运农民

工，“以案说法”，引导农民工树立法治观念，逐步养

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模式和习惯。

【职工素质提升】　２０１７年，口区总工会开展“中
国梦·劳动美”主题教育，举办女职工“流动课

堂”，对５００余名女职工进行素质提升培训。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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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口区举行团员青年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
报告会

工送文艺节目，不断推进企业文

化建设，培育职工积极向上的文

化追求。开展读书月活动，在全

市工会系统“书香女性·幸福家

庭”活动中，区总工会获评特别组

织奖。推选武汉市第一大道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龙腾书屋”和武汉

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悦读之家”

创建市级模范职工书屋。区总工

会举行迎“五一”健步行活动，全

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工会

６０支代表队，５００多名职工参加
活动。区总工会联合区一职教中

心、韩爱萍羽毛球俱乐部，组织职

工乒乓球、羽毛球比赛活动，１２７
支代表队参赛。

【工会经审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总工会坚持以审
计为重点，全面履行审查审计监督职责，在增强审计

实效、规范工会财务收支、完善工会资产管理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年完成对１５家直管工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经费收支情况和专项经费使用情况
的审计，共提出审计意见３９条。

（王全良　吴友兰）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共青团口区委员会（简称口
团区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省、市群团改

革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从严治团，突出改革主线，求

真务实、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团的各项工作取得新

进展，团的事业实现新发展。口团区委连续６年
荣获“全市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称号，长丰街团工

委、区教育局团委荣获“武汉市五四红旗团委”称

号，湖北华夏创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荣获省级“青

年文明号荣誉集体”称号。

【理想信念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团区委围绕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组建团干部、优秀青年

代表、基层团干构成的青年宣讲分队，集中开展主

题演讲、主题团日、主题团课等系列活动，邀请党

的十九大代表杨小玲作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

告，引导广大团员青年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思

想政治引领，强化对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爱国主义教育，广泛开展“百万童心心向党”

“喜迎十九大·红领巾相约中国梦”“喜迎十九大

·习爷爷我想对你说句心里话”等大型宣传教育

实践活动 ２８０余场次，引导青少年听党话，跟党
走。利用“青字号”新媒体矩阵平台优势，策划“网

上祭英烈”“不忘初心跟党走”等线上线下互动活

动；抓住青年关注与社会热点，创作“点赞！出彩

青春，青年团干闪耀口”“了不起，我的”等主

题微文，聚焦中心工作，深化“”共青团卡通代

言形象，创作“说口特色文化”系列漫画。

动员广大团员青年旗帜鲜明的开展网上舆论斗

争，组织核心网评员队伍正面网络舆情引导１２场
次，青年之声 Ｖ３０提问 ２８２３条，回答 ２６２７条，
Ｖ４０共门户发布活动３７场次。

【共青团改革】　２０１７年，口团区委打破年龄、学
历、身份、职级限制，分别从教育系统、机关、民营

企业优秀青年中选拔１名挂职副书记、２名兼职副
书记充实到领导班子中来，让团的干部真正来自

青年，更好代表青年。以“团干部 ＋社工 ＋志愿
者”模式，为１１个街道、开发区各配备１名青少年
事务社工，保证基层工作力量。推动团干部走出

机关、走进基层、走进青年，全区专兼职团干部直

接联系青年３９９７人，持续深化“两联系”“青春遍
访”等制度。深入街道、社区和基层单位开展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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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 １０余次，广泛征求基层团组织意见建议 ３２
条，先后召开口区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座谈会、

暑期青年志愿者托管工作交流会，让青年对团的

工作更有话语权。

【青年成长成才】　２０１７年，口团区委推荐 ９家

　　２０１７年５月４日，口区举行纪念建团９５周年暨“不忘初心跟党走”新团员
入团仪式

青创企业获得“湖北大学生创业扶持计划”项目

４５万扶持资金，新建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１１
家，扶持青年创业就业１２４人次，开展各类青年就
业创业培训４７９人次。开展各类青年志愿服务大
型活动 ２１项，服务时长累计 ８６３万小时。围绕
“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开展“万名大学

生看口”系列活动，吸引大学生了解口、就业

口、扎根口。

【青少年帮扶关爱】　２０１７年，口团区委开展“金
晖关爱”集中行动，认领儿童微心愿，为１０名困难
青少年送去价值３０００元的学习用品。春季开学之
际，开展“梦圆童心·真情助困送温暖”“梦圆童

心·困境青少年春季助学”活动，筹集协调发放

各类助学资金、物资约３万余元，覆盖青少年２００余
人。秋季开学季，为全区１４名困境青少年送去价值
３００元的学习礼包。走进蔡甸区石山小学，开展“扶
贫手拉手 大爱心连心”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开展

重点青少年群体专业帮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

式，引入专业的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筑梦扬

帆·口区监护缺失未成年人帮教帮扶”和“点心

灯·燃希望———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未成年人成长

支持”项目。全年完成跟踪帮扶个案５０例，开展特
色主题活动６场，参与青少年近５００人次。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团区委新建“非
公”“两新”团组织３４家，打造“两新”团组织示范
点１８个，打造长丰街紫润北青少年空间等１０家市
级示范点，加强共青团基层“门店”的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区青少年宫）改造项

目稳步推进，第二课堂和小公民“ｉｎｇ”系列活动采
取全公益运作模式，受益青少年达 ２万人次。围
绕“践行新思想拥抱新时代”主题，全区２３个直属
团组织、３０９个团支部共开展主题学习活动、召开
支部大会、开展教育评议等实践活动３５０余场次，
参与团员近２０００人。举办“口区团青骨干培训
班”，开展“青教干部专题培训”等各类培训交流活

动，参训团干部７０余人次。１名副书记被武汉市
委组织部选派到市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

专班挂职锻炼。

（方润谱）

口区妇女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妇女联合会（简称口区
妇联）注重坚持和增强坚定政治性、突出先进性、强

化群众性的根本要求，保持履行基本职能与履行政

治职责相统一，坚持把改革创新贯

穿妇联工作全过程，团结动员广大

妇女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为促进

口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

谐稳定贡献半边天力量，推动各项

工作在改革创新中实现整体提升。

【妇联改革】　２０１７年，口区妇
联继续把重点放在聚焦基层、强基

础。与区委组织部联合制发《关于

推进全区妇联组织区域化建设改

革创新的意见》，按照“五联五强”

（组织联建强属性、人员联管强队

伍、阵地联用强功能、活动联办强

服务、成效联评强履职）的要求，在

全区１１条街道组建区域化妇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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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网络。同时，因地制宜在“两新”组织中灵活设置

妇女组织。汉正街龙腾第一大道服饰商会的改革经

验被《中国妇女报》《长江日报》报道。推进示范妇

女之家创建，夯实基层妇联组织阵地。在红色引擎

的带动下，按照“一家一品”的创建要求，形成特色

示范妇女之家２０个。加大力度推进网络妇联建设，
搭建“网上妇女之家”平台。在轮值“武汉女性”微

信公众号时，口区妇联获得“全国地市级妇联微

信公众号传播指数排行榜”第二名。１２月１２日，
口区妇联网上妇女之家（佳人）正式启动。聚焦

班子、强队伍。按照办发《口区妇联改革实施

方案》的要求，完成区妇联机关内设机构的调整。

区妇联领导班子１挂２兼职的人选配备到位。执委
会选举区妇联挂职兼职副主席３人，增替补执委８
人，常委５人，增补后的各行各业以及新领域、新阶
层、新群体女性在执委会比例达到５１５２％（目标是
４５％），在常委会比例达到３６３６％（目标是３０％）。
联合区委组织部举办首届口区女干部能力素质提

升培训班，来自全区的３３名优秀女干部参加培训，
其中两名女干部被提拔为副处级领导干部。聚焦作

风、强素质。切实改进妇联干部作风，制发《口区

妇联系统开展“千名群团干部下基层”活动实施方

案》，组织机关干部走进社区、家庭、企业、农村，与

妇女群众面对面，倾听他们的心声，把妇联组织的关

怀送到千家万户。承接市妇联确定的１０９件积案化
解任务，制定《口区妇联系统“姐妹暖心行动”方

案》，成立“姐妹暖心团”８３个，用细心、暖心、爱心成
功化解积案１００件，架起党群之间的桥梁。

【巾帼建功立业】　２０１７年，口区妇联发挥巾帼建
功活动品牌效应，在职业妇女中广泛开展巾帼文明

岗创建活动。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科、太平洋小

学、区环保局环境监测大队被授予武汉市巾帼文明

岗称号。实施巾帼建功奉献行动，开展“千岗联万

家”活动，通过与单亲母亲、流动儿童、贫困妇女、女

大学生、创业女性结对帮扶，引领全区妇女共同发

展、进步、提高。充分发挥巾帼建功在重点领域、重

点项目中的引领作用，在教育、经济、卫生、政法、街

道等战线开展巾帼文明岗创评活动，有效激发职业

女性敬业爱岗、岗位奉献的热情。深入实施妇女典

型选育工程。选树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先进个人１名
（张亚辉）、市级“三八红旗手”３人。为提升三级妇
联干部的素质，更好服务中心工作，邀请市委党校教

授、十九大代表进行专题授课。深化妇女民间文化

交流。举办汉台两地妇女工作交流活动，增强台湾

苗栗县头份市所属妇工会对口妇女儿童事业的了

解，签订两地友好关系合作意向书，共同推进两岸和

平发展。

【妇女儿童维权】　２０１７年，口区妇联把握重点做
好源头维权。认真贯彻武汉市妇女儿童工作会议精

神。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解决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

划重点难点问题，全区“十三五”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的重要内容纳入《全区“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纲要》。坚持政府主导，强化区政府主体责

任，推动区政府召开全区妇女儿童工作会议，政府常

委会两次研究全区妇女儿童工作，并举办成员单位

领导及联络员专题培训和辅导，确保完成全区２０１７
年度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的各项指标。有效开展各类

妇女维权服务。深化“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以“建

设法治中国·巾帼在行动”为主题，利用节假日在

社区和重点点位开展各类普法宣传咨询活动８２场，
参与近万人次，编印、发放宣传品２万余份。承接省
妇联“关于开展湖北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立法专

题调研”工作，联手区综治委、区公安分局、区人民

法院等单位推动反家庭暴力工作落实。举办“你点

我送”妇女维权法律知识讲座进社区活动，１５００余
名女性受益。２０１７年，全区妇联系统共接待来信来
访来电千余件，受理率１００％，调处率９８％。强化妇
女维权品牌建设。深化“婚姻家庭案件委托和协助

调解工作机制”，完善“１＋Ｎ”维权服务模式，联合区
民政局、司法局在婚姻登记处建立“婚姻家庭纠纷

调解中心”，借助武汉婚姻家庭研究会的力量，形成

“婚前指导，婚中辅导，婚姻问题疏导”的“一站式”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服务机制，使之成为家庭矛盾激

化的“减震器”，推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的专业

化、规范化、制度化。截至年底，区“婚调委”共接待

来电来访咨询６８起，家调中心接待调解１０起，家调
站接待咨询３２起。

【家庭文明创建】　２０１７年，口区妇联以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围绕“家”字主题，

开展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线上依托

“口发布”官方微信，推送家风故事，以润物无声

的方式向更多家庭传播扩散。线下出台《口区关

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意见》，并在全区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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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美家庭和文明家庭的创建活动，区内９户家
庭喜获武汉市２０１７年度最美家庭称号，１户家庭获
得省级文明家庭称号。区妇联把项目化管理，作为

完善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将服务妇女儿童和

家庭的具体工作设置成项目，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

积极参与。与融智教育机构合作，将“弘扬传统文

化、争创文明家庭”为主题的公益家教课堂免费送

到社区，承办市级寒、暑假家教大讲堂实事项目２００
多场，提高家庭教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促

进家长儿童的共同成长，深受家长的欢迎。注重家

风，弘扬文明风尚。开展家庭助廉活动。在第十八

个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期间，区妇联策划组织“树

廉洁家风、创最美家庭”演讲比赛，向党员领导干部

赠送廉洁家风书籍《家风正，子孙兴》，进行“善美

家风”的征集，鼓励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

立家规、传家训、育家风，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家

风建设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开展美德践行活动。

配合汉江湾国际生态乐活季系列活动，在汉江湾

组织“向幸福出发，走进新时代”第 ３届家庭亲子
健步行活动。

【服务妇女儿童民生】　２０１７年，口区妇联积极
推动妇女小额贷款工作，全年有 ３８名妇女获得
６０２万元贷款。与区人社局联合开展“春风行动”
和“三八”专场招聘会，提供岗位８００余个，成功介
绍就业女性７０余人。开展“烘享快乐、焙感幸福”
烘焙技能培训，来自全区的４０名有创业就业意愿
的女性参加此次学习。联合区人力资源局、民政

局举办第一届武汉健康照护专业技能大赛。点对

点扶持有创业意愿的女性，推荐创业女性常虹参

加湖北省第三届妇女儿童服务业博览会，帮助她

们建立与社会机构合作的平台，对接市场，扩宽销

售渠道。实施扶贫帮困微行动，“三八”前夕，积极

筹措资金，对困难的最美家庭开展走访帮扶；与省

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情暖童心、相伴

成长”圆梦流动儿童微心愿活动，为仁寿路小学的

５０个流动儿童精心购置５０份爱心圆梦礼物，让孩
子们的微心愿变成现实。六一期间，以“亲子同

行、放飞梦想”为主题，组织 ２０户流动、困难儿童
家庭开展走进大自然亲子主题实践活动，努力为

家庭提供亲子交流的平台。针对精准扶贫钟岗村

的实际需求，发挥妇联组织的优势，开办月嫂培训

班，对农村留守妇女创业就业给予帮助。到武汉

女子监狱开展“重拾信心·拥抱明天”帮教活动，

对２００余名服刑人员开展“活着”的心理辅导讲
座。实施“邻里守望、家庭互助”巾帼志愿服务行

动。在全区推动社区家庭公益行动，培育壮大“八

姐巡逻队”“七仙女服务队”“爱·飞扬巾帼志愿者

服务队”和“爱心妈妈托管站”等特色巾帼志愿者

服务队１１支，联手汉水桥街皮子社区为空巢老人
举办百家宴，携手爱心企业，举办“温暖团年饭、共

享亲人情”邀请社区困难老人吃年饭活动。截至

年底，区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关爱空巢老人、外

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困难家庭、残疾人等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５００余场次，３０００余人次参加，为万余
人次提供服务，引导他们在共同的志愿奉献行动

中感悟“最美”。

（李　欣）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口
区科协）坚决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科协系统深

化改革的要求，以保持和增强科协组织的政治性、先

进性、群众性，破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

化”为目标，坚持政治引领和服务引领的有机结合，

认真履行“四服务一加强”（服务科技工作者、服务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公民科学素质提高、服务党

委政府科学决策、加强自身建设）工作职能，形成科

协事业的新格局。

【改革机构增添组织活力】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协按
照省、市、区委群团改革的要求，优化区科协机构。

区科协机关在现有内设机构科普部的基础上增设办

公室，承担科协党建、组织、宣传和纪检等工作职能，

为增强科协系统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提供

机构保障。落实专兼挂要求。经区委组织部、区科

协严格考察，提出挂职副主席１名、兼职副主席４名
的人选，以确保科协领导班子专职成员不超过

５０％。按照上级要求，严格落实全委会代表、常委会
委员中来自基层一线科技人员分别不低于 ７２％、
７５％的比例要求。建立“科协干部 ＋社工 ＋志愿
者”的基层工作队伍。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

治引领。坚持政治引领和服务引领有机结合，扎实

开展“群团干部下基层”“双万双联”“红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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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宣讲等活动。

【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协为加强
与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强化科协组织服务科技工作

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制定《区科协常委联系科技工

作者制度》。深入金穗长丰粮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调研，指导申报科普助推示范企业，获得市科协奖补

资金８万元；协调相关部门，助力建筑工程科研有限
公司资质升级；组织开展“创新驱动助力企业发展”

培训，企业的科技人员和企业科协会员等８０余人参
加培训。

【建立首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７日，
口区科协联系中国水资源研究领域资深专家，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浩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签署合作共建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协议，建立区

内首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举荐宣传优秀科技人员】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协深
入企业了解、采访科技工作者工作情况，在武汉科技

报宣传报道７名优秀科技工作者事迹；与相关企业
沟通联系，宣传政策，分析形势，成功推荐王波当选

为２０１７年武汉市优秀科技工作者。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７日，口区科技活动周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宣传活动在口公
园举行，现场对辖区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事迹进行了展示，吸引市民驻足观看。

【推动科技智库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协组织提
交科技工作建议６篇，经过专家评审，２０１７年区科
协被市科协列为国家级科技创新

智库子库建设单位，在总结前期工

作基础上，申报并成功完成《学校、

家庭与社区三位一体构建青少年

科普教育可行性研究》调研报告，

获得课题经费１０万元。

【组织承办学术交流活动】　２０１７
年，口区科协努力搭建学术交流

平台，分别与同济医院、省防腐协

会、普爱医院联合申报学术项目，

共获得市科协专项资金 １０万元。
１０月１３日，与武汉市第四医院联
合举办“关节炎诊治新进展论坛暨

关节及周围损伤围手术期护理研

讨”综合交叉学术交流活动；１１月
２８日，与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防

腐学会联合举办《材料腐蚀学与桥梁安全》综合交

叉学术交流活动，来自全省３１个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及企业单位的百余名科技人员参加学术交流会；

１２月１６日至 １７日，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成功举办“炎症与代谢异常—青年科学家论坛”

学术交流活动。

【提高公民科学素质】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协科普助
推幸福社区工作持续推进。以创建各级科普示范社

区为抓手，夯实科普覆盖面，提升科普助推幸福社区

服务能力。古田街汉口春天社区获批为省科普示范

社区，获得省级奖补资金１０万元；易家街东华社区、
长丰街长丰社区、古田街罗家墩社区等１０个社区被
评为市级科普示范社区，获市级奖补资金５０万元；
以社区科普大学教学示范点为载体，开展科普教育

培训，打通科普服务“最后一千米”，组织古田街汉

口春天社区、荣华街中山社区成功申报市级教学示

范点，六角亭街民意社区等１０个社区被评为区级教
学示范点。

【创新科普宣传】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协组织开展科
普电影进社区活动，全年共放映科普电影６０场；改
版口科协网站，建立“网上科技工作者之家”；将

科普口微信平台列入口发布微信矩阵，保持工

作日每日更新，宣传区科协系统工作动态及科普知

识，每季度举办一次网络科普竞赛，特别是“秀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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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口———绿色发展”随手拍摄影大赛，吸引众

多科普爱好者参与；建立科普 ｅ站，为１０个社区配
备科普全媒体阅览屏，定期推送科普信息。在罗家

墩社区建成区内第二家社区科普活动馆。

【组织院士专家进基层】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协组织
院士专家进企业、进校园、社区、机关活动１３场，联
合区教育局举办科技竞赛３场；邀请市委党校副教
授叶璇为区委党校领导干部培训班学员讲授“坚持

发展理念，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专题课

程；联合区委宣传部、区环保局，邀请武汉大学博士

生导师、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周培疆教授，为机关干

部作“低碳绿色循环发展与长江经济带建设”专题

辅导报告。

【开展全国科普日】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协围绕“创
新驱动发展，科学破除愚昧”主题开展２０１７年全国
科普日活动，通过创新方式，以“科普汇演 ＋整合渠
道资源＋科技体验”的模式，借助科普信息化手段，
普及科普理念、解析科技热点、传播科学精神，着力

打造具有口特色的科普活动。

组织街道社区以“贴近居民、贴近生活、贴近

实际”为原则开展３１场次的系列科普活动；组织
辖区科普教育基地集中开展“创新引领发展”开放

日行动；联合区委防范办、区教育局、区食药监局、

六角亭街，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等单位，举行区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活动中

演出《科普相伴 幸福多彩》等１０个节目，并穿插
举行有奖科普知识竞答，活动现场“破除迷信、反

对邪教”和食品安全知识的系列宣传展板吸引了

公众。由市第一医院、市精神卫生中心、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普瑞眼科医院等医务专家组成多个健

康服务小组，从健康饮食到强身健体、从咳嗽发烧

到疑难病症、从个人心理调节到家庭关系处理等

方面，为居民群众进行详细解答和咨询。同时广

泛邀请市区内外科技、科普设计制作企业，以参与

体验的方式展示口的科技成果，如大数据、大健

康、大交通、３Ｄ打印、ＶＲ（ＡＲ）、人工智能及其他穿
戴设备等，为现场参观人员提供体验互动和讲解。

区科协系统工作人员组成的科普志愿者为来往市

民发放科普日宣传资料，市区领导向街道科普志

愿者授旗并向社区科普大学赠书。通过评比，区

科协被中国科协授予 ２０１７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优
秀组织单位。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普教育基地一览表

名　　称 地　　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湖北警察史

博物馆

南泥湾大道 ９９
号湖北警官学

院院内

周　斌 ６１６３０２６２

桥梁科普教

育基地

建设 大 道 １０３
号

汪正兴 ８３５５６１９７

武汉血液科

普馆

宝丰一路 ８号
武汉血液中心

院内

聂东航 ８３６４２９２２

（余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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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军 事

政 法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共武汉市口区委政法委员会
（简称口区委政法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忠诚履

职、拼搏赶超，有力维护全区政治社会稳定，实现平安

口建设历史性进步，打造一批在全国、全省有影响的

法治建设亮点，形成一批有口特色的经验，为建设现

代科创智城、美丽生态口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维护社会稳定】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政法委坚持以
大接访为切入点，建立“领导开门接谈、专班稳控化

解、领导包案、属地重点稳控、区委区政府定期研

判”五大机制，口区在全市第一场拼搏赶超交流

会上进行发言。市交办区内的第一批１７６件信访积
案全部办结，化解１７４件，化解率９９％；第二批１０１
件已化解９４件，化解率９３％。２０１７年，口区四套
班子领导接访６００余批次、２３００余人次，有效化解
一大批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进京越级访比上年下

降４４５％。自上年９月起已连续６个月无中央省
市重点人员进京上访。做好敏感节点安保维稳工

作，圆满完成全国和省、市、区“两会”、金砖国家峰

会、李克强总理考察汉正街等期间维稳安保任务。

区公安分局受到市委嘉奖，区维稳办荣获“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度湖北省维稳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区信访
局被评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度湖北省信访工作先进单
位”和“湖北省信访系统２０１７年度创建人民满意窗
口优胜单位”，口区是全市唯一获得３个省级荣
誉的城区。

【平安口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政法委坚持以
人民满意为落脚点，稳步实施１１４工程，推进综治中

心、网格管理中心、社区网格站建设，开发“领导通”

工作模块，完成 ＡＰＰ及时调度、督导网格员工作。
７８个高空视频监控点，３０个铁路沿线视频监控探
头，４０００个覆盖重要部位和关键点的视频探头、多
维感知、ＷＩＦＩ嗅探建成使用，部分重点路段实现无
人机巡逻，“天网”建设初具规模。推广智慧小区，

实现对辖区重点人员等特殊群体的动态管控。每月

开展警情通报，对治安问题突出的重点部位、场所、

行业，进行集中整治、挂牌督办，连续６年实现火灾
“零亡人”，交通死亡人数“逐年降”。积极推进平安

校园、平安医院、平安社区、平安市场等平安创建活

动，创立未成年人“心港湾”观护基地，“十五分钟法

律服务圈”和“红色调解室”等品牌，区人民法院被

推荐为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全国创建“平安医院”活
动表现突出集体。坚持安保队员每天夜巡，每周警

务站、街道、社区、志愿者集中夜巡，违法犯罪警情、

刑事有效警情比上年分别下降 １３６％和 ２２９％。
通过“地铁传媒”“喜子来了”等传统媒体和“口发

布”“口平安校园”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媒体广泛宣

传平安口建设。口区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

工作经验在全国交流，“一感两度两率”（“一感”指

群众安全感，“两度”指社会治安满意度、政法机关

公正执法满意度，“两率”指平安创建活动知晓率、

参与率）测评成绩在湖北省排名大幅上升，是湖北

省唯一一个各项指标均大幅提升的县（区）。

【法治口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政法委坚持以
品牌创新为支撑点，法治口建设形成一批亮点特

色。口法治工作被国务院法制办点赞。推出９大
法治惠民惠企项目，其中“家事法庭”从全国试点走

向全国示范，网络投票排名全市第二，“海燕直通

车”成为全市户籍办理典范，经“防盗诊所”诊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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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４月５日，口区委政法工作会议召开

的房屋无一被盗，受到《长安》杂志推介，“古四黄手

环”已帮助１０００余名走失老人安全回家，全年该类
警情下降８０％，已在全市５６个警务站推广。司法
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司法责任制落地生根，认罪认罚

从宽试点效果明显，研制的量刑建议算法，全年适用

案件４０５件，当庭宣判率 １００％，无上诉和抗诉案
件，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肯定。推进涉法涉诉信访

机制改革，口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经验在湖北省

交流，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被最高检评为全

国文明接待室。建立健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工作机制，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９４６％，位居全市
前列。区法学会第一届“社区法治论坛”成功举办，

法治建设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服务中心大局】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政法委坚持以
服务经济为结合点，保障大局展现新作为。认真贯

彻湖北省委政法委服务经济发展十六条意见，积极

开展“双万双联”“万警进社区”活动。设立汉正街

·武汉中央服务区检察服务站，为非公企业发展提

供犯罪预防、法律援助、申诉受理、普法宣传等“一

站式”服务。护航小微企业发展，正确把握法律政

策界限，依法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不批

捕、建议变更羁押强制措施２０人，防止办案对小微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加大对严重经济

犯罪的打击力度，妥善办理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等案件２６件３９人，成功办理涉案
金额近３０亿元的“盛世财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服务和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妥

善化解涉拆迁改造的安置补偿纠

纷，涉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公租房租

赁纠纷，涉红星美凯龙、宜家荟聚

购物中心商户租赁等系列纠纷。

运用公益诉讼主打“生态保护

牌”，调查线索１８件，督促恢复被
非法改变用途的林地５０００余平方
米，清除固体建筑垃圾并平整土地

３万余平方米，督促整改两个直排
汉江的市政污水口。依法对古田

加油站违法多占林地案提起公益

诉讼，查处韩某某等人在透绿工

程、张毕湖公园项目征地中滥用职

权、受贿案。深入开展“法律六

进”主题活动，加强对企业经营管

理人员法律法规培训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培训企

业经管人员２４００人次，进一步提高其依法经营、防
范风险的能力和意识。

【政法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政法委坚持以
忠诚担当为着力点，政法干警呈现新风貌。围绕“五

个过硬”（政治过硬、业务过硬、素质过硬、纪律过硬、

作风过硬），开展法治培训，组织参加全国政法干部学

习讲座，贯彻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

意见，实施干预司法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全力

推进政治建警、素质强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激发

政法干警履职尽责、创优争先的激情和斗志。全区政

法战线有３６个集体、２５４人次受到市级部门以上表
彰，涌现一批在全国、全省有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肖成杰）

公 安

【概况】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公安局口分局（简称
口公安分局）围绕“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总要求，以市局“万名警察进社区”活动、

“三打击两整治一提升”（严打盗抢骗、严打黑恶势

力犯罪、严打网络贩枪，整治毒品犯罪和公共安全隐

患，提升群众一感两度两率）专项行动和“马上办、

网上办、一次办”３项重点工作为抓手，加速推进情
报指挥中心、合成作战中心、治安防控中心、执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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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心、新闻舆情中心等五大中心建设，全力构建现

代化警务机制，强化打击破案，全力维护社会平稳，

实现上级、群众、民警“三满意”，促进口经济社会

健康发展。

【反恐维稳】　２０１７年，口区公安分局以“人、地、
事、物、组织、网络”等基本要素为中心，建立重点人

员网格化管控新机制，落实分级管控，强化情报摸排

研判，不断完善反恐维稳体系建设。全年完成中共

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受到市公安局通令嘉奖。在

　　２０１７年１月４日，口区委常委、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晓红作为武汉市唯一的参
会行政区代表，在全国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现场会上进行经验交流发言

安保维稳期间，破获一起“伊吉拉特”涉恐专案，刑

事拘留１４人。圆满完成李克强总理考察汉正街警
卫任务。全年４５场大型活动安保无一差错，１１３起
群体性事件妥善处理，１７４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平稳
解决，特别是省委书记蒋超良就分局参与妥善处理

美国驻华大使来汉举行晚宴一事批示肯定：“应对

得当”。

【侦查破案】　２０１７年，口区公安分局以“三打击
两整治一提升”专项行动为工作重点，不断提升合

成作战实战效能，完善合成作战工作机制，充分发挥

技侦、视侦、网侦、情报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坚持大案

小案两手抓，着力提升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全

年共破获刑事案件２７７７起，刑事拘留１５８３人，分别
比上年上升４６％和２６％。破获的３起经典案件受
到省公安厅贺电肯定，劝返一名潜逃１２年的境外逃
犯，打响２０１７全市境外追逃“第一枪”。全年命案
发生六起破获六起，再次实现命案

全破。

【治安防控】　２０１７年，口区公
安分局深入推进警务机制改革，聚

焦“提能、增效、减负、实战”目标，

整合机关１２个职能大队警力，高
标准建成情报指挥、治安防控、合

成作战、执法监督、新闻舆情等“五

大中心”并投入实战。全区 ３８００
个视频监控、１５个多维感知、１５个
人脸识别、１０套电子围栏等技术
设备按期建成，打造视频建设联网

应用防控升级版。“防盗诊所”街

头设点、问诊上门，１４８个物业小
区持续２８天“零发案”。全年违法

犯罪警情３６３５７起、刑事有效警情６１６４起，比上年
分别下降 １３６％、２２９％。平安口建设成效被
《湖北日报》整版报道，赢得群众点赞。

【公共安全】　２０１７年，口区公安分局深入推进
“生命防护工程”，５处危险路段、３０处临水临崖隐
患点位全部整改清零，全区交通死亡事故 １８起计
２０人，比上年下降１４％，连续６年交通死亡人数持
续下降。狠抓消防隐患整改，强化消防设施建设，一

次性投入３００万元，完成１０个老旧小区防火设施改
造，建成２８８个微型消防站，市级挂牌隐患单位整改
率 １００％。全区火灾起数 １７３起，比上年下降
１６４％，连续６年火灾事故“零亡人”。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公安分局始终坚持从
严治警、从优待警“两手抓”，完善分局《民警绩效考

核实施办法》和《基层所队站领导班子成员绩效考核

实施办法》，每月播放《警风聚焦》《督察通报》，狠抓

《从优待警六条措施》落地见效，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

当、党和人民满意的过硬队伍。全年４个集体荣立集
体三等功、１１个集体获得集体嘉奖、１人被市政府记
二等功、３人荣立个人二等功、３４人荣立个人三等功、
３４人受到市局嘉奖；分局连续３届蝉联“省级文明单
位”称号，荣获市局２０１７年工作成效展示“十佳分局”
称号，再次包揽市局“三项大奖”，全区政府部门履职

尽责督促检查测评成绩连续３年排名第二，连续５年
被评为区政府绩效管理立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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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中心”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公安分局针
对“集成作战效能不强、信息化应用水平不高、派出

所基础工作不牢”等现行警务机制中存在的短板，

聚焦“提能、增效、减负、实战”“警务资源优化配置、

警务流程重组再造、警务模式智慧整合、警务架构数

据支撑、警务工作提档升级、警务实战效能倍增、警

务执法群众满意、警务机制改革创新”的目标，坚持

“不变体制变机制”“虚拟机构实体运作”“警种主

建、分局主用”的原则，在高标准完成市局情报指挥

中心、合成作战中心、治安防控中心、执法监管中心、

新闻舆情中心五大中心建设的基础上，结合口实

际，积极打造集中督察、集中培训、集中接警、集中办

案、集中办证“五个集中”工作格局。在汉中所开展

“一室两队”和“中心社区警务室”试点，深化信息化

条件下的警务机制改革，统筹机关职能大队、派出

所、社区警务关系，处理好不同层次的职能划分、角

色定位，努力实现动态平衡和协调发展。

【“万名警察进社区”活动】　２０１７年，口区公安分
局组织市、区两级１３３９名民警深入全区１２７个社区
９６０个网格，建强１２７个基层党组织，组建街道治安巡
逻队、社区安保队、物业保安队２５８支，计２７６４人，建
设平安小区３９２个，覆盖率达９２７％。打造“无毒、无
赌、无邪、无发案、无越级上访”的“五无”社区４２个。
活动期间，“进社区”民警共联系家庭７３万户、群众
２０万名，共开展宣传１２万余次、服务１３万余次、帮
带９０００余次，收集解决问题７９７９个，全区违法犯罪
警情比上年下降１３７％，刑事有效警情下降２２５％。
中国长安网和《长安》杂志刊载作专题报道，市局先后

６次简报推介分局经验做法。

【创新“海燕直通车”服务模式】　２０１７年，口区公
安分局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一号工程”，创新成立

“海燕直通车”工作室，推出湖北省首创的“视频户政

窗口”，开通网上预约、上门服务“绿色通道”，主动上

门服务企业、群众，集中解决辖区葛洲坝、市地铁集团

等４５家单位６１２０名职工的安家落户问题，５７５２名大
学生、２７２名博士落户口区，为全市５年留下百万大
学生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长安网和《人民日报》等

２６家中央、省、市媒体５０余次报道点赞，区委、区人民
政府将“海燕直通车”纳入全区９大法治惠民工程。

【开创“防盗诊所”工作模式】　２０１７年，口区公

安分局创新推出“防盗诊所”工作模式，建立“望、

闻、问、切”四诊工作机制，在１５个社区警务室挂牌
成立“防盗诊所”，在６座街面警务站设置“防盗挂
号点”，通过进门入户、宣传“问诊”等多种方式，为

居民提供“上门防盗体检”式服务，推动防控阵地前

移，提高居民防范意识。“防盗诊所”工作开展以

来，全区入室盗窃警情比上年下降２６２％，创造了
全区１４８个物业小区连续２８天“零发案”的记录，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稳步提升，中国长安网和《长江

日报》等主流媒体３０余次推介工作经验。

【石乔乐队登上央视舞台】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７日，
口区公安分局“石乔乐队”受中央电视台邀请参加

《出彩中国人》节目，以一首原创歌曲《汉警的承诺》

生动诠释人民警察忠诚为民、无私奉献的职业情怀，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收到良好社会反响，为树立

“汉警”品牌、传播武汉公安形象作出积极的贡献。

湖北省副省长、公安厅长曾欣专门致电称赞并专程

到分局表示慰问，市公安局对“石乔乐队”及其民警

予以通令嘉奖。

【侦破“２０１７—２５９”部督特大贩卖毒品案】　２０１７年
７月２３日，口区公安分局在市局禁毒支队、技侦
支队的大力支持下，分局通过缜密经营、艰苦侦查、

协同作战，侦破公安部“２０１７—２５９”特大毒品案，摧
毁一个从成都至武汉运、贩、销一条龙的“四级”贩

毒团伙，全案抓获并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１０人，缴
获冰毒１７千克、毒资８８万元。７月２４日，湖北省
公安厅禁毒总队专门发来贺电，７月２６日，武汉市
公安局副局长张荣成批示给予高度肯定。

（黄翼龙）

检 察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检察院坚持服务全区
发展战略目标，以司法办案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以队伍建设为根本，强化责任担当，着力攻坚克

难，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２０１７年，被武汉市
人民检察院授予“武汉市先进检察院”称号。

【刑事检察】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检察院以人民平
安需求为导向，严厉打击邪教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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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口区人民检察院组织“两反”（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
权局）转隶人员合影留念

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毒品犯罪等危

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犯罪。全年

审查批准逮捕６３１件７４０人，提起
公诉８９１件１０５１人。依法办理宋
某、石某等４人特大电信诈骗案，３
名主犯均被判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
刑；及时批捕张某某利用网络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案，该案为“两高”相

关司法解释生效实施后全市首例。

【法律监督】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
检察院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

法监督、规范监督，为法治口、生

态口建设贡献检察力量。坚持不

懈加强诉讼监督，监督侦查机关立

案４７人、撤案４５人，监督纠正违法
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侦查活动违

法情形３３件次。完善“两法衔接”机制，与全区１５家
行政执法单位联合建立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行

政机关在信息平台上录入行政处罚案件１２０２件。抓
好刑事审判监督，提出刑事抗诉数居全市检察机关前

列。开展裁判结果监督３件，办理审判和执行活动监
督案件１６件，纠正违法情形１０件。全面提升刑事执
行监督，加强驻所检察工作信息化，建成并开通“两网

一线”，推进全国“一级规范化检察室”建设。规范驻

所检察工作，对在押人员羁押期限、交付执行等情况

进行专项清理，纠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人混押

的违法情形２１件。积极探索运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
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相关经验做法和操作流程

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文件形式在全国检察机关推广。

【职务犯罪预防和打击】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检察
院认真贯彻中央反腐败总体部署，在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进程中，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继续加力加劲，毫

不懈怠坚决查处腐败，切实做到力度不减、尺度不

松、节奏不变。全年共查办贪污贿赂案１９件２１人，
渎职侵权案３件６人，所办案件均为大要案。推进
职务犯罪精准预防，结合办案开展预防调查４０次，
提出预防检察建议３８件，向社会提供行贿档案查询
５４１６次，与邮政口区分公司联合开展预防职务犯
罪活动。组织廉政座谈１２场，与区纪委合力建设反
腐倡廉教育基地，接待全区党员干部参观３０００余人
次。扎实开展职务犯罪案件“四项清理”（职务犯罪

案件线索、久立未决案件、涉案财务、强制措施清

理）专项工作，为监察体制改革打好基础。全力配

合支持监察体制改革，提高政治站位、严明政治纪

律，做到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确保２３名
干警按期转隶，划转编制２９个。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检察院
深化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综合运用法律指引、道德教化、心理疏导等手

段，劝返集体访２００余人、过激访３７人，化解信访积
案１９件，向经济困难的刑事被害人发放司法救助金
１４万元。口区人民检察院总结的“一转二访三机
制”（“一转”即转变思维模式，变被动接访为主动化

访、变孤军作战为合力攻坚、变空洞说教为真抓实

干；“二访”即把控初访环节，防止矛盾拖延和激化；

实行带案下访，注重司法人文关怀；“三机制”即矛

盾纠纷化解联动机制、预警研判机制、第三方参与化

解机制）信访工作法在全省检察系统推广。强化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对４１名未成年人开展附条件不起
诉，依托“心港湾”未成年人观护基地进行教育矫

治，参与校园环境治理，依法起诉校园暴力、校园欺

凌犯罪１２人，组织“蔚蓝”志愿者服务队深入全区
２２所中学，开展“法治进校园”巡讲２７场。

【服务经济发展】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检察院挂牌
设立驻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检察服务站，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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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润生活·润企有声”系列活动，为非公企业发展

提供犯罪预防、法律援助、申诉受理、普法宣传等

“一站式”服务，打造非公企业“家门口的检察院”。

护航小微企业发展，依法对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

微的企业管理人员、技术骨干不批准逮捕、建议变更

羁押强制措施２０人。

【检察改革】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检察院注重司法
改革各项工作的落实，不断破解难题，推动改革向纵

深发展、向深层次迈进。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度，突

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建立司法业绩档案，落实办

案责任制，全面改革“三级审批”模式，检察官独立决

定案件占总数的９２％，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办理
时间平均缩短１天和６天。严格执行“随机分案为
主、指定分案为辅”轮案机制，除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外，所有案件由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自动分配。入额领

导干部回归办案一线，直接办理案件４８３件，检察长、
副检察长赴看守所提审、出庭支持公诉已成常态。积

极推进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至１２日，驻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口总商会）检察服务
站开展“法润生活·润企有声”系列活动，为辖区内２０多家商会联络员提供法律培训
和法律咨询

度试点，研制量刑建议算法，打造精准量刑标尺的工

作经验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肯定，全年适用案件４０５
件，当庭宣判率达１００％，无上诉和抗诉案件。切实加
强智慧检务建设，充分挖掘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大数据

平台功能，提取和恢复各类数据２万余条，查询和分
析各类信息７万余份。全面部署电子卷宗系统，制作

电子卷宗４６２２卷１６万余页，开展智能语音识别系统
应用，识别准确率平均达到８６％，开通远程视频接访
系统，完善网上举报、控告、申诉功能，逐步实现从群

众来访向视频接访、网上信访的模式转变。

【执法为民】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检察院以开展
“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专项活动为契机，

把生态环境保护贯穿检察工作各环节，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运用公益诉讼主打“生态保护牌”，督促恢

复被非法改变用途的林地５０００余平方米，清除固体
建筑垃圾并平整土地３万余平方米，督促整改两个
直排汉江的市政污水口。依法对中环北古田加油站

违法多占林地案提起公益诉讼并胜诉。加大对严重

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妥善办理集资诈骗、非法经

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案件２６件３９人，依法起诉
涉案金额近３０亿元的“盛世财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引导侦查机关打掉蔡某、周某等３人组成的跨
省网络贩烟团伙。

【阳光检察】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接受
人大司法监督，坚持重要工作部署、重大执法活动报

告制度，先后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检察工作 １５
次，寄送《检察工作动态》１０００余份。加强与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常态化联系，通过微信群、电子邮箱推

送工作信息１５３条，邀请代表、委员来院走访、座谈。
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组织

“十一种情形”的案件监督２４件，
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刑事申诉、司

法救助、信访接待、案件评查等工

作２２次，相关工作场景被中央电
视台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收

录。司法公开阳光透明，依托人民

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公开案件

程序性信息２６７３条、终结性法律
文书８０１份，公开比例达９１％。建
立重大复杂案件公开审查机制，公

开审查拟作不捕决定案件 ３件。
改建案件管理大厅，整合案件受

理、行贿查询、律师接待等功能。

受理辩护与代理预约２１９人次，为
律师提供电子卷宗光盘刻录服务。

开展国家宪法日、公众开放日、举

报宣传周等活动，召开专项法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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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活动新闻发布会，打造“网站、微博、微信、客户

端”四位一体的“检网阵”。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检察院积极应对
司法改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全力推进高水平检察

队伍建设。政治建设常抓不懈。实施“忠诚教育”

工程，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认真学习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迅速掀起学习宣

传贯彻热潮。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积极开展专题

学习、交流研讨、主题征文活动，推动政治纪律政治

规矩入脑入心，构建红色引擎，强化政治担当。狠抓

班子建设，党组一班人带头做榜样、抓学习、树正气，

在大局下行动，在合作中履职。深入推进“纪律整

训”工程，认真开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回头看”和

“破除中梗阻、提升执行力”等专项活动，加大检务

督察力度，着力查摆、整改作风问题。素能建设扎实

推进。实施“素质提升”工程，选派干警参加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司法实务专题培训４０人次，
邀请省市业务专家来院授课，定期开展技能比武、辩

论比赛、案例评比等岗位练兵活动。实施青年干警成

才工程，搭建青年干警成长４个平台，青年工作相关
经验在全市检察机关青年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

２０１７年，共有５名干警被授予全市“先进检察官”“优
秀公诉人”称号，１８名干警在省市各类调研征文、演
讲比赛中获奖。

（赵雅宁）

审 判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法院忠实履行宪法法
律赋予的职责，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扎实推进司

法改革，持续强化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全年受理各类案件１０９２８件，审执结９７０６件，涉诉
标的额５０１９亿元，比上年分别上升２８％、４１％和
３２％。

【刑事审判】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法院审结刑事案
件９９４件，判处罪犯１１９０人，其中判处５年以上有期
徒刑９８人，重刑率为８３％。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
无原则，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３６８名被告人适
用缓刑或单处附加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严厉打击

涉“黄”涉“非”违法犯罪行为，审理的一起非法批销

盗版及淫秽光碟案入选全国“扫黄打非”典型案例。

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利用“圆桌审判”，审

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１４件，比上年下降４６％。

【民商事审判】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法院审结民事
案件４１０１件。积极参与“平安医院”创建，审结医
疗纠纷案件１００件，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审结劳动
争议案件３１５件，加强劳动权益保护。审结交通事
故、侵权损害赔偿等案件２９０件，维护群众生命健康
权益。审结房屋买卖、租赁、拆迁补偿等案件 ７４６
件，促进房地产市场有序发展。及时妥善化解军队、

武警部队停止有偿服务活动中的矛盾纠纷，确保军

队财产不流失，群众利益不受损。

审结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商事案件１８４４件，
涉案标的金额１７０９亿元。审结买卖、担保、承揽等
合同纠纷１０２２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审结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信用卡等纠纷３０８件，化解金
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审结股权纠纷７１件，主动
为辖区企业破产问题提供法律咨询，促进产业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服务和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妥善

化解涉拆迁改造的安置补偿纠纷，涉华生汉口城市

广场公租房租赁纠纷，涉红星美凯龙、宜家荟聚购物

中心商户租赁纠纷。

【行政审判】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法院审结行政诉
讼案件１２４件，其中驳回行政相对人起诉或诉讼请
求６４件，撤销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
１９件，责令履行法定职责５件，经调解后行政相对
人撤诉３１件，其他方式５件。审查非诉行政执行案
件１３件，裁定准予执行６件。依法审理辖区首例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加强

与政府部门沟通，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４４人次，出庭率为４８９％，
其中区级机关行政首长出庭率达８３３％。

【执行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法院围绕“用两到
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加大执行力度，执结

案件２５５２件，执行到位金额６３７亿元，比上年分别
上升７９５％和１５４８％。在区委和政法委的支持下，
建立由法院与检察、公安、财政、房管、工商等多个部

门参与的解决执行难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党委领导下

综合解决执行难的工作格局。开展涉民生专项执行

活动，执结案件４２３件，执行到位金额９９３１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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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深化网络执行查控系

统应用，累计查询案件４１００件次。网络司法拍卖进
一步推广，共发布拍卖品８９件，成交３２件，总成交金
额６４２１１１万元，为当事人节省佣金２７３９万元。加
大联合惩戒力度，１９１７名“老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库，１４人上报全市联合惩戒曝光平台，让失信者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坚决惩治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犯罪，依法对被执行人实施司法拘留２１人，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３人。最高人民法院专项巡查组专
门来院检查并给予充分肯定。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９日，口区人民法院集中为一批涉民生案件的１７位申请执行
人现场发放执行案款，当事人向法官赠送锦旗

【司法为民】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法院固化立案登
记制改革成果，当场立案率９８％。进一步落实四级
接访机制，搭建“信、访、网、视”四维接访平台，引进

律师定期值班接访。全年化解信访老户１２人，信访
总量比上年下降４５％，其工作经验在全省政法机关
涉诉信访工作会议上交流。积极推进阳光司法，进

一步完善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

四大公开平台，全年直播庭审１２０场，上网公布裁判
文书１００６５份。组织青少年走进法院、社会各界群
众旁听庭审、新闻媒体见证执行等公众开放日活动

１６场。加强法治宣传，在微信、微博、网站、报刊等
媒体发布宣传稿件２１０篇，涉及青少年维权、劳动者
权益保护、民生案件执行等多起典型案例在央视

《经济与法》《今日说法》栏目以及省、市电视台法治

栏目专题报道。口区人民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表

彰为司法宣传工作成绩突出单位。

【司法改革】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法院全面推进司
法责任制改革，以建立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改

革任务全部完成，实现８５％以上法院人员向办案一
线集中。进一步明确审判组织权限和法官职责，确

立合议庭、法官办案主体地位，严格审判责任，实现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规范审判权运

行，构建全院全员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机制，做到放权

不放任，用权受监督。推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３４
名院庭长共办结案件３７３３件，占结案总数的３８％。
健全职业保障机制，研究制定员额法官办案绩效考

核办法，鼓励法官多办案，办好案。年内法官人均办

案数比上年上升３４％。
大力开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

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案情重大、证据认定存疑１０件
案件召开庭前会议，明确争议焦点，提升庭审质量和

效率。落实庭审实质化要求，推进证人、鉴定人员、侦

查人员出庭作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审理涉及申请

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６件，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审判、
无罪的人不受追究。坚持平等对待控辩双方，保障被

告人的诉讼权利，尊重律师的辩护意见。落实法律援

助值班律师工作制度，及时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积极构建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简易程序适用率

达７０％以上。通过速裁办理物业、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小额借贷等标的额较小的简易民事纠纷８２５件，
调撤率７５％。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
革试点，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依法从宽、从简、从快

处理，共审结此类案件４２９件４４４
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４３８％，其
中，适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快审快

结３７２件，当庭宣判率１００％，非监
禁刑适用率 ６１３％，服判息诉率
９７７％。

继续深入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

工作机制改革，全年审结家事纠纷

案件４４２件，调撤率７２％。从社区
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妇女儿童维

权、心理咨询等专业人员中选任家

事调解员和家事调查员，积极探索

婚姻质量问卷评估、家事案件财产

申报、律师调查令、离婚证明书等工

作制度，逐步完善以“诊疗式调解

法”为基础的家事纠纷多元调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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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日，武汉市法治惠民项目市民体验团参观口区人民法院仁寿法
庭（家事法庭）

制。其相关工作经验在全国人民法

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

点工作推进会上交流。仁寿法庭被

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国２０家“人
民法庭研究基地”之一，《人民法院

报》《长江日报》等多家媒体对家事

审判进行深度报道，家事法庭从全

国试点走向全国示范。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
民法院坚持把党建工作摆在首位，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教育引导干警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始终坚定“四个自

信”。严格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强化“两个责任”，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

力。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通过日常巡查、纪律作风

整训和专项督察，坚决防止“四风”反弹。坚持有案

必查，认真核查投诉举报，没有发现违法违纪问题，

实现队伍“零违纪”。组织干警参加各类业务培训

班５４期，培训干警４００余人次，开展案件质量评查、
优秀裁判文书评比、书记员技能交流等岗位练兵活

动，提高整体办案水平。

（朱娅敏　朱　丹）

司 法 行 政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司法局按照中央和省、市
司法行政工作会议部署，积极适应口经济发展新

常态，牢牢扭住全区转型、创新、升级主题，发挥司法

行政职能作用，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生保障提供

有力法律服务。全年累计调处纠纷７８２６起，调解成
功率 ９８３７％。接收社区矫正人员 １９３１人，解除
１７０７人，在册社区矫正人员２２４人。全年普法人数
６３５３５人，开展普法讲座 ３４３场次，法律培训 １２２４
场次，法律咨询３１２５场，法治文化活动２５７场，法治
文艺演出２４０场，发放宣传资料４５１００份。为困难
群众无偿提供法律援助５８７件，其中农民工法律援
助案件２２０件。

【“七五”普法】　２０１７年，口司法局注重领导干
部、公务员等重点对象的普法。开展领导干部学法

用法示范工程，采取中心组学习、党校轮训、专家辅

导、庭审观摩、知识测试等形式，推动领导干部学法

用法。会同区法治办举办以法治为主题的区委中心

组（扩大）报告会和３期５００余名区管以上领导干
部参加的法治培训班，并将测试成绩作为领导干部

年度述职报告中的重要内容。组织２４２７人参加全
区年度普法无纸化网上法律知识考试，参考率、合格

率均为９９８４％。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宣传教育机
制。深入推进“七五”普法，制定口区“七五”普法

规划。制定《口区关于建立“谁执法谁普法”普法

责任制工作实施意见》《口区“谁执法谁普法”责

任年度项目清单》，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考核机制。

选取２０个区直部门先行先试，申报重点项目。开展
“三百”（百所学校、百家企业、百个社区）行动责任

清单，推行“精准普法”。抓好重点时段，开展形式

多样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先后开展“３·８”维权周、
“３·１５”“网络诚信 消费无忧”、“４·２６”知识产权
周、“６·２６”“法治口 禁毒先行”、“１２·４”国家宪
法日等主题宣传和维权服务活动。录制《给全区居

民的一封信》普法广播通稿在全区各街道、社区循

环播放。对全区６２所中小学的校园法务室进行规
范化建设，推进“法治读本”“法治课时”双规范工作

落实。把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送到施工现场，培训

企业经管人员２４００人次，进一步提高其依法经营、
防范风险的能力和意识。建立领导干部法治文化教

育基地和青少年法治文化教育基地。将“法治元

素”辐射全区普法工作中，建设以汉水熙园小区法

治文化广场为核心，辐射小区路面、广场、花坛、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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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口区基层司法所一览表

名　　称 办 公 地 址 所　长 人数 联系电话

易家街司法所 长丰大道附８号 王进波 ５ ８３３０６９４０

古田街司法所 古田二路易农街８号 周菲棣 ４ ８３８６８６２３

长丰街司法所 古田二路北１５８８号 罗　晖 ５ ８３８２２４５３

韩家墩街司法所 解放大道３２９号 冯四忠 ６ ８３８３２８４３

宗关街司法所 建设大道４１号 张莉娜 ５ ８３９９０１５３

汉水桥街司法所 仁寿路双厂巷２号 周大双 ４ ８３９８２１９０

宝丰街司法所 解放大道宝丰街１３号 田　军 ４ ８３７６１５１６

荣华街司法所 玉带正街１２３号 胡绍汉 ５ ８３７７４２５０

汉中街司法所 汉正街４０５号 胡绪生 ４ ８３７３００６３

六角亭街司法所 利济东街１５５号 黄楠庭 ５ ８５４２３８２９

汉正街司法所 长堤街５２１号丽景苑小区４楼 周宗发 ６ ８５６９６０２５

２０１７年口地区律师事务所一览表

名　　称 办 公 地 址 主　任 人数 联系电话

湖北重道律师事务所 古田二路丰茂路１号 祝存应 ９ ８５７８７７０１

湖北原道律师事务所 口经济开发区长云路８号 舒永华 １０ ８３６１２０１８

湖北法正联合律师事务所 解放大道５７８号中御广场２５楼 王远华 １２ ８３７８１００３

湖北楚义君律师事务所 建设大道１４２号湘商大厦５楼 宋经传 ２１ ８３８８７２０６

湖北海纳川律师事务所 解放大道宝丰路１号湖北商务大楼１９０３室 龚振国 １０ ８３６０２８３８

湖北君与时律师事务所 古田四路长安路 张丽君 ３ ８３８３８６２８

湖北竟弘律师事务所 解放大道１１２７号富商大厦１５０１室 沈　莉 ９ ８３６３０３２３

湖北益之道律师事务
解放大道宝丰路 １号湖北商务大楼 １３楼
１３０９室

蔡小林 ６ ８３６４０１４０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武

汉）分所
建设大道１４２号湘商大厦８楼 邱启雄 ３１ ５９７２１１１１

湖北慧亚琰律师事务所 古四侧路１６号２号楼９０４ 肖慧斌 ５ ８３７９２９９６

湖北昊楚律师事务所 古田四路广电财富中心２１楼０１室 梅　勇 ６ ８３８６９１２９

等区域的社区法治文化宣传阵地。一期工程投资５０
余万元，占地３２００平方米。在中百仓储、南国西汇、
武汉荟聚中心等人流密集型场所设立普法宣传岗，借

助于分布在道路、广场、社区的９３个 ＬＥＤ法治文化
宣传灯箱传播法治文化，打造具有本区特色的法治文

化宣传阵地。

【人民调解】　２０１７年，口区司法局注重开展矛盾
纠纷排查调处，落实“月排查”“周报送”制度，完成矛

盾纠纷排查６９８８次。围绕招商引资重点工程，组织
各级调委会积极开展涉企矛盾纠纷专项排查化解，累

计调处涉企矛盾纠纷２２６起，成功率１００％。坚持季
度和年度纠纷分析研判制度，分析研判阶段性矛盾纠

纷发展趋势，提出相应预防措施，为上级决策提供有

效参考。引导律师发挥专业优势参与人民调解工作

机制。规范人民调解卷宗电子化工作，对各调委会上

交的卷宗做到严格把关审核，做到形式规范不走样。

坚持人民调解基本属性，持续推进行业性专业性人民

调解工作，加强对新领域人民调解组织业务指导，不

断扩大人民调解工作覆盖面，发挥人民调解整体优

势。引导各类人民调解组织积极参与配合市、区中心

工作和街道党委政府综治工作，积极发挥“红色调解

室”作用，建立重大疑难纠纷调处紧急预案。

【社区矫正帮教】　２０１７年，口区司法局完成社区
矫正管理中心基础设施建设与配置。继续完善组织

队伍建设，成立社区矫正管理中心工作专班。整合

资源、齐抓共管，筑牢工作平台。进一步明确社区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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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６日，口区召开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会议

正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工作

职责，坚持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制

度，完善公、检、法、司信息互通常

态工作机制，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工

作规范化建设，出台《口区社区

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工作实施方

案》，成立口区社区矫正审前社

会调查评估小组，采取街道司法

所、矫正科、分管领导三级审批制

度，共计开展审前社会调查 ３１４
件，其中速裁案件２２８件，保障人
员衔接率 １００％，思想教育率
１００％；全年提出收监建议４人，撤
销缓刑建议６人，收监执行２人，警
告４１人次，无脱管漏管，无重大刑事案件和群体性事
件发生。加大执法监督力度，设立口区社区矫正工

作检察室，建立日常抽查巡查制度。２０１７年，全区刑
释在册人员１４３３人，新增刑释人员３１３人，解除刑释
人员４６０人，衔接率和核实率达１００％，刑释人员重新
犯罪率严格控制在３％以下，达到市级标准。安置人
数及帮教人数均达在册人数９５％以上，重点帮教人
数（三无、特困、重犯）达７６人，设立区级工作机构１
个，所级工作机构１１个，社区级工作机构１２７个。

【法律援助】　２０１７年，口区司法局继续推进法律
援助工作扩容、提质、增效，构筑区、街、社区“三级”法

律援助工作网络，联合区工会、区妇联、区残联等社会

团体、区人民法院及街道司法所设立３０个法律援助
工作站，在１２７个社区建立法律援助受援点，形成“法
律援助十五分钟便民服务圈”，让社区群众的法律援

助需求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满足。逐步扩大法律援助

受案范围，开通农民工、残疾人、妇女儿童法律援助绿

色通道。在女子监狱服刑人员和青少年中开展专项

讲座与维权服务。加强与劳动仲裁和劳动监察部门

的沟通协作，及时帮助引导农民工通过申请法律援助

维权。制定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

作的实施方案，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挑选骨干律

师，建立口区名优法律援助律师专家库。开展“每

案必访”服务满意度调查，对２０１７年已办结法律援助
案件逐一进行电话回访，受援人满意度达９８％以上。

【法律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区司法局制定《社区
（村）法律顾问周四值班情况检查台账》，形成社区、

司法所、司法局三级检查、三级台账的模式，综合三

级的检查情况确定律师的补贴发放。建立“机动律

师”制度，确保社区律师不缺勤，不空岗。加强律师

队伍建设，完成２０１６年度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年检注
册工作。截至年底全区共有１３家律师事务所，１３７
名在册律师，累计收入 １２９１万元，创造税收 ６２万
元。组织开展口区律师联谊会理事会换届选举，

开展学习培训交流活动，提升律师整体素质。积极

组织律师参与公益活动，共参与妇联法律援助值班

１４次，禁毒值班７次，通过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
供法律服务６场次。推荐律师１０余人加入口区
普法讲师团。１０月建立“口区社区矫正律师顾问
团”，为社区矫正人员开展法治讲座３０余场。

【基层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司法局完成司法所新
（改）建项目。按照“一所三中心”和规范化司法所

建设要求，完成荣华、韩家墩街司法所的新（改）建。

制作统一模板，指导司法所严格工作流程、规范工作

台账、规整工作资料。发挥汉正、宗关两个省级规范

化司法所引领作用，以现场会形式分享经验，为其他

各所规范化建设提供指导参考，推动落实对标创建。

（云燕燕　周　扬）

人 民 武 装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武装部（简称口区
人武部）以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强军思想为核心，注重抓战备训练，牢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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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日，口区人武部组织召开驻口区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
作推进会

立站排头、创一流的思想，高标准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呈现出稳中有进、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

【战备训练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武部注重修订
完善各类战备方案，进一步调整充实抗洪抢险、维护

稳定、处置突发事件等非战争军事行动预案，确保遇

有情况能迅速地处置。落实外出民兵登记、统计和

联系制度，有效对全区基干民兵实施动态管控。结

合民兵整组工作，适时组织民兵进行专业训练和共

　　２０１７年防汛期间，口区人民政府、区人武部协调火箭军指挥学院防汛工作负
责人到辖区２４．５平方千米险段进行现场勘察

同科目训练，训练任务达到１００％。进入汛期后，人
武部及时修订防汛抢险预案，组织

召开防汛抢险工作会议，进一步补

充完善防汛抢险物资器材，按照上

级要求落实 ２００人的防汛应急力
量参与辖区险工险段排查及防汛

值守任务。

【民兵组织整顿】　２０１７年，口
区人武部严格贯彻落实民兵整组

工作，加强基层民兵组织和专业队

伍建设。２月中旬，联合区委、区
人民政府召开全区民兵整组工作

会，部署工作任务，明确有关要求，

下发整组工作方案，开展业务培

训，为落实规划调整、圆满完成基

干民兵编组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注重人武部正规化建设达标

成果向基层转化，以汉正街、长丰

街武装部为试点，狠抓全区基层正

规化建设，改变以往基层武装阵地

建设滞后的面貌。

【兵役征集】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
武部坚决执行武汉市征兵办征兵

命令，坚持以兵员质量为核心，强

化组织领导，严格抓工作落实，完

成年度兵役征集任务。２月 ２１
日，组织街道武装部和各高校召开

征兵准备工作会议，部署相关任

务。严格按照湖北省军区高校征

兵的方法步骤，制定高校征兵工作

方案。４月底，人武部机关干部深
入各所高校进行征兵宣传活动。６

月下旬和８月初，分别组织高校大学生和辖区青年
应征体检。经过严格体检把关、政治考核、体格复

核、集体定兵公示、输送交接新兵等环节，征集义务

兵２４４名，其中，大学生比例达 ９７％；征集女兵 ９
人、直招士官６人，全部为大学学历。

【国防动员与国防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武部注
重健全与完善国防动员预案，进一步规范国防动员

各专业办公室职责任务。扎实开展国防动员和地方

拥军支前潜力调查，进一步摸清全区动员潜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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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兵整组、训练、兵役登记、征兵宣传、国防教育日、

军事日等时机，大力开展国防教育，全年普及６５万
人，在全区营造关心国防、拥军优属的良好氛围。

【停止有偿服务工作】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召开停止有
偿服务工作会议后，口区人武部联合区委、区政府

立即成立专班，迅速展开工作。通过大量的走访调

查，建立完善驻军停止有偿服务项目档案，掌握实际

情况，建立健全例会研究、情况通告、信息专报等制

度。专班成立后，分别接受省、市工作专班的检查，

得到领导和上级机关的充分肯定。１１月３日，人武
部组织召开驻口区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推

进会，口区政府副区长刘斌、区委办副主任范宁、

口区停止有偿服务工作专班、有关部队约３０人参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口区在汉中街汉中社区开展防空袭疏散演练

加会议，口区专班围绕各单位的诉求进行初步探

讨，对部队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截至

年底，省、市下达给口区的第一批３６９个项目，已
圆满完成关停任务；第二批６４个项目，完成关停２０
个，剩余项目均在加紧推进中，确保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１
日前全面完成任务。

（王文倩）

民 防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防空办公室（简称口
区民防办）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十九大精神为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人防建设的

重要指示精神和第七次全国人民防

空会议及省、市人民防空会议精神，

着眼军事斗争民防准备，围绕民防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推进防震

减灾一体化建设，提升城市综合防

护能力，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人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２０１７
年，口区民防办围绕全区中心工

作，突出重点，自觉融入区域经济发

展并主动作为。加强领导，强化责

任，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领导

责任，局党组及时调整安全生产工

作领导小组，与各街武装部、机关各

科所及人防工程使用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细化区、街、人防工程使用单位各自的安全生产工作

责任，明确目标任务和要求，落实人防安全生产的主

体责任。

人防工程建设稳步发展，防空地下室竣工７个
计７５８２２平方米，新建人防地下停车位１８９６个。金
三角公共人防工程停车场启用，为社会提供停车位

１８１个。全年受理人防工程建设审批５件，报建审
批面积为１３３３６平方米；人防工程拆除赔偿审批９
件，人防工程易地建设审批２件，人防工程依法配建
率１００％；依法收取易地建设费１６６０万元；按政策
减免或应建不建的项目报市办批准１００％。行政审
批职能于４月份全面移交给区行政审批局，并依法
落实人防工程建设事中事后监管。

坚持把人防工程安全使用管理放在首位，确保

安全稳定。加强对人防工程建设和使用的监督管

理，做到当年竣工人防工程平战结合利用率（使用

备案）１００％。加强人员的教育培训和预案演练，全
年举办安全培训班２次，参加人数１６０人，组织督促
人防工程使用单位开展消防安全疏散演练 １５次。
加大人防工程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全年检查 ４９
次，查出各类隐患４４处，下达整改通知单４０份，已
整改４０处。利用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人防工程使
用监管全覆盖，确保人防工程使用安全，平战结合人

防工程其所属人防设施、设备完好。

【指挥通信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防办注重信息
平台建设，确保连得通、用得上、能应急。加强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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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完成本级城市人民防空方案和重要经济目标

防护预案修订任务。完成视频会议终端改造升级，

实现通信装备和通信手段得到提升。加强人防专业

队伍建设与管理，认真贯彻落实《人民防空训练与

考核大纲》，制定年度训练计划，完成区级人防专业

队伍整组工作，落实区级人防专业队的整组和新大

纲施训工作，提高民防专业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

落实全区固定警报器社会化维护管理“六有”（有专

人管理、有职责制度、有管理协议、有登记记录、有档

案资料、有经费保证）达标工作，依法开展“１０·２５”
防空警报试鸣，警报器鸣响率１００％。“１０·２５”同
步开展社区居民和全区中小学校学生防空袭应急疏

散演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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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震减灾】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防办注重地震基
础设施建设，完成汉江湾江滩广场一处地震宏观

观测点，在机关大楼门厅建立地震信息播报终端

和地震信息节点，并在市十一中学、博学社区、汉

江湾江滩安装建设地震应急疏散场所标识牌。启

动区级防空防震科普馆建设，完成项目立项申报

审批工作。完成区级地震应急监测中心招标和建

设。积极应对省、市地震应急信息响应，地震应急

桌面推演。在全区开展“三网一员”（“三网”是地

震宏观测报网、地震灾情速报网、地震知识宣传

网；“一员”是防震减灾助理员）工作人员和社区群

众科普培训，全区街道和中小学生按要求分别组

织开展防空防震疏散应急演练。组织开展防震减

灾示范社区和示范学校创建工作，汉中街汉中社

区被评为省级、韩家墩街博学社区被评为市级防

震减灾示范社区，武汉市第十一中学被评为市级

防空防震科普示范学校。

【民防宣传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防办采取多种
形式、多种渠道、多种方法开展民防宣传教育，使民

防宣传“五进”（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

网络）得到落实。开展防震减灾周宣传系列活动。

５月１２日，在宗关轻轨站开展“防灾事关你我他、减
灾利国又利家”的主题宣传活动，全区各街道社区

分别在轨道交通１、３、６号线站点出入站口、大型商
场、广场等人流密集地点分设１０多个集中宣传点，
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共发放《市民防震手

册》５０００余册、宣传挂图１００套、宣传品５０００件，拉
宣传横幅５０多条，设宣传展板１００多块，取得良好
的宣传效果。组织社区居民及中小学生到武汉市防

震减灾展厅参观体验，开展地震科普知识讲座，结合

“１０·２５”警报器试鸣活动，开展防空防灾知识宣传
活动，向居民发放《武汉市民防知识手册》《武汉市

人民防空条例》等宣传品 ３０００余件。在全区中小
学落实民防知识教育内容，全区９５３７名中、小学生
接受民防知识教育。为全区初中二年级学生发放应

急包９４４１个，切实把人民防空宣传教育进学校落到
实处。１２月１４日，区教育局、区房管局（民防办）联
合在武汉市第十七中学开展一次别开生面的“学习

‘三防’知识，增强国防意识”主题宣传活动，武汉市

教育电视台进行采访报道。

【基层民防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防办注重落实
街道民防工作制度，结合基层改革实际，把街道民防

工作纳入街道绩效目标管理，加大对社区民防工作

的领导和指导，全面推进社区民防工作规范建设。

完成汉中街汉中社区、荣华街荣华社区、宝丰街站邻

园社区３个规范化民防社区建设。坚持属地管理，
加强人防工程、警报器社会化维护管理。街道武装

部对本辖区内的已建人防工程的管理使用情况做到

常态化管理，定期巡查。严格落实辖区人防工程安

全监管，结合安委会、消防、综治和专项整治工作一

道开展人防工程使用情况检查整治，同时协助区安

监局处理解决好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问题及安全隐

患，工程监管率达到１００％，确保口人防工程使用
安全。

（闫斯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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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经 济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２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祖才（右四）率队来口区调
研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项目，区委书记景新华（右一）、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右

五）等陪同调研

口区发改委）进一步深化项目推进和调度机制，

全力以赴推征收（拆迁）、促挂牌，推开工、促竣工，

固定资产投资在做大规模中优化结构。全年实现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２７０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９％，完成年度挑战目标，在武汉市７个中心城区
中，增幅排名第一，投资总量排名第五。

【重大项目调度】　２０１７年，口区发改委注重重大
项目调度与协调，城区项目中被列入省级重大建设

项目１项，列入市级重大项目９项，区级重大项目
８３项，其中，重大产业项目５０项，房地产项目（“城

中村”和保障性住房）１６项，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项
目７项，社会民生项目１０项。狠抓项目招商供地、
项目征收拆迁、项目开工、在建项目投资进度等重要

环节，深入项目建设现场调研，统筹支撑要素，优化

服务流程，不断健全完善全区重大项目建设区领导

挂点担任项目指挥长的落实机制、街道主责与部门

协调联动的责任机制、重大办统筹的“一周双会”调

度机制，全年组织重大项目调度会５９次，印发重大
项目专题纪要５７期。严格落实《区人民政府投资
项目评审管理实施细则》，健全完善工程建设领域

项目论证机制，依法依规高效审批。全年办理行政

审批１１４件，其中项目备案４７件、政府投资项目６７
件。全区完成征收（拆迁）１４５万平方米，供地挂牌
５１７亩（３４４７公顷），开竣工项目２５个，开竣工产
业面积１２１万平方米，建成停车泊位１９９０个。

【拓展融资渠道】　２０１７年，口
区发改委组织设立ＰＰＰ项目库，积
极争取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政策性

银行专项贷、企业城投债等政策性

融资１２３３３亿元。全年抢抓省委
省政府融资融智助推湖北长江经

济带建设政策机遇，主动对接省发

改委和国开行湖北分行，把握支持

方向、重点、领域，精心策划“汉江

湾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成功纳入

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融资规划，获批国开总行政策性融

资授信９５亿元，获批湖北省长江
经济带建设补助资金２００万元，为
区域产业升级、功能再造、生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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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提供“血液”。８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现
场视察古田，对口区长江大保护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省、市发改委鼓励和要求口区打造武汉长江大

保护的标杆、范本、典范。

（吴　薇）

招 商 引 资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招商局克难奋进，争创一
流业绩，引进和培育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年

内，口区引资总额实际到资５１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４１％，完成区级拼搏目标的１２４２％；实际利用外
资达７９１亿美元，增长１１％，完成市级拼搏目标的
１００％，总量中心城区排名第一；外贸出口完成３８８
亿美元，增长１６５７％，完成拼搏目标的１１０％，增幅
中心城区排名第一。口区获得湖北省唯一授牌的

“健康保险示范区”称号，口区招商局获得全区绩

效管理综合考评优秀单位。

【外事审批】　２０１７年，口招商局严格贯彻执行
市、区关于外事、驻汉办等方面的相关文件精神，严

守纪律红线，规范审批流程。全年审批全区因公出

国（境）１５批，２５人次，审核邀请外国人来华务工、
考察１０７人次，外地驻汉办事机构新办、变更撤销事
项１０批次。

【龙头项目】　２０１７年，口区招商局新引进３０亿
元以上服务业项目６个（中粮大悦城项目、葛洲坝
产城融合、电建双创中心、复星汉正街东片、龙湖汉

江湾、华润综合体），其中，投资５０亿元以上项目３
个（复星汉正街东片：引进复星高科技集团，总投资

４００亿元，在汉正街东片落地金融文旅、医疗健康、
时尚创意等产业项目；中粮大悦城：引进中粮集团，

拟投资７０亿元在新华书店片开发建设华中区域总
部、大悦城购物中心、新华书店、商务楼和住宅楼于

一体的“中粮大悦城综合体”；电建双创中心：引进

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拟投资２００亿元，引入其所属集
团金融、环保、建设等企业湖北区域总部，着力建设

“武汉双创中心”），大型央企投资项目４个（中粮大
悦城项目、葛洲坝产城融合、电建双创中心、华润综

合体）；世界 ５００强投资项目 ６个（中粮大悦城项
目、葛洲坝产城融合、电建双创中心、华润综合体、联

发九都府、厦门联发物业，其中后２项为当年上榜世
界５００强）；世界５００强国内５００强及跨国公司研发
机构１个（蒙牛科技创新中心项目）；新引进中国民
营企业５００强３个（华夏幸福、复星、龙湖）。

【地块招商】　２０１７年，口区招商局协助推动内燃
片、汉正街东片地块顺利挂牌，分别引进中国电建地

产集团和复星集团。中国电建地产集团将在内燃片

推出品牌住宅，复星高科技集团将在汉正街中央商

务圈建设“金融文旅蜂巢”“健康金融蜂巢”和“时尚

创意之都”。

【项目报送】　２０１７年，口区招商局报送市局入库
项目２９６个，其中，在谈投资过亿元项目６５个、已签
约投资过亿元项目２４个、总投资８８６１亿元、新注
册投资过亿元项目 ２０７个、总注册资本 １４７７２亿
元、新开工投资过亿元项目１５个。

【群策群力促招商】　２０１７年，口区成立由区委、
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区招商引资工作领

导小组，出台《中共口区委 口区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推进招商引资“一号工程”的实施意见》。明确

“两会”调度制度，建立组长调度会每月调度、联席

办公会每周调度、重点项目实时调度的运行机制。

构建各部门、各街道全面参与的“大招商”格局，招

商主责部门责任共担、目标共扛，信息互联互通，项

目高效对接，形成项目前期策划论证、中期协调调

度、后期服务落实的一体化工作链体系。全年组织

召开组长调度会６次，确保一批重点项目决策的科
学性和项目落地的高效性。

【政策引商】　２０１７年，口区招商局不断强化“大
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的招商导向，聚焦

现代商贸、工业服务、健康服务三大产业，延展

“１＋３＋Ｎ”产业，深化产业链分析，制作“产业招
商路径图”，建立目标企业库，储备 ４个产业方向
目标企业 ２０９家。统筹全区招商资源，动态更新
资源载体库，制作招商引资基础数据库手册、招商

宣传册、楼宇推介手册和地块推介手册，并建立

口招商微信公众号，涵盖区情、资源、政策等宣传

推广。制定出台《口区招商引资奖励办法》和

《口区促进新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为招商

提供政策环境保障。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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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招商】　２０１７年，口区招商局策划举办口
区招商引智座谈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与葛洲坝

集团、中粮置地、中电数据、平安不动产、大龙网５个
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湖北省保监会与口区政府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现场为健康保险示范区授牌。联

合同济医学院在１１０周年院庆之际，举办“校友资
智回汉聚”恳谈会，５０多位同济医学院海内外知
名校友共聚，区人民政府设立１０００万元的环同济健

　　２０１７年７月５日，口区人民政府与深圳市浪尖设计有限公司举行武汉Ｄ＋Ｍ
小镇项目签约仪式

康城人才奖励资金和５０００万元的健康产业创新创
业基金。积极参加“华创会”、鄂港粤经贸洽谈会、

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友资智回汉大会、民

营经济招商大会、全球服务外包大会、全球知名外资

企业及外企商会高层武汉行活动、湖北省央企对接

会等省市大型招商活动，分别与花样年地产、电建地

产、永辉集团、复星集团、宜家等８家企业签约。

【龙头招商】　２０１７年，口区招商局引进中粮大悦
城、永辉中百湖北总部，中百罗森、Ｔｏｄａｙ便利店领
跑新业态，均已完成工商注册；紫光互联华中总部、

猪八戒网湖北总部、大龙网湖北总部成功落户，猪八

戒网已入驻开发区办公，“武汉浪尖 Ｄ＋Ｍ小镇”正
式开工；获批全省唯一的健康保险创新示范区，３名
诺贝尔奖获得者领衔的生命科学创新研究院、国家

医疗健康大数据应用示范中心等一批重点项目落

地。逐步聚集三大产业的新龙头、新骨干和新支柱。

以越秀财富中心、葛洲坝国际中

心、城市广场、新世界中心、凯景国

际等重点楼宇为载体，引进６０家
优质企业进驻楼宇，其中，中粮地

产、Ｔｏｄａｙ、蒙牛友芝友乳业等龙头
企业入驻越秀财富中心，葛洲坝重

点关联企业落户葛洲坝国际中心，

云商伟业科技、视界纬度（武汉）

数字科技等优质企业落户城市广

场。依托越秀、葛洲坝国际中心、

创智园等重点楼宇和园区协助引

进浪尖Ｄ＋Ｍ工业设计小镇、牛拜
科技、万物大数据、猪八戒网、大龙

网、烽火众智智慧之星、博济武汉

智汇园等２０家创新企业和项目。

【探索创新】　２０１７年，口区招
商局聘请国内外经贸代表机构、知

名企业、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和具有资深招商经验的

知名人士为口招商大使，聘请６名“金融招商大
使”、１２名“招才招商大使”、３名“招才招商顾问”。
吸引３名诺贝尔奖获得者、２名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０
余名知名校友助力口“双招双引”（招商引资、招

才引智）。探索资本招商新路径，以基金 ＋股权等
方式“拨改投”，成功引进浪尖 Ｄ＋Ｍ工业设计小
镇。借助专业平台的产业聚集效应，打造产业高地、

创新高地、人才高地，成功引进“服务业阿里巴巴”

猪八戒网、专业园区领跑者苏州博济、国内最大跨境

电商大龙网等专业平台公司。围绕同济产业链资

源，引入同济现代旗下５家子公司落户口；挖掘中
百集团资源，引进中百罗森、永辉中百湖北总部等关

联企业。支持雪铁龙、葛洲坝以商引商，引进车供享

汽车服务、世纪华中车之家、中科新能源动力技术、

葛洲坝水务、葛洲坝公路运营、葛洲坝勘测设计等关

联企业１０家。
（张六雨）

工 业 服 务 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紧紧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历史机遇，发挥古田老工业基地的

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坚持空间开拓和改造引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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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抓，努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发展新的增长极、形成

新的增长带，造就产业集中、板块鲜明、资源优化的

产业集聚区。

【工业设计产业】　２０１７年７月，口区政府与深圳
浪尖签订建设“Ｄ＋Ｍ”小镇合作协议，项目在全市
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开工暨“新两园”建设大会上集

中开工。１２月１日至３日，“Ｄ＋Ｍ”小镇作为首届
中国工业设计展览会分会场，标志口工业设计产

业板块的崛起，将带动知识产权项目、创业就业机会

以及工业设计类企业向口聚集。

２０１７年，全国著名的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猪八戒
网华中总部落户口，成立武汉高老庄创新创业管

理有限公司，线上园区开发完成并已上线运营，同时

启动平台项目招商，８６家企业已注册营业执照。南
国设计中心已建成体量１万平方米，正在进行全球
招商，已有１５家企业入驻。同时，武汉欧孚迪汽车
设计、武汉金东方智慧照明、武汉北方能源充电桩、

武汉蓝海科创“三电”设计、才晨电力设计等一批设

计研发企业加快发展，助力口区设计产业的打造。

【新能源汽车产业】　２０１７年，口区大力拓展工业
服务业发展的新领域，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关联项目

为突破口，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由上汽集

团与光庭信息合作的武汉中海庭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选址新工厂园区，前期投入５亿元，建设网联智慧汽
车大数据项目。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湖北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创新联盟在口正式成立。中科动力电池研

究院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一期２万平方米的动力电池
检测中心在新工厂园区启动，公司注册已经完成，项

目的规划设计正在进行中。欧孚迪汽车设计、北方能

源、伯海电机电控、中科新能源等一批新能源汽车配

套项目积极参与口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工业服务业载体】　２０１７年，口区狠抓载体建
设、“新两园”（现代产业园和科创小微企业园）建

设，拓展工业服务业发展空间，对老园区进行改造。

引进浪尖，打造 Ｄ＋Ｍ小镇；对老服装厂进行改造，
落成创智园；对新工厂园区改造，开启新能源汽车产

业园。年内，开发区中心园一期７０亩范围共计２万
平方米场地正在进行整理建设；原“新工厂”园区一

期４万平方米的改造建设已经完工。电子商务产业
园、楚天大厦创意园、南洋烟厂设计产业园等一批市

场主体运营的“新两园”园区正在筹建之中。“互联

网＋”产业载体“创智园”已于８月全面开园。
工业服务业招商工作注重对新建楼宇前期定

位、中期引入、后期调整的系统化招商引导，提高楼

宇招商质量。与越秀、新世界、城市广场、葛洲坝等

重点新建楼宇建立经常联系，建立全区商务楼宇招

商互动交流平台，全年新建成写字楼宇 １５万平方
米，引进的４户工业总部型企业（雪铁龙总部、深圳
浪尖华中总部、猪八戒网华中总部、大龙网华中总

部）已经入驻办公。

【工业企业“两化”融合】　２０１７年，口区深度推动
工业企业的“两化”融合的新发展（信息化和工业化

的高层次的深度结合，是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

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支持远大医

药、新华印务、天然气等企业申报“两化”融合资质认

定和资金扶持，推荐天然气公司、金东方等４家企业
申报２０１７年国家“两化”融合贯标试点。推荐远大医
药申报工信部２０１７年度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行
业系统解决方案试点示范，指导九州通信息、鸿马电

商等７家企业申报２０１７年度市级大数据企业认定。

【营造工业发展环境】　２０１７年，口区注重营造服
务工业企业壮大发展的新环境，坚决落实市委市政

府关于深入企业、了解企业、服务企业等一系列指示

精神，口区委区政府领导成员及干部深入一线，服

务上门，出动人员１６７人，服务企业１３００余次，收集
企业提出的问题１２１１条、共性问题４８条，全部解决
落实。分类开展惠企活动。联合辖区内的金融机构

及辖区内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举办了各类政银企对

接活动，帮助企业达成融资金额１２亿元。针对企
业政策资金申报问题，收集整理省市区最新政策文

件２６篇汇编成册，指导企业申报。指导中百云、中
智吉云等４家单位通过武汉市大数据企业认定。积
极为企业招才引智。联合市经信委开展企业家论

坛、人才培训等活动近千人次，助力企业招才引，发

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
创新创业大赛、武汉大学生创新创业汉口基地优势，

集聚电商人才１０００余人，引进“千人计划”１人，诺
贝尔奖得主３人，“城市合伙人”２人。吸引优秀大
学生和高级人才留在口、留在企业发展，为企业发

展注入活力。重点扶持新民营经济。对在口区发

展的重点企业进行精准扶持，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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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申请融资补贴，按照一定比例给予支持。改善

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积极主动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

为企业协调解决水、电、气等生产要素问题，主动把

政策、把服务、把资金送到位，保障企业平稳生产，全

年工业产值实现１０％增长。
（闵　捷）

现 代 商 贸 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商务局主动适应和引领经
济新常态，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的宏伟目标，

坚持一手抓传统商贸业的提档和升级，一手抓新兴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２日，武汉市商务局副局长张文波带队来口区经信局调研社零
额工作

业态的引进和培育，全区商业发展态势持续好转，主

要经济指标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内贸方面，新增商

贸企业“小进限”１９户，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９６５７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０％，绝对额稳居全
市第二位；外贸方面，全年外贸出口完成３８８亿美
元，增长 １６５７％；引进资金总额 ５１９亿元，增长
４４１％；实际利用外资７９１亿美元，增长１１％。

【打造现代商贸产业】　２０１７年，口区商务局围绕
打造千亿商业板块的重大目标，坚持“一手抓传统

商贸企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招商引资扩大增量”的

思路。通过一年的努力，部分传统商贸企业利用新

技术实现销售模式和管理方式的转型升级，商贸新

业态、新零售企业、国内知名商贸企业总部纷纷落户

口，全区商贸业呈现经济活跃、

市场繁荣、竞争合作的良好发展态

势。主动适应新常态，适时调整发

展方向。积极探索新零售发展模

式，引进中百罗森、今天梦想（Ｔｏ
ｄａｙ）等便利店总部企业，努力打造
新零售便利店集聚区。同时，引进

蒙牛友芝友湖北总部、德发信息咨

询等一批实体型和互联网型商贸

企业落户口，为做大做强商贸业

创造条件。

【商业体系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
区商务局紧紧围绕传统市场转型

升级工作，大力推进“互联网 ＋商
贸业”的理念，成功引导南国大武

汉家装创立集设计、体验为一体的“南国创意设计

中心”，为传统家居建材行业转型升级起到引领作

用；积极指导凯德西城、正达红星美凯龙等综合体项

目招商工作，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购物消费需求；加

大载体建设投入力度，随着越秀财富中心、葛洲坝、

汉玺等商务楼宇相继建成，将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

企业入驻，进一步促进区内现代商贸业快速发展。

截至年底，口区商务楼宇总面积将逾２００万平方
米，其中甲级写字楼面积可达１００多万平方米。

【企业服务指导】　２０１７年，口区商务局坚持每月
对限上商贸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进行上门走访服

务，协调解决企业经营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督

促指导企业做好经济数据的按时上报工作，做到应

报尽报、应统尽统。举办以“乐商、乐活”为主题的

汉江湾国际生态乐活季主题活动１０余场，进一步推
介汉江湾乃至全区商贸企业，为区内招商引资工作

搭建良好宣传平台。积极弘扬老字号品牌文化，组

织区内汉口里、武汉棉花公司等老字号企业申报武

汉市商贸流通项目库，为区内老字号企业发展提供

帮助。积极为辖区商贸企业争取政策支持，对社零

额贡献较大的商贸企业和新进限的商贸企业予以配

套奖励。年内，协调解决山姆会员商店（南国西汇

城市广场店）交通标示增设、宜家家居—红星美凯

龙互联互通等诸多问题。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在较

短时间内，建成“南国创意设计中心”，为南国大武

汉综合体的提档升级创造条件。积极参与宗关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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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５日，口区与武汉Ｔｏｄａｙ今天便利店举行签约仪式

片等项目的商业布局规划编制工作，对新的商业综

合体做好招商服务与指导，积极促进区内商业布局

更加合理，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和满足老百姓的

生活需求。

【市场监督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商务局将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压力传导，责任到人。对大型商超、加油

站（点）及归口企业进行安全生产宣传和监管，进一

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签订相关责任状。对商务系

统的店面、职工住房，特别是老旧建筑，进入全方位

的安全隐患、消防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提出整

改意见和要求。实行定期巡查机制，进一步加大

“创全国文明城市”“创全国卫生城市”宣传力度，督

促企业加强公益性广告宣传，进一步提高全员知晓

率和参与率，按照《武汉市标准化菜市场空间布局

规划》和《口区标准化菜市场空间布局规划》，严

格控制点位审批，针对群众需求，着力解决长丰地区

买菜购物难问题。积极开展成品油、再生资源、干洗

行业等各项市场整顿。

（屈　斐）

 口 国 资 公 司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简
称口国资公司）紧紧围绕全区社会经济发展目

标，努力发挥好企业自身职能，切实保障全区重点项

目的融资建设，盘活区属国有资

产，注重开创项目建设，实现国有

资产的保值增值，圆满完成区委、

区人民政府及区国资办下达的绩

效考核目标任务。

【项目融资】　２０１７年，口国资
公司积极抢抓机遇，先后承接汉江

湾生态综合治理ＰＰＰ项目，开创基
金、中票等创新型融资模式。全年

公司新增银行授信 ３４５亿元，其
中，取得国开行长江大保护———汉

江湾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授信９５亿
元，取得农发行旧城改造专项授信

２００亿元，取得建设银行建基金
授信５０亿元。全年口国资公司

累计与湖北省２６家商业银行，以及两大政策性银行
建立合作关系。

【投资经营】　２０１７年，口国资公司持续推进棚改
项目投资工作，累计就建一路西片、万人宿舍片及易

家墩村、舵落口村项目投入资金１０１９８亿元，区征
收办累计发放资金 ９５０５亿元，项目完成进度
８９％，确保棚改项目的顺利推进。同时，按照区人民
政府关于国资公司采购房源以推进棚改项目建设的

要求，集中代购长丰开发地块 Ｋ１１“美好香域花境”
与广电兰亭盛荟、兰亭荣荟的一批商品房，缓解拆迁

工作对还建房源的需求。

【服务民生】　２０１７年，口国资公司为区内维稳、消
化房屋拆迁问题作临时性资金的组织及投入，完成武

汉标准件二厂、武汉新华锅炉厂及武汉制冷自控仪表

厂的改制工作，总投入３４７亿元，帮助企业解决实际
困难，维护职工利益。投入１９９６万元完成武汉钟厂
收购工作，解决困难职工待遇无法落实、持续上访的

问题。完成Ｄ级危房收购金额达１００余万元，保障市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区政府工作的绩效考评。

【资产运营】　２０１７年，口国资公司完成各类经营
性收入１１６３万元，超额完成“三年倍增”计划的目
标。公司通过调整租金、盘活闲置资产、优化劣质资

产等途径，实现全口径资产租赁收入７９１万元，增长
１０９％。抓好不良资产包的购买和处置业务，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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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３日，口国资公司与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举行湖北华联楚天大厦整体产权转让签约仪式

动承担区内旧厂改制责任的基础上，收回资金３４５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日，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口区房管局有关人员就
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四期６０００套公租房选房配租相关政策向群众进行宣讲

万元。大力推进遗留问题逐步解决，消除古田六号

地权属瑕疵、签订汇丰还建协议、启动欧文斯清算工

作，并配合做好区重点项目Ｄ＋Ｍ工业设计小镇和楚
天大厦改造的资产整理、腾退和保障工作。

【项目开发】　２０１７年，口国资公司抢抓全省大力
支持小微工业园、双创基地建设的机遇，依托楚天大

厦地块谋划并推进楚天创意园项目的开发。９月２８
日，该项目一期工程举行开工仪式，正式进入施工阶

段，预计 ２０１８年 ６月交付使用。同时，抓好武汉
Ｄ＋Ｍ工业设计小镇项目的投资建
设工作，该项目一期投入资金４０００
万元，于８月份进入施工阶段，１２
月２日，小镇作为分会场承接首届
中国工业设计展览会，取得良好的

经济社会效应，预计２０１８年５月一
期项目能够竣工并交付使用。该项

目二期工程正按照高起点、高标准、

高定位、高质量的原则进行改扩建、

文物修缮的策划及设计工作，预计

总建筑面积将达到６万平方米。

【内部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国资
公司完成增资，由原注册资本金

８３８１３亿元增资到 ９３１２６亿元，
增资后由国资办占股 ９０％，国开
发展基金占股１０％，公司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都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要求完成

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公司按照中

央、省、市国有企业管理的相关规

定及国家投融资政策、工程法规，

完善一系列工作决策机制，重构内

控体系，优化运转流程，全年累计

调整优化程序性事项２３个，更新
及完善管理制度５６项，为企业规
避风险，提高公司的运营质量奠定

了基础。

【企业党建】　２０１７年，口国资
公司注重体制建设，增强党组织领

导作用，在公司章程中增加“党组

织决策机制”专章，突出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发

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明确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

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

（段燕飞）

 房 集 团

【概况】　２０１７年，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房集团）超额完成公租房管理、公房维修计划，积极

推进“红色”物业管理各项工作，为口区的城市建

·０４１·

·口年鉴·



设和百姓安居作出了应有贡献。

【公租房管理】　２０１７年，房集团完成低收入家庭
住房租金核减工作，全面落实应保尽保。及时办理

有偿转让户，确保住户按时过户到位。及时消化历

年自管产房改出售后未办证等遗留问题，保障公房

房改顺利进行。办理旧公房出售６７６户。全年租金
收入计划为１４４８２０万元，实际完成１６４８６３万元，
剔除房屋拆迁、旧公房出售等因素，为年计划的

１１３８４％。办理有偿转让 ９０３户，收取服务费 ６５０
万元，收取协议租金２２０万元。

【公房维修】　２０１７年，房集团编制完成 ２９栋
（６１８７４０平方米）Ｄ级危房维修计划，并按计划实
施排危抢险。大、中、保及专项维修集团内部列支维

修计划２６０９９万元，实际完成１５２４万元。小修计
划１７２５６万元，实际完成小修费用１５９３７万元，督
促基层单位做好小修应急服务，确保小修服务及时

率达到９８％、满意率达到９０％。完成大城管服务平
台案件８笔（沟道治理），结案８笔。完成辖区９０个
水箱、水池清洗、消毒工作。

【物业管理】　２０１７年，房集团注重推进“红色”
物业管理各项工作，８月筹备成立武汉安社区服
务有限公司，成立公司党总支，下设机关党支部、井

南项目部党支部、营北项目部党支部。完成与３８名
选聘大学生签订劳动合同，并将从事“红色”物业管

理的大学生充实到街道，公司成立后对井南小区、营

北小区实施“红色”物业管理试点，以点带面，推动

全区“红色”物业管理。

【公租房接管】　２０１７年，房集团新成立的二级
子公司武汉市乔顺保障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又接

管６０００套公租房，截至年底，共接管 ７４６６套公
租房。１１月６日，乔顺公司对新接管的 ６０００套
公租房开展公租房配租开放日活动。

（张　晶）

经济和信息化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商务局、
中小企业发展局）（简称口区经信局）注重现代商

贸及工业服务业两大产业打造、经济运行、服务企

业、“互联网＋”、大数据运用、电子政务、民营企业、
市场监管、企业改制、生产要素保障、归口企业管理

和党建工作、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等工作，圆满完成

各项绩效工作目标。

【产业打造】　２０１７年，口区经信局逐步确立围
绕现代商贸业、工业服务业、“互联网 ＋”三大产业
招商引资的主攻方向。截至年底，签约及引进浪

尖、ＴＯＤＡＹ、蒙牛、蒙牛友芝友、中海庭等５家区域
型总部企业。与浪尖公司合作的武汉“Ｄ＋Ｍ”设
计小镇项目一期１２万平方米，已于１２月建成并
投入使用。完成引进烽火众智、紫光恒信、中智吉

云、德发电子、蓝海科创、云途安行等 ６家优质互
联网公司。同时，猪八戒、大龙网等优秀电商平台

企业也在加速集聚，基本形成汉江湾新型智慧城

市产业联盟。“互联网 ＋”产业载体“创智园”全面
开园，建筑面积达 １２万平方米，已集聚各类“互
联网 ＋”企业 ４２家，企业注册总资本 １７８亿元，
形成包含政务云、视频云、虚拟现实、车联网、智慧

仓储、时空大数据、智慧安全与交通的产业体系，

产业聚集效应明显。签约武汉中海庭数据技术有

限公司，将在区内投资 ５亿元建设网联智慧汽车
大数据项目。武汉联通等企业在园区建设“沃

云·城市智脑”运营中心，建成后将是国内首个城

市智脑项目。

【经济运行】　２０１７年，口区经信局加强经济调
度，积极主动到企业做好服务指导工作。采取平时

电话、微信联系与月末上门调度相结合、部门服务与

街道跟进相衔接的方式，特别是针对部分骨干企业

保持每周上门不少于一次的频率，加强对重点企业

和行业的协调调度及服务力度。积极协调省石油、

省高路油等石油公司拓展非油品销售业务，截至年

底，省石油销售５６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３％，继续
保持高增长；指导中百集团推进便利店新业态发展，

中百罗森便利店保持增长速度，全年开店２００家，实
现销售额３９６亿元，增长１２０％，中百集团全年销
售３３１９亿元，增长５８％，已连续９个月保持正增
长。指导艳阳天开展尚一特酒店收购业务，促使艳

阳天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全年实现营业额５３亿
元，提升１１８个百分点。指导星级酒店利用节庆假
期，扩大宴会及节庆礼品经营，各酒店营业收入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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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口区产值亿元以上工业企业一览表
计量单位：千元

序号 企 业 名 称 ２０１７年工业总产值 ２０１６年工业总产值 增幅

１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３９１３０２３ ３２３３０９７ ２１０３％

２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３８７６８１４ ３０８９７１２ ２５４７％

３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４５７４０ ３４６０７００ ８２４％

４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１３６９１１０ １２８１２１０ ６８６％

５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９６６１５８ ８８３３５３ ９３７％

６ 湖北省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５４９１８８ ４８１１１９ １４１５％

７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４５２９ ２８２７３６ １４７８％

８ 武汉市依翎针织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０５０４ ２３３９９４ ７０６％

９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１８７０９９ １９３５９８ －３３６％

１０ 武汉金东方智能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１４７２ １５４２２６ １７６７％

１１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１６４４７８ １５３３０４ ７２９％

不同程度增长。协助远大选址在口建设全球研

发设计中心，做好二电线、航天电工的服务工作，

帮助企业办理相关证照、解决申报贷款贴息、转股

增值等问题。口区２８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
年工业生产总值１６３４１亿元，增长１１５％，其中５
家重点工业企业生产总值 １３８７１亿元，增长
１６１％。

全年，限上批零业销售额１０６６７５亿元，限上住
餐业营业额９１７亿元，社零额９６６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０％。

【国际生态乐活季】　２０１７年，口区经信局举办
１０余场各类国际生态乐活季活动，精心塑造汉江湾
的国际化品牌和名片，突出乐商、乐活、乐创、乐道四

大主题，截至年底，乐活季共举办活动１２场（线下９
场，线上３场）。汉江湾国际生态乐活季开展以来，
云端口净增关注人数 ２５万人，总关注人数达到
２８万人，汉江湾区域内商超节假日销售普遍实现
１０％以上的增幅；凯德开业三天人流量分别为１３６
万人、１１３万人和１０万人，刷新凯德所有商业项目
开业人流量记录；中百单店销售额增幅达到

２１６％，为全市第一。

【企业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区经信局积极落实市区
“千名干部联千企”“百名处级干部联百企”和“双万

双联”等要求，不断完善领导对口联系企业工作制

度，组织开展各类联系服务企业活动。全年收到企

业反映问题６７３件，已办结６７３件，办结率为９８％。
进一步强化局领导和责任科室定期走访联系企业、

收集企业反映问题、全程跟踪企业发展状况的工作

机制。全年处理企业反映问题３１件，回复３１件，办
结２９件，回复率１００％，办结率９４％。搭建服务企
业直通车，打造集政策服务、问题办理和走访记录为

一体的“互联网 ＋”企业服务平台。全年该系统已
建立企业档案１６０００余家，结对企业３６７家，建立结
对干部４０２人，共受理１９０条企业诉求，已办结１７８
条，统计的满意率达 １００％。分类开展惠企活动。
制定促进新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分别从资金奖

励、招才引智、创新创业、融资帮扶、开拓市场等不同

角度给予民营企业实实在在的支持，鼓励民营企业

创新发展。召开政银企对接会，现场帮助企业达成

贷款金额１３００万元。针对企业融资难题，积极为辖
区银行推介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帮助辖区２２家中小
企业或市场贷款融资１３亿元。争取各类市级中小
企业专项资金和贷款贴息等扶持资金 ４５１８万元。
指导微果、同心健康产业园、三新孵化器３家基地通
过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复查，培育武汉创智园、

蓝焰电商城、思创空间 ３家创业基地争创市级示
范基地。联合市经信委开展企业家论坛、人才培

训，联合金融机构及辖区企业，组织召开政银企对

接会，组织辖区重点民营企业召开新民营经济座

谈会，组织双创基地参加运营管理培训、电子商务

培训等活动，开展人才培训等活动４５０人次，助力
企业招才引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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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口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创智园

【１１３５片土壤修复】　２０１７年，
口区经信局大力推进１１３５片项目
建设，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土壤修

复所有现场准备工作就绪，土壤修

复厂区内微生物车间、固化稳定化

车间、化学氧化车间及热脱附车

间、重金属污染土壤处理生产线、

热脱附及尾气处理系统、微生物成

套设备、厂区配套水处理设施、车

间配套废气处理设施及视频监控

系统建设已完成，土壤待检区堆场

铺设、固化稳定化、化学氧化、微生

物等项目相关工艺的中试试验也

同时完成。土壤修复方案主要从

土壤修复目标值、土壤修复方式以

及地下水修复方式等方面进行调

整。截至年底，道路基本建成，土

壤修复启动。

【智慧城市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经信局积极推
进智慧城市建设，积极探索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

规划思路和实施路径，启动口区智慧城市建设

顶层设计《口区新型智慧城市行动纲要》的编制

工作，调研整理近２０家职能部门智慧城市建设项
目方案和规划，甄选采纳有关专业咨询机构、互联

网行业知名企业的参考意见，为系统建设“智慧

口”提供规划依据和方向引导。积极开展口汉

正街都市工业区“智慧园区”项目技术方案的编

制，全面对照武汉市智慧园区建设技术标准，指导

智慧园区技术方案编制工作，同时把全区产业发

展、信息化建设等各方面要素与“智慧园区”建设

统筹考虑，避免重复建设，发挥资源效能，推动产

业集聚，助力园区可持续发展。截至年底，“智慧

园区”可行性研究已通过区发改委立项审核，预计

将进入招标实施阶段。加强区级视频监控云平台

项目建设。在充分开展需求调研、征求部门意见

和实施技术论证的基础上，编制了系统建设方案、

监控布点方案和工作实施方案，实现所有监控点

统筹规划、统一建设，所有视频监控系统联网共

享，所有用户实现受控访问，所有数据按需集中存

储，所有能力能够弹性扩充的建设目标，达到全区

视频监控资源“共建共享”的目标，该平台将于年

底实现试运行。加大区政务网升级改造工作力

度，实施全区政务网升级改造，６８家一级单位全部
由单光纤升级为双光纤链路，政务外网、政务专网

实现独立光纤承载，联网速度提升到千兆水平，安

全性和功能性都得到大幅提升。教育系统、卫生

系统和其他二级单位共 ２１５家，全部根据工作需
要接入区政务网，并依托政务网建设区级教育网

平台和区级公共卫生网平台，网络互联速度达到

千兆。会同区教育局、区财政局共同制定《口区

教育系统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规范教育信

息化项目建设，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促进资源

共享和教育均衡发展。截至年底，审批全区信息

化建设项目方案３２个，总预算金额４９４５万元，审
减财政资金４３０万元，资金节约率８７％。

【“互联网 ＋”政务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区经信局
坚持以“网上办、马上办、一次办”要求为指导，深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努力构建、完善网上办事大
厅。实现预约、预审、网上全程办，增加“物流跟

踪”、智能机器人应答系统等，８２个事项可网上全程
办理，实现所有事项均能网上预约及网上预审功能，

平台运行网厅注册用户数为２６０３４８人，共为６９７２０
人提供预约或取号服务，通过口区智慧政务平台

共办理２２１５４３件业务。依托市级电子证照库优化
政务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推进政务服务标准

化、精准化、便捷化。通过对全区２５个部门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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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共享，以推送服务为目标，分析利用数据，努力

打造主动服务的新模式。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

晚报等主流媒体多次对全区政务服务工作进行报道。

【政府网站和网络安全】　２０１７年，口区经信局加
强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管理，打造“在线访谈会客

厅”，开辟访谈由民意决定，访谈问题由民众提交，

访谈效果由民众打分的先河。开设无障碍浏览功

能，对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提供人性化的帮

助。整合全站数据，对接政府服务平台，实现“智能

问答”。和百度合作，在搜索平台获得唯一政府官

网认证，一键直达网站主要栏目，全面提升网站在搜

索引擎中的排名，促使用户粘度明显提升，全年访问

量在１００次以上的达４６９１６人次，比上年增加２５２３８
人次，增长达１１６４％。继续加强网站集约化建设，
关闭３家政府部门网站、８家党群部门网站和事业
单位网站，以政府门户网站作为唯一对外平台。截

至年底，主动公开信息 １８８７４条，回复民众诉求
２６２５件，依申请公开１４２件。强化内部管理，提供
全区电子政务保障，在市级安全监管平台的多次通

报中，口区门户网站未发现一个安全漏洞。依托

电子政务集中管理机房的区级电子政务云平台，提

供１１７台虚拟服务器，实现全区应用系统在云平台
上的稳定运行。强化对外包人员的管理，优化服务

流程，细化纪律要求、明确责任分工等，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充分保障全区网格化系统平台的稳

定运行。截至年底，各单位 ＰＣ维修１６１０次，网络
及服务器故障维修２６次，机房业务变更１２６次，维
护工作完成率为１００％；针对全区所有社区开展巡
检２次，处理社区网格化机器故障３１２次。

【市场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经信局坚持依法行
政，对区内１８１家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站点（双证７８
家、单证３２家、无证 ７１家），广泛开展宣传，共印
发《致全区再生资源经营者一封信》３００份，宣传
条幅展板１０８个。对辖区内无证站点及流动回收
开展地毯式摸底排查，共计出动 ７１６人次，整治
１４１个站点，取缔２８家非法经营站点，受理各类督
办７３件，全区两条街道实现无证站点彻底关停。
督促区内２６家加油站规范经营，多次组织相关部
门联合检查，在落实《国Ⅴ车用汽柴油质量升级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中，开展辅导、检查 ３６次，发现
问题共计３５个，整改２６个。全力参与文明、卫生

城市双复审，全年印发宣传卡片 ３５００余份，各类
宣传品累计７０００余件，进一步提高行业从业人员
和消费者的知晓率、支持率；复查期间，领导带队

全员上阵，对 １２家加油站进行 ４次联合执法检
查，出动执法人员 ４６人，督促企业对标检查现场
整改，确保复审顺利通过。加强融资担保机构日

常监管，对辖区 ６家融资担保公司逐户上门排查
其非法集资及风险控制情况，并完成风险排查报

告。不断强化融资性担保行业的日常管理工作，

处理相关投诉督办件２０余件，指导督促融资性担
保机构规范内部业务流程管理，促进辖区担保机

构的健康发展。推动标准化菜市场规划点位落

实，按照前期规划点位设置方案，联合相关部门对

新增标准化菜市场 ３１个点位进行实地走访和查
勘，共审批万嘉生鲜市场及古田五路生鲜市场两

个点位。加强同中百各业态的合作，大力推进邻

里生鲜、罗森便利店布点建设，解决周边居民买菜

购物难问题。积极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食品安全和酒类专卖等各项工作。

【企业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经信局积极做好企
业改制工作。指导武汉新华锅炉厂做好改制成本

的测算，企业改制方案、职工安置方案的制定等工

作。多次接待武汉标准件二厂、武汉制冷自控仪

表厂的上访职工，做好改制政策的解释和解答，配

合企业主管部门处理改制中的信访问题。配合街

道、区相关部门做好华夏玻璃厂、武汉热处理厂、

新宇燃料公司等企业改制的历史遗留问题，化解

信访积案。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体系，厘清职责，促进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工作。

以企业负责人为重点，组织３０余人参加安全技能
培训，督促企业加强对安管人员、特种人员加强培

训，持证上岗率达１００％。大力推进安全生产“两
化”体系建设，各项运行指标均达到９５％以上。加
大消防应急演练力度。定期督促指导辖区企业和

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安全消防等综合演练，进一步

提高消防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全力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每逢重大节日和敏感期，局领导和机关

干部深入企业督促重大火灾隐患市级挂牌单位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及时整改，隐患整改到

位，已上报市级相关部门进行销案。多方筹措资

金３８万余元对武汉二面粉厂存在安全隐患的３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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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宿舍进行维修，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消除。

（朱超雄）

旅 游 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结合文化、体育、科技等
不同产业拓宽地域旅游建设内涵，发展全城旅游

新理念，加快构建全城旅游发展新格局，打造旅游

新业态，提升旅游智慧化、品质化水平，做大做强

做优旅游经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求，努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休闲和滨

水旅游示范区。

　　２０１７年春节、元宵期间，汉口里举行舞龙等庙会系列活动

【全域旅游】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体局注重促进文体
旅相融合，充分挖掘口文化、体育、商业、自然等资

源，结合口历史文化底蕴、冠军摇篮资源、健康之

城主题规划，串联园博园、汉口里、汉江湾体育公园、

凯德西城、宜家荟聚，着力打造融文化、体育、商业为

一体的新旅游业态。全年成功举办“冠军回家”招

才引智项目签约会，其中拟投资２１亿元的中奥国际
健体中心项目，将作为核心，在口逐步建成一个国

际化、现代化、生态化、智能化的“冠军体育公园”，

以体育文化打造全域旅游产业。

【节庆活动】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体局努力打造旅
游节庆品牌，提升城区旅游形象。结合春节、五

一、国庆节假日，举办新春庙会、２０１７武汉国际旅
游节、国际啤酒节、江城民谣音乐节等大型庆典，

将“民俗”与“怀旧”主题贯穿到花灯展、抛绣球、

民间绝活展示等庙会活动中，将万国美食融入到

房车露营吃货狂欢节中，将刺激极限运动、电音狂

欢结合到国际啤酒嘉年华中。做到月月有主题、

日日不相同，为广大游客提供一道美味的节日文

化大餐，让游客食得乐、购得欢、游得嗨，打造口

地域特色旅游节庆品牌。

【行业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体局继续开展旅
游系统全面接受履职尽责督查。完善旅行社分社

及服务网点备案、监管制度，建立健全１２３０１投诉
平台工作机制，推行网络备案及“２８证合一”工
作。全年处理旅游投诉案共 ８０余件，电话调解
２１０余次，三方调解６０余次，调解成功 ５０起。开
展“春雷”“夏日”“秋风”“冬雪”四大专项行动，规

范旅游经营市场。

【旅游设施】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体局注重提升游客
体验，完善旅游服务设施、改善旅游服务环境、优化

旅游服务水平。持续实施“旅游厕所革命”，创评二

星级旅游厕所１座。指导旅游企业对标升级创建，
努力打造示范景区，经过精心策划与积极改造提升，

汉口里、江城壹号获评省级“旅游名街”，汉口里同

时获评市级“旅游名街”称号。

（张方芳）

口经济开发区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经济开发区抢抓国家老工
业改造示范基地、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建设基地、汉江湾云谷建设

示范区建设重大机遇，围绕三大

产业，重点打造电子商务、工业服

务两大新兴战略产业，园区经济

发展总量和发展质量迈上新台

阶。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

工业总产值 ５５７７亿元，税收总
量３４５亿元，限额以上商贸企业
限上销售额 ２０５６亿元，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４０７亿元，固定资
产投资３８６亿元。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７年，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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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招商引资签约项目４个，引进企业２００家，
注册资金２１９亿元。加大龙头企业、重点企业招
商。在中国（武汉）国际电子商务暨网络商品博览

会与猪八戒网签约，打造湖北地区互联网 ＋型创
业创新综合示范区；在第九届华中旅游博览会与

武汉全域旅游共享新能源汽车项目签约；在全市

招商大会与大龙网签约，打造汉江湾·云谷龙工

场跨境电商产业园；在第九批武汉百万校友资智

回汉·华中师范大学专场与中基国隆签约，打造

全球汽车后市场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以武汉中科

动力能源研究院项目为契机，新成立中科电动汽

车产业联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展示中心、中科汽

车动力电池检测中心、中科汽车动力电池数据中

心，形成电动汽车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上下

游产业群。口区获批首批省级双创示范基地，

示范基地影响力进一步凸显。根据《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建设省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的实施意见》，口区获批首批省级双创示范基

地，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区发改委积极对接，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产业带动示范作用，

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

口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开展招商推介活动。５
月１８日至２０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武汉）国际电
子商务暨网络商品博览会上，口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组织３５家企业和单位集团参展，参展面
积 ３０００平方米，为电博会集中参展企业数量最
多、展区面积最大、示范影响最广的展区。示范基

地展区按照平台电商展区、服务电商展区等九大

分区进行展示，在展会期间示范基地及基地内企

业组织一系列主题活动，国家及省市相关领导先

后多次到示范基地展区参观考察。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经济开发区围绕创谷
“三朵云”（即工业服务业云、电子商务云、健康服务

云），塑造城区风貌特色、优化区域空间形态、提高

土地利用效益，推动汉江湾云谷建设。完成汉江湾

云谷产业发展规划、汉江湾云谷北区空间发展规划

编制工作，大数据中心机房选址等基础工作。推进

智慧园区建设。口经济开发区被批准为武汉市智

慧园区试点单位以来，通过企业的调查走访、召开企

业座谈听取意见和建议等方式，集思广益建设智能

信息化服务平台。智慧园区大数据中心机房选址拟

定新工厂３１号楼，完成可研报告专家评审和顶层设

计，启动智慧园区信息化项目初步设计进行政府采

购程序。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完成中心园区床单厂

腾退、厂房测量、绘图、地勘等基础检测工作及规划

设计方案和厂房内消防、绿化设计方案、厂内树木移

栽等工作。推进中心园区７０亩（４６７公顷）改造，
完成７０亩（４６７公顷）整体规划设计建设方案、施
工总包方采购及清单编制工作，完成猪八戒公司１３
号楼装修。７月，口区政府在市“华创会”上引进
“诺奖”项目德诺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选址中

心园区。新工厂园区改造占地面积１１３亩（７５３公
顷），建筑面积约４万平方米。完成一期、二期工改
造，以外部翻新，内部隔层，部分新建的方式改造，打

造出园林式的智慧办公环境。创智园建设占地面积

８５９亩（０５７３公顷），众创面积约１万平方米，完
成改造并投入使用，改造内容包括室内消防、电梯、

电力增容、外立面装饰、安防系统、绿化及停车场等

项目。创智园被列入口创谷计划首批重点项目，

打造“汉江湾·城市智脑”和口“互联网＋”创新
基地，引进知名企业１７家。

【配套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经济开发区注重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工作的阵地建设。汉江湾人才公寓保

障房，魔方人才公寓、天宇万象人才公寓已完工，

众汇人才公寓年底前交付使用。汉江湾人才公寓为

大学生人才提供２８６套住房，公寓内家具家电配置
齐全，配套公共设施完备，多功能室、健身房、餐厅、

会客室、阅览室、菜鸟驿站、品牌超市等按照市政府

人才公寓建设要求达到拎包入住的标准。与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武汉市商学院等６所高校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为近万名大学生提供在校实战课程培训和

电商企业实习机会，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到基地电商

企业实现就业。扩宽企业融资需求。与武汉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合作，成立区级层面第一家股权托管交

易分中心，推动口区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促进创

新要素、金融要素在更广范围内加快流动，完成６００
家企业上板宣传展示，企派信息科技技术有限公司

即将挂牌。与招商银行、交通银行等５家银行建立
合作关系，累计为示范基地企业争取融资贷款超过

５９００万元。浦发银行的全国首家电商支行已在示
范基地开设。完善公共服务功能。引入和筹建武汉

市电子商务协会、武汉城市圈商会、口电子商务协

会、口区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口经济开

发区商会等协会组织，充分发挥企业、政府和社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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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口经济开发区税收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主营范围 税收（万元）

１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古田一路２号
电工技术研发；新材料的开发

和应用；电线电缆制造、安装
３０４３

２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长丰大道１０４号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２０９５

３ 武汉市时代天宇置业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２４２号（武汉葛洲坝
大酒店Ａ８楼８０１７—８０１８）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７７４

４ 武汉思哲投资有限公司 南泥湾大道６３号
对工业、农业、商业、房地产、

高科技项目的投资
１５１５

５ 湖北省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丰茂路２号 电力生产、设备制造及服务 １３２７

６ 武汉财富兴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升街特８号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项目营销

策划及代理，建筑材料销售，

物业管理，房地产项目咨询

１２３１

７ 湖北嘉信隆科技有限公司
古田二路（汇丰企业总部）１
号楼１栋２层３号

计算机软件研发及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
１１６５

８ 武汉市隆昌皇冠食品有限公司 古田二路北特１号２栋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

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

发兼零售及网上销售

１１４６

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电商企业间的信息资源共

享、合作共赢。及时提供厂房维修、水电维护、清扫

保洁、安保巡查等物业服务，启用园区物业公共智能

化安防设施设备，满足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实行分

片服务负责制。对蓝焰电商城、智
"

空间、创智园、

嬉空间、海联、凯景国际等园区载体和楼宇载体源进

行分片划分，责任到人，定期跟踪进展情况，实时掌

握辖区内土地、项目和厂房资源，为精准招商提供

“大数据”服务。着力优化项目跟踪洽谈、服务工

作。为投资商提供从评估、完善项目可行性方案，考

察筛选落地空间，到陪同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等全方

位周到的服务。根据企业需要，积极组织企业参加

“每月一课”、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企业党支部书

记培训班相关专题培训活动，更好地帮助广大企业

了解相关政策法规，促进企业更好发展。

（王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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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

环 境 质 量 状 况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环保局牢固树立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新理念，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体

制机制，全力打好补齐环保短板攻坚战，促进环

境质量进一步改善，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环境获得

感，为加快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作

出新贡献。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０１７年，口区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为２３２天，与上年相比增加２０天；空气质量
优良率为６５２％，与上年相比上升８０％。按《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二级标准评价：环
境空气中二氧化硫（ＳＯ２）年平均浓度值为９微克／
立方米，与上年相比下降１８２％，年平均浓度达标；
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ＮＯ２）年平均浓度值为５７微
克／立方米，与上年相比上升１４０％，超标０４２倍；
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年平均浓度值为
９４微克／立方米，与上年相比下降２１％，超标０３４
倍；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值为
５１微克／立方米，与上年相比下降５６％，超标０４６
倍；环境空气中一氧化碳（ＣＯ）年平均值为０９毫
克／立方米，与上年相比下降１００％；臭氧（Ｏ３）日最
大８小时滑动年均值为９１微克／立方米，与上年相
比下降３６４％。按年平均二级标准评价，２０１７年
口区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项目包括二氧化氮、可吸

入颗粒物、细颗粒物。

２０１７年，口区大气降尘总量年均值为 ６７９
吨／平方千米·月，比上年上升 ０５１吨／平方千

米·月。全区大气降水 ｐＨ年均值为７２４，比２０１６
年上升０１１个单位。

２０１７年口区区域环境噪声声源构成比例图

２０１７年口区主要道路交通噪声示意图

【地表水环境质量】　２０１７年，口区河流水体为汉
江 口 段，根 据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按功能区域类别，以２４项监测指
标评价，全区主要水体环境质量保持稳定，汉江宗关

断面水质符合Ⅱ类标准。全区有张毕湖、竹叶海２
个湖泊，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及监测指标评价，执行Ⅳ类水质标准。２０１７
年共对两湖开展６次湖泊水质监测，两湖水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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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口区环境质量状况对比表

年度

空气环境质量

执行《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
１９９６）

水环境质量

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
声环境质量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评价

河流水质 湖泊水质
饮用水源

水质
区域环境噪声 道路交通噪声

２０１３ 超过二级标准
汉江宗关断面水

质符合Ⅱ类标准
张毕湖、竹叶海均未达到

Ⅳ类水质标准
达标率为

１００％
昼间二级、夜间四级 昼间二级、夜间五级

２０１４ 超过二级标准
汉江宗关断面水

质符合Ⅱ类标准
张毕湖 劣Ⅴ

达标率为

１００％
昼间二级、夜间四级 昼间二级、夜间五级

２０１５ 超过二级标准
汉江宗关断面水

质符合Ⅱ类标准
张毕湖、竹叶海均为Ⅴ类

达标率为

１００％
昼间二级 昼间二级、夜间五级

２０１６ 超过二级标准
汉江宗关断面水

质符合Ⅱ类标准
张毕湖、竹叶海均为Ⅴ类

达标率为

１００％
昼间二级 昼间二级、夜间五级

２０１７ 超过二级标准
汉江宗关断面水

质符合Ⅱ类标准
张毕湖、竹叶海均为Ⅴ类

达标率为

１００％
昼间二级 昼间二级、夜间五级

２０１７年口区湖泊水质状况统计表

监测时间
张毕湖 竹叶海

超标项目／超标倍数 类别 超标项目／超标倍数 类别

１月 各参数均达标 Ⅳ 各参数均达标 Ⅲ

３月 各参数均达标 Ⅳ 各参数均达标 Ⅳ

５月 总磷／０８７ Ⅴ 各参数均达标 Ⅲ

７月 总磷／００９；石油类／０３２ Ⅴ 总磷／０９４；石油类／０６６ Ⅴ

９月 总磷／０２；氨氮／０４８；石油类／０７８ 劣Ⅴ
总磷／１２；氨氮／０４９；石油类／０７６；
高锰酸盐指数／０２；化学需氧量／０１；
溶解氧不达标

劣Ⅴ

１１月 石油类／０８４ Ⅴ 石油类／０００４ Ⅴ

均为Ⅴ类，均为轻度富营养。
２０１７年，口辖区汉江宗关水厂水源地水质

所有监测项目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水质达标率为 １００％，与上年
相同。

【声环境质量】　２０１７年，口区域环境噪声按照
《声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和《环境噪声
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ＨＪ６４０—
２０１２）评价，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５４７分贝，比上年下降０３分贝，区域环境噪声总
体水平等级为二级，评价为“较好”。在区域环境噪

声声源构成中，生活噪声源占６４３％，交通噪声源
占１７９％，工业噪声源占 ７１％，商业噪声源占
３６％，建筑噪声源占７１％。

２０１７年，口区道路交通噪声按照《声环境质
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评价，昼间道路交通噪声
平均等效声级为６９５分贝，比上年下降０２分贝，
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二级，评价为“较好”。

（石微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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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环保工作始终坚持以改善环
境质量为核心，以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为契

机，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不断

推进各项环境保护工作深入开展。

【水污染防治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环保局结合中
央环保督察期间发现的突出环境问题和省、市交办

重点事项，制定《口区２０１７年水污染防治行动工

　　２０１７年１月５日，口区环境监测站人员在张毕湖进行水质监测采样

作方案》《口区２０１７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及隐患整治清单（共

计２６项），狠抓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完成宗关闸太
平洋排口截污，实施水泥覆盖，彻底封死排口，确保

不对饮用水源地环境造成影响。推进国棉水厂、琴

断口水厂饮用水水源地处趸船整治，古田二路泵站

配套污水管网建设，泵站等项目均纳入口区城建

计划稳步推进。

【改善空气质量】　２０１７年，口区环保局继续推进
拥抱蓝天行动，先后制定《口区２０１７年拥抱蓝天
行动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拆除工程工地扬

尘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口区拥抱蓝天行动

２０１７年度考核实施办法》，累计下达督办件９９件、
工作简报（通报）２５期，辖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未
发生涉气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严格依法行政】　２０１７年，口区环保局参加武汉

市法制办案卷评查的３卷许可案卷获得较高评分，１
个行政处罚案卷得９３１分，各类行政处罚、行政许
可案卷均符合要求，均顺利通过上级案卷评查。全

年无行政复议被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或行政诉讼败诉

或因未依法履职导致被检察院提起诉讼的事件发

生。开展法制培训，参训执法人员覆盖率 １００％。
按时报送并依法公开行政处罚信息。

【环境监测】　２０１７年，口区环保局按照《２０１７
年武汉市环境监测网络工作计划》要求，完成环境

空气２４小时连续监测、自然降尘、硫酸盐化速率、
降水、湖泊、排污口水质监测和道路交通噪声、功

能区噪声的监测，获得环境质量监测有效数据

４７４７个。认真落实环境监测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
支撑的要求，对环保 １１０投诉、来信来访投诉、上
级督办和为相关部门提供技术服务等事项进行１４
次监督性监测；积极配合环境监察部门的“双随

机”执法工作，对辖区６家重点排污企业所排放污
水、废气中的特征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飞行监

测”，采集样品６个，检测项目７项，出具监测数据
２１个，为辖区企业环境监管执法行为提供技术支
撑和依据。

【核辐射安全监管和危险废物规范管理】　２０１７年，
口区环保局对辖区４０余家核技术利用单位进行
辐射安全管理情况的检查，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

位责令其限期规范整改，对９家未办理辐射安全许
可证的单位，督促其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对辖区

内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进行摸底调查和危废申报工

作，辖区内 ８８家单位中，７６家已
按时完成申报，未申报的１２家，其
中３家单位已搬迁、５家停产停
业、４家医疗企业产生的医疗废物
交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统一处理。

【移动源排气污染防治】　２０１７
年，口区环保局制定《口区

２０１７年全市黄标车淘汰工作实施
方案》，积极配合区交通大队开展

黄标车淘汰工作。截至年底，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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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黄标车８８３辆，机动车路检、抽检４１７辆，查处冒
黑烟机动车９８辆。对辖区２１个加油站进行检查，对
７个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开展监督性检测，对辖区９
个建筑工地３４台施工机械开展检查。

【１１３５片土壤调查与修复】　２０１７年，口区环保
局协调配合区化工专班实施１１３５片土壤修复，以
区人民政府名义制定《口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１日，口区召开居民油烟治理工作推进会

方案》，搜集辖区关停企业原址用地土壤污染筛查

数据，对土壤修复工作实施全程环境监管。协调、

配合市环保局、区化工专班、区行政审批局推进

１１３５片（原武汉远大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力诺
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无机盐厂及武汉环宇化

工有限公司等场地）的土壤修复工作；截至年底，

武汉市环保局《关于古田生态新城１１３５片土壤修
复项目修复方案的批复》、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古

田生态新城 １１３５片土壤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已发文，古田生态新城 １１３５片土壤修
复项目正式开工。

【环保宣教】　２０１７年，口区环保局围绕“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主题，组织全区社区、中小学

校等单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开展宣传活动，向社区

居民及中小学生发放《湖北省公民绿色生活行动倡

议》《绿色生活方式》《武汉环保系统全媒体矩阵简

介》《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低碳生活５０问》
及“６·５”世界环境日宣传海报等环境保护资料，计

２万余份。与区教育局共同承办
“武汉市青少年航海模型、建筑模

型比赛”，有 １６００名中小学生参
赛，属历年比赛中规模较大的一

次。在“６·５”世界环境日期间，
在荣华街幸乐社区、荣华社区、中

山社区和汉中街兴隆社区为居民

宣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环保理念，赠送绿萝吊篮等植物鼓

励居民群众参与绿色种植，在宗关

街双墩社区开展“低碳家庭·过时

尚生活”主题活动，免费发放节能

灯，引导居民养成低碳环保的良好

生活习惯。全年累计在各级新闻媒体上稿６６篇，其
中市级以上媒体 ２篇：《长江经济带———舒卷绿色
文明图画》（人民日报）和《武汉口区重拳除扬尘

改善空气质量》（中国网）。

（石微伟）

环 境 监 察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环保局严把环境准入关
卡，严格环境监管，强化齐抓共管，重拳打击各类

环境违法行为，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

境扰民问题。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２０１７年，口区环保局根
据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结合本区实际，确定并上报

口区２０１７年度减排项目为湖北省新华印务有限
公司及武汉天利包装有限公司废气治理项目、干洗

店开启式干洗机淘汰、武汉第五季印染有限公司搬

迁项目。截至年底，新华印务及天利包装均已完成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工程，辖区干洗店淘汰开启

式干洗机工作已全面完成，武汉第五季印染有限公

司已停产并完成设备拆除，总量减排资料已提交市

环保局待审定。

【为民办实事】　２０１７年，口区居民家庭餐饮油
烟直排设施治理改造工作纳入口区人民政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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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４日，武汉市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口分会场）启动仪式在武
汉市第四中学举行

作报告及区人民政府办理十件实

事。口区环保局根据前期制定

《２０１７年口区居民油烟污染整
治工作方案》，在资金拨付、工作

模式、项目审批、抽查验收等方面

进行改革创新。全年完成 ２５００
户的改造，得到市民群众称赞。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２０１７
年，口区环保局审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３５项、验收 ２０项，
审批项目总投资 １１８７３亿元，其
中环保投资２７７亿元，未出现超
时和违规审批情况发生。对２０１７
年查出的１７家环保违法违规项目

已全部完成销号工作，对审批、验收的建设项目按照

检查标准进行归档整理，及时完善项目审批、验收及

备案的台账，定期向区政府数据平台、市环保局环评

处报送月报。

【环境监管执法】　２０１７年，口区环保局加大环境
质量执法力度，联合区经信局（商务局）开展干洗行

业整治，多次协同区城管委（交通局）开展小汽修专

项整治，综合运用查封、扣押、处罚等手段，严厉查处

一批环境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截至年底，已对１８个环境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其中
查封８家，责令改正２家，行政处罚８家，共计罚款
１３２２１５万元。

（石微伟）

节 能 环 保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
口区发改委）立足把生态环境当作投资环境来打

造和保护，大力推进低碳城区建设，着力推广绿色低

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全区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率
为４９２％，能源消费总量增幅控制在２６４％，超额
完成市政府下达节能目标。大胆先行先试，率先在

２个社区开展智能化垃圾分类项目试点，在５所学

校进行低碳校园体系运行试点，力争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绿色样本。《低碳校园建设体系》将成为全

国首个地方低碳校园标准。口区低碳校园项目入

选２０１７年 Ｃ４０和 ＳＵＳＴＡＩＮ合办的《１００个城市低
碳案例集》（Ｃｉｔｉｅｓ１００）。

【实施循环经济项目】　２０１７年，口区发改委注
重实施循环经济项目建设，“古田生态新城 １１３５
片基础设施建设及生态修复”项目获得２０１７年武
汉城市圈“两型”专项省预算内投资３００万元。全
年完成实施区循环经济发展引导资金项目 ６个。
引进“互联网 ＋垃圾分类”智能管理系统，在汉中
街牌楼社区、韩家墩街云鹤社区率先开展智能化

垃圾分类项目试点，参与家庭注册率最高达到

９７７％，居民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形成，实现垃圾整
体减量化。

【打造绿色低碳教育品牌】　２０１７年，口区发改
委在全市率先将低碳校园建设纳入公办中小学校

绩效考核。从基础素质教育入手，南垸坊小学等５
所学校开展低碳校园体系建设试点，探索构建绿

色低碳教育体系。口区主导编制的《低碳校园

建设体系》通过湖北省标准化委员会立项评审，将

成为全国首个地方低碳校园标准。组织开展节能

减排宣传活动，６月１４日，在武汉市第四中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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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武汉市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口分
会场）启动仪式，各方面代表共 ３００人参加活动，
通过学生—家庭—社会的辐射“影响链”，不断提

高全社会的节能低碳意识。

（吴　薇）

水 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水务局秉承“防洪为基、
生态至上、民生优先”的理念，以“四水共治”工作

为重心，优化汉江湾环境，加强水生态环境治理，

进一步提高防洪保安、水资源保护和水务管理能

力。口区水务局在堤防管理、湖泊保护等工作

中都处于省、市领先地位，河道堤防管理所争创国

家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分别通过市级和省级水

利工程管理考核验收。武汉市湖泊保护考核口

区全年综合排名第一。

【防汛备汛】　２０１７年７月５日，长江汉口站到达洪
峰水位２７７３米，次日退出警戒水位，此次长江夏汛
超警戒水位历时５天。１０月５日，汉江新沟站水位
突破设防水位，１０月 ９日，新沟站最高水位 ２７８６
米，２２日退出设防水位。此次汉江秋汛历时１８天。
其中，１０月３日，口舵落口水位２５６６米，武汉关
水位２１６６米，当天水位落差达４米。
２０１７年，口区水务局扎实做好汛前准备工

作，组织人员对汉江沿线堤防险工险段、通道闸口、

涉河在建工地进行例行检查，与沿线穿堤管道、深

井、地下工程责任单位签订责任书。认真修订《

口区２０１７年防洪预案》，完善预警级别与响应部署
阶段的程序、标准、职责和措施。夏汛期间，全区出

动巡堤查险人员３８３１人次，其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
２６３人次，沿堤设立工棚２２座，封堵闸口２１个，汛

期口堤防无一险情发生。

２０１７年，汉江秋汛过后，口区水务局立即展
开河道水毁崩岸巡查，第一时间发现、上报荆汉闸

口、军需干校等４处崩岸险情：口汉江荆汉闸口外
滩地平台水毁（桩号３１＋４９５），崩岸长４８米，宽１２
米；口军需干校险段下游河道崩岸 （桩号

２８＋２８５～２８＋６４６），崩岸长１５０米，宽１０至１２米；
古田桥上游护坡（汉口沿河堤２７＋１５０～２７＋３２４）
向下滑动错位，滑动裂缝呈下凹状，缝宽超过 ０１
米；古田二路罗家墩菜地（桩号２６＋７００～２６＋９３０）
护坡脚带水毁，长度２３０米；清远巷闸口上首１００米
堤段（桩号３５＋４９０～３５＋６２０）护坡脚带冲毁１３０
米，浆砌块石脚带裂缝长２４米，缝宽００５至０１５
米。上述４处崩岸险情计划于２０１８年汛前完成应
急加固整治，确保防洪安全。

【堤防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水务局继续加大堤防
建设力度。堤防管理通过省级管理单位考核验收，

并以第一名的成绩代表武汉市参加湖北省考核，获

得第一名；新建防汛智能仓库功能完备、布局合理；

加快江滩综合整治，实现景观堤防，沈家庙闸口至江

汉一桥堤段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和环汉口绿道

工程完成年度目标。

【排水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水务局新建排水管网
７３７千米，新建污水管网６２９千米。福新泵站启
动开工建设，肖家地泵站基本完成建设前期工作，完

成口区雨污混接改造、大型管涵疏浚等工程。对

沿河大道、解放大道、京汉大道、建设大道、汉西路、

古田路等主次干道进行重点疏挖和绞管，全年累计

疏捞检查井孔３９５９９座，疏捞进水井孔５１５１５座，沟
管维修５４米，疏绞管道３４２千米，添置检查井盖座
３２５套，添置进水井盖座２１１套，维修检查井４８座，
维修进水井５９座。

２０１７年口区主要湖泊调查情况统计表

湖泊

名称

保护责

任单位

水域面积

（平方千米）

汇水面积

（平方千米）

岸线长度

（平方千米）

涵闸控制

工程名称

最高控制

水位（米）

正常水位

（米）

湖泊容积

（万立方米）

湖底平均

高程（米）

张毕湖 易家街 ０４８ １４ ６７ 南侧子湖排水口 ２２５ ２１７５ ６８６ ２０３３

竹叶海湖 易家街 ０１９ ２３ ２２ 竹叶海西渠排水口 ２２５ ２１７５ ２２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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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口区新建污水排水管道长度汇总表

序号 工程项目 雨水箱涵（米） 雨水管长度（米） 污水管长度（米）

１ 古萧路 ６７５ ４２６

２ 天泽横路 ６４０ ４３６５

３ 长升街 ２９１ ８００ ６１０

４ 田文街 ８０９ ５４７

５ 云鹤小路 １０ ３６６

６ 京广西路 ６１６ ４１０

７ 汉中路 ７１１

８ 古雅路 ６７３

９ 凌云西路 ５８９ ４１３

１０ 丰硕路 １４５

１１ 平安二路 ５５１ ３１９

１２ 城华路 ８６０ ８６０

总　计 １２９６ ６０７４ ４３８７５

【湖泊保护与治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水务局继续完
善湖长制体系，及时更新口区湖泊保护领导小组

名单，将湖泊保护与治理的目标层层分解，形成水

务、环保、城管、园林、街道等部门各司其职的湖泊保

护管理责任体系。加强湖泊巡查监管，开展湖泊巡

查９５次，出动人员２４１人次，张毕湖、竹叶海湖水域
界桩、宣传牌完好，未发生违法填湖和违法施工等行

为。注重“生态至上”的理念，开展竹叶海湖水质修

复项目，综合全年竹叶海湖水质为四类水质，达到武

汉市水功能区的标准。加大湖泊保护宣传，以“世

界水日、中国水周”及“１２·４法制宣传日”为契机，
设立普法宣传点，向广大市民发放宣传画册，同时用

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将

竹叶海湖设为志愿者活动基地，积极开展“爱我百

湖”志愿者活动，提高全民爱湖保湖的意识。

（戴林和）

园 林 绿 化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园林局按照建设“现代
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的总要求，紧紧围绕

市、区绩效目标要求，注重完善管理体系，强化责

任落实，健全巡查、督办机制，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目标任务，园林绿化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养护管理

水平不断提高。

【专业绿化】　２０１７年，口区园林局紧扣“拼搏赶
超”主题词，大力推进园林重点工作项目化管理，形

成层层抓落实的责任链条。

注重“增绿”。积极推进张毕湖和竹叶海两个

大型公园完善工程，基本完成退耕工作，并对１６８亩
（１１２公顷）片区进行整治，种植树木千余株。竹叶
海公园作为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点，全年绿化面积达

２３００平方米。完成５处街头游园建设，完成沿河大
道汉西路口、汉西路二环线节点、古田四路长丰大道

路口等５处街头小景。
着力“改绿”。按照“生态效益突出、景观效果

优美”的标准，重点打造长江大道口段、园博大

道、汉西三路、解放大道宝段等１０条道路的景观
改造提升。全面实施沿河大道（军事经济学院段）、

长升路、工农路等１０条林荫道建设，为市民创造阴
凉舒适的慢行空间。

聚力“添色”。借助“花开三镇”，汉马景观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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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作，实施南泥湾大道、建设大道、二环线等主

干道增花添彩改造，改造面积１１９５万平方米，充实
各类花灌木１７万株，布置绿地花卉６０００平方米，
沿线彩化、美化、绿化景观效果得到提升。

【养护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园林局积极推进管理
创新，探索养护管理市场化，强化巡察督查机制，加

大养护管理落实力度。

强化养护措施，严格落实主次干道绿化管养路

段长责任制；充分利用大城管数字化平台，实现园林

绿化全领域、全过程、全覆盖监督。截至年底，维修

站石１０７０米，更换站石８２０米。在主次干道维修、
补缺、更换和安装树穴覆盖３３２０平方米，花坛铺装
植草砖２１２０平方米。清理死危树和老旧树兜４２６
株。上花５次，面积约３３１万平方米，数量２１１８
万余盆。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反映的难题，力促重点

突破。截至年底，收到并整改各类群众投诉案件

３４７件，回告率１００％，满意率９７％以上。第三方案
件１７２５８件，处理合格１７０１８件，合格率为９８６１％。

继续按照“深化、规范、提升”的要求，注重加强

一线管护人员业务技能培训，规范技术标准和操作

规程，提升养护管理水平。

【社会绿化】　２０１７年，口区园林局继续强化社区
绿化管理，实行每周３个工作日深入社区、社会单位
巡查，巩固已提升的社区绿化成果，让社区居民共享

绿化、共享发展成果。

开展市民“三自”植树和社区居民认养活动，

将全民义务植树引向深入。积极探索，建立长效

认养树木、绿地的基地，初步将张毕湖公园确定为

认养基地。

丰富宣传平台，不断提升口园林软实力。截

至年底，口区园林局在武汉电视台、《长江日报》

等主流媒体上报道１８篇次。以口公园为活动阵
地，开展一系列活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植观

主题公园作用，受到广大市民一致好评。

推进亲民绿化建设，加强社区服务。２０１７年，
继续配合相关部门，对游艺社区、３５０６社区、营前社

区等２０个社区进行绿化提档升级，增加社区的绿化
量，积极创建老年宜居社区，使居民能出门见绿，开

窗见花，往日沉闷的老旧社区重新焕发活力，居民拥

有更多青草绿树。

发挥红色引领作用，对社区修剪工作采取网上

上报的新模式，主动给社区减负，居民需求传达得更

快，及时对各社区的死树和危树进行处置。截至年

底，共累计查看现场１２０余次，为社区提供修剪、砍
伐服务１４０余次。及时发现并制止各类占绿、毁绿
行为，维护社区的绿化成果，给居民一个美观宜居的

绿化环境。

精心组织第３４届金秋菊展。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
日，口区第３４届金秋菊展在汉江江滩公园万人广
场开幕。本届菊展以庆贺党的十九大召开为主题，

体现庆贺、欢乐、美在生活的办展理念，由１１个街道
办事处等共计２１家单位参加，占地面积达２０００余
平方米。其中口区园林局的主展区占地２００平方
米，运用钢骨架构，喷泉水景，菊花裱扎等手法，向市

民呈现出“醉美汉江湾”的秀丽风光。“醉美汉江

湾”获得专业奖一等奖。

２０１７年口区社会单位绿化情况统计表

单　位
植树数量（株）

小　计 乔　木 灌　木

易家街办事处 ９６０ １８０ ７８０

古田街办事处 ３５０ ８０ ２７０

长丰街办事处 １２２０ ２２０ １０００

韩家墩街办事处 １６７０ ７６０ ９１０

宗关街办事处 １８０ ６０ １２０

汉水桥街办事处 １９０ ９０ １００

宝丰街办事处 ６１０ ８０ ５３０

荣华街办事处 ３２０ １１０ ２１０

汉中街办事处 １８８０ ７６０ １１２０

六角亭街办事处 ６４０ ２１０ ４３０

汉正街办事处 ４２０ １１０ ３１０

（周芷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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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和管理

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口分
局（简称口国土规划分局）以绩效考核目标为主

线，以规范行政服务为抓手，充分发挥国土规划引领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５日，口国土规划分局副局长邹磊带队到竹叶海嘉园小区开
展不动产统一登记进社区宣传活动

和调控作用，为口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国土规划分局被湖北省档案局表彰为
“档案管理省特级单位”，被口区委、区人民政府

表彰为“２０１７年度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胜单
位”和“２０１７年度口区信访维稳先进集体”，被武
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表彰为“２０１７年度绩效管理
综合考评立功单位”。

【规划编制】　２０１７年，口国土规划分局积极支持

引导城建重大项目，先后参与协调开展武汉市总体规

划、口区分区规划修编工作，参与协调编制宗关枢

纽规划、汉江湾规划、环同济健康城规划。协助市规

划院参与口区创新空间概念规化工作方案、口区

微型公共空间项目前期研讨工作。与市规划院、区教

育局配合完成口区中小学布点规划，完成全区体育

设施规划现状调查。参与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国际科

创总部基地”选址１１３５片的前期论证和概念设计工
作。完成基本生态线“三湖一线”现状调查。

【行政审批】　２０１７年，口国土规划分局不断创新
审批方式，简化审批资料，优化审批流程。加快推进

放管服改革，推进建设项目审批全程电子化，落实政

府并联审批要求，开展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方案并联

审批，起草行政审批３０工作方案，成立“马上办、
网上办、一次办”工作领导小组和

工作专班，制定下发“三办”工作

方案，细化完善分局“三办”清单，

提高服务质量。全年发放《选址意

见书》４０本、《用地规划许可证》９
本、《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１４本，
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规划条件

核实１４项。

【地籍地政】　２０１７年，口国土
规划分局开展区内２０１６年度遥感
监测图斑核实和土地利用现状调

查工作，核实图斑 ４４个，面积
６０６６亩（４０４４公顷）。完成汉宜
路片、制瓶厂片、化工仓库片、６５
中北片和宗关铁桥片二期等２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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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征收项目范围内共计１３３３户国有土地使用证
注销工作，土地面积１７３２２５平方米。继续稳步推进
不动产统一发证工作，在中心城区率先启动不动产

档案的数字化扫描上传和归档整理工作；主动与房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７日，口国土规划分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春带队到古田街、易家
街等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汛期巡查

管部门沟通，实现业务无缝对接，当天办理交易告知

书即可进行不动产登记。对确实有困难不能到窗口

办理登记的群众开通绿色通道，工作人员到群众家

里、到医院病房，方便群众办事；全年发放不动产权

证书３９３５９本、不动产登记证明３８４４０本，完成不动
产落宗编号１６１２０件。办理不动产登记方面信访件
５０２件，不动产登记结果查询２５８３份。办证时效实
现了两个台阶的跨越：从２０１６年３月中心城区办证
首发时３０个工作日，到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底缩短到７个
工作日；从２０１７年３月实行前置扫描、电子审核以
来，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已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１个工作
日、其他类型登记业务３个工作日。

【地质灾害防治】　２０１７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制定
下发《口区２０１７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将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２０１７年区绩效目标。成立由区
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的区地质灾害防治网格化管

理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街道办事处、社区、国土规划分

局、武汉地质环境监测保护站“四位一体”地质灾害防

治网格化管理体系，明确各级网格责任人的职责和任

务。在防汛期间，由分局领导班子成员牵头成立４个
工作小组，分别对辖区各街道进行汛期地质灾害排

查，加强与各街道、社区以及地质灾害防治部门的沟

通，发放《武汉市地质灾害网格化

管理工作手册》和各类宣传材料，

介绍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流程，排查

地质灾害隐患，共同研究部署汛期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辖区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征地拆迁】　２０１７年，口国土
规划分局全面梳理区内国有土地

上房屋拆迁项目，摸清拆迁项目开

展的依据、拆迁的范围、实施的单

位、拆迁的面积、拆迁进度情况、目

前的现状，形成《国有土地上房屋

在拆项目情况报表》《国有土地上

房屋逾期还建项目情况报表》，为

推进拆迁项目进展、解决历史遗留

难题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规范土地征收台账管理，摸

排各村批准用地总量、报批次数、使用规模、建设用

途、遗留问题，形成《集体土地征收项目报表》，为推进

土地征收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明细化提供参考。全

年完成拟征收土地告知５项，面积１０１２４２公顷；办
理“城中村”改造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８６
个，面积３１４１５４１公顷；办理集体土地征收完毕确认
４９起，面积１３０４２９８公顷；办理国有土地房屋拆迁完
毕确认３起，拆除房屋建筑面积３５０７４１８平方米；完
成３个在拆项目《拆迁许可证》的延期审核及公告工
作。审核发放《房屋拆迁情况证明》４２２份。

【法规监察】　２０１７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开展政策
法规和规划成果宣传，加强群众性普法工作。违法

用地立案率、查处率１００％。完成辖区４６个疑似违
法用地图斑的土地卫片执法检查外业核查和内业整

理工作。对４３项批后项目进行严格跟踪管理，批后
违法建设技术核查率 １００％。全年向市测绘院转
《建设工程现场核查、测绘工作联系单》１６份，转审
批部门《违法建设技术认定工作联系单》１０份，移送
区城管委依法查处的《关于移送批后建设工程违法

建设的函》６份。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规划条件
核实１４项，建筑面积１２５９２万平方米。

【土地利用】　２０１７年，口国土规划分局办理土地
划拨项目７宗，土地面积１２６０４３４９平方米；办理土
地资产划转项目１宗，土地面积６５７３９平方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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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业改制项目１宗，土地面积７８８６平方米；办理
两证遗留问题项目补缴土地出让金１宗，土地面积
１５６４平方米；办理土地租赁项目 ５宗，土地面积
３１８２６５平方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古雅路建成通车

【停车场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国土规划分局积极推
进停车场建设，完成公共停车场建设年度目标任务

１８００个，建成停车泊位２５６１个，建成投入使用２０４０
个，在建５１２个，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绩效目标任务。

（魏新海）

市 政 建 设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加快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围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目标，完善城市

功能，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整体谋划、统

筹区域开发建设时序，逐步构建能够满足产业培

育、乐活乐业、历史人文等需求的基础设施体系。

２０１７年，口区建设局完成建设项目２０４项，完成
投资６８７７８４万元，其中道路交通项目９５项、城管
设施项目３６项、水务建设项目２０项、园林绿化项
目３１项、房屋整治项目 ７项、其他单位公共项目
１４项和旧城改造项目１项。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建设局投入
１４８５９１万元，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成长安路、平安
二路、古雅路、古萧路、天泽横路、云鹤小路、京广西

路、凌云西路、古画路、金银湖南街等１０条道路。
长安路（古田二路至丰华路）道路排水工程属

于区重点建设项目，要求年内完工。该道路长４８０
米，宽３０米，完成投资７１５３万元，工程项目包括道
路、排水主体工程和交通、照明、绿化等相关配套工

程，征收户数６５户，征收调查面积５０３６０８平方米。
凌云西路（金银湖南街至三环线北路）道路长

３３６米，宽３０米，总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工程总用地规
模８１０４４４平方米。

京广西路（云鹤小路至长丰大道）道路长 ３５０
米，宽 ２０米，总投资 ３１７８万元，用地面积为
１０６５９７４平方米。

云鹤小路（汉西三路至京广西路）工程长 ４００
米，宽２５米，总投资２９３７万元，用地面积为７５３９３２
平方米。

古画路（古田路至古北正路）工程长３９０米，宽
２０米，２０１７年计划完成投资９９３万元，属于农利村
配套项目。

金银湖南街（金海东路至凌云西路）道路长

１６５２米，宽４０米，总投资１４９７３万元。
古萧路（建荣路至长丰大道）道路长 ３１５８３

米，宽２０米，总投资５６３０万元。
天泽横路（古萧路至天泽路）道路长３３０米，宽

１５米，总投资１５１２万元。
古雅路（田文街至古田路）道路长 ４２４０１米，

红线宽２０米，总投资１７４８万元。
平安二路（太平洋路至汉西路）道路长３３４７６７

米，宽２０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排水、照明、交
通、绿化及其他附属工程，工程总投资３０３０万元。

【重点工程征地征收】　２０１７年，口区建设局加大
重点工程征地征收工作力度，完成征地 １１６２９亩
（７７５公顷）、征收１３７万平方米。

长丰大道的建成实现汉口中心城区与武汉城市

圈的无缝对接，促进城市圈联动发展。长丰大道

（二环线至三环线）工程西起三环线竹叶海立交，东

至二环线常码头立交，全长约７２００米，红线宽５０—
８０米，工程采取“主线高架 ＋地面辅道”的方式建
设。２０１７年长丰高架常码村 ＣＥ匝道、东风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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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２、Ｓ２匝道、竹叶海立交 Ｃ匝道施工需拆迁红线内
房屋，计划征收 ５００００平方米，征地 ９３亩（６２公
顷），长丰大道实际完成征收７６０００平方米，征地９３
亩（６２公顷）。

汉江大道是连接南北三环线的重要射线道路，

也是军运会的重要保障线路，汉江大道建成后，将成

为串联三镇的标准最高的快速通道。汉江大道工程

分为汉江大道（常青路至建设大道）工程、汉江大道

（建设大道至京汉大道）工程、汉江大道（江汉大道

至梅子山通道南）工程等 ３个工段，涉及拆迁 ６６１
户，其中居民６２９户、企事业 ３２家，征收总面积约
１０１４０９６３平方米。２０１７年汉江大道（常青路至建
设大道）工程完成征地１４６７亩（０９８公顷），征收
１５２００平方米；汉江大道（建设大道至京汉大道）工
程完成征地５２３亩（０３５公顷），征收１７６５７平方
米；汉江大道（江汉大道至梅子山通道南）工程完成

征收４万平方米。
惠安大道是连接位于主城区的口区与西部新

城组群的重要联系通道。惠安大道（解放大道至张公

堤）道路长３２０米，宽４０米，双向８车道，同步配套建
设Ｄ５００、Ｄ８００排水系统，道路中间与三环线辅道平
交，北接解放大道，南延伸至东西湖区域。２０１７年完
成征地 １３４亩，征收 １８７２２９平方米，拆迁资金
２４６００万元。至年底惠安大道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

【轨道交通建设】　２０１７年，武汉轨道交通７号线一
期工程启动，口区段设有１座站，即常码头站；１
个停保场；１个区间，为常码头站至长丰站区间。其
中，常码头站和停保场已完成征地征收任务。根据

地铁建设方案，常码头站至长丰站区间为本年调整

新增武汉腾健达经贸有限公司征地３２亩（２１３公
顷）。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完成签订征地框架协议，并预付
２０００万元，同时移交土地进行地铁竖井施工，预计
２０１８年６月底前签订正式征地协议。截至年底，正
在对该地块土地价值和林木价值进行评估。

【建筑业市场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在建工程７２
项，建筑面积 ８７５２３４４４平方米，造价 ２３２７７９２４３
万元 （其 中 区 管 在 建 工 程 ５８项，建 筑 面 积
６４８３４１２４平方米，工程造价 １３３３８４２４３万元；市
管在建工程１４项，建筑面积２２６８９３２平方米，工程
造价９９３９５０万元；无证施工项目 １４项，建筑面积
１５７００００平方米）。区市政工程 １０项，工程造价

８５７８万元；拆除项目６个，建筑面积２２０万平方米。
全年项目监管到位率１００％，新增项目２９个，

面积５２２万平米。其中竣工验收备案工程６３个，
竣工面积１７０９万平米，节能验收备案项目９１项，
新增建筑节能达到２１５万吨标准煤能力；新增可再
生能源应用面积２９３３万平米；新增绿色建筑３６２
万平米，验收合格率１００％。协助创建农民工学校６
所。下达限期整改通知７６份，质量行政处罚２起，
罚款金额１９０７万元。

全年开展安全文明施工监督检查巡查８１１２人
次、专项整治及季度检查１５次。安全技术措施方案
审查率１００％，辖区建筑施工现场有垂直运输机械
设备１３３台（其中塔吊６０台，施工电梯５０部，物料
提升机２台，整体提升架２１台），备案、使用登记率
１００％。有２个项目申报（省）安全质量标准化达标
示范工地“楚天杯”，５个项目申报（市）安全质量标
准化达标示范工地“黄鹤杯”。

积极配合环保部门安装扬尘在线监控系统，

实际完成市级目标设定的５套设备的安装。对符
合智慧工地安装要求的 ３５个工地，全部安装到
位。区建管站积极督促各建设项目工地安装喷洒

降尘设施，督促正常开启使用，完成 ４０项工程安
装喷淋降尘设施。

截至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发出施工许可证３个，
总 建 筑 面 积 ４０７５２９４８平 方 米，总 合 同 价
１１５９０９６９８６万元。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起，该职权正
式移交至区行政审批局办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建设局加大专项整治力度，共
召开三次全区拆迁工地专项整治会议，开展巡查

１６０人次，突击检查３０次，查出问题５０个；对企业
和项目约谈２项，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２４份；对问
题较严重的项目和企业下达停工通知书３份；对２
家问题严重的项目和企业进行不良行为公示等；处

罚合计０３万元。通过专项整治，口区拆迁工地
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有了明显的改善。

（王　莹）

城 乡 统 筹 发 展

【概况】　口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简称
口区统筹办）成立于２０１０年，为区政府工作部门，
并于２０１１年增挂口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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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９日，武汉市征收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古田街万人宿舍片召开

２０１７年４月，口区“城中村”改
造工作办公室职责调至统筹办，统

筹办增加“城中村”改造工作相关

职责。２０１７年，口区统筹办始
终把项目建设作为助推区域发展

的第一要务，积极谋划、勇于创新，

通过“模拟征收”“统征储备”等多

种方式有效打开工作局面，从土地

储备、项目征收等重点环节抓起，

全方位、多渠道推进旧城更新改造

工作，为促进全区经济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三旧”改造】　２０１７年，口区
统筹办围绕全区重点工作，攻坚克

难，锐意进取，顺利完成“三旧”

（旧城、旧村、旧厂）改造目标任

务。全年依法依规推进２０个旧城征收项目和８个
“城中村”改造项目，完成旧城征收 ９２５１户、６５０６
万平方米，“城中村”改造拆迁８０２３万平方米，其
中建一路西片、万人宿舍片等项目即将收尾；常码头

村、农利村正在组织整村拆除验收。

【土地储备】　２０１７年，口区统筹办大力拓展储备
源头，积极寻找具有储备潜力、开发价值较大的地

块，按照保障供应、保证收益和控制成本相结合的原

则，加大土地储备力度。全年储备土地项目２３个，
总用地面积２６０７亩（１７３８公顷），预计总投资２５４
亿元，有效为区级经济发展积蓄后劲。严格执行土

地出让招拍挂制度，依法规范土地出让程序，实际完

成挂牌供地３宗、５１７亩（３４４６公顷），其中汉正街
东片２７０亩（１８公顷）、内燃机宿舍片 ６８亩（４５３
公顷）完成供地，成交总价 １４８４亿元；汉宜路片
１７９亩（１１９３公顷）于１２月２８日公告。

【项目创新】　２０１７年，口区统筹办勇于改革创
新，力求突破征收疑难。对易家墩、舵落口两村自有

土地无法自身平衡，难以通过市场方式自主改造的

情况，采取政府统征储备模式推进两村改造工作，使

两村成为武汉市第一例采取政府统征储备方式推进

的“城中村”，截至年底，村民房屋拆迁收尾，累计拆

迁５３万平方米，占总比例９６％，并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筹集资金１２亿元。在内燃宿舍片、制瓶厂
片开展模拟征收的成功经验下，继续在万人宿舍片

实施模拟征收，树立群众工作线、依法征收线的“两

线工作法”理念，固化预签约模式，把预签约阶段作

为民主协商过程，作为群众在房屋征收中自主、自

愿、自决的过程，让不同类型群众的利益诉求在这一

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来；在预签约启动５０天内，即实
现预签约率８０７２％；截至年底，该项目已下达征收
决定、启动正式征收，签约率达 ９４９％、过审率
７８２６％，项目接近收尾。

２０１７年口区旧城改造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基本情况（单位：万平方米、户） 项目进度（单位：万平方米、户）

征收面积 征收户数

总征收

面积

剩余征收

面积

总征收

户数

剩余征收

户数

完成入户

调查时间

下达征收

决定时间

２０１７年完成情况 累计完成情况

累计完成

面积

累计完成

户数

累计完成

面积

累计完成

户数

１
长江食品厂 Ａ２、Ｂ
地块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７３ ８７３ 未启动调查 未下达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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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基本情况（单位：万平方米、户） 项目进度（单位：万平方米、户）

征收面积 征收户数

总征收

面积

剩余征收

面积

总征收

户数

剩余征收

户数

完成入户

调查时间

下达征收

决定时间

２０１７年完成情况 累计完成情况

累计完成

面积

累计完成

户数

累计完成

面积

累计完成

户数

２ 一职教东片 ３２８ ３２８ ３２８ ３２８ ２０１１１０３０ 未下达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３ 崇仁Ａ片 ６７９ １０３ １２２８ １６２ ２０１６１０１５ ２０１７５３１ ５７６ １０６６ ５７６ １０６６

４ 地大汉口分校片 ７０５ ７０５ ８３０ ８２９ ２０１５１０ ２０１７６２６ ２５４ ３７４ １３８４ ３７５

５ 建一路西片 ２５６０ ６３０ ２４２２ ５３ ２０１６１０ ２０１６１１０３ １０４０ １０２２ １９３０ ２３６９

６ 宗关铁桥二期 １１６０ ０００ １１３７ ０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０７９ ３６ １１６０ １１３７

７ ６５中北片 １９９０ ６５０ １６３１ ２６６ ２０１５１０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５ ３９０ １３４０ １３６５

８ 化工仓库片 ５６９ ０６７ １０ ３ ２０１５１０ ２０１６０５２０ １００ ２ ５０２ ７

９ 普爱医院扩大片 ０３０ ００７ ４８ ２ ２０１６１００１ ２０１７５２３ ０２３ ４６ ０２３ ４６

１０ 古田路６号地块 ０２０ ０００ ２５ ０ ２０１６０９ ２０１６１２ ０２５ ２５ ０２５ ２５

１１
联谊路片、丰帆路

西片
８８５ ８８５ ９２４ ９２４ ２０１６０６１０ 未下达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２ 古田路临江片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８７ １８７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 未下达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３ 万人宿舍片 ４０００ １３９７ ５３２７ ４７４ ２０１６１０１５ ２０１７６１６ ２２６８ ４８５０ ２６０３ ４８５３

１４ 跃进片 １３８０ ６５２ １３５０ ２８２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 ２０１７５３１ ７２８ １０６８ ７２８ １０６８

１５ 六角南巷片 １２００ ９９０ １２００ １１９９ ２０１７６９ ２０１７７２１ ２１０ １ ２１０ １

１６ 工贸仓库及扩大片 １５０ ０００ ５３ ０ ２０１６１１１６ 未下达 １５０ ５３ １５０ ５３

１７ 月湖桥片 ５００ ０３６ ４６０ ０ ２０１５１２ ２０１６０６２４ ２５９ ２４３ ４６４ ４６０

１８ 口路片 ３５０ ２１１ １６０ ０ ２０１５１２ ２０１６０６２４ ０３６ ６７ １３９ １６０

１９ 太平洋公交枢纽站 ０３５ ０００ ７ ０ ２０１７０４１３ ０３５ ７ ０３５ ７

２０ 油厂 ２２３ ０００ １ ０ ２２３ １ ２２３ １

总　计 １７７２９ ７６２６ １８２０１ ５５８２ ６５０６ ９２５１ １１４９２ １２９９３

２０１７年口区经营性用地出让地块情况一览表

序号 地块名称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土地用途

成交价格

（万元）

土地使用权

竞得人

１
汉 正 街 东 片 Ｐ
（２０１６）１５６号

东至上河街，南至沿河

大道，西至多福家电市

场，北至汉正街

７４３０５
地上６６８
地下０４２

住宅、商服 ８０１０００
上海复臻投

资有限公司

２
汉 正 街 东 片 Ｐ
（２０１６）１５７号

东至宝庆街，南至沿河

大道，西至上河街，北

至汉水街

２７９３５
地上１６０６
地下０８９

住宅、商服 ５０００００
上海复臻投

资有限公司

３ 内燃机宿舍片
古田路与古画路交汇

处
４４０７０ ４２２ 住宅 １８３０００

中国电建地

产集团有限

公司

４ 汉宜路片 汉宜路 ９１６００ ３８８
住宅、商服、

文体娱乐、

公园绿地

４７４３００
武汉阳光万

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刘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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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与交通运输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口区
城市管理执法局、口区交通运输局、口区公路运

输管理所，简称口区城管委）围绕区委、区人民政

府中心工作，以全国文明城市复查、全国卫生城市复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口区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检查蓝焰物流基地从业人员
资质及货运车辆安全

审为主线，充分发挥大城管牵头抓总作用，着力理顺

管理创新机制，持续开展城市环境治理，大力推进项

目建设进度，不断提升道路运输行业监管水平，完成

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城市综合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坚持“领
导靠前、协调调度、目标考评、激励奖罚、挂牌督办、

限期整改、动态回访”等常态工作措施，严格考核，

对标全年工作目标，实施日巡查、周通报、月兑现、季

约谈、年终结硬账的闭环式跟踪督查，倒逼各责任单

位主动作为、争先进位。强化督导压实责任，坚持开

展马路办公，现场解决城市综合管理顽症，南泥湾立

交、亚酒周边、简易集贸市场等管理脏乱差问题得到

有效破解。按照“联勤联动、相互支援、协同作战”

的工作原则，区街联动共同发力，共同探索破解渣土

治理、工地管理、单车停放等难题，建成１０条各具特
色的示范生活街区和中山大道、园博园南路市容环

境示范路。

【城管执法体制改革】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经过
多轮反复酝酿，结合口实际，完成执法职责、设置

机构、执法重心下移、科学配备人员等改革目标设

定，形成《中共口区委、口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

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

见》（代拟稿）。

【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遵
循“治旧控新、联防共治、依法行政、分类处置”的工

作思路，组织开展“城中村”改造区域（长丰常码头

村、永利村、易家舵落口村）连片拆违春季专项行

动。运用卫片图斑、无人机等新型巡查手段，拆除天

顺园小区、汉水四村火柴宿舍等３０余处新增违法建
设，快速打击抢建行为。全区拆除违法建设 １８６４
处，计１８５０３０平方米。

【占道整治】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实施“三结合”
工作法（即错时上班与正常上班相结合、定岗管理与

机动巡查相结合、日常管理与集中整治相结合），对出

店占道实施全覆盖、全天候管控。规范占道经营３６
万余处，清理乱堆放１５８０余处，口路牛肉占道市
场、夏季占道瓜车等管理顽疾得以有效管控。

【渣土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注重渣土源头
管控，严审全区 １８个出土工地，推行“借雨洗车”

“净车行动”，封停违规工地 ２８７
次，处置施工噪声投诉７２６７件，查
扣违规渣土车辆 ５４１台次。全年
完成４１２辆渣土车二次密闭改装，
实现线上与线下、执法与卡点多层

监管。

【户外广告招牌及亮化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逐步摸索
出“以点带面，以强拆促自拆”的

管控方法，集中拆除解放大道、建

设大道、发展大道、中山大道、沿江

大道５条道路９０处面积大、时间
长、影响力大、存在安全隐患楼顶

广告牌。完成民意四路、游艺路、

多福路３条门面招牌达标路段整
治，拆除３１６处不规范门面招牌。
完成泰和广场景观照明工程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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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道连通道综合整治工程（一期）。

【环境卫生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推行“一
路一策”作业模式，因路制宜将全区路段和区域按

一般、较重、严重３类实施分类洗路、清扫、保洁、清
运。探索完善“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日常保洁方

　　２０１７年３月９日，口区城管委举行“面对面，听期盼”社区走访活动，宣传城
管法规政策

式，最大化发挥机扫与人工清扫相结合的成效。完

善餐厨垃圾收运体系，探索政企分工模式由废油处

置专业公司收运处置，城管、街道等成员单位负责日

常监管，逐步扩大全区餐厨垃圾集中收取范围，签订

餐厨废弃物计７００余家，日均收运５０吨。率先启动
垃圾分类工作，按照“政府主导、协调联动、分步实

施、全民参与”的原则，先期推动浙江联运公司与宗

关街融侨锦江小区合作，在全市首批上线智能垃圾

分类系统，通过“智能机领取垃圾袋，家庭垃圾分类

打包、二维扫码分类投放，积分奖励”模式，对家庭

垃圾按“固废可回收垃圾、有毒垃圾、易腐及其它垃

圾”进行分类回收。

【“门前三包”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印发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查“门前三包”专项整治实施

方案》《口区２０１７年“门前三包”考核方案》以及
《口区“门前三包”长效管理整治方案》等文件，对

全区“门前三包”工作目标进行细化量化，严格落实

每月考核管理。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向临街单

位、店面发放宣传资料１５万余份，设置门前三包宣
传栏１８００处。积极开展“三乱”清除，清除各种乱
贴广告５万张，覆盖乱刻乱画３７
万处，清理“牛皮癣”２３万处，补
签、更换门前三包责任书 １８万
份，门前三包签订率１００％。

【１１０联动及智慧城管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重新规划
建成集指挥调度、视频会议为一体

的口区城市综合管理指挥中心，

对接公安视频“智慧之眼”系统，

在部分盲区、城市管理专业点位和

各基层单位安装 １００多个视频监
控。对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燃气

灌装点、客运站、主要路段城市管

理工作的实时监控和实时管理。

建设口区城管（交通）管理平台

系统，整合弃土管理、垃圾运输、油烟监管等各类市

级已建成的子系统，研发智慧城管微信公众号、智慧

大城管分析、智慧环卫等应用系统。全年完成各类

办件１４７７２件，其中市长专线４４９７件，城市留言板
２１１件，１２３１９城管热线５５０６件，区平台（８３７７７７７７）
４２２７件，市城市综合管理监督指挥系统３３１件，完
成率１００％。加强井盖、架空管线监管，规整架空管
线１０５４５米，清理废线２５６３２米，应急处置问题架空
管线２２４处，拆除无主废弃线杆６３根，应急处置破
损、残缺井盖９５９处。

【道路桥梁维护】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以轨道交
通周边、道路维修示范路沿河大道及重点工程项目

等道路为重点，完成解放大道、中山大道、古田一路

等主次干道、人行道日常维修５２万平方米，完成
１１８处道路挖掘修复，对８９８块新式路名牌进行验
收接管，新增路名牌２７块。辖区人行天桥、人行地
下通道已托专业公司进行全面安全检测。

【燃气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对全区２３００
多家商业用气场所进行全面摸排，增补责任牌８００
块，整改安全隐患３００余起，发放各类宣传品１０００
余个。开展非法燃气经营专项整治行动，暂扣非法

钢瓶２４２３个，查处无危险品运营资格车辆 ５２台。
针对没有办理器具销售备案证的违法行为下达限期

整改决定书３３份。备案燃气管道安全确认１１０件，
处理危及燃气管网安全案件５２起。全区燃气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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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无重大事故发生。

【“治超”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组织各相关
职能部门统一协作，细化工作方案，以开展法规宣传、

源头治理、路面执法和夜间守控为重点，全面落实治

超工作各项措施。全年开展集中执法１６０次，检测货
运车辆１１５２台次，查处超限超载车辆８７５台。

【噪声油烟污染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制定
《街道油烟噪声污染日常考核检查办法》和《检查考

核评分标准》，实施常态化抽查监管，督促社区（点

位）和餐饮单位整改问题。全年受理油烟噪声污染

投诉８３７３件，办结率１００％，满意率１００％。

【绿化执法】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开展主次干道
绿地、花坛乱堆放、毁绿种菜集中整治。全年办理违

章砍伐树木案件３件，查处损坏绿化及其设施等违
法行为３４２起。

【环卫设施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积极协
调，择优启动能承载１０００吨垃圾处置“口区固体
废弃物分类转运中心”和９座街道环保生活垃圾收
集站建设，有效解决垃圾转运难题。注重公厕人性

化理念，新建３座、改建５座舒适性强、功能性全的
现代公厕，改善入厕环境。购置５０多台大型环卫作
业机械，整体提高区街环卫机构机械化作业水平。

启动３座“口城市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建设，提供
全天候城管服务。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制定《口区
城管委（交通局）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印发区

城管委行政执法公示管理办理、行政执法全过程记

录办法、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进一步规范行

政执法行为。制定“先照后证”改革监管工作实施

方案，助力行政审批“接、放、管”落地，区城管委 ７
项行政许可事项全部划转区行政审批局。推进交通

运政窗口“三办”（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事项，办

理交通各类服务管理事项３０００余件。组织委领导、
中层干部参加各级专题法制培训６次。全年办理城
管行政处罚案件１２７３件。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扎实开展执法
队伍作风纪律整顿，召开座谈讨论２７场，举办学习培

训３场，中队和个人撰写作风纪律剖析材料１９１篇。
制定《执法队员培训轮训工作方案》，对９７名执法队
员、３４５名协管员进行系列轮训。探索推进城市管理
标准化建设，启动“ＩＳＯ三标综合管理体系”（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 ＋ＯＨ
ＳＡＳ１８００１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统一管理标
准和服务流程。启动《口区城市管理执法志》编纂

和组建“骋鹳足球队”，凝聚团队精神。

【交通运输】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根据武汉市交
委、区人民政府权力清单下放承接工作要求，通过自

行清理、严格比对、集中审查等程序，编制了权力清

单、责任清单和外部流程图，目前保留实施的交通类

行政权力事项共１０６项。按要求完成道路运输驾驶
员继续教育学时确认及签章，按规定全面落实诚信

考核及等级签注，签注３８０人次，建档率１００％。全
面开展客运、货运、机动车维修、汉正街物流和“黑

的”整治等“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出动执法车

辆３８２台次，执法人员８４６人次，检查营运车辆７４０
台次，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秩序。

【交通重点项目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围绕
“两村一场一户”（额头湾村、东风村、长丰养殖场、

彭文革）的征地拆迁等问题，先后现场调度７次，完
成孝高速拆迁１４５７６亩（９７２公顷）。深入推进
两江四岸规划区码头（趸船）清理整合“回头看”行

动，完成１６９艘船舶离岸。

【物流培育和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以武汉
蓝焰物流基地、武汉商贸国有控股集团、武汉市正达

物流等为代表的物流骨干企业加速成长为重点，鼓

励现有企业拓展产业范围，逐步引入优质企业资源。

成功引进武汉汉胜、佳运奇现代物流企业２家，培育
武汉市高承启物流有限公司进入３Ａ级企业。

【客货运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加强对辖区
２家客运站、６家客运旅游企业、３家危险货物运输
企业以及４５９家普货企业、２２７家物流企业的行业
监管和审验核查工作。严格客货车辆年审，从车辆

的驾驶证、从业资格证、行驶证等行车资质入手，认

真做好辖区客货车辆审验工作，审验率达 １００％。
严格质量信誉考核，完成辖区２家客运站（水厂、古
田）评定上报工作。强化客运站日常监管，采取日

·４６１·

·口年鉴·



常专人驻站、节假日专班监管的方式加强全日制驻

站管理，坚持每天１次例检，每周１—２次抽检，加大
督查力度。

【机动车维修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完成开
展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联合街道摸排维修企

业底数，按照“一户一档”建立底本资料。街道主要

领导亲自调度，发动社区逐户上门宣传，在维修企业

集中区悬挂横幅４６条，发放机动车维修法律法规宣
传册４０８份，专项整治的通告５３１份。认真做好驾
培管理，积极争取市交委和运管处的支持，在三环内

按国标建１—２个达标训练场，作为下一步驾培整治
的过渡场所，按照国标建成一处达标训练场。

【道路运输安全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城管委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观念和红线意识，坚持“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原则，严格落实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监管工作措

施。建立综合检查督办制度，以市交委、运管处通报

问题为抓手，有力有效解决安全问题。按照湖北省

交通厅、湖北省运管局《关于抓紧推进全省两客一

危车辆升级４Ｇ动态视频监控的通知》要求，督促并
验收升级道路运输企业４Ｇ车辆４８３台。全年排查
一般隐患７６０余起，下达责令整改通知２０余份，为
行业安全持续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

（陈　佳）

公 用 事 业

·供　　水·

【概况】　口区供水服务责任单位为武汉市自来
水有限公司汉口供水部口营业所。２０１７年，口
区供水面积为 ４１９２平方千米，供水人口 ７２５万
人，辖区售水量占汉口地区的３０％以上。口营业
所担负着整个口地区水表的抄见、管理、更换、维

修、水费收取及抄收到户工程等任务。截至年底，

口区有在册水表 １９６３８１只，其中计量地表 １７１９１
只、户表１７５２９７只、考核表３８９３只。

【供水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营业所紧密围绕年初下

达的目标任务，以全面完成经营目标任务为中心，以

网格化、“双评议”服务工作为重点，以推行绩效考核

制度为抓手，努力创新思维、攻坚克难，完成核心经营

指标。口营业所营业大厅及接待室的窗口服务质

量、员工业务技能、服务规范进一步增强，营业大厅增

加ＡＴＭ机自助缴费设备，能够更好的减少用户等待
时间。２０１７年，口营业所宗关营业大厅接待用户来
电、来访、服务咨询及各类用水诉求近６０００余笔，其
中需要核实并回复的４０５笔，达到笔笔有回复有落
实；全所受理的热线号单５２６５笔，其中市长专线督办
件１９０笔，武水在线４７笔，其他类别２笔，通过热线
系统上号９７笔，完成及时率９８１２％，用户满意率
９９７５％，回复及时率９７１１％。

【网格化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营业所积极开展网格
化综合服务工作，将所管辖的１１个街道、１２７个社
区，按照社区地域划分建立二级网格群，配备５２名
网格员，建立７５个三级网格、７４个ＱＱ网格群，网格
员的联系牌全部张贴在社区内。全年通过网格化管

理，直面用户用水诉求，用户投诉明显减少。

（洪文婕）

·供　　电·

【概况】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武汉供电公司在
口区分布有汉口客户服务分中心口高低压营业

厅、崇仁营业厅、华源电力集团汉口分公司、武汉供

电设计院有限公司多家基层单位，其供电营业区域

与口区行政区划有所不同。截至年底，口区实

有用电客户２７８４万户，其中居民用户２６５６万户。

【华源电力集团汉口分公司】　武汉华源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汉口分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成立，由原汉口地
区汉口、口、常青３家实业分公司整合而成。公司
主要从事汉口地区城区２０千伏及以下电网新建、技
改、大修工程施工总包，２０千伏及以下用电客户的业
扩包装及改造项目，２０千伏及５０００千伏安以下用电
客户配电工程设计，资质范围内修造、试验等其他项

目。同时，为区域内的主业单位提供非生产性设备的

巡视、维护、抢修、物资配送、车辆、后勤服务。

【武汉供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武汉供电设计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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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创建于１９６０年。公司具有工程咨询火电专
业甲级资质、电力行业专业乙级资质，以及工程勘察

专业类丙级资质。其业务范围包括：承担武汉公司电

网前期项目可研，电网新建工程、电网技改工程，以及

配电网中低压改造工程设计，受客户委托开展区域性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高压场站工作人员进行日常安全巡检

规划设计，客户工程项目可研及工程设计。公司于

２０００年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体系认证。公司拥有先进
的计算机辅助设计（ＣＡＤ）系统，管理信息系统（ＭＩＳ）
和办公自动化系统，实现档案数字化，信息管理网络

化，具有满足客户要求的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供电服务】　２０１７年，国网武汉供电公司汉口客户
服务中心口营业厅（简称口营业厅）注重以关

停营业大厅为目标，提高离柜率，倡导线上缴费。

弱化营业厅功能，积极宣传掌上电力、９５５９８互
动网站、电费充值卡、微信、网上银行等缴费渠道，实

现２４小时充值。与支付宝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大力
推广智能电管家服务，响应“智慧城市、美丽乡村”城

市发展号召，构建公司“互联网＋智能营销”的服务品
牌，实现“购、用、管”一体化用电服务平台的顺利转

变。建立微信群，线上受理用户业务，避免用户重复

往返。进一步扎实开展网格服务，让网格无处不在。

以智能电管家服务为契机，收集用户基础资料，

加大线上缴费宣传力度，投入全部人物力以现场演

示、引导操作、上门服务等形式，让线上缴费、智能用

电成为“习惯”；倡导节能高效，推行电费电子账单。

除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和伤残人士服务特殊需求外，

逐步推行“无纸化”电费催缴告知服务，以电子账单取

代纸质账单，让账单告知、电费缴

纳、发票领取、税票兑换打破工作日

限制，真正成为触手可及的服务。

积极开展双评议工作。以“改

进作风、围绕中心、联系企业、依法

行政，敢于担当”５个方面，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

“民主评议、多方参与、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的原则，积极开展双评

议活动，以此为契机，梳理工作中

的不足，提升服务质效。同时，在

大厅显眼处摆放双评议易拉宝、二

维码、横幅，在大屏上滚动播出双

评议文件精神，供用户监督。

强化重大保电和重要用户隐

患排查。２０１７年完成中、高考以及社会各类考试、
防汛、部队重大活动、各级政府重要会议、各银行年

终数据上传等重大保电活动，对辖区内重要用户内

部设备开展３５次全面检查。
依靠智能电表，深入推进采集系统应用。截至

年底，在利用智能电表的前提下，深入推进采集系统

应用。消灭负损台区、高损台区，建立电表故障报

警、紧急复电、故障报修等部门间协同机制，加速台

区改造及智能表更换工作。全年完成１０２８个台区
１０万户表采录技术提升工作。

深入落实直接交易用户工作，帮助具备直接交易

身份的用户转变身份。按照国家政策，供电营销市场

中售点公司可以替代用户，成为与供电企业交易的经

济主体。２０１７年，口辖区无直接交易用户，经过不
间断的宣传、专题讲座等，截至年底已有１１家直接交
易意向用户，全年累计售电量达１８６亿元。

（武　岚）

·供　　气·

【概况】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以新价
值、新业务、新模式为导向，紧紧围绕“安全、服务、

市场、人才、效益”五大管理重点，对外锐意进取、积

极开拓、砥砺前行，对内筑实根基、优化流程、坚持创

新，在企业发展面临困境和瓶颈的同时，不断谋求和

释放企业发展潜力，基本实现净利润、合同履约率、

燃气管网隐患整改等各项主要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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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平台建设】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落实微信关注，开辟公司微信公众号“网上便民服

务通道”。截至年底，微信关注用户５６万人，绑定
用户１５万人，最高图文阅读１０万次以上。线上支
付方面，第三方支付占比达６０４３％，冬供期间支付
宝和微信２４小时充值量约为９４００笔。电子工单方
面，预约安检１３２６笔，预约改管３９９３笔，微信收费
１８２４笔。新增业务方面，包括天然气线上缴费，智
能维修调度平台，微信舒适家商城上线，电子发票上

线，网上开户过户，网上便民服务通道。

【服务体系延伸】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有效整合资源，打造多载体多渠道延伸服务体系，推

介“一体化”服务、舒适家居系统及燃气具产品，变

“成本中心”为“利润中心”。

２０１７年，完成燃气具销售３６万台，较上年增
长１９０％，完成民用户收款４５２亿元，新增民用户
１９１１万户，新增工商点火１２４７户，新增实销气量
１８１９万立方米。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与武汉万科签订
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８年度《采暖项目深化合作协议》，项
目规模达到９９３２户。

【满意度荣登榜首】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
司秉承着为客户提供亲切专业和高效率的服务的经

营理念，以客为尊，获得客户一致好评。全年热线中

心呼入总量１４６９３５２起，比上年上升７６％，满意度
调查回访４３９９５起，成功回访率８８％，回访满意率
１００％。全年公司贯彻落实治庸问责、全媒体监督平
台、市信访局督办件办理要求，办件及时率、满意率

均达到１００％，办理结果排名全市并列第一。２０１７
年武汉市窗口行业群众满意度测评，公司全年均排

名前三。全面推行便民化服务，大力实施圈存机进

社区服务，方便客户就近圈存。截至年底，公司在工

行、建行、兴业银行、各大社区、营业网点安装９００余
台圈存机，覆盖武汉市 ９０％的天然气客户，近 １００
万客户实现小区充值。

【保障稳定供气秩序】　２０１７年，面对全国各地天然
气供应异常短缺的严峻形势，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多措并举，有效保障武汉市管网运行安全、民生基本

需求供应和舆情稳定。针对供需形势，早谋划，早安

排，启动应急预案，积极应对供需形势紧张的局面，有

序保供。科学确定停供顺序，细化到企业名单和压减

气量，公司成立冬供应急领导小组，召开例会进行及

时决策；积极与中石油进行沟通，争取气源，紧急增购

高价气源，建立联合调度机制，确保生产运行安全。

按照“保民生、保重点、保稳定”的原则，继续多方筹措

气源、强化需求侧管理，全力做好天然气供应工作。

【管理工作创新】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加强管理创新，不断促进管理水平提升，为实现公司

的战略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建立年度重点工作落

实跟踪机制，定人定责，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完成

进度进行通报，确保各项工作的深入推进。开展基

础工作大检查，扩大检查内容和范围，针对检查发现

的问题督促整改，使公司办公场所管理得到提升。

同时，对用户报装流程进行优化整合，使用户报装工

作时限大大缩短，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通过
建立并落实安全责任制，提高员工对安全生产工作

的责任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综合稽查

累计１９７次，涉及部位累计 ４７９处，对现场查出的
５０处问题完成整改。积极做好应急预案的修编及
演练工作，修编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１４个，完成３７次
预案演练。

口地区天然气服务网点一览表

网点名称 地　　址 受理业务 联系电话

抄收中心紫薇营业厅
古田四路解放大道 １３４号紫薇花园
（古田四路轻轨站旁）

抄表收费、新户办卡报装、燃器具报

装，自助充值圈存等
９６５１１

客户服务口店
京汉大道３６８号金玉华庭３号、４号
（加油站旁）

抄表收费、新户办卡报装、燃器具报

装等
９６５１１

（程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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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邮政　


通信

交 通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交通大队以“压事故、保平
安，干道畅通、背街有序”为总目标，持续提升规范

执法水平和服务民生水准，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

　　２０１７年５月，口区交通大队利济路岗被中宣部评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绩效目标与创建安保工作，有效保障辖区群众的出

行安全。全年，辖区万车交通事故死亡率处于全市

最低水平（本区万车死亡０８７人，全市平均水平为
２９４人），连续６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稳中有降”。
全年交通秩序考核综合排名全市第三，为历年最优。

连续８届被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
文明单位”称号，连续４年获评区绩效立功单位。

【事故预防】　２０１７年，口区交
通大队加大源头追踪与路途查扣

力度，利用高科技手段精准打击，

圆满完成８５６辆黄标车淘汰工作。
全年完成１５７２辆７类车的违法清
零工作。约谈７类车重点企业２０
余家，检查６类车辆３２７８台，审核
重点车辆敏感驾驶员 ６００４人，查
处隐患车辆１５５台，问题驾驶人１２
名，均逐一落实整改。开展多形式

交通安全进校园进万家活动，“地

毯式”审查１１８所学校校车资质，
安全设备逐车核查，对３１所无证
幼儿园下发整改告知书。微信、

ＱＱ发布交通安全讯息４８５条，安

全提示３６１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２９５次。加大简
易事故线上快处快赔力度，全年处理各类道路交通

事故４１９９起，快赔点受理事故２６２５起，微信处理量
３１８９起。全年办理交通肇事、危险驾驶等刑案 ３２
起，报捕批捕率达１００％。破获死亡逃逸事故２起，
一般伤人交通肇事逃逸事故７起，车损逃逸事故６９
起，侦破率为１００％，巩固了辖区安全屏障。

【交通组织】　２０１７年，口区交通大队以“交替放
行避冲突、闯绿灯抓拍防溢出以及虚实隔离机非通

行”３项分流引导措施，力促航空路立交等交通咽喉
畅通有序。全年在克服月湖桥施工等困扰，宏观把

控“限行、分流”的同时，注重微循环、微改造，实现

道路通行“两降两升”，即拥堵报警与高峰期拥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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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标分别比上年下降５％和１３％，高峰、平峰车速
分别提升 １３％和 ８％，确保“口不堵”。全年对

２０４个灯控路口进行优化配时，７３个小区进出口进
行优化施工，复线更新标线７１９４米，安装标牌３０２

块，调整与新增护栏３６２０块，计１０８６０米，对７个路
口导向标识进行调整。利用“互联网 ＋”智慧应急

治堵。全年高峰报堵５９３０起，下降２３９％；１２２堵

情报警３１８６起，下降３４８％。

【综合整治】　２０１７年，口区交通大队联合警、地、
政、企四方，对汉西市场周边长年挤占人行道、绿化

带等乱象进行清理，发放宣传单５００余份，清理沿线
僵尸车、报废车、无牌车２００余台，没收广告牌及占

道物品１０００余个，设置隔离桩２０３根，实现还路于

民、还绿于民。深入推进“万名警察进社区”勤务，

严格落实“路长制”，将触角延伸聚焦社区“微秩

序”、畅通居民出行最后一千米，实现“干道畅通”与

“背街有序”两手抓，共搜集各类问题４００余件，办

理搜集派发企业诉求７批次６０余起，实现按时办结
率１００％。聚集马路乱象，利用１２３个高清探头实

现主次干道视频巡检和“两闯”、压线等违法抓拍，

全年抓拍乱闯禁行线、闯红灯４２５４６起，违停４５４９３
起，机动车不避让行人１９０１４起，加塞１１３１９３起，提

高对违法行为打击效率。以５个一类岗为基础搭建
违法教育整治点，针对性进行“三车”、渣土车、行人

非机动车等查处，全年教育行人非机动车６７４９起，
处罚 ９９８０起。开具现场处罚 １１９０６５起，违停

５９６７７８起，拖车 ２２９４起，处罚不按规定使用灯光

３１８起，打造辖区道路文明。加强多方联动整治重
违，坚持“日通报、周研判，警力跟着警情走”的工作

举措，大力开展各项重点违法的交通整治，全年共查

处涉牌１２５１６起，套牌１３４起，酒驾１０１３起（其中醉

驾３１１起、酒后驾驶 ７０２起）。查处渣土车违法

３８８４起，水泥罐车违法３０４６起。全年共处罚客载
货１２４５５起，电的８４８起，暂扣两轮７３７８台。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交通大队注重自身队

伍建设，涌现中宣部命名的“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利济路岗”及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方

园、武汉精神践行者魏炜等一批优秀典型，１人荣立
个人二等功，５人荣立个人三等功，１３０余人获市、区
表彰。此外，口区交通大队有３００余篇先进事迹
被各大媒体报道，其中央视等国家级媒体７次，省、
市级媒体２７０余次。

（李　蕾）

邮 政

【概况】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武汉市口区分公司
（简称口区邮政分公司）是武汉市八大中心城区

营业局之一，下设１３个全功能网点，２个发投站，
在岗员工３６６人，业务收入年规模１１５２５万元，储
蓄余额规模 ４１７３亿元，人均劳动生产率 ３６万
元。２０１７年，口区邮政分公司被评为武汉市文
明单位，湖北邮政十佳现业分公司、１个网点被评
为“湖北邮政四星级营业厅”、７个网点被评为“湖
北省三星级营业厅”，韩家墩党支部被省公司授予

“示范党支部”，口邮政秉承区域冠军文化，涌现

湖北省劳动模范李红薇、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

曹军等先模人物。

【生产经营】　２０１７年，口区邮政分公司深入贯
彻五大发展理念，以聚焦“一核两轮”（以代理金融

业务为核心、函件和电商分销业务为两轮）为总体

战略，以“创客引领年”为实施路径，以转型对标为

抓手，全面推动全年工作，取得良好成效。业务收

入突破亿元大关，达到 １１５２５万元，占年预算
１０１４８％，比上年增长２５６９％。收入规模列全省
现业分公司第１３位；收入圆满收官，综合收入、高
效业务收入、收支差完成预算指标；实现两个第

一，收入增幅全市第一、收支差完成全市城区分公

司第一。“一核两轮”业务实现质的跨越：年新增

储蓄余额５５７亿，新增客户２７６万户，实现代理
保险保费３２３亿元，其中中邮期缴保费位于全市
第二。全年金融总资产净增突破１０亿元大关，净
增１１２５亿。包裹快递类业务实现收入 ２９１８万
元，增长６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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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邮政分公司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有

力，党风廉政建设持续深化，实现党建与企业改革发

展相辅相成、互促共进。区分公司党总支被评为全

市邮政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以“创客引领”为主

线，对标竞进营造发展氛围。涌现一大批领创团队

和个人，运用创客成果带来经济效益，提升管理水

平。创客作品荣获２０１７年全省邮政青年员工创意

大赛成果类二等奖。１３个网点全部通过转型验收，
做精“五细”（计划细、预算细、责任细、培训细、绩效

细）管理法，细化定制式“一点一策”营销，网点、客

户、商户邮惠圈经营模式初显效果。

【服务能力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邮政分公司通
过“Ｎ站合一”建设促综合平台转型升级，初步建

成２８个包裹智能柜、４２个包裹自提点，提供社区
自提服务。建成２个 Ｏ２Ｏ业务体验区，邮掌柜活

跃站点９９户，代收费站点５５户，切入“线上线下”
互联网服务模式。完善促网点硬件升级，打造综

合服务平台。全年新增投入 ＣＲＳ机１９台，韩家墩

网点完成整体改造，全年区分公司拥有 ３００平米
以上全装修达标网点 １２个。持续开展服务质量

竞赛活动，通过“检查通报每日红黑榜”“服务明星

周周评”和“服务达标月评比”活动，保证窗口服务

监管工作常态有效，全年共收到 ９５５８０及 １１１８５
转来用户表扬５３件，３８人次获得市公司周周评服

务明星；邮件时限准时率１００％，邮件处理规格合

格率９８％；邮政服务综合满意度 ８８分，１个网点
被评为“湖北邮政四星级营业厅”、７个网点被评

为“湖北省三星级营业厅”。

【回馈社会】　２０１７年，口区邮政分公司坚持运用

自身特色开展文明建设公益行动。先后在口区建

立了以弘扬冠军文化主题的“冠军邮局”、以残疾人

为服务对象的“阳光主题邮局”、以小学生为主体的

“少儿邮局”。南垸坊小学的集邮特色教育和开办

“少儿邮局”取得显著成果，得到全国集邮联合会和

口区政府好评，被授予“全国示范少儿邮局基

地”。坚持开展结对共建美丽乡村工作，２年送去书
籍５００余册，捐助衣物 ２００余件，举办送知识讲座
１３场；开展回馈社会“社区行”活动，以网点为单位
组织“夏季送清凉”进社区放电影活动，进入２４个
社区为市民免费放电影；以党支部为单位与社区党

组织开展“双认领”活动，长期为４名困难的帮扶对
象进行慰问和帮扶活动，被湖北省邮政公司授予

“全省十佳示范党支部”。

（吴春霞）

通 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区分公司·

【概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区分公
司（简称电信口区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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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固定电话、移动通信、互联网接入及应用等综合

信息服务的国有企业，经营业务主要包括移动电

话、固定电话、宽带、ＩＴＶ电视、系统集成、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信息咨询等。电信口区分公司内

设５个部门和５个分局。通信服务范围东起武胜
路、青年路、常青路一线，西至张公堤舵落口，南抵

汉江，北至张公堤三环线。

【业务经营】　２０１７年，电信口区分公司以“一切
为了市场、一切为了客户”的经营思路，坚持份额导

向，紧抓重点市场，依托优质网络，形成发展新动能；

打磨新产品，发力新市场，实现宽带规模发展新跨

越。同时，巩固宽带市场主导地位，实现存量稳定和

提质拉新；以全融合、好网络、优服务为策略，捍卫市

场主导地位和品质高地。

【网络建设】　２０１７年，电信口区分公司为全力
优化网络结构，提高铜缆宽带的光改速度，加快消

灭铜缆宽带步伐，扎实推进了用户迁改、退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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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局点无源化改造等工作。同时，盘点资源，进

行针对性资源建设，统筹现有光网资源，精确做好

光纤资源覆盖及零星补点建设，有效地实现了全

光运营本地网的目标。

【通信服务】　２０１７年，电信口区分公司把“服
务”视为重中之重，强化“首问负责制”，全员落实服

务职责，全覆盖无死角开展服务深耕，以支撑企业业

务发展为目标，打造行业领先的用户可感知的高品

质服务，把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固化于制，切实提升服务质量。

（李家玲）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口区分公司·

【概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口区
分公司（简称移动口区分公司）位于口区，地址

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汇丰企业总部７号楼，公司
内设综合部、渠道销售中心、政企客户中心、建设维

护中心。主要经营移动通信业务包括语音、数据、多

媒体等。

【业务发展】　２０１７年，移动口区分公司重点业
务收入增幅明显。通过大力推进全渠道的 ４Ｇ用
户发展，区域内使用 ４Ｇ网络的用户取得快速增
长，４Ｇ流量收入稳步提升，同时，坚决落实“宽带
中国”的战略，秉承“提速降费”思路，积极推进宽

带用户的发展。截至年底，区域内９０％小区覆盖
移动光纤宽带并形成光纤到户，宽带用户比上年

大幅增长。

【渠道营销】　２０１７年，移动口区分公司以“４Ｇ领
先、规模发展”为指导，渠道营销能力得到持续提

升。通过纳入网格化管理，将对渠道的日常支撑及

帮扶工作落实到人；通过积极拓展新的星级渠道及

末梢渠道，增加与客户的触点，更好的服务于区域内

的用户。同时，通过为渠道代理商进行及时的业务

培训，提升渠道的营销及服务技能，推动公司经营业

绩稳定发展。

【通信服务】　２０１７年，移动口区分公司以“政府
民营、双轮驱动；进驻营销、保稳拓新；基础做精、管

理做细；合力协同、深挖聚类”为工作主线，坚持服

务社会，深化责任意识，强化与当地政府、企事业单

位之间的合作，助力城市信息化建设发展。倡导

“黄手环”行动，关爱易走失老年人。为进一步充分

发挥黄手环“随意找”功能优势，移动口区分公司

多次与口警方、社会媒体等企事业单位合作，积极

倡导社会人群加入“黄手环”行动，促进“黄手环”辐

射更广，让老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加快

“警务通”推广，助推武汉法治城市建设。２０１７年，
移动口区分公司给全市警务人员带来“见面即

查、检查即录、实时处理”的移动警务新体验，让警

务人员充分感受到“扫一扫”“拍一拍”“摇一摇”

“说一说”等智能化手段带来的安全与便捷。全年

已配发警务通１９万台，在全国率先实现移动警务
终端全警配备。

【网络建设和维护】　２０１７年是移动物联网发展的
元年（ＮＢ－ＩＯＴ），移动口区分公司积极进行各
类网络建设，基本建成全区域的物联网覆盖；大规

模进行４Ｇ微站建设，全面提升了４Ｇ网络广、深、
厚覆盖，打造４Ｇ精品网络；大规模进行全业务区
建设，应对即将到来的流量风暴。积极跟进新建

市场和小区，满足企业发展以及用户需求，开始规

模对原有的宽带用户进行光纤升级，极大提升宽

带用户客户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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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联通口营销中心）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下属的区县分支机构之一，公司位

于口区建设大道１４２号湘商大厦Ｂ座７层。公司
全面负责口区域的联通业务发展，主要经营语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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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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联通口营销中心
秉持精益求精、尽善尽美的工匠精神，坚持高标准严

要求，着力打造“匠心网络”“匠心产品”“匠心服务”

和“匠心管理”，尽心尽力服务民生。

【业务经营】　２０１７年，联通口营销中心以集团公
司“聚焦合作创新”战略和湖北省公司“二次创业”

蓝图为引领，着力推进“宽带强国”“数字中国”战

略，认真落实提速降费工作，严格按照信息安全要求

执行实名制。坚持“客户至上”，以移动业务为主

导，以互联网产品为突破口，形成线上线下合力推

进，强化全业务运营，４Ｇ移动业务、宽带业务和创新
业务均实现较快增长，全面完成既定的业务收入和

考核利润，城区单位排名前三位。同时，网络质量、

业务种类、用户规模、服务水平也迈上新的台阶。

【网络建设与维护】　２０１７年，联通口营销中心坚
持满足客户需求，完成新建城域网机房１个，节点机
房４个，覆盖新建小区３１个，改造线路９０条，提升
了网络的进度，为建设宽带中国、落实提速降费提供

了有力保障。

【通信服务】　２０１７年，联通口营销中心注重客户
全方位服务，实现零申诉，投诉量比上年大幅下降，

ＮＰＳ值改善较好，多渠道开展“１０分满意求点赞”活
动。积极参加武汉联通“绽放青春，我为服务代言”

２０１７年服务活动，以客户服务需求为核心，以赛促
进服务及业务能力提升，在一线掀起“学业务，比服

务”的热潮，提高一线触点对高风险业务、热点产

品、网络基本排障及投诉处理的能力，并获得“最佳

服务创新奖”等荣誉。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７年，联通口营销中心全面
落实“两个责任”，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民

主评议制度，在涉及绩效考核、评优评先、人事调整

及大额支出等事项，均通过支部议事集体决策，保证

决策的民主科学。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队

伍建设，新发展预备党员１名、积极分子３名。严格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按时开展主题党日、“三会一

课”、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带领支部党员参

观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参加武昌监狱警示教育活动，

以党建为引领，严防违纪违规和反腐败的发生，促进

基层经营和管理工作。

（昌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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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税务　


审计

财 政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财政局牢牢把握转型发
展、跨越发展主题，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全力支

持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各项工作，凝心聚力，拼博赶超，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７日，口区人民政府与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签署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

生，深入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促进区域经

济持续发展。２０１７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
成１０６２８６０万元，比上年增长 ４４３％，其中地方一
般预算收入完成６２１，９３０万元，增长４６８％；全区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５４８２９９万元，增长 ７４％；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１２２４５万元，增长
８６６％。

【财政收入】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６２１９３０万元，其中增值税２００９３０万元，比上
年增长６０８％；营业税１０２９万元，下降１０１％；企业
所得税８８１８６万元，增长１４８％；个人所得税４８６４０
万元，增长４４％；城建税２８５７１万元，下降３１％；房
产税３２０７１万元，增长３５％；印花税８００９万元，下
降１６７％；城镇土地使用税６５５８万元，下降７４％；
土地增值税５７１９５万元，下降２３３％；车船税２６０５
万元，增长 ２５３％；耕地占用税 ２８５０万元，增长
８９７％；契税 ５３９６０万元，下降 ２１８％；非税收入
９３３８４万元，增长１５９％。

２０１７年，全区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３７０３９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２７１２１万元，上年结
余２６１１万元，调入资金７３０７万元。

【财政支出】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５４８２９９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４１８６５
万元，比上年下降 ４３％；国防支
出３９７万元，下降１１８％；公共安
全支出４８５４１万元，增长１２％；教
育支出１９４２７２万元，增长１７５％；
科学技术支出 １２２８２万元，下降
４１５％；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１８７６万元，下降６２５％；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７５７２１万元，下降４％；
医疗卫生支出 ３７８０７万元，增长
１９６％；节能环保支出２１４４万元，
增长１００２％；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５２３７４万元，下降 ４４４％；农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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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３７００万元，增长４２８％；交通运输支出６４５万
元，增长１７２２％；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１８１２
万元，下降７１９％；商业服务业支出１０１万元，增长
１７３％；住房保障支出７２１１８万元，增长３４６７％；债
务付息支出２６１４万元，增长１６６６２％。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１２２４５万元，比上年增长８６６％，其中大中型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１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２２０６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

安排的支出 ３５６万元；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
务收入安排的支出２３７５万元；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７３０７万元。

【平衡情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
衡情况是：收入总计８８３０７６万元，其中区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６２１９３０万元，返还性收入４５６８２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５５１８４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
入 ８２４８２万元，上年结余 ４３３２４万元，调入资金
１５９９９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８４７５万元。
支出总计 ８８３０７６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５４８２９９万元，上解上级支出２９１７５６万元，债务还本
支出１０００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５８６７万
元，年末结余１６１５４万元。

【收入征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财政局在收入征管
上，挖掘增收潜力，创新征管机制，强化征管手段，

优化征管模式，提高组织收入的能力，提高收入质

量。围绕区内总部企业，通过专题调度、现场督导

和纳税服务等方式，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落实税源

属地管控，在地铁集团建安税收政策实现突破，开

展地铁集团、葛洲坝、工贸和同济医院等纳税服

务，强化税收征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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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
完成非税收入 ８１亿元。围绕税收属地化，针对
建安类、银行金融类和中介机构类等重点领域，开

展各类专项行动；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全区新

注册企业（包括新引进企业）中，注册资本达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企业４０６家。

【企业发展】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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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巩固基础税源、培植后

续税源、培育优质税源，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实际困

难。全年纳税超亿元企业达２２户、超千万元企业
１０８户。精英盛华、普罗格科技等２家企业在新三
板挂牌，１０家企业纳入上市企业后备库。结合项目
台账，分项目、分环节实行适时跟踪，强化项目税收

分析、调度与监控，落实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收一体

化管理，围绕征收、挂牌、建安和销售４个环节强化
管控，全区重点项目税收实现３７亿元。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７年，口区财政局加大民生支
出力度，筹措 ７５７４４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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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８０７万元支持公共卫生
事业发展，促进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７年，口区财政局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积极推动社会事业发展，把财力更多地用于

保障民生，筹集资金支持区残疾人服务中心、一聋

校、１１中智慧校园、老年餐厅和幸福食堂等一批民
生项目建设。支持教育优先发展，投入１９４２７２万元
用于教育事业发展，投入１２２８２万元支持科学技术
事业发展，投入１８７６万元支持文化事业发展。

【行政经费】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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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控管，努力降低

行政成本。全年全区“三公”经费总额支出１０６４万
元，减少１３３万元，比上年下降１１％。

【预算编制改革】　２０１７年，口区财政局落实预算
单位主体责任，强化预算约束。制定区级财政预算

调整暂行办法，试编三年滚动计划，跨年度统筹安排

预算。

【国库集中收付】　２０１７年，口区财政局加大预算
执行监督，定期通报预算执行情况，加快资金支付，

减少资金滞留。在全市率先完成国库电子化支付上

线工作，２家预算单位上线。盘活存量资金，清理存
量资金１４２亿元，有效补充区级财力。

【政府采购】　２０１７年，口区财政局深化政府采购
制度改革，推进“放管服”，简化采购程序，强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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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管理，提高政府采购项目限额标准，从事前审批

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督，全年完成政府集中采购项目

３５８批次，采购金额６５亿元。

【资产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财政局加强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管理，构建宽进严出“漏斗式”模式，国有

资产进一步保值增值，全年国有资产收益达４４亿
元，有效提升资产管理水平。

【政务公开】　２０１７年，口区财政局努力打造“阳
光财政”，进一步提高网上公开信息的质量，扩大涉

及民生的财政专项资金的公开范围，公开财政专项

资金３０９亿元，部门预算资金３８６２亿元，民生用
途资金公开范围进一步扩大，公开信息质量进一步

提高。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７日，口区国税局局长冯贤祥（左一）为“一带一路”企业武汉
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送上税收政策

【财政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财政局发挥财政监管
职能，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财政监督检查机

制，组织开展财务违规报销、“小金库”整治、重点节

日期间财务支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等专项检查

工作。

【财政投资评审】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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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３个项目评审，审减金额
３０９１万元，审减率达５０６％。

【国资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财政局深化区属国有

企业管理改革，制定国资监管清单、区属国有企业经

营业绩考核办法，推进区属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编制。推进房集团公司改革工作，聘请专业机构

制定房集团深化改革的战略性规划，促进公司实

现转型发展。

【金融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财政局出台政府性债
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开展规范政府举债融资专项

清理，通过加大偿债资金预算安排力度、市场化运

作、依法转化等手段，妥善处理和化解存量债务，加

强债务风险监控和防范。积极培育健康服务业，围

绕环同济健康城大力引进保险机构总部，被省保监

会、市政府授予“健康保险创新示范区”称号。

（彭　晖）

国 家 税 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国家税务局（简称口区
国税局）注重税源监控，加强税收执法监督，圆满完

成绩效目标。全年累计完成入库各项国内税收收入

３０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７４８％，增收４５３８亿元，累
计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２４６６亿元，增长
１５４２２％，增收１４９６亿元。税收总量和区级公共
预算收入都创历史新高。

【税收征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国税局坚持税收预测
制度，摸清税源结构，定期召开收入形势分析会，全

面运行“鹰眼—武汉国税收入监控

系统”，以重点税源企业监控为工

作的主攻方向，切实加强税源税收

与企业经营情况的联动分析和全

面监控。与地税局联合开展税收

专题分析，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注重财源建设，协调标致亚太区域

税收落地口区，促成中百电器和

武汉工贸强强联手，引进中百罗森

便利店，促进区域税源的增长。加

强对项目税收的管控，充分利用第

三方信息，促进项目税收本地入库

最大化。

开展“营改增”税源调查与专

项大辅导。深入医疗、教育行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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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日，口区国地税联动上门为武汉市政集团公司提供精准服务

研，建立专项辅导台账，确保企业

享受到税制改革红利。全面落实

税收优惠政策和国务院推出的 ６
项减税新措施，充分运用“优惠

清”平台，辅导纳税人申报，对应享

受未享受的及时办理补充申报。

２０１７年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享
受优惠超１８７亿元，福利企业和
软件企业退税９４７万元，累计办理
出口退税３２２亿元。

注重税种管理。加强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达标认定工作和减

免税备案管理、事后管理，做好进

出口税收分类管理、无纸化办税，

在“走出去”企业中大力推广国税

微平台，局领导带队走访辖区“走

出去”重点企业，创造性地开展税收服务“一带一

路”工作，依托“外汇通”平台，把好对外支付环节国

际税源关口。以“１００％汇算面和零差错”为目标，
圆满完成２０１６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工作，全年共核定

２６７５户。
规范发票管理。成立发票治理办公室，稳步推

进税控收款机升级和开票软件升级，辅导纳税人进

行税控开票软件升级，积极宣传规范使用商品编码

开具，严控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虚开领域，加强“预警

快”数据应用。开展发票专项检查，加强对上游企

业失控发票的跟踪管理，加大对异常发票的核查力

度，建立和完善信息传递反馈机制。

强化风险管理。在评估科专司高等级风险应对

和注销清算的基础上，抽调税政、征管、各税源科和评

估科业务骨干组建区局风险管理团队，处理重点难点

工作，探索从“管户”到“管事”的转变。对其中存在

风险的纳税人，采取停止网上申报和开票等多项措施

应对。全年完成风险应对任务１５５３户，按期办结率
９９８％，其中有问题户次１５４２户，风险分析命中率
９９１６％，组织入库１７２３亿元，移送稽查１３５户。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７年，口区国税局以约束税务机
关权力、保护纳税人权利为重点，打造法治税收环

境，促进税法遵从和税收共治。依法行政工作领导

小组运行常态化，落实领导小组会前学法制度。完

成全市法治税务示范基地创建申报。积极推行法律

顾问制度，全年提出日常法律顾问服务需求５件次。
积极应对行政复议３起、行政诉讼１起。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下发《普法依法治理工

作要点》，建立普法责任清单，完善干部学法用法机

制建设，突出抓好全局干部学法用法，落实局长办公

会会前学法、党组书记带头讲法，参加全省２０１７年
学法用法无纸化考试，参考率和通过率均为１００％。
围绕税收服务与重点工作开展线上线下法治宣传教

育，深化电梯法治文化宣传，举办法治专题讲座，借

力税企通 ＡＰＰ、微信、ＱＱ群、纳税人学堂和上门走
访等方式为纳税人宣讲最新税收政策。

构筑法治制度建设。对 ２０１６年 ３月 １日至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８日制发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自查
清理，防范制度性风险。落实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反

馈报告制度，开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法”衔接

工作，开展２０１５年度、２０１６年度落实裁量权情况和
省国税局巡察反馈的处罚事项进行逐一核实，对判

定存在执法过错４８名责任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和通
报批评。

强化税收执法督察。先后开展税收执法大督察

自查、开展税收资金专项检查和增值税小型微利企

业政策执行情况专项执法督察，对１３００余条疑点数
据开展自查核实，自查面达１００％。接受市国税局
重点抽查和日常督查、基建专项审计、政府采购专项

审计。加强内控机制建设，进一步梳理风险点和各

项内控制度，及时调整区局内控机制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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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口区国税纳税５０强企业一览表
计量单位：万元

序号 纳税人识别号 行 标 签 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总　计 行　业

１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７５７００９４１０Ｌ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口） ４２４２９７８２ １８４０３５９２９ ２４８９１１０７ ２５１３５６８１８ 烟草制品业

２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５６５５９７０２７Ｗ 武汉越秀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４１１８５ ０００ ２０６６１０１ ２４０７２８６ 房地产业

３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０４４８６５Ｗ 湖北省烟草公司武汉市公司口营销部 ４９７２８２ １２０８２８７ ３４４２７０ ２０４９８３９ 批发业

４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７８９３２３８７７Ｌ 武汉广电海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３３６０６ ０００ １４８４９５１ １９１８５５７ 房地产业

５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７２２００２０８３Ｎ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石油分公司 １４０１０１２ ０００ ３５４１８５ １７５５１９７ 批发业

６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７５１００９０３００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８７６０２８ ０００ ７６５０５７ １６４１０８５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７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３２１６４５９１８Ｐ 新世界创地置业（武汉）有限公司 ６７４６８１ ０００ ７４０１５６ １４１４８３８ 房地产业

８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６６９５００３８１Ｄ 周大福珠宝金行（武汉）有限公司 ８１４２９６ １８４９９６ ３９００４８ １３８９３４０ 批发业

９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６１５５７１０１０７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０６５８ ０００ ９１９２６６ １０５９９２４ 建筑安装业

１０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０５５７２６０４４Ｃ 武汉名流时代置业有限公司 ７８７５９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８７５９５ 房地产业

１１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０８５５５２Ｐ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７８９１９６ ０００ －２７２４５ ７６１９５２ 零售业

１２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７４４７７５３５１Ｕ 武汉三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７８９１１ ０００ ６５３４５５ ７３２３６５ 房地产业

１３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０９４６６７５５０３ 武汉美丰采房地产有限公司 ７１３２２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１３２２７ 房地产业

１４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ＭＡ４ＫＬＤＸ２９４ 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６４０４９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４０４９２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５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６１６４２４４４２Ｙ 道达尔石油（武汉）有限公司 ２９８４０２ ０００ ３３６８４０ ６３５２４２ 零售业

１６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７０６８０４５７ＸＡ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分公司 １２４６８ ０００ ６０１９３０ ６１４３９８ 保险业

１７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３０３５７５６５３２ 武汉中建三局江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９１３９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９１３９７ 房地产业

１８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５６８３７９０４１Ｑ 武汉新居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７４９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７４９５７ 房地产业

１９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５６５５６２３８５Ｃ 武汉远大制药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５６６６３３ ０００ ３５８０ ５７０２１２ 批发业

２０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６６９５３５８７５Ｇ 武汉泰欣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７８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９７８７４ 批发业

２１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１７７６０３２９６８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１２１０９０ ０００ ３２４９２１ ４４６０１１ 货币金融服务

２２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８７７７１５１３３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支行 ４４２０８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４２０８８ 货币金融服务

２３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７４４６３６７１４Ｅ 中国葛洲坝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４１４０１７ ０００ ７３２ ４１４７４９ 房地产业

２４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７０７１６２２５７Ｃ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３２６４１７ ０００ ７０６６７ ３９７０８４ 医药制造业

２５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５９４５３５４７４Ｊ 武汉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３４１４５１ ０００ ４５７５８ ３８７２１０ 零售业

２６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３０３５０６２３６Ｒ 武汉南国融汇商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７１３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４７１３２ 租赁业

２７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３０００４４０７２１ 武汉江华房地产开发公司 ２７８８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８８３１ 房地产业

２８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０９０８１３１５１８ 武汉招商地产古田置业有限公司 ２６２６９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２６９０ 房地产业

２９ ９１４２０１０３６６９５４１４０７Ｙ 武汉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９６５９３ ０００ １６２６１７ ２５９２１０ 其他服务业

３０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５８７９７７７８４Ｎ 武汉华鼎创投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２４７６６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７６６８ 房地产业

３１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０７７７４５６７６Ｇ 国药控股湖北柏康有限公司 １４６８４４ ０００ ７４２８５ ２２１１２９ 批发业

３２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７６０６７１６２４Ｙ 湖北高路油站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７２４ ０００ １４５２５１ ２１４９７４ 餐饮业

３３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ＭＡ４ＫＴＫ９Ｙ０７ 武汉赬悦房地产有限公司 ２１３６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３６００ 房地产业

３４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７２８２７７０９６Ｔ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王家墩支行 ２１０４６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０４６８ 货币金融服务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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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纳税人识别号 行 标 签 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总　计 行　业

３５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７４４７６８６８８Ｒ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８７６０ ０００ ３１５６７ ２１０３２７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３６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１７７７１５３３５Ｃ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２０６７２０ ０００ ２１４ ２０６９３４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３７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５７４９０４１９９Ｌ 武汉金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３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３０３３ 房地产业

３８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５６８３３６３８３Ａ 湖北省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５００ ０００ １７２６９４ １９４１９３ 批发业

３９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８７７６６４１２９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支行 １７４６４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７４６４８ 货币金融服务

４０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７５３４１６４０６Ｒ 湖北随岳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１７２６３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７２６３７ 其他服务业

４１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６６３４５３０８６Ｇ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８３６７２ ０００ ８３３９４ １６７０６５ 批发业

４２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９３１２１１５１９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支行 １６３５０５ ０７５ ０００ １６３５７９ 货币金融服务

４３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７６４６３１３０４Ｍ 武汉汇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８８７７４ ０００ ７４２５０ １６３０２４ 零售业

４４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０７７７２４８８３Ｗ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西支行 １４９２９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９２９８ 货币金融服务

４５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６９５３２７３６７２ 联发集团武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４７０３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７０３４ 房地产业

４６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５８１８２５７６３Ｌ 名流置业武汉江北有限公司 １３９６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９６５７ 房地产业

４７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ＭＡ４ＫＮＪ３１７Ｗ 标致雪铁龙（武汉）管理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３５２０ １３３５２０ 商务服务业

４８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７５７０１３４４４Ｇ 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２６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２６１４ 建筑安装业

４９ ９１４２０１０４１７７８７７８４４６ 武汉市泰宇商贸有限公司 １３２２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２２０７ 房地产业

５０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８７７７０４７７６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支行 １３０３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０３４２ 货币金融服务

【“放管服”改革】　２０１７年，口区国税局与地税
局围绕“放管服”改革精神，瞄准税务工作的堵点、

难点和痛点，持续深化改革，强化后续风险管理，为

纳税人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务，打造税收营商环境

高地，增强地方经济发展动力。

全面实行“多证合一”登记制度，强化与工商等

部门联动协作。全年办理纳税人“多证合一”２３８２３
户，比上年增长３８２８％。联合开展新户税收知识
培训和税收优惠政策宣传，深入落实国务院六项减

税措施。联合推进“银税互动”合作项目，相继与

口招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建立“税银互动”合作

关系，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推进实名办税，身份信息采集通过线上线下两

种模式进行，“双线并行，多点发力”，并设置驻税源

管理科的实名信息采集点，最大限度提高信息采集

效率。年内，实名办税线下采集１４６８３户，线上采集
１６４０９户，采集总量居全市第七位。联合开展纳税
信用等级评定，强化纳税信用结果应用，协同推进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管理。

发挥大厅“窗口互设”的优势，大力推进共建

办税服务厅和汉正街 Ａ级税务服务站建设，真正

实现纳税人“进一家门、办两家事”。落实“网上办

税为主、自助办税为辅、实体办税兜底”的服务模

式。调整办税服务厅布局，扩大自助办税区域，优

化网上办税辅导区，配齐配强专职辅导人员，网办

比例达到 ５９６３％，排名全市前三。在大厅建立
“套餐式”服务室，实现了新办企业从信息确认、实

名认证到发票领到手一次办结。开展精准服务，

对“千名局级干部联系千家企业”和“千户企业大

走访”活动反馈的问题清单，做到“件件有落实、事

事有回音”，实行问题落实承办销户工作制，获得

纳税人好评。

【基层评议】　２０１７年，口区国税局积极参与全市
评议机关中层处室和基层站所活动，办税服务厅、６
个税源管理科和２个纳税评估科参加评议机关科室
和基层站所活动，其中税源管理五科在评议活动中

位列全区十佳之首，武汉电视台作风聚焦栏目还围

绕《切实转变作风 为纳税人提供贴身服务》对此进

行了正面专题报道，并在全区作风建设大会上进行

了经验交流。

（易海岚）

·８７１·

·口年鉴·



地 方 税 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方税务局（简称口区
地税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继续推进

“从严治党”，注重加强“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建

设，加大整治“新衙门作风”力度，认真履职尽责、积

极作为，全年完成地方税费收入１０５３亿元，圆满实
现各项工作目标。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９日，口区地税局副局长李日鸿（左一）带队实地调研武汉复星
汉正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

【税源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税局累计完成税费
收入１０５３亿元，其中市公共财政总收入７１１亿元，
为年度收入目标的１０２７％；市财政预算收入５６８亿
元。社保规费累计完成４２３６亿元，综合征集率月平
均为１０１％，超过市地税局９５％的考核要求。工会经
费征收９１５万元，增长３８％。落实城乡居民医保征收
工作，全年有５９户完成缴费，共计金额８０９万元。残
保金征收１４９３２户，计４４６８万元，超过上年两倍多。
全年累计催缴入库社保费欠费２１３亿元。

【落实税收政策】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税局完成汇算
清缴４８１２户，完成率１００％，自行申报补缴税款２４
亿元；完成评审２５５户，查补税款３３７４８万元。完
成个人所得税 １２万申报 １３２１７人，查补税款共计
８６７３５万元。受理自然人股东股权变更１９５８条，
征收缴纳个人所得税 ６８６１２万
元，其他税费 １３６０５万元。核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信息 ２９条，
征收入库契税７１５１５万元。完成
年度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各项目

均完成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自行

清算补缴税款 １２亿元。全年共
办理报批类减免１０８笔，减免税额
１９４８５１万元，落实国有土地征收
和收回土地增值税优惠１５户，减
免土地增值税税额７０９６０５万元，
贯彻拆迁不征营业税政策涉及营

业税３９４２２５万元。全年共有１２
户企业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

减少企业计税利润２２９４９５万元。
同时，６户享受高新技术优惠，减
免企业所得税额８４６７１万元，４６０
户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减免

企业所得税２２６９８万元。

【国地合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税局组织召开四次
国地税合作联席会，按季召开国地税合作联席会，

“一窗式”税务征收大厅和 Ａ级税务服务站于年底
共建完成并正式运行，全年办理代征二手房交易

７２１５笔，个人房屋出租业务３５４４笔，代征增值税的
金额为６２５１７５万元。全年完成非正常户公告 １２
期２０００余户次、欠税纳税人公告４期４３１户次，清
缴欠税１２９７万元。对欠税纳税人实施联合惩戒，在
对欠税纳税人信用等级共同确定为 Ｄ级的基础上，
国税已实现对地税欠税纳税人限制使用增值税发票

功能。

【日常征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税局进一步完善财
政、工商、国税、地税、街道、物业等多方税收共治机

制，提升街道税务服务站功能，全年个体自然人纳税

申报８５９３人次，代征各类税款４６３８万，代开各类发
票１７６５张。全年完成纳税评估 ３７１户，评估税费
２４７亿元。评估覆盖率１８７％，评估税费２４７亿
元，评估贡献率３７２％。全年完成“城中村”改制企
业专项评估，３户涉及个人所得税６５３万元，１户调
增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９９７万元。

【岗位培训】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税局积极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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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税三期系统培训工作，完成１２场金税三期系统全
员岗位操作培训。加强大数据在防控风险中运用，

全面完成市局情报中心、“金税三期”系统、省地税

局风控平台推送的风险任务。全年清理数据６１６３８
条，通过上级推送和本级自查共发现风险任务３３０５
条，涉及核查和比对税款约１６亿元，成功追缴税款
６０９４７３万元，加收滞纳金 ８６８１１万元，处罚罚款
３７７７万元。

【阳光执法】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税局加强法治指导
员、公职律师队伍建设，制定普法责任清单，组织实

施本年度无纸化学法用法及考试工作，全员参与率

１００％。在加强办税服务厅、税务网站、纳税人学校
等主阵地基础上，结合税收宣传月、“１２·４”宪法宣
传日，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发放税法宣传资料１００余
册，接受群众法律咨询２００余次。完成对各所推选
报送的税务行政处罚案卷进行集中评查辅导。全年

开展“一月一查”１２次，并将检查情况在网上进行通
报，在各执法单位开展“举一反三、联动整改”专项

活动，对查找的问题逐一整改落实。

【纳税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税局以发放调查
表、联系单，组织开展精准服务。对葛洲坝集团、同

济医院、中建三局等１８家企业开展上门服务，及时
解答、解决企业困难。对在“口区领导干部联系

服务企业”活动中收集到的武汉工贸等１１家企业
提出涉及地税的具体问题，及时回复，切实做到件件

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积极推进“互联网 ＋”税务。
开通电子税务局、电子税务发票，推广宣传“二维

码”一次告知新举措，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税、缴

税。同时，加强纳税人学堂培训，全年举办实体培训

２４期，培训１９７３人次；联合国税举办培训１１场，培
训人数７９０人次。在全区各行政部门、窗口部门的
１９１家基层站所全年评议中，分局进入前１０名，一
所、宝丰所进入前２０名。

【政务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税局严格落实八项
规定，有效控管“三公”经费支出，严格落实公车派

车单制度。妥善处理信访接访工作，全年接访 ６１
件，满意率达到１００％。开展文山会海、“四风”问题
等方面的清理，加强宣传报道，全年编发各类信息简

报１８８期。开展每月定期消防及物业安全检查，确
保全局办公运转顺畅；认真落实２４小时政务值班制

度，确保无事故发生。

【从严治党】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税局全面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通过专题

报告学、主题党日学、逐字逐句学、人人参与学，把

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决策

上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注重整治“新衙门

作风”，全面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建设，全年完成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

１２次、干部集中理论学习１１次，组织“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１７次。

【基层党建】　２０１７年，口区地税局注重加强基层
党建，继续强化思想建设、制度建设、日常管理。积

极开展“红旗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创建活动，引

导党支部、全体党员“争星”“晋级”争创。全年组织

全体党员干部捐赠“红色基金”４１４００元。选派１名
干部参加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机关党委委员和部

分党员代表参与扶贫村、扶贫户共建。

（崔　丹）

审 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审计局紧紧围绕全区改
革发展大局，注重财政资金管理使用、重大投资项

目建设、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民生利益保障等重点

领域，探索运用大数据、互联网审计手段，持续开

展“有深度、有重点、有步骤、有成效”的全覆盖审

计，不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全年查出问题金额

１８９４６１万元，移交纪委线索３件，１人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口区审计局荣获湖北省审计工作量化

考核优秀等次、连续 ５届保持“湖北省文明单位”
“湖北省首批法治创建活动示范单位”“档案工作

目标管理湖北省特级先进单位”“武汉市审计系统

先进单位”等称号。

【财政审计】　２０１７年，口区审计局建立财政资
金大数据，采集全区 ６７个一级预算单位财务数
据，并对其进行进行综合分析，实现财政资金、重

点项目资金同步审计。完成对 ２０１６年度区本级
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地方税收征

管情况审计，跟踪检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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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８日，口区审计局局长张兵（右一）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点进
行廉政巡查

民生、防风险等重大政策落实情况。完成对区民

政局、区卫计委、区经信局等６个单位预算执行情
况审计。

【政府投资审计】　２０１７年，口区审计局建立年度
重点工程、重点资金、重点领域跟踪审计任务清单并

组织实施，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对５９个征收项目
进行跟踪审计，对１２６个建设项目进行结算审计，完
成易家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建工程结算审计等

２９个审计项目，出具审计报告或单项结算审计报告
合计７１份，送审额１７１亿元，审减３０００万元，审减
率１７５％，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１７年，口区审计局完成组织
部门委托经济责任审计共１５项，坚持离任必审、届
满必审原则，以权力运行、责任落实为重点，对２０１６
年换届中已提任区级领导干部的５名原区直单位党
政主要负责人全部进行离任审计，加强对资金多、项

目多的区园林局、区卫计委、汉正街等重点岗位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促进领导干部履职尽责。

【专项资金审计】　２０１７年，口
区审计局完成对口区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口区城市

社区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调查、

口区２０１６年度体彩、福彩资金
专项审计调查，口区“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全年

发现违规违纪问题１６个，移送案
件线索１起，查处处级干部１人。

【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损益审计】　
２０１７年，口区审计局完成对
房集团２０１６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审
计、口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２０１６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
计，针对审计发现的七大类２０个

违规问题，移送案件线索１起，督促企业逐一整改，
规范管理，防范风险。

【创新审计方法】　２０１７年，口区审计局注重创新
方式方法，提升审计整体效能。在审计内容上，由查

违纪违规问题向查管理漏洞转变，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从以“审财务”为主，向审权力、审决策、审绩效并

重转变，重点审计重大经济决策及执行效果、预算执

行及财政财务管理、内部管理以及执行廉洁从政规定

等四个方面，推进依法行政，规范权力运行。在审计

手段上，由传统审计向计算机审计转变，建立财政、地

税、专项资金审计对象数据库和大数据审计分析模

型，深化本级财政审计，积极探索财政联网、在线审

计；立足“互联网＋审计云”，搭建“政府投资项目审
计综合管理系统”平台，探索联网审计管理在政府投

资项目审计中的有效应用。在组织方式上，由逐一审

向结合审转变，积极推进人员、信息、审计项目等审计

资源整合，将经济责任审计与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区

纪委作风巡查结合进行，提高审计工作效率。

（刘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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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管 理

宏 观 经 济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发改委紧跟拼搏赶超新要
求、新节奏，克难攻坚、奋力突破，承担的市级指标全

部完成。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８％，新常态以来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７日，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处领导调研口区省级双
创示范基地建设

首次追上全市平均增幅；服务业增加值增长９２％，
进入全市第一方阵；服务业“小进规”企业新增 ３０
家，净增２２家，翻番完成目标任务；发起设立战略性
新兴产业引导基金１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
２２％。统筹推进１６项主要改革事项，古田老工业区
搬迁改造试点不断深化，成功创建湖北省首批双创

示范基地。

【经济指标监测调度】　２０１７年，口区发改委实施

重点经济指标监测调度机制，加强

区域重点经济指标研判，形成４期
经济运行分析报告，为领导决策提

供客观依据。密集开展重点经济

指标“三级”调度，量化指标责任

到部门、细化数据落实到企业，支

撑指标按季分解、按月调度、逐项

过关，先后召开指标调度会２０余
场，点对点走访企业５０余次。全
区８项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提质。

【夯实产业发展要素基础】　２０１７
年，口区发改委注重加强产业规

划统筹，积极对接城市总规修编，立

足区情深入谋划口空间格局，组

织编制汉江湾、同济健康城、宗关枢

纽商务区、汉江湾·云谷空间等重点片区产业空间规

划，协调化解一批制约区域开发建设的规划瓶颈。强

化产业政策支撑，研究出台支持产业创新若干政策的

实施办法，编制促进新民营经济发展规划，服务企业

精准发力，为ＰＳＡ集团亚太总部、葛洲坝集团等落实
奖励资金７０００余万元，为小微企业争取扶持资金１１０
万元。高标准完成国民经济潜力调查工作，推荐远大

医药、湖北电力等６家企业和产品首次进入军队物资
采购信息平台。做大产业引导基金，发起设立战略性

新兴产业引导基金１个（中和华浦），协助引进武汉中
达博融投资合伙公司等５家企业。

【改革统筹】　２０１７年，口区发改委持续推进古田
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试点，组织修订《古田老工业

区搬迁改造实施方案》，紫润学校项目获批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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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预算内投资４０００万元。自２０１３年纳入国家老
工业基地搬迁改造试点以来，口区累计获得中央

预算内项目投资补助 ２２５亿元。被誉为“北有哈
达湾、南有口”的搬迁改造模式向全国推广，《人

民日报》头版头条推介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

重点推进汉江湾·云谷建设，新改建载体３７万平方
米，搭建创新创业平台 ３个，培育市级研发机构 ７
家，孵化企业１００余家，口区被授予首批省级“双
创”示范基地。区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序健康发

展，建设完成区级行政“双公示”平台，全区１４家责
任单位共公示行政许可目录 ９１项、行政处罚目录
２１６０项，公示行政信息４７４６条。组织完成区公务
用车标识化工作，全区党政机关公车改革完成后保

留的３６８台公务用车，除３０台执法涉密车之外，其
他公务用车全部使用全省公务用车统一标识和号

牌，标识率达到９１８５％。
（吴　薇）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７日，口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徐盛敏带队到区工商（质监）局
调研“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开展情况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口区
质量技术监督局）〔简称口区工商（质监）局〕以项

目化管理为抓手，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协调发展，以深

化商事制度改革、推动市场监管创新为切入点，逐步

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环境；全

面履职尽责，强化重点领域监管，注重特种设备安

全，圆满完成全年各项工作目标。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质
监）局顺利将各类内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名称预先核准，各类内资企业、个体工商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注销登记，股权出

质、变更、注销登记，公司章程等备案等划转给区行

政审批局。继续深化个体户“两证整合”登记制度

改革，做好新旧执照免费换发工作，巩固和扩大“两

证整合”改革成果，促进“两证整合”登记常态化。

全年助推２３７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督促
引导落实年报公示制度，全区２０１６年度企业年报公
示率为 ８８９０％，并将未在规定时间报送年报的
２４６０户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落实市场主体信
息公示制度，依法及时将股东出资、股权变更、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向社会公示，全年办理协助执

行法院冻结或强制转让股权４８户；全年将 ９６８户
“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企业列

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相关部门对列入异常名录的

企业及其经营人在贷款、任职等方面进行限制，“一

处违法、处处受限”的局面逐渐形成；对连续两年未

进行年报公示的企业，通过相关单位协调调取纳税

申报记录，对超过六个月未经营的２３０户企业采取
集中吊销；对长期未营业的６６户社区服务中心，采
取集中注销的办法清理营业执照。通过对“死户”

开展清理，有效提高存量市场主体的活力。

【事中事后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质监）局
发挥事中事后监管联席会议作用，加强部门协同监

管，强化信息归集与信用约束，保障事中事后监管职

责履行。推行全区“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取

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

员，依照法定职责对检查对象的日

常监管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并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政府

门户网站等及时公布抽查检查结

果），制定《口区抽查事项清单》

并在区政务网上进行公示，协调、

指导区属各监管部门分别建“一单

两库一细则”（“一单”指随机抽查

事项清单，“两库”指市场主体名

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一细

则”指规范“双随机”抽查工作细

则）并在双随机抽查监管平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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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督促各部门按照抽查计划完成抽查任务并做

到抽查事项全覆盖，抽查结果及时通过“市场主体

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向社会公布，并与“信用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互联共享，实现“一网联动、随机

抽查、协同监管、综合执法”。推进全区各部门涉企

业信息共享交换，按照相关要求，向相关审批部门和

行业主管部门推送登记信息。除投诉举报、转办交

办、大数据监测以外，对市场主体的所有监督检查都

通过“双随机”抽查方式进行，实现市场监管执法事

项的全覆盖。全年抽取市场主体２０９６户，对１３类
４２项抽查事项清单进行全覆盖检查，并及时将抽查
结果进行公示，公示率１００％。

【广告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质监）局全面
强化户外广告日常监管，对中山大道及周边区域５１
块门面招牌进行摸底排查和现场察验，加强管控力

度。对全区３４２家广告企业进行摸底排查和政策宣
传，组织３家规模以上广告业企业进行统计直报工
作。开展广告专项整治，对全区公共交通工具、交通

场站各类广告牌和视频广告等重点点位和内容进行

全面摸排。２０１７年，行政约谈５家，对无照经营和
超范围经营的３家下达撤改通知书。开展清理整治
含有“特供”“专供”国家机关等内容的广告专项行

动，出动执法人员１１２人次，检查生产经营主体３００
余户，检查超市（商场）、集贸市场、批发零售市场等

各类销售场所５０余家，检查广告８０余条次。加大
对“五大类”广告日常监管力度，共立案调查 １３６
件，处罚金计４１３万元。

【合同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质监）局开展
不平等格式条款专项整治，组织对 ５３８家装修和
旅行社企业进行现场查访，查阅合同１５１份，格式
条款２４７８条，收集未备案合同１９份，审查１９份，
下达修改意见书１４份，纠正涉嫌违法违规格式条
款３１条，完成合同备案１９份。规范动产抵押和拍
卖监管秩序，受理动产抵押登记７笔，抵押主债权
３８５５３１万元；注销４笔，注销金额２８０３１６万元。
监管拍卖活动 １３次，成交金额为 ９３７７７万元。
努力营造诚信守法经营氛围，全区 ５家企业上榜
全市３０家“文明诚信示范企业”。

【网络市场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质监）局
加大对网络经营主体的监管力度，全区有网络经

营主体３７８０户，网络经营主体网站（网店）２０７８
个。全年网上检查网站、网店 ２２３６个次，处理问
题网站９５个次，完成率达１００％。开展整治非法
主体网站专项行动，实地核查网络经营者 ３１４个
次，报市局提请市通信管理局依法处理非法网站

１４个次，向异地工商、市场监管部门移送处置第三
方网络交易平台内非法主体网店 ３５个次。扎实
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查处涉网案件 ３１
件，其中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６件、网络虚假宣传
案件 １４件、假冒伪劣案件 ９件、其他类型案件 ２
件，罚没金额３５３５万元。

【商标品牌保护】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质监）局
注重企业品牌培育，上门走访武汉黄鹤楼茶叶有

限公司、武汉市爱之家实业有限公司、湖北新景新

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鼓励企业争创中国驰名商

标，指导解决企业在申报驰名商标过程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深入开展“打击侵权假冒执法年”工作

和开展打击商标侵权“溯源”专项行动。２０１７年，
完成对辖区商标持有人及老字号企业经营者开展

培训２场次，出动执法人员 １０５２人次，走访企业
３３家次，检查各类市场及经营主体７０５６户次，双
打案件办理 ８０件，案值 ３５９７万元，罚没金额
５１３８万元。开展保护“一得阁”注册商标专用权
专项行动，排查门店１２６８个次，收缴涉嫌销售“一
得阁”侵权产品９５９瓶，罚没金额１２００万元，为老
字号品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市场秩序整治】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质监）局
持续开展防范和打击传销工作，开展宣传活动１２次
（其中含两次大型集中宣传），开展各项清查行动８０
次，出动执法人员３７００人次，出动车辆５００余台次，
清理出租房屋２７０２户次，捣毁涉传窝点１１个，查获
涉传人员１４６人，录入黑名单数据库１４６人。区公
安分局立案传销案件４起，破案３起，刑拘犯罪嫌疑
人７人，逮捕２人，移送起诉３人，行政处罚案件１０５
件。全年发放宣传资料２５２６１份（含展板４８块、宣
传折页２４００份、横幅５２条），出动打传流动宣传车
１台，制作打传工作简报８期，其中２期被市打传办
转发、１期被口区政务平台采用。开展长丰亚诺
工业园专项整治行动，暂扣服装 ２６０件、裁片 ２００
片、面料１３０米、抽样３件。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对辖区的煤炭销售企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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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行清理，关闭９家煤炭销售经营户、无照水泥零
售企业２家，砂石销售点１家。开展机动车维修行
业整治２５次，规范办理证照３５户，促成外迁８户，
改行９户。完成排查辖区内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经
营户６９户，对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采购危险化
学品的行为进行清理整治。

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深入开展非

法集资风险排查，严把注册登记准入关、风险防范

排查关、违法行为查处关，对４３９户交易场所及投
融资类企业上门检查，有效地遏制投资理财风险

的进一步爆发。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月”

活动，通过发资料、挂横幅、电子屏滚动播放等多

种形式，集中向退休老人、外来务工者等防范意识

较低的人员进行“全方位”宣传教育，确保自觉抵

制非法集资理念入脑入心。全年参加联合执法３
次，制作发放宣传资料１１００份，制作摆放、悬挂展
板（横幅）２４块。

开展无照经营查处工作。建立无照经营户底本

台账，对台账中的无证（照）经营户整改情况实行跟

踪督办、“销号管理”，做到“发现一户、整改一户”。

全年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４９次，出动执法人
员４６４人次，检查市场主体２６７６户，对４起无照经
营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结案２起，罚没２１万元，取

缔无照经营 １８户。开展创建“零无照示范街”行
动，每条街打造３条零无照示范街（路），确保无照
整治落到实处。及时处理上级督转办件４起、群众
投诉８起，未发生因无照经营造成的对社会有重大
影响的事件。

【农贸市场】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质监）局继续注
重对农贸市场的整治，落实农贸市场长效管理。组织

召开全区市场业主创卫复审动员会，督促全区农贸市

场悬挂宣传横幅１３５条、各类宣传牌１０００多个，发放
《致农贸市场业主和经营户的一封信》１０００份，购置
２７个广播音箱进行宣传。落实局领导包片联系点制
度，领导深入包片市场，找短板、促整改，开展市场“除

四害”（老鼠、苍蝇、蟑螂、蚊子）、市场熟食摊点“三

防”（防鼠、防尘、防蝇）设施达标、病媒生物防治、市

场及周边环境卫生整治、划行归市治理等行动１０余
次。开展农贸市场活禽销售专项检查行动，张贴宣传

海报１００张、安装Ｈ７Ｎ９预防知识宣传栏３０个、出动
执法人员１７８７人次，检查农贸市场２１０３个次，查获
活禽８９只，并按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通过第三方
测评，市、区、局领导等多方检查发现问题２３０多个，
立整立改立见效，圆满完成创卫创文建设复审工作。

建设完成农贸市场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驰名商标一览表

序号 商标类型 企业名称 单位地址 商　标 获得年度

１ 驰名商标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２号 飞鹤线缆 ２０１２

２ 驰名商标 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 古田一路２号 中华 ２０１３

３ 驰名商标 武汉拜尔木业有限公司 长丰大道特５号 拜乐 ２０１３

４ 驰名商标 武汉东洋樱花电器有限公司 沿河大道１６６号 樱花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口区“名牌产品”企业一览表

序号 名牌类型 企业名称 单位地址 产　品 获得年度 复评年度

１ 湖北名牌
武汉蓝焰自动化应

用技术有限公司
古田二路２４１５号 ＩＣ卡膜式燃气表 ２０１５

２ 湖北名牌
武汉市隆昌皇冠食

品有限公司

古田二路北侧一号

二栋
糕点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３ 湖北名牌
航天电工技术有限

公司
古田一路２号 导线、电线电缆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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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牌类型 企业名称 单位地址 产品类型 获得年度 复评年度

４ 湖北名牌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

有限公司
古田一路２号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

乙烯护套电线电缆；

额定电压 ０６／１千
伏—１０千伏交联电
力电缆，０６／１千伏
及以下铜芯塑料绝

缘耐火电力电缆及

电线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５ 湖北名牌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

有限公司
长丰大道１０４号

高低压成套开关柜

（箱）、箱变及密集母

线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６ 湖北名牌
湖北电力装备有限

公司
丰茂路２号 高低压开关柜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消费维权】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质监）局成立
“放心消费”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全力推进１２３１５“五
进”（进商场、进超市、进市场、进企业、进景区）规范

化建设。全年接收各类投诉举报办件１５９１５件，其中
１２３１５及全国互联网办理 １０３６５件、１２３６５办理 １１０
件，区公服平台转办市长专线４６３１件，城市留言板
１５５件，信访及阳光信访６５４件。全年新开通１２３１５
直通车企业１户、新建１２３１５消费维权服务站１０户，
圆满完成全年目标。全年受理消费欺诈违法投诉案

件４００余件，处置率１００％。区消协自办件６０余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１０万余。接受群众通过各类
渠道维权、投资咨询服务２０００余起，处置率１００％、
办结率１００％；受理抽检后处理办件１０３件，违法行
为处置率１００％。

（钟常青）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口区质
量技术监督局）〔简称口区工商（质量）局〕以转变

工作作风为保障，促进全面履职尽责；强化重点领域

监管，狠抓特种设备安全，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全

年未发生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特种设备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质监）局注
重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出动检查人员

３２９２人次，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８２３家，检查特种

设备２４１１台次。通过检查，查出并整改１７５起隐患，
全区没有发生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加大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工作力度，督促１５家气瓶充装单位（含公
交集团、武汉华昌出租车公司）、７家医院、１家医学
院、７家酒店等重点监控单位开展安全自查和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工作；突击抽查８８家使用单位的电梯，排
查隐患２５起，并全部完成整改。制定特种设备监管
例会工作机制，提高加气站、充气企业自律意识，企业

自觉整改安全隐患２７起，规范安全档案１１份，补办
管理人员、操作人员资格证９个，纠正超期未检违法
行为２起。加强对特种设备检验的监察力度，特种设
备使用单位主动申报检验率达 ８０％，锅炉、压力容
器、电梯、起重机械等的定期检验率达到９８％以上。
区工商（质监）局与辖区１１家汽车加气站和２家液
化石油气单位签订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全年处理投

诉１４６起，办结率１００％。完成１０６家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日常监督检查，督促９家燃煤锅炉报停单位办理
燃煤锅炉报废手续。开展电梯、锅炉、简易升降机等

重点特种设备专项整治行动，全年出动检查人员２００
人次、出动车辆３５余台次、检查相关企业 １３家，强
拆、自拆违法特种设备３３台。

【质量管理监督】　２０１７年，口区工商（质监）局积
极打造同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质量提升示范点，并在

６月１６日的中国质量报头版头条《武汉率先完成医
院物业服务标准化》进行报道。积极开展质量宣传

活动，充分利用“３·１５”消费者权益保护日、“５·２０”
计量日、安全生产月、食品安全周、世界环境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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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６月７日，口区工商（质监）局举办学习《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和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的培训宣贯班，全区上百家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电梯维保单位

参加学习

月等重要节点开展质量宣传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大

力推进品牌战略，组织４家企业申报获湖北名牌产
品。组织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开展品牌价值

评价工作，组织武汉中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旭日华

环保有限公司开展质量提升行动，进一步加强企业质

量管理基础工作。配合市工商局完成成品油等重要

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工作，抽检２９批次汽柴油、３５批
次润滑油。

对２７家获生产许可证及 ３Ｃ证书企业完成监
督检查和巡查，开展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质量

提升工程，开展食品相关产品、低压成套设备、验配

眼镜等重要产品区级抽检，抽检成套设备２８批次。
制定《口区２０１７年质量提升行动方案》，帮助武
汉中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武汉旭日华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申报武汉市中小企业提升工程。对流通领

域的成品油、太阳镜开展抽样检查。开展食品、农

产品及农药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完成食用初级农产

品监督抽检２８６批次，合格率１００％。督促集贸市
场第三方机构蔬菜农药残留检测 １３７３７５批次，其
中皇经堂１９７４０批次；农产品检测中心开展农残抽
检９６９５批次，畜产品抽检 １９７６批次，水产品抽检
２５７批次。全年累计检查产品１６９５８３批次，合格率
９９９９％，完成率１２９０６％。全年完成电线电缆产
品专项整治、治理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工作大

督查、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及国Ⅴ
号汽柴油质量安全工作专项检

查，有效防范质量风险。

【标准化和计量】　２０１７年，口
区工商（质监）局继续推进全区标

准化管理工作，全区工业企业执行

标准覆盖率保持在 ９５％以上，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执行标准覆盖率

保持在 ９８％以上。不断完善、强
化本辖区企业执行标准信息登记，

新增１０家企业４４个产品标准备
案。积极推进采用国际标准工作，

全区有９个产品取得采用国际标
准证书。有效推进服务标准化工

作，协助市局完成省级试点服务标

准化工作任务。全年组织标准化

执法检查６次，对武汉九通汽车厂
等６家企业开展企业执行标准监

督检查。完成辖区强检计量器具 １２１５０台（件）任
务，检定辖区 １１家社区医疗机构计量器具 ２６９台
（件）。完成对辖区２７家集贸市场的３６８５台（件）计
量器具的强制周检，以及１２家出租车公司计价器日
常大检查，督促８家６５台超期未检计价器进行强制
检定。全年出动执法车辆７台次、检查人员２０余人
次，对辖区４家大型超市３０批次的食品开展抽查，均
符合计量规定要求。受理辖区小餐饮副食电子秤投

诉共２０起、受理出租车计价器投诉３３０起，受理辖区
加油站加油枪短秤少量投诉９起，办结率、满意率均
为１００％。

（钟常青）

物 价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发改委（物价局）围绕全区
中心工作，服务大局，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依法履行

价格监管职能，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价费问题，

着力推进价费“放管服”改革，不断加大价格政策宣

传工作力度，努力营造良好价格秩序。

【价格执法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物价监督检查工
作以服务经济、保障民生为重点，开展医疗药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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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企收费、非直供电价格、商品房明码标价备案、高中

教育和幼儿园收费、停车收费、机动车监测收费等１２
项价费专项检查。全年受理投诉举报１９７５件，责令
涉事单位退款５５５６２元，对３家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
经营者进行立案查处，罚款９３０００元。强化价格监测
预警，上报各类价格监测报告６４４份，采集各种价格
监测数据２９２１８条，监测数据上报及时准确率达到
１００％。创新监管方式，变事后监督为服务前置，召开
提醒告诫会，对全区１５个政府定价停车场进行收费
政策宣传。价格监督检查分局在２０１７年口区机关
科室和基层站所（全区１９１家参评）评议中取得排名
第２７位的较好成绩。

【清费治乱】　２０１７年，口区发改委（物价局）按照
国家《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省、市

一系列减负放权政策，对放开、取消、停征以及降低的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

全部进行清理，并及时在网上予以公布。出台《２０１７
年口区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目录清单》，明确区行

政事业性收费１７项，其中涉企８项。出台《口区区
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明确中介服务

事项１６项。全面清理涉企收费政策，严格落实涉企
收费“一张清单”制度，切实维护企业价格权益。联

合完成全区２３家行业协会、商会收费信息集中公示
工作。落实武汉市利用价格杠杆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政策，核定并上报符合减免条件的企业２１家。加强
对全区４２家行政事业单位收费的事中事后监管，不
断推进区“放管服”改革。

【价格认定】　２０１７年，口区发改委（物价局）强化
价格认定服务职能定位，坚持日常案件内部审议制

度、重大案件集体审议制度。认真贯彻落实《价格认

定规定》，严格执行行为和文书格式规范。全年办理

各类价格认定事项２８３件，认定标的总额１８５万元，
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无上诉、无复核，为司法机关办

案提供价格依据，对全区推进依法治国，打击刑事犯

罪，维护社会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放心粮油”市场体系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发改
委（物价局）完成国家粮油直报系统数据报送工作。

坚持“以兵为本”和“全天候”为部队服务的宗旨，实

行预约售粮和送货上门，积极落实“一批一检一报

告”制度，军粮供应质量合格率１００％。组织企业争

取市专项扶持资金５０万元。完善“放心粮油”供应
体系考核管理机制，全区“放心粮油”专项抽检样品

合格率１００％。开展粮油市场监测，及时掌握区内粮
油市场变化。

（吴　薇）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
称口区食药监局）坚持以保障公众饮食用药安全

工作为根本任务，从严执法，依规行事，攻坚克难，

勇于担当，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全区食品药品生产经营秩序稳中趋好，并再次蝉联

“省级文明单位”称号。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口区食
药监局相关行政审批职责划转到行政审批局；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食盐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职责调整到
区食药监局。

【落实党政同责】　２０１７年，口区食品安全工作写
入口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并纳入“十三五”发展

规划。口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和街道层层签订

责任书，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绩效目标考核，权重

由３％提高到 ５％，进一步推动了属地管理责任的
落实。建立食品安全党政“一把手”负责制的责任

体系，１７个职能部门和１１个街道的主要行政负责
人组成口区食品药品安全高层次协调机制，形成

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主动抓、责任单位具体抓

的良好态势。以《２０１７年全区食品安全工作要点》
为统领，各单位将食品安全工作的具体内容与本部

门的中心工作、阶段性工作结合起来，形成齐抓共

管的工作局面。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２０１７年，口区食
药监局全力以赴确保武汉市成功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并巩固创建成果，同时完成全国文明城市复

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食品

安全督查工作。６月２９日，国家首批国家级食品安
全城市授牌，口区以“大城管食品安全”排名第一

的优良成绩，助力武汉成为首批１５个创建授牌城市
之一。规范创建管理制定出台《２０１７年口区食品
安全工作考核细则》《２０１７年口区食品安全工作要
点》《武汉市口区食品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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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关于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突出问题工

作方案》等１１个规范文件，在重大节日期间开展食
品药品安全检查，完善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及公开

数据库，开展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工作。

【初级农产品抽检转型升级】　２０１７年，口区食药
监局在全区３６个农贸市场蔬菜农残抽检全部实现第
三方检测，大幅提高抽检批次，全面提升蔬菜类食品

安全保障水平。３６个农贸市场委托第三方，开展蔬
菜农药残留快检及定量检测，每个农贸市场每天抽查

１０—１２个批次蔬菜，检测结果每日在口区信息网
更新公示。２０１７年累计完成１５２３７５批次，整体合格
率９９９９％，完成率１１６９６％（全年目标任务１３１４００
批次）。同时按照有场地、有设备、有人员、有制度、

有记录、有公示牌的“六有”要求，完成１１家农贸市
场蔬菜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室建设。

【食品安全分级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食药监局实
现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全覆盖，建立全区食品全环

节监管台帐。９２６２户食品生产经营户已全部完成风
险评定实行分级监管，全环节监管巡查率达１００％，
其中食品生产单位９家，食品流通单位５１５３家，餐饮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口“３３１守护食药安全”宣传活动在古田二路中百仓储广
场启动

服务单位３３０７家。通过分级监管，现辖区食品生产
经营户证照齐全，无过期食品、无假冒伪劣食品销售。

散装熟食三防经营设施符合规定分级管理，监管巡查

中发现存在问题生产经营单位回访率、整改率达到

１００％。印制发放《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风险等级确定
表》《食品销售企业风险因素评估表》。４家不符合规
定的食品生产企业的许可证已报注销。完成食品安

全专项整治２０次。对现场制售经营户开展专场培
训，辖区食品安全稳中向好。

【药品质量全程管控】　２０１７年，口区食药监局完
成全区 １２１１户涉药、涉械企业综合监管覆盖率
１００％，完成对辖区器械生产企业、药械经营企业信用
评定初评工作，对药械企业进行现场检查。继续开展

药品经营企业 ＧＳＰ认证跟踪检查工作。开展药品、
医疗器械百日安全大行动、“小药店、小诊所”药械专

项整治、美容医疗机构专项整治等１６个药械专项整
治，约谈低信用和问题突出企业负责人 ２６余人次。
开展药品、医疗器械流通领域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

对违法违规企业责令整改５家。

【餐饮业质量安全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食药监局
以群体性用餐场所为重点区域，协助１７所学校食堂
完成升级改造，４所学校食堂被评为省级放心食堂。
提高监督透明度，确保用餐安全。全面推进“明厨亮

灶”，完成“明厨亮灶”建设２２９户。开展互联网订餐
等新兴餐饮服务业态监管，对全区餐饮监管员网络订

餐巡查监管进行专项培训，开展现场教学，对辖区网

络订餐餐饮服务单位进行网上巡查及监管工作。

【调整药械经营监管事权】　２０１７
年，口区食药监局将药械零售企

业和二级以下医疗机构的日常监管

职责划转到监督所，完成对１１个监
督所药械日常监管的现场培训。各

监督所承接药械零售企业和二级以

下医疗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后，开

展小药店、小诊所药械安全日常监

管专项培训，药械安全保障水平显

著提高。配合省、市食药监局交叉

检查组对辖区药品批发企业、药店、

小诊所、医疗器械生产、批发企业及

医疗机构进行５次交叉检查，加大
药械质量安全监管态势。

【投诉举报及督办】　２０１７年，
口区食药监局坚持举报投诉中心

·９８１·

·综合管理·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３日，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汉水桥所与东方红
小学在校园内开展了为期一周的青少年食品安全宣传活动，以增强小学生食品安

全意识

２４小时值班制度，认真受理，及时
分流，按时回复。截至年底，共受

理投诉举报 １２２３件（职业投诉
１０６起），其中食品９３０件、保健食
品５９件、药品 ７９件、化妆品 １０６
件、医疗器械４９件。投诉举报核
查回复率 １００％。食安办向其他
职能部门下达食品安全工作督办

件１０件，回复处置率１００％。

【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２０１７年，
口区食药监局以创建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为重点，以“３·１５”消费
者权益日、“３·３１”守护食药安
全、“红色细胞”志愿服务活动为

载体，向广大市民免费发放一批食

品安全宣传购物袋、围裙、雨伞、水杯等４５００余个，发
放《常见的食物中毒及预防》和《老年人如何用药更

健康》等各类食药安全宣传册４０００余册。食品安全
宣传周围绕“３３１守护食药安全”等五大主题宣传推
广。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８０００余份、公众参与活动
１５０７余人次，现场受理投诉举报２件。

【环同济健康城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食药监局助推
“环同济健康城”建设，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与卫计委

共同引进１８家健康服务业企业，独立引进健康产业企
业９家。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７年，口区食药监局加强法治建
设，制发《口区食药局小餐饮、小食品店登记和监

督检查办法》《口区食药监局食品药品风险分级管

理办法》和《口区食药监局关于开展农业行政执法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制度建设。制定

《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办法》《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

全过程记录办法》和《口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

政执法公示办法》等相关制度。将“以学法促执法，

用执法带学法”观念贯穿到执法日常工作中；同时，

采购１３２部移动执法仪，要求外出执法人员人手一
部，出勤检查必须全程使用。

【打击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２０１７年，口区食药监
局查处食品药品一般程序违法案件 ４８件，罚没款

２６４０５万元，案件处理结果全部在网上公开，案件查
处工作在全市各区局中排名第一。开展各类专项整

治，开展食品行业专项整治２０次，药品行业专项整治
１６次，通过一系列专项整治，净化食品药品市场环
境，消除食品药品安全隐患。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２０１７年，口区食品药品安
全委员会、口区食药监局承办湖北省食品药品安全

事件应急演练。１０月１３日，演练采取现场模拟指挥
部、播放短片与４Ｇ信号实时回传现场调查处置情况
模式，模拟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各部门的协调处

置情况，提高口区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组织协调和应急响应能力，检验应急预案的实施过程

科学、合理和具有可操作性，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增

强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口区食

药监局妥善组织、调度、处理５起学校、托幼机构疑似
食源性疾病事件，并制发《关于切实加强学校食堂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加强对诺如病毒

检测的通知》。

【严格执行信息公开】　２０１７年，口区食药监局在
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口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公示办法》，对全局行政许可、行

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权力以及办事流程主动公

开。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按照“谁

办理、谁公开，谁收集、谁公开”的原则全面推行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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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主动公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４８条，各类工作动
态１５条，食品药品抽检结果１７条。

（周紫薇）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安全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安全红

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口区委书记景新华（右二）带队督查高温天气安全生产
工作

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狠抓隐患排查

治理，全区没有发生较大以上和有影响的安全生产事

故，圆满完成武汉市政府下达的安全生产目标任务，

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指标控制】　２０１７年，口区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
事故４９起，其中工商贸４起，交通４５起；死亡人数为
１０人，均为交通运输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１６１２
万元，比上年下降４１８３％。全年没有发生较大和有
影响的安全生产事故。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２０１７年，口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简称口区安监局）继续在重点行业和领域

有步骤、分阶段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格落

实《意见》和整治措施，有力打击和纠正安全生产领域

一大批非法违法和违规违章行为。全年查处安全生产

非法违法行为６８４３起，检查企业１２６２１家（处），督促
企业排查整改隐患１３３８１条，罚款２４０５８万元，拘留
２８７人，责令停产整顿企业１７８家，关闭或取缔非法企
业２０１家，全区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成效明显。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完成３７７８家
企业在全省“两化”（标准化、数字化）系统注册，共计

报备隐患清单５４５７个，上报一般隐患２４４６６３条，隐
患标准检查１２４０８０次，“两化”体系建设在全市中心
城区排名第二名。根据《市政府２０１７年度安全生产
工作责任状》相关要求，对全区２６处重大安全生产
事故隐患进行挂牌督办，并全部整改到位。高度重视

群众举报、投诉的调查和处理，全年收到举报和投诉

案件３９起，并按期处理完毕。

【安全生产行政许可】　２０１７年，口区安监局坚持
在危化品经营行政许可实施过程中，从受理审查、现

场核实到审批发证，每个环节严格按照行政许可实施

程序进行审批；全年审批５起危化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延期换证和申请，办理７起非药品类易制毒经营许可
证备案。

【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　２０１７年，口区安监局注
重督促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的自查与整改，督促

到期企业开展复评，有１０家规模以上企业开展安全
生产标准化复评工作。

【职业安全健康监管】　２０１７年，
口区安监局多次组织召开职业

卫生专项工作会议，部署相关工

作，并聘请中介机构对辖区内存在

职业危害因素的 ３４１家企业开展
摸底调查。同时，结合迎接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工作，认真落实职业危

害专项治理工作。在全区开展“职

业病防治周”活动，发放宣传品

１３００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４０人
次，提高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保

护劳动者健康权益。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２０１７年，
口区安监局组织安监人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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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口区安全生产相关指标统计表

年份

各类事故
分　　类

工矿 道路交通 消防火灾 水上交通
较大以上事故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２０１３ １５７０ １５ １２２０ １１２７５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１２２６ １５ １２２０ ６７７４ ３４４ ０ ０ ４５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４ １５１３ １３ １３７４ ２２５６０ １ １ ０ ４３００ １３８７ １２ １３７４ ８５４５ １２５ ０ ０ ９７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５ １９５３ １９ １３９１ ８６４５９ ３ ６ ２ ６０５ １７２５ １３ １３８９ １３６１７ ２２５ ０ ０ １２３４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４

２０１６ ２６０８ ９ ２０９３ ４５２１ １ １ ０ ６０ ２３９７ ８ ２０９３ ２６７１ ２１０ ０ ０ １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７ ４３８４ ２０ １１２９ １６１７ ４ ０ ４ ０ ４１９９ ２０ １１２３ ８１７ １８１ ０ ２ ８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国家总局举办的十期监察监管执法人员视频培训。

６月１６号，会同区有关部门以南国西汇生活广场为
主会场，组织全区１１个街道、开发区开展以“全面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主题的宣传咨询日

活动。组织２００余人参加安全生产格言警句摘抄签
名，免费发放宣传材料３万多份，雨伞６４０把，接受
群众咨询３００余人次，展览展板、图片６０多幅，在全
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良好舆论氛围。

组织辖区１９家单位参加全省网络安全知识竞赛活
动。指导企业持续开展安全文化创建活动，培植树

立一批安全文化标杆企业，推荐两家企业参加省市

示范企业评选。委托中介机构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培

训班，完成培训１８１４余人。结合“１２·４”国家宪法
日、安全生产法宣传周等活动，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

育活动，辖区市民安全意识进一步提高。

【《意见》《条例》宣贯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安监
局结合区内实际，制定下发《关于宣传贯彻〈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实施方案》《中共口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

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对重点任务进

行分工，明确责任单位和时间表，并督促相关部门和

单位各项改革措施和工作任务落到实处，稳步推进

改革举措。开展《意见》《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普

法宣传活动，先后利用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报告会

的形式邀请专家进行《意见》专题辅导授课，组织开

展专题研讨活动。组织收听收看全省《意见》宣讲

报告视频培训会，区四大家领导和各街、各部门主要

领导参加会议，各单位组织开展讨论学习。组织安

监人员定期参加国家、省、市对《意见》《条例》的宣

讲活动，深入各街道、社区开展宣讲４批次，为基层
发放《意见》《条例》手册３０００余本。

【应急救援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安监局完成１００
余家企业应急预案报备工作，并督促企业建立专兼

职应急救援队伍，开展企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示范

创建活动。按照不提前通知、不编制脚本，现场指定

事故类型和单位（部位）的原则组织开展有针对性

的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全区开展应急演练１４６次，
参演人数８０００余人，演练投入经费４５万余元。１２
月６日，在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组织开展全区
安全生产应急综合演练，演练达到检验预案、磨合机

制、锻炼队伍、教育公众的预期目的，取得圆满成功。

【安全大检查】　２０１７年，口区安监局根据国务院
安委会和省、市、区人民政府统一部署，在全区所有

区域、所有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企事业单位和人

员密集场所开展为期６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活
动。在检查活动中，全区共出动检查人员６２１６９人
次，检查企业（场所）３４９９６家，发现隐患５００３４个，
完成整改 ４９６７７个，限期整改 ３５７个，整改投入
１６７１８万元，查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９３起，查处违
法违章案件２２１６起，查处违法违章人员１３８人，依
法取缔企业４２家，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企业７０
家，罚款９７万元，拘留８３人。通过开展安全大检
查，一批安全生产隐患得到及时消除。

【行政处罚】　２０１７年，口区安监局完成对全区危
险化学品企业和工贸企业执法检查。检查危化品企

业和易燃易爆场所企业３５４家，下达文书５９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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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隐患４１１处，整改４１１处。督促一家加油站开展
安全标准化建设，取缔非法醇基燃料经营点２处，行
政拘留１人。对７０家（次）工贸企业开展执法检查，
对１６家企业开展“双随机、两公开”执法检查（指安
监部门在执法检查时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检查事项，

随机抽取检查人员和技术专家，及时公开检查对象，

公开执法检查结果），发现安全隐患５７条，督促企业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口区委书记景新华在华生城市广场公租房选房现场检查指导
工作

全部整改到位。对亚诺工业园２０家企业开展执法检
查，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１０份。对涉及氨制冷、
粉尘涉爆和有限空间作业企业进行排查，共排查出粉

尘涉爆企业２家和有限空间作业企业２家。严格按
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

则，认真对每一起生产安全事故开展调查处理，做到

科学决策，依法认定事故的性质，规范处理的程序。

全年实行安全生产行政处罚２２万元。
（曹道函）

房 屋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简称口区房管局）重点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房地产市场调控与整治、物业管理和 Ｄ级危房
治理等工作，克难攻坚、负重奋进，积极推进各项工

作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新成绩，出色完成全年各项

工作目标任务。

【保障性住房】　２０１７年，口区房管局为市区重点
项目提供安置房源２４９套，其中动迁安置房１７５套、
限价安置商品房５８套、商品房１６套，为保障全区经
济建设提供强力支持。

６０００套公租房配租入住工作完成登记、摇号工
作，在１０月底完成公租房项目验收工作后，配租工
作及时展开。

全年核准公租房租赁补贴５８７４户（次），发放
租赁补贴资金 ４８９５９万元，新增公租房租赁补贴
３３８户（次），资金２３１万元；核准公租房租金补贴
３１３９户（次），发放租金补贴２２０７８万元。

筹集人才公寓房源多管齐下。全年在商品房中

配建的公租房共有项目１０个，共计房源总量１１９４
套，均可作为人才安居房源库。截至年底，交付长华

玉带家园４０套，交付海尔、盛世滨江二期 １６４套，
２０１８年可交付汉江湾一号、南国、新世界、汉江雅苑
４７５套，２０１９年以后可交付中建御景星城、盛世公
馆、尚水湾５１５套。

全年超额完成全年分配入住目标，总计１０５３３
套（户），其中，棚户区改造４５３３套（建荣村还建房
１８８６套，武胜文化城还建房１０２０套，建一路片１６２７
户），公共租赁住房６０００套（汉口城市广场四期）。

【房地产市场与房屋租赁】　２０１７
年，口区房管局严格执行调控政

策，积极宣传房产限购相关政策，

严把住房购房资格核查关，查处多

起提供虚假证件、虚假婚姻资料，

企图骗取购房资格的行为，有效控

制违规购住房行为。督促开发企

业对照住房限购实施细则，对于企

图提供虚假婚姻资料，骗取购房资

格的行为，将违规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上报市房管局并予以公示。

加强房地产市场整治，结合本

区中介经济组织现状，制定《关于

持续开展口区房地产市场专项

整治行动的实施方案》，并按要求

开展定期及不定期的市场检查，对

存在问题的机构要求限期整改；截

至年底，在原有备案５４家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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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备案１１５家，备案增长率１１２％。在市场监管
整顿行动中，区房管局出动６０余人次，对１２０余家
经济机构进行检查，下达《整改通知书》１５份，对其
中问题较大的２家经济机构采取诚信扣分。

综合治理违规出租住房现象。２０１７年，在区综
治办的协调下，在各街综治办的配合下，区房管站对

违规出租住房行为进行综合整治，下达《整改通知

书》４６余份，对市长专线、市房管局督办及信访平台
及电视问政节目转来案件高度重视，全力查办，自行

拆除或停止租赁违规出租屋１８余处。

【物业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房管局强化“三方联
动”机制（即建立街道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

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联动服务机制），培

育“红色物业”试点小区。全区１０５个物业小区中，均
聘请社区“两委”成员兼任项目义务质量总监，有３８
个物业小区的企业负责人进入社区兼任“两委”成员，

９０％物业小区建立“三方联动”机制。协助区委组织
部门草拟关于口区加强无物业小区的物业服务管

理工作实施方案草案，摸排全区无物业小区具体数

据。配合区委组织部门拟定党员大学生培训计划，聘

请业内专家、律师以及现场观摩融侨锦江小区物业服

务情况，对党员大学生开展综合培训。邀请部分党员

大学生到本局跟班学习，指派专人对党员大学生进行

系统业务培训，巡查期间带领党员大学生参与检查、

督办、处置。配合区委组织部调研确定“红色物业”启

动的试点区域，并到试点街道开展调研工作。

监管维修资金使用。全年对华生城市广场等

１０个项目开展维修资金追缴工作，下达催缴通知书
１０份，追缴维修资金１９８９万元。３２个物业小区申
请使用维修资金 ５０笔，申请维修资金总金额为
１０３９万元。对六角亭街、宝丰街、汉中街、汉正街、
韩家墩街、古田街、长丰街所属社区、业委会、物业服

务企业近３００余人进行培训。
加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对全区１０５个物业小

区中的８０个物业小区开展巡查和专项检查，对发现
的问题现场督导整改，物业服务投诉及时处置率

１００％，投诉处置满意率９０％。
改善老旧住宅区居民居住环境。配合区民政局

确定２０个老旧社区具体点位，参与２０个老旧社区
规划设计改造方案的制定，结合区房管局职能提出

老旧社区后期管理方面的建议和意见。截至年底，

大部分建设改造项目处于立项审批、政府采购公示

阶段。韩家墩街综合社区，宗关街宗关社区，宝丰街

３５０６社区、祥和社区、北社区已开始施工。

【房屋安全鉴定】　２０１７年，口区房管局按照《
口区２０１７年 Ｄ级危房排危治理工作方案》，采取
“三个一批”，即“三旧”（棚户区）项目征收一批、政

府出资收购一批、督促房屋安全责任人自行修缮排

危一批的方式，积极与承担该项工作的相关责任单

位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相关街道和部门的任务目

标。全年采取多种方式，利用各种渠道，圆满完成消

除Ｄ级危房５９栋的任务目标。

【房屋交易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房管局积极受理
各类交易案件，截至年底，受理各类登记案件计

２９３６９起，商品房、存量房交易案件（交易监管）
１６４４４起，房屋征收注销登记６２０７起，房屋抵押注
销登记６７１８起，存量房（住房）资格核查８０６５起，
受理商品房销售合同网上备案１３５１２余起，房屋电
子数据修改５５３起。收到企业、群众表扬信和锦旗
多封（面），政务大厅窗口群众满意率达１００％。

优化营商环境，努力服务区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处于大改造、大建设的关键时期，大
量的房屋拆迁灭籍注销需要完成，许多拆迁户需要

办理完注销登记后，才能办理再次购房的契税减免

手续，口区房管局支持配合汉正街东片、长江食品

厂东片、跃进片、一职教东片、三特片、宝善红燕片等

重点项目建设，加强对重点项目建设中拆迁房屋注

销工作，积极配合房屋征收管理部门，做到“来一户

销一户”，确保房屋征收工作又快又好的进行。

【行政执法】　２０１７年，口区房管局充分利用报
刊、网络、展板、宣传册等多种教育形式，努力在全局

营造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区房管局参加全

市党政机关管理人员招商引资法律法规知识竞赛活

动，平均９１分；全员参加湖北省网络安全知识竞赛
活动，合格率１００％。完善规章制度，建立常态化的
责任追究机制。区房管局先后制定《局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实施细则》《局信访事项法定办理途径指引》

《局涉法事务工作流程》《局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等

文件规定，用制度规范行政行为。

坚持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力度，做

到“每月有检查，每季度有讲评，每个建议有回复”。

规范司法协助，严把收件关口，全年受理人民法院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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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执行７３０余件（２万余处房产），做到及时对案件
进行整理、分析、归档、注记，确保协助执行工作无差

错。做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涉及行政复议案

件７起，２起结案，５起待审；行政应诉案件４起，待
审４起。

【房屋测绘】　２０１７年，口区房管局完成３４个项
目的测绘，面积总计３２２万平方米，收入２８５５万元
（包括部分征收项目收入），为全区保障性住房登记

配租提供详实的数据依据。配合不动产登记部门，

出具分户图件并进行扫描、上传。截至年底，上传

６８９００件分户图到不动产的信息系统中。大力支持
口区的重点征收项目，推进区内的旧城改造工程，

全年完成征收项目包括汉正街东片、江汉四桥扩宽、

快速化改造、汉西片商务区储备用地、长升街道路整

改项目及额头湾工业园的测绘。区房管局对数据集

中、规范管理工作严格要求，确保真实准确，为日后

的审计作充分的基础工作。

【档案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房管局根据档案工作
相关规定，制定符合本局实际的机关文件材料、归档

范围及各门类档案保管期限表等业务规范。归档文

件材料的书写格式、质量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应归档

的文件材料齐全完整。全年接收交易监管档案及抵

押注销档案 ３０６３０件，进行数字化档案 ３６４７７件。
档案信息开发利用合理有效。以突出服务为宗旨，

进一步开发档案资料的价值，提高其利用效能。积

极为市区重点工程、市政建设项目，公检法等机关，

提供大量的档案信息。为各街道征收工作进行住房

查询量１２８２多条、金正茂个人查询８３０人、配合区
各部门（社区、物业公司、开发商等）查询９０００多条
信息、各大银行续贷查询量２２００多条。全年接待群
众查询９５０２人次，为全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及
服务群众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肖腾芳）

建 筑 管 理

【概况】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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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强化安全质量

标准化、监督工作规范化、监管信息化、管理差别化。

全年监管在建工程项目３４１个，建筑面积７６０３万
平方米，工程造价约１１５１１亿元，项目监管到位率
１００％。在招商引资方面，引进内资３２亿元。

【招投标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建管站监督管理房
屋建筑工程招标５０个标段，建筑面积合计５２６７万
平方米，造价合计４４３４亿元，其中公开招标２９个
标段，总面积４１２万平方米，造价７８６亿元（勘察
招标２个、设计招标４个、市政招标６个、监理招标８
个、装饰招标６个、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招标３个）；邀
请招标 ２１个标段，总面积 ４８５５万平方米，造价
３６４８亿元（勘察招标４个、设计招标４个、监理招
标６个、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招标７个）。
２０１７年，口区应公开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全部公开招标，公开招标率 １００％。
招投标项目全过程监督管理无差错，未发现招标投

标活动有违法违规行为，实现进场依法应公开招标

项目公开招标率１００％，投诉结案率为零。资料收
集完整、数据准确、整理规范、归档及时。

【造价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建管站对全区工程施
工合同审查备案率１００％，《监管手册》建册率１００％，
竣工结算审查备案率１００％。全年合同备案２１个标
段（土建１０个、市政８个、装饰工程３个），总建筑面
积６０６４万平方米，合同总造价２７７６亿元。截至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４月１日后施工许可由区行政审批
局发出），发出施工许可证３个，总建筑面积４０７５万
平方米，总合同价１１５９万元。竣工备案工程 １２０
个，建筑面积２４６０５２６万平方米。区政务中心窗口
服务达到零投诉，完成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１６
家，完成建造师的注册资料３５８人次。

【市场行为监督】　２０１７年，口区建管站对口区
范围内未办理建设工程法定程序审批和管理手续的

施工单位，累计下发督办通知书３份，无证施工停工
整改文书５０份。立案３８起，结案２５起，罚款总金
额１１８０５７２６１万元，其中无证施工案件２８起、违法
发包及转包案件８起、未招投标施工１起、分包单位
未及时备案案件１起。全年处罚建设单位１２家，处
罚施工单位（含桩基、支护施工单位）９家。

【建筑质量监督】　２０１７年，口区建管站继续开展
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积极组织区管项目开展

·５９１·

·综合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新增建筑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资质类别及等级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１ 湖北新三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利济北路２１７号正对面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夏　鹏 １５９２７２１１２３８

２ 湖北天誉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京汉大道１８９号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叁级

王　斌 １５３３７２２９２９９

３ 武汉南天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易农街４—９号４楼１号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消

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

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环
保贰级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任　焰 １５９２７１２７５３１

４ 武汉天目神力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长丰乡长丰村汇丰企业

天地第１６幢９层３５号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
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王明剑 １８６０７１６０５８８

２０１７年口区建筑企业既有资质情况统计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主项资质类别（专业）及等级 企业办公地址 企业法人及联系电话

１ 湖北鲁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建筑装饰装修 建筑幕墙贰
级升壹级

汉西二路５９－０６１号 Ａ６
栋１—３层１１ 宋宗坤 １５３７７０６６９９９

２ 武汉南天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环保叁级升贰级 易农街４—９号４楼１号 杨宗涛 １３６０７１９０７６２

３ 湖北宝亿幕墙工程有限公

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升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

业承包贰级升壹级

解放大道１１２７号富商大
厦１８０９室 马雪峰 １３８７１５０９７７８

４ 武汉深广业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升壹级

宝丰路１号（湖北商务大
楼）１５０１—１５０４室 方敏 １３９８６１８８０５８

５ 武汉凌翔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钢结构叁级升贰级

解放大道１０４５号宝丰时
代７０２室 李新发 １３７０７１７１２３８

治理行动，对照标准自查自纠，对辖区监管的工程项

目及企业进行全面检查，共组织３次质量大检查，检
查涵盖辖区所有在建项目；要求项目办理施工许可

时递交“两书”，并在现场悬挂质量终身责任公示

牌；辖区在建项目监管到位率１００％，受监工程未发
生重大质量事故。全年竣工验收工程１１７个，验收
合格率１００％，工程竣工备案１１４项，备案率１００％。
协助创建农民工学校１９所。完成质量行政处罚２
起，罚款金额１９０７４７万元。

【墙体改革与建筑节能】　２０１７年，口区建管站完
成墙体节能验收备案项目９９项。辖区内所有新建
工程均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竣工项目１００％办
理建筑节能竣工验收专项备案手续，新增建筑节能

达到２４５万吨标准煤能力，新增可再生能源应用面
积３４３９３１万平方米，新建绿色建筑７５９５万平方
米（武汉市第一聋校异地新建项目２３６万平方米，
华中科技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大楼３３０万平方米，
新建紫润学校２０１万平方米，居住项目棚改还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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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口区统计局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授予
“全国统计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２５６万平方米，常码头村“城中
村”改造还建房项目４２６８万平方
米）。新 型 墙 体 材 料 使 用 率

１００％，预拌混凝土使用率１００％，
预拌砂浆使用率达到 ９６％以上。
严格依法征收墙改专项基金，计

１７９９２万元，无随意减、免专项资
金的现象。

【安全监督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
区建管站共开展安全监督检查巡

查８１１２人次、专项整治及季度检
查１５次，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６５
份，停工整改通知单６份，查出安
全隐患３１９条，共约谈参建单位４
起，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１４起，罚款８万元，有１个项目上
市建委曝光台予以曝光。完成２个项目申报（省）
安全质量标准化达标示范工地“楚天杯”，５个项目
申报（市）安全质量标准化达标示范工地“黄鹤杯”。

【文明施工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建管站大力整顿辖
区内建筑工地文明施工，管理工作开工勘探率１００％，
责任书签订率１００％，建筑工程文明施工达标率１００％，
纠正率１００％。下达《限期整改通知》５５份，下达《停工
整改通知》５份。处理建筑文明施工投诉２３起，回复及
时率１００％，曝光安全文明施工不良行为３起。

（万　象）

统 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统计局以提高统计数据质
量、提升统计信息化水平、探索创新“三新”（新产

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方法为中心，提高服

务能力、强化法治建设、健全队伍管理，较好地完成

各项统计调查任务。口统计局被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及国家统计局评为全国统计系统先进集体，

是湖北省统计系统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区统计局。

【统计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统计局围绕市级重点
指标和全区中心工作，以提升统计数据质量为核心，

充分发挥统计职能，完成区内５５０余户“五上”（规上工

业、资质建筑业、限上商贸业、房地产开发企业、规上服

务业）企业９４类报表、８０余户限下抽样企业１９类统
计报表的网上直报、数据审核、汇总上报等工作。开

展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劳动力调查、人口变动

情况等抽样调查，全面掌握全区经济发展态势，撰写

统计分析、统计预警、统计专报等共计１１０余篇，其中
５０余篇受到区领导签批，编印统计资料１０００余册。

【统计监测】　２０１７年，口区统计局注重打造服务
型统计，多措并举，努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加强对

“四上”（规上工业、资质建筑业、限上商贸业、规上服务

业）单位的数据审核工作，建立统计事前、事中和事后

三个阶段闭环机制；加大对各行业、各企业重要指标

的经济运行状况监测跟踪，重点做好ＧＤＰ和固定资
产投资两类绩效目标的预警预判分析；严格落实数据

质量评估工作。坚持每月召开数据质量分析会，采取

随机抽查检查与统计执法检查相结合，将数据质量与

街道、专业工作考核相挂钩，努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依法统计】　２０１７年，口区统计局创新工作机
制，组织开展“数据造假、以数谋私”、统计数据造

假、对数据造假惩治遏制不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精神的文件和做法、以数谋私等行为查

处的专项治理工作，切实遏制“数字上的腐败”。加

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培训宣传，使广大统计

系统人员进一步提高认识，自觉抵制各类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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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９月７日，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副巡视员、纪检组长胡有喜带队到
口区山姆会员店、沃尔玛超市开展国际比较项目（ＩＣＰ）价格采集工作

干扰，坚决维护统计权威；加大统计执法力度，加强

对重点行业、领域和疑似违法企业的数据质量查询，

防止瞒报漏报虚报。全年查处１起统计违法案件，
约谈５家单位企业主要负责人，全部下达责令整改
通知书。规范统计行为，强化责任追究，坚决堵住统

计数据生产漏洞，遏制各种形式“数字上的腐败”，

形成打击统计数据弄虚作假的高压态势，有效防范

化解统计系统廉政风险。

【诚信创建】　２０１７年，口区统计局按照省、市统
一要求，持续深入推进诚信企业创建工作，先后２次
在全市统计工作会议进行工作经验交流，全区四上

企业诚信创建进度达到８０％以上，创建进度位居全
市城区第三。进一步完善企业信用档案建设，做好

严重失信企业信息公示和企业信用情况运用工作。

【统计创新】　２０１７年，口区统计局主动适应和引
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全区《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草案）》工作要求，修订完善产业统计工作方

案，围绕“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探索

统计改革创新。建立以“互联网＋”为引领，以现代
商贸、工业服务、健康服务为主导，以其他优势产业

为补充的“１＋３＋Ｎ”的新兴产业统计体系。充分利
用口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优势，以及市场

多、商业综合体多的优势，围绕电子商务、商业综合

体等重点领域，努力探索开展“三

新”统计，主动加强新民营经济发

展研究，认真组织完成三大战略新

兴产业改革试点统计调查工作任

务，用创新的思路与办法着力解决

统计调查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

新问题。

【统计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区统
计局严格按照区人民政府下发的

《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统

计工作的意见》为工作抓手，制定

下发对街道和部门统计工作考评

办法；持续深入街道、社区工作一

线，积极开展走访调研活动，加大

对薄弱街道、落实不力街道的督

办和指导力度。通过集中举办业

务培训班和分层次针对性指导，

使社区统计人员的统计能力得到较大提升。积极

协助街道探索社区统计规范化建设方法和思路，

整体提升统计能力。加强指导和督促各行业主管

部门，建立行业统计基础台账、规范原始资料，建

立对街道和部门统计工作的考评机制，形成全区

统计工作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智库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统计局积极探索推
进统计智库建设，推动统计监测服务向加强经济

形势的分析研究和预测预判预警并重转变。依托

国家联网直报系统和区网规下重点单位直报系

统，抓好统计事前、事中和事后 ３个阶段闭环机
制，突出预测预判预警和对策建议。依托地理信

息系统，运用经济普查基础数据，建立一套动态更

新的企业地理信息库———口区 ＧＩＳ数据系统。
全方位融合经济数据、人口信息、基本单位名录数

据与口区地图矢量数据、影像图数据等地理信

息，为开展空间统计，预测区域经济发展趋势，评

估规划项目，分析全区产业分布情况等工作提供

信息化支撑。充分运用“口掌上统计”ＡＰＰ应用
系统、智能短信平台等移动终端，向区领导和相关

部门及时报送统计数据、统计（专报）分析等信息，

为领导和部门把握态势、制定政策、精准服务，提

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决策参考。

（刘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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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科 技

教 育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教育局以项目化管理为抓
手，聚力改革创新，突出“教育质量”“教育云”“校园

足球”３张名片，稳步推进６项市级以上改革项目
（国家改革试点项目１项，即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试点。市级改革项目５项，即深化义务教育学区制
改革，完善学区划片制度；建立完善缩小校际办学水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３日，武汉市义务教育小班化教学工作交流推进现场会在口区
行知小学举行

平差距的长效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完

善职业教育与口产业发展的融合机制；出台民办

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完善民办学校设置审批标准；深

化教育云规模化应用）。与全国校园足球改革办公

室签订全国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区备忘录，口校园

足球改革经验先后被省教育厅简报、市委改革简报

专题刊发，校园足球由试点走向示范。武汉市第一

聋哑学校杨小玲当选十九大党代表并在“党代表通

道”接受中外媒体现场采访，成为全市教育战线的

杰出代表。口区成功创评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

挂牌督导创新县（区）。２０１７年，全区共有各级各类
学校１３１所，其中教育部门办７１所，行业部门办７
所、民办５３所，在校学生７４１７９人。全区在职教职
工４８４７人（不含系统外教师），离退休教职工４９４２
人，区级以上骨干教师１３４２人。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教育局以实施“红色
引擎工程”为引领，促进党建工作全面推进。树立

以全国道德模范杨小玲为代表的红色头雁，组建党

员志愿服务队７１个，开展《我的入党记忆》———“红
色头雁”领航征文活动。举办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１１０余场，讲座、党课８０余次。组织各类干部培训
班１４个１０８５人次，各级领导班子开展专题学习讨
论８９１次。创新党员生活“互联网 ＋”组织生活模
式，建立 ＱＱ群、微信群、公众号，搭建在职党员、退
休党员信息共享、学习交流的平台。基层班子成员

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计１７８１次，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开展专题学习讨论 １０１４次、民
主议事９３７次、研究讨论民生事项
６４３件，实现党员学习教育全覆
盖，全系统在口区“星级争创”

栏目发表党建报道９０余篇。积极
开展全系统干部教师进学校、基层

达１０８４人次，干部进课堂１０３７人
次，教师家访５３７０人次，参与开展
志愿服务２７３７人次。组织党员教
师深入黄陂区北新村举办家长讲

堂、学生讲堂、村民健康讲堂、城乡

联合党课“北新村大讲堂”１０多余
期。完成全国文明城市复评迎检

工作。完成武汉市文明指数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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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十一中学、井冈山小学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校

园及周边环境测评中位列全市中心城区第一。完成

国家、省、市级文明单位复评申报工作。完善《口区

教育局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办法》，全年央视、人民日

报、新华网等报道４１０余次。全面推行主体责任清
单，实现基层支部１１９名纪检委员全覆盖。制发《关
于在区教育局机关干部中推行暗访暗查制度的通知》

《口区教育局“五严十不准十必须”纪律要求》，不

定期巡查２００余次，通报１０期，实现２轮全覆盖巡查
及回头看。推进群团改革，２名干部推荐到区工会、
区妇联挂职。全区新增职工书屋４所，已建书屋累计
占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总量的９０％。组织“书香教
师、书香团队、书香家庭”评选活动，体育馆小学余凤

娟获全市“十佳书香教师”称号，崇仁二小获“十佳书

香团队”称号。崇仁路小学、崇仁二小、体育馆小学代

表口教育工会参加武汉市教育电视台和武汉教育

工会主办的读书联盟大型分享交流展示会。崇仁路

小学获“全国总工会最佳教工书屋”称号，并在全省作

经验交流。开展全系统统战工作专题调研，共有６个
民主党派的１７８人参与，其中民盟１０６人，民进４４
人，致公党１３人，民革８人，民建５人，九三学社２
人，分布在３０个局属单位。先后组织政协委员、统战
人士视察工作５次，教育通报会１次。组织开展第二
届汉台两地青少年“扬帆”夏令营交流活动，台湾师

生、家长相继参观舵落口小学、韩家墩小学、义烈巷小

学、口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武汉市第一聋哑学

校。组建口教育代表团赴台湾开展教育交流考察，

７所学校与台湾学校签订友好合作协议书。

【学前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教育局坚持“量”
“质”并进原则，制定《口区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认定２８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设立幼
儿园普惠服务标准，将供给质量作为托底保障，成为

全市范围内普惠性幼儿园全部具备等级资质的５个
城区之一。全区 ４３所普惠性幼儿园共提供学位
２２万个，使８０６４％的在园幼儿享有普惠的学前教
育。区政协教育组提交《关于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缓

解学龄前儿童入园难的建议案》在区政协十四届二

次会议上作大会发言，并列为大会建议案。推进学

前教育发展共同体建设，区级共同体由７个扩大至
１３个，幼儿足球项目入选市级共同体。夯实幼儿园
年检制度，制发《区教育局关于开展全区幼儿园规

范办园行为专项督查工作的通知》，对全区６４所幼

儿园进行拉网督查，幼儿园年检率和年检合格率继

续保持１００％。幸福幼儿园、水厂路幼儿园跻身省
级示范幼儿园行列，同文幼儿园、天顺实验幼儿园、

团结幼儿园、赛达晶晶幼儿园、锦江永乐幼儿园分别

被认定为一、二、三级幼儿园，全区三级及以上幼儿

园的比例达到８２８％。学前教育培植专业优势，幸
福幼儿园周海芳、水厂路幼儿园唐琴、义烈巷幼儿园

苏振侨３位教师获武汉市“百优班主任”称号。实
施教办幼儿园副校级转岗干部课程领导力提升工

程，借力区级学前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加强网上

课程社区建设。推送一批幼儿园优质课程和课程资

源，在全市第三届“三优”推评中，幸福幼儿园获“三

优”综合一等奖，水厂路幼儿园获“三优”优美环境一

等奖，陈家墩幼儿园姬敏获“三优”优质活动一等奖。

【小学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教育局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立德树人的统领，融入小学教育教学

全过程。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举行第二届小学

“三声满校园　经典伴成长”诵读大赛，加强武术、
戏曲、非遗、中药等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力度，全

区小学共组建各类别社团８１种，校级社团５２４个，
班级社团７１２个。继续抓好“好习惯节”“人人练就
一手好字”和“幼小衔接教育周”等区域德育品牌课

程，组织全区中小学红色传统歌曲比赛，“江城小勇

士”首届青少年军事特训夏令营。举办“区小学可

视化德育微课”第三次征集工作，新增微课１８００余
件，区“可视化德育”平台学生、老师、家长点击 ３０
余万人次。制发《口区小学有效德育星级评价工

作方案》，评定口区有效德育“五星级学校”１１所、
“三星级学校”７所，新增东方红小学、崇仁二小２所
武汉市“校园文化建设先进校”。口区教育局编

制的《低碳学校建设指南》作为省级地方标准在湖

北省质监局立项。以“学习《指南》做学生引路人”

为主题，抓好第十个班主任日活动，钱艳莉获武汉市

“十佳班主任”提名奖，于莉、陈秋萍获武汉市“百优

班主任”称号。全区小学严格执行课程计划，加大

体育和艺术课程（足球、音乐、美术、劳动等）落实质

量。以小学学校联盟为单位，坚持每月抽查部分年

级和部分学科的学业质量，做到小学所有学科全覆

盖。同济附小、体育馆小学、井冈山小学３所学校参
加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６学年度全市美术、体育学科学业
质量监测，成绩名列全市第一。在第３３届武汉国际
中小学生楚才作文竞赛中，口区小学获奖成绩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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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之首。有８５７人获奖，其中特等奖２人，占全市
小学特等奖总数的３３％；一等奖１３９人，占全市一
等奖总数的１４％。东方红小学在教育部举行的信
息技术化创新与发展论坛上作《云端“学问”课

堂———东方红小学信息化技术与教学融合的探索》

主题发言。井冈山小学翻转课堂在全市展示交流。

口区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现场会暨陈家墩学校智慧

课堂现场展示活动在陈家墩学校举行。２月２３日，
武汉市义务教育小班化教学工作交流推进现场会在

口区行知小学举行。１１月１０日，实验小学、行知
小学在澳门２０１７年大中华地区小班化教育研讨会
上作发言。６月，区委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常务会专
题研究２０１７年学区制改革实施方案，双环小学更名
为崇仁路小学江湾校区、仁寿路小学更名为东方红

小学南区。出台《区小学委托管理、小班化教学市

级实验校和学校联盟考核评价工作方案》，明确各

联盟绩效考核的内容和标准。全区８个学校联盟共
开展研讨活动１１７次，中层干部“柔性流动”交流４９
人。５月启动义务段（小学）新生登记查询网上平台
系统。

【中学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教育局中学教育开展
“一月一主题”德育系列活动，相继组织“唱红色歌

曲、诵中华经典”比赛、假期红色实践基地行、创新

素质实践性、一节一专题等德育活动。改革德育评

价，将德育质量和学业质量同权重考核，并将德育质

量考核结果记入学生档案。中、高考科目和非中、高

考科目全部纳入中学质量监测体系。相继开展毕业

年级课堂大调研、毕业年级备考高效课堂评比、中学

教育质量优秀教师评选等活动。强化信息化课堂教

学融合，在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召开高中教育信息

化联盟启动仪式及课堂教学交流活动，武汉市第十

一中学获评首批“湖北省数字化校园示范校”。６
月，武汉市第四中学学区、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学

区、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学区改革全面启动，全区

１５所初中纳入学区制管理，成立４个强校带弱校的
平行学区、２个项目化学区（小班化、新中考研究）。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中心，每月每学区

组织一次同课异构、同主题班会研讨会，每次参与干

部教师达 ３０余人。全年组织学区研讨活动到 ３０
次，参加干部教师达１０００人次。制定优秀运动员初
中、高中升学政策，打通升学的人才通道。在５所学
校开展足球纳入体育中考试点工作。武汉市第十七

中学实行招生计划批次改革获得武汉市教育局批

准，下调到二批次招生，同时暂停招收分配生。高中

阶段学校招生区内各批次学校都顺利地完成或超额

完成招生计划。高考学业质量实现连续７年持续提
升，一本上线率达到４３４％，本科和专科上线率在
全市领先。中考全市前１０名中口区有２人，普高
率连续５年提高，普高率均衡度在全市领先。口
区教育局在１２个考点学校共组织高考、中考、高自
考、成人高考、高考美术统考、英语口语等７次大型
教育考试，累计考场数达３８４个，为１２２９０余名考生
提供考试服务，组考规模比上年增加２０％，无投诉、
无事故。

【职业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教育局职业教育注重
落实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对体育课、实训课进行集

中检查、整顿。完善体育、艺术课程，组织开展足球、

舞龙、礼仪、健身操等特色队活动，对学生进行国家

中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检查。职业教育实现国际合作

交流、特色专业建设和高水平实训基地建设３项突
破。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与美国加州硅谷圣马

特奥三学院签署合作协议成功招录第一届留学班。

深化职业教育与口产业发展融合机制改革，制定

《职业教育与口产业发展融合促进办法》，与企业

签订校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学校工艺美术专业获

批省级特色专业。投资５００万元专项资金建成“创
意设计”高水平实训基地，为学生专业技能训练提

供重要保障。在２０１７年艺术高考和５个专业技能
高考中，学校文化课、专业技能课双上本科线 ２７５
人，本科上线率为５３０９％。其中，美术高考本科上
线１６６人，上线率７０３４％；技能高考本科上线１０９
人，上线率３８６５％，专科上线率１００％，另有１２６人
通过单招被各高校录取。以教科研改革为抓手，加

快师资培训、培养，张亚老师获全国中职“创新杯”

英语教师信息化微课教学设计大赛特等奖，徐晋霞

教师获第二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基本功大赛

二等奖。学生在各级技能大赛中成绩突出，相继荣

获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企业网络搭建及应用

（中职组）比赛三等奖和武汉市职业教育活动周风

采展示二等奖。在湖北省第１３届文明风采大赛中
获一等奖３个，武汉市中职生技能竞赛团体一等奖
１个、团体二等奖１个、个人一等奖１１人、个人二等
奖１４个、个人三等奖２３个，第十四届武汉市中等职
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中获一等奖１０个、二等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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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三等奖４１个。

【民办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教育局推进民办教育
改革，完成由行政审批到监管的过渡任务。开展民

办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督查和师德师风整治工作，

加强民办幼儿园日常巡查和投诉调查处理，以及整

改督促工作。落实民办机构年度年检工作常态化。

开展汉正街、长丰街无证培训机构整治工作。９月，
武外英中初中部在原武汉市第七十二中学校址开

学，首批初一９２名学生顺利入学，标志着口教育
优质化、国际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武外英中高中部

１０月落户原武汉市第四职业学校校址，预计 ２０１８
年９月招生。

【社区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社区教育委员会开展
社区教育培训５２６９９２人次，其中，青少年校外素质
教育培训１０１８３８人次，在职职工培训８４３６４人次，
进城务工人员培训４７９６９人次，下岗待业失业人员
培训４５２６９人次，老年教育培训１３８２９７人次，其他
教育培训１０９２５５人次，社区居民年受教育培训率
６０９％。组织社区青少年假期活动６０２期、１７万
余人次。全区新增数字化学习社区８个。组织口
区第四届“百姓学习之星”评选活动，退休教师肖换

梅获评２０１７年“武汉市百姓学习之星”，“汉正百姓
讲坛”获评２０１７年武汉市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根
据居民需求，开展简讯撰写培训、红酒品鉴、疼痛病

预防与治疗、茶艺与健康、摄影等培训，选送５２幅摄
影作品参加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组织的“光影与梦

想”———２０１７年全民摄影大展。汉水桥街《不忘初
心》节目作为全国精选的２７个节目之一参加在江
苏省无锡市举办的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美蕴秋

歌”———社区教育文艺展演，获十佳提名奖，成为湖

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作品。在海军工程大学举办

２０１７年口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集中
展示全区社区教育优秀文化成果，组织社区教育

“一节好课”比赛、终身学习精品活动竞赛等１２２项
活动，涉及１１条街道、各委办局及区老年大学８０００
多人，受影响人数达３万多人。口区在武汉市全
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总结工作会上作经验交流。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教育局注重师德建设
常态化，建立市、区、校三级监督检查机制，开展师德

师风专项治理工作，投诉查处率１００％，将师德表现

列入教师职称评聘、年度考核、评优评先首要内容，

实行“一票否决”。双向选择、逐级聘任深入推进，

１名高中教师到小学轮岗交流，５名高中教师到初中
轮岗交流，１８名初中教师到小学轮岗交流。５５岁以
上具有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延退女教师、女校长参与

一线教学岗位竞聘。２名教师通过正高级职称评
审，１７名教师通过小中高评审，通过率居全市前列。
杨小玲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汤彦

平获评武汉市“功勋班主任”，１２人获评武汉市“学
科带头人”，１６人获评武汉市“优秀青年教师”。崇
仁路小学常诗怡获评湖北省辅导员大赛一等奖，被

授予“湖北省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崇仁路小学俞

秋明、武汉市第十一中学苏敏分获武汉市教师五项

技能大赛小学组状元、中学组一等奖。武汉市第四

中学金北群获评口区“年度教师”。全年招聘新

教师１０１名，有效缓解教师用人不足。３１０名教师
参加轮岗交流，交流比例达到１８５％，超编单位向
缺编单位净轮出４８人，５所学区制改革试点单位互
派教师５１名，区域师资由数量均衡走向质量均衡。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工作在全市率先完成，退休

教职工全部转入社保发放养老保险，４８４７名在职教
职工完成养老保险据实核算。１２所中小学职校分
别与美国、加拿大、瑞典、新西兰和中国台湾等国家

或地区签订友好合作学校协议。美国、法国驻汉领

事相继参访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７月至 ８
月，组织安徽街小学、东方红小学、南垸坊小学１６名
足球小将、５名教练员赴德国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足
球游学活动。选送３２５名骨干教师参加３１个市级
省外集中培训项目的学习，组织１０３０名干部、教师
参加１６个区级省外集中培训项目的学习。组织６１
场义务段、幼儿园各学科教师和１０场教育干部的区
内全员集中培训。分别组织３４０名校级干部、１８５５
名各学段教师和３６００名义务段、幼儿园教师参加国
家级、市级和区级网络远程研修，组织５３００余名教
师（含民办）分６个批次全面完成区人力资源局“八
选三”课程的网络学习和考核任务。

【体卫艺科技】　２０１７年，口区教育局在全区中小
学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组织口区中小

学生田径运动会，４人次破区运会纪录，１人次达国
家一级运动员标准。５月，口区代表武汉市组队
参加湖北省第十四届中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获得

团体总分、金牌总数、奖牌总数３项第一。９月，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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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代表湖北省组队参加第１３届全国中学生运动
会田径比赛，获得两金两银一铜总分９０分的佳绩，
湖北省教育厅授予口区教育局“湖北省参加第十

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组织贡献奖”，并通报表彰。

１１月，口区组队参加武汉市第十届运动会及武汉
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再次包揽６个组别全部冠
军，连续第２１次捧起中学组团体冠军奖杯。７所小
学近千名学生开展“游泳进课堂”试点工作，完成全

区田径、篮球、足球等体育后备人才招录工作。推进

口区三大国家级改革之一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改革试点工作，践行口区“以球健身、以球启智、

以球育人”校园足球工作理念，逐步形成政府主导、

学校主体、行业指导、社会参与的校园足球改革发展

良好格局。全区中小学生体育课落实每周一节足球

课，中小学校园足球“班级联赛”覆盖率 １００％。２
月至４月，全区中小学全部１２５１支足球队开展校园
足球班级联赛校级比赛。全年相继组织口区中小

学生班级联赛、卓越少年杯小学生足球联赛、幼儿足

球比赛、亲子足球进校园活动。１０月，国际足
联－中国足协“ＬｉｖｅｙｏｕｒＧｏａｌｓ”女孩足球节在安徽
街小学举行。２３支代表队参加“武汉晚报杯”足球
比赛，参赛队数量全市最多。强化小学、初中、高中

“精英”运动员培训体系，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签订３５０人投保协议。中
国教育学会重点课题“基于云平台大数据下的学生

课内外智慧体育开发研究”子课题的立项及开题。

实施可穿戴式足球数据采集试点工作，足球大数据

采集进入常态化运行。完成具有区域特色的１２册
（小学一年级至高三年级）《校园足球》教材编写，已

纳入教育部教育科学出版社面向全国发行的计划之

中。组织１２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参加国家级校
园足球研讨活动。接待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计

划“五彩足球”考察团，邀请该团两位高级讲师为全

区中小学足球教师培训。６月，中国足球名宿辅导
团在新合村小学观摩武汉校园足球精英联赛冠军

赛。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分成６个小组，督导检
查各中小学校园足球工作。校园足球改革经验以

《以球健身 以球启智 以球育人 口区积极打造

全国校园足球改革标杆》在武汉市委《改革简报》全

文刊发。

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各项制度，包括晨检、午

检及因病缺勤制度、停复课制度、消毒通风制度、

隔离制度、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制度、预防接种证

查验制度、学生健康管理制度等。开展全区在校

学生年度健康体检。新增重点干预视力监测学校

６所。加强校医、保健教师队伍培训，举办 ４次全
区专题讲座。全区各中小学将戏曲教育纳入课

程，小学每月安排一次晨读时间进行戏曲欣赏（２０
分钟），中学每月安排一次戏曲鉴赏主题班会。实

验小学、义烈巷小学获评“戏曲进校园市级示范

校”，６所学校为“市级试点学校”。３月，实验小学
承办全区戏曲进校园现场推进会。１１月，口区
戏曲进校园嘉年华展演在武汉市园博园汉口里山

陕会馆举行，并通过人民网、新华网等向全国直

播。相继组织“千校千场、小时候·百校百场活

动”，安排３８场演出、３８场讲座、１２场儿童剧。５
月３０日，在红旗村小学举行“小时候·百校百场”
儿童剧演出。组织全区 １６０名中小学音乐、体育
骨干教师开展戏曲广播操培训，６所学校参加武汉
市戏曲广播操比赛，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获高中

组第一名。全区 ３７５０名中小学生参加口区艺
术小人才比赛，３５０人获得武汉市艺术特长生资
格。组织校园艺术节展评活动，武汉市第二十九

中学获评“武汉市十佳歌曲”及“最佳歌词”两项大

奖，韩家墩小学民乐大合奏获评得一等奖。武汉

市第一聋哑学校节目《鱼恋》获评第九届全国残疾

人艺术汇演一等奖。口教师诗语合唱团获评第

八届中国魅力校园合唱比赛一等奖。

口区教育局印发《口区教育系统信息化建

设项目管理办法》和《口区教育局教育装备管理

办法》，进一步加强项目装备管理。在全区开展中

小学示范性实验室和图书馆（室）（“两个规程”）创

建活动。安徽街小学、紫润小学、舵落口小学成为武

汉市首批“两个规程”示范学校，为全区１４所学校
配备课桌椅 ３２００套。在国家级科技比赛中 ５４人
次、３个团体获奖，７６人次获省级奖项，１０００人次获
市级奖项，其中国家级比赛一等奖１９人次，５人次
获金牌。红旗村小学被环境保护部授予“２０１７年国
际生态学校绿旗荣誉学校”称号，陈家墩学校通过

“武汉市绿色学校”创评，并被评为“全国科学调查

体验活动示范校”。健全口区青少年校外活动基

地各项管理制度，全面展示武汉桥梁文化和水文化，

基地全年组织教师培训近２０场，学生实践２０００余
人次。

【教科研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教育局在中国教育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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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和武汉市教育学会组织的论文征集参评中获奖

面居全市前列。全区承担的武汉市第三批教师个人

４０项课题顺利完成市级评估并结题，武汉市第四批
教师个人课题新申报人数近２００人。２０１７年申报
国家级课题９项，省级规划课题２０项，市级规划课
题３９项，武汉市教育学会课题６项，武汉市教师个
人课题４０项，均居武汉市第一、二位。开展以“名
师研学”方式，运用“结构型阅读法”和“经验复盘

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下校研讨指导活动，全区

开展混合式课堂教学试验的中学达到８所。武汉市
第六十四中学“爱心课堂”教学模式通过武汉市教

科院复评考核。武汉市翻转课堂改革试验校、武汉

市小班化改革试验校崇仁路中学每周推出３至５节
课改试验课，姚畅老师基于小班化和信息化背景下

翻转课堂试验课获全国一等奖。在２０１７年新媒体
新技术应用研讨会暨第十届全国中小学创新课堂教

学观摩活动中，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陈文老师从

１３５２０节课中脱颖而出，作为湖北省唯一高中教师
参加现场课展示并向全国直播，取得“录像课例”和

“现场展示”全国双一等奖的好成绩。以口区教

师心理工作室为平台，面向全市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开放日”活动，相继开展义务段中小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调研与测查、区域性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研讨

等活动。参加中国教育学会各项学术活动，积极向

中国教育学会申报“‘素养本位’课堂改革全国教改

实验区”项目。以武汉市第十一中学的“基于信息

化的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义

烈巷小学的“小学生非遗传统校本课程研究”、新合

村小学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实践研究”等８个中国
教育学会课题的推进为抓手，全面参与全国教育改

革的实践与交流。区教育学会通过下设的各专业委

员会积极开展学术研讨活动，探讨教育前沿理论，探

索教育教学实践策略，提高教师素质。区教育学会

还发挥学术引领作用与各高校和教育专家密切联系

在全区举办多场多种形式的报告会、现场会、评审

会，开阔教育视野，提炼教育经验，推广教育成果。

【教育督导保障】　２０１７年，口区教育局推进全国
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区）创评工作。

９月６日，代表湖北省接受教育部督导局调研教育
督导工作，１１月１３日接受教育部实地验收。崇仁
汉滨小学、韩家墩小学、东方红小学、东方红二小、崇

仁路小学、星火小学、新合村小学、舵落口小学、体育

馆小学、安徽街小学、紫润学校小学部、武汉市第六

十四中学、武汉市第四初级中学、武汉市十一滨江初

级中学等１４所学校创评市、区义务教育现代化学
校。推行项目建设周调度例会制度，紫润学校初中

部整体完工，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团结佳兴园配建

小学、太平洋小学主体结构完工。辛家地小学新校

区开工建设。重视学生资助工作，完成各类学生资

助６７４８人次（不含义务段），完成学前教育政府助
学金发放６３人次，３１５万元；高中国家助学金发放
２８４人次，３０１万元；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学杂费２人，０２７万元；普通高校家庭
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项目发放３９人，２１５万元；
“泛海助学行动”资助项目发放２人，１万元；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项目发放３１人，６２万元；
中职国家助学金春季发放３３７人，３３７万元，中职
国家免学费资助春季发放１８９９人，２３２１７万元，中
职本市免学费资金春季发放１８５５人，２３６６７万元。
中职秋季统计国家助学金２８８人，国家免学费１９４８
人。全区广泛开展推普周活动，向市级推送的６份
优秀推普案例全部获奖。易家墩小学创评“市级示

范校”，崇仁路小学“省级示范校”复评高水平通过。

安徽街幼儿园等１０家单位被评为“区级示范校”。
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４６４名学生参加普通话课
程学习，测试数量及合格率再创新高。相继开展全

区教育干部语言文字工作专题培训会、第八届人人

练就一手好字、第二届小学生经典诵读比赛、２０１７
年中学生诗词大会等活动，６名语言文字骨干教师
参加市级语言文字专项培训、１３名骨干教师参加市
级国学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等活动。

口区教育局深化行政权力清单、程序清单清理

及调整，深化基层学校章程建设，推动现代学校制度

实施，井冈山小学获评“湖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１２
月１３日，全市教育系统教育法规工作现场调研会在
井冈山小学举行。实现校园法务室建设全覆盖，积极

构建法治教育网络，相继开展“检察官进校园”“学宪

法、讲宪法”等多种形式法治教育活动，武汉市第十七

中学、崇仁路小学汉江湾校区获评“武汉市平安校园”

建设优秀成果奖。与区直部门、街道、社区开展校园

周边综合治理工作，落实安全一日常规。投入４４８万
元的口区教育系统校园安全视频联网平台顺利建

成，８０个单位的视频信号联网上线。

【杨小玲出席党代会】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９日，武汉市
·４０２·

·口年鉴·



第一聋哑学校杨小玲当选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一

届委员会委员，１０月１８日至２４日出席在北京召开
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于１９日打

着手语走上十九大“党代表通道”，和中外媒体进行

面对面交流，讲述她对教育未来的期待，成为湖北

省、武汉市教育战线的杰出代表。

２０１７年口区公办幼儿园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在园（班）人数

班级数
（个）

总人数
（人）

教职工人数
（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教育部门办（１０所）

１ 武汉市口区水厂路幼

儿园

解放大道３２９号（香港印
象小区内）

１４ ４１１ ３３ 陈　峰 ８３６１９２６８

２ 武汉市口区崇仁路幼

儿园
崇仁路２２１号 １２ ３４８ ２６ 伍　曼 ８３７３２７７０

３ 武汉市口区安徽幼儿

园

汉中路２４１号（原利济路
小学内）

１４ ３８１ ３２ 陈　红 ８５３６２２９８

４ 武汉市口区营房幼儿

园
营房北村３８号 ４ １３３ １５ 曾　勇 ８３６１５５６２

５ 武汉市口区幸福幼儿

园

解放大道 ５８２号同馨花
园４０—４１号 １８ ５１４ ５３ 王　岚 ８３７３５９４０

６ 武汉市口区常码头幼

儿园
常码头发展二村５６号 １１ ３５５ ２８ 陈爱梅 ８３５３３９６６

７ 武汉市口区机关幼儿

园
集贤路特１号 １６ ４６４ ３７ 姜红兵 ８３８００９５７

８ 武汉口区陈家墩幼儿

园

陈家墩小区古田南村 ６７
号

１１ ２８３ １９ 田　丰 ８３８３９７６４

９ 武汉市口区义烈巷幼

儿园
义烈巷１号 ７ １４９ ２４ 蒙继红 ８３８０４３７７

１０ 武汉市口区团结幼儿

园

长风路丰美路团结佳兴

园小区内
５ １４２ ６ 陈　峰 ８３６１９２６８

其他部门办（５所）

１１ 武汉市直属机关永红幼

儿园
建设大道４４５号 ２５ ７８０ １３４ 陈金芝 ８３６３２６４８

１２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幼儿园
航空侧路１３号 ９ ２７５ ４６ 刘　新 ８３６９２４２３

１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幼儿园
解放大道１０９５号 １０ ３０５ ４１ 王　泽 ８３６６３１２３

１４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

济学院幼儿园
罗家墩１２２号 １０ ２７１ ４８ 刘　君 ８３４４８７５７

１５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

程大学幼儿园
解放大道７１７号 １８ ５７０ ７９ 张　琪 ８３４４３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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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口区民办幼儿园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在园（班）人数 教职工人数

班级数
（个）

总人数
（人）

合计
（人）

专任教师
（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１ 武汉市口区体育

幼儿园
顺道街１４４号 ４ １２４ １８ ８ 黄必宽 ８５８９０７６２

２ 武汉市口区添星

幼儿园

汉西北路 ６７号（荣
冠花园内）

３ ５０ １３ ５ 徐海洪 ８３５１９６３５

３ 武汉市口区汉正

街海峡幼儿园
星火路６号四楼 ４ １１０ １５ ８ 王丽红 ８５３７４７７６

４ 武汉市口区旺旺

幼儿园
竹牌巷７４号 ３ ６４ １４ ６ 张翠珠 —

５ 武汉市口区天顺

实验幼儿园

古田四路天顺园小

区五组团内
８ ２２１ ３４ １６ 王东林 ８３７７３１９０

６ 武汉市口区春晖

幼儿园

口区集贤路特 １
号（区青少年宫内）

１３ ４２０ ５４ ２６ 詹道璋 ８３８０８５７９

７ 武汉市口区小燕

子艺术幼儿园

舵落口 ４８号（家安
公寓 Ｃ栋 １—２单
元）

０ ０ ０ ０ 王艳华 ８３４１２１７８

８ 武汉市口区电源

村幼儿园

解放大道２０１号（宗
关源厂宿舍内）

７ ２４０ ３０ １４ 陈爱华 ８３８７６５３０

９ 武汉市口区丫丫

宝贝幼儿园

汉正街 １—７６号汉
江公寓Ａ栋２０３室 ６ １３９ ２１ １２ 王　琼 ８３８０５４８５

１０ 武汉市口区鸿燕

艺术幼儿园
汉中路１８８号 ６ １９８ ２６ １２ 程　阓 ８５３７５２８１

１１ 武汉市口区添添

艺术幼儿园

古田二路易农街 １
号

９ ２５４ ４２ １８ 关南方 ８３７３７４２５

１２ 武汉市口区汉正

街陶艺幼儿园

汉正街永喜门 ４—５
号老三镇服装城 ４
楼

３ ８７ １４ ６ 李莲英 ８５３６９９９４

１３ 武汉市口区太平

洋实验幼儿园
汉水三村３２９号 １０ ３１０ ４０ ２０ 肖　荣 ８３８８５２３３

１４ 武汉市口区融侨

永红实验幼儿园
解放大道６６号 ６ １７１ ３１ １４ 刘　媛 ８３３１５００３

１５ 武汉市口区贝比

堡汉水熙园幼儿园

解放大道１４８号（汉
水熙园小区内）

９ ２４１ ４２ １８ 李　刚 ８３３０９３３３

１６ 武汉市口区海天

润和幼儿园

汉西路 ７９号（润和
花园内）

６ １５６ ２３ １２ 程小萍 ８３８５９５１３

１７ 武汉市口区六角

天使幼儿园
利济路１５５号 １３ ４６５ ５４ ２６ 丁小琳 ８５４２０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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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在园（班）人数 教职工人数

班级数
（个）

总人数
（人）

合计
（人）

专任教师
（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１８ 武汉市口区格林

紫润幼儿园

古田二路紫润明园

（北区）
９ ２６８ ３５ １８ 吴　燕 ８３３３６９４３

１９ 武汉市口区贝比

堡幼儿园
汉西二路特一号 ８ ２１８ ３３ １６ 胡惠芳 ８３４９２９９６

２０ 武汉市口区林之

光发展幼儿园
发展一村６１号 ６ １７８ ２７ １２ 王东林 ８３５３２２２５

２１ 武汉市口区欧乐

康城幼儿园

沿河大道 ４３８号丽
水康城小区内

７ ２２１ ３２ １４ 刘　丹 ８３９９０４７７

２２ 武汉市口区温馨

宝贝幼儿园

油坊巷 ２６号 ３栋 １
楼

４ ９１ １６ ８ 金会娟 —

２３ 武汉市口区林之

光幼儿园

古田四路新墩二村

２８０号雅丰园３—１ ７ ２０４ ２８ １４ 王东林 ５０３３８６１２

２４ 武汉市口区小哈

佛幼实验儿园

解放大道 １０９号汉
口春天小区内

９ ２５８ ４３ １８ 郑　雨 ８３８３１２８８

２５ 武汉市口区春光

幼儿园
解放大道６９５号 ９ ３１１ ４１ １８ 张　燕 ８３８７３７２９

２６ 武汉市口区天勤

幼儿园

长丰大道特一号天

勤花园小区内
８ ２４０ ３３ １６ 冯　艳 ６３６０９７５９

２７ 武汉市口区贝比

堡丰华幼儿园

长丰四队丰华园小

区内
７ １７３ ３１ １４ 胡惠芳 ８３９９６３６９

２８ 武汉市口区同文

幼儿园
天顺园小区９组团 １４ ４８５ ６３ ２８ 张　芳 ８３９９５８６６

２９ 武汉市口区生活

村幼儿园

古田二路生活六村

３０号 ３ １０４ １４ ６ 倪　明 ８３８６２９８２

３０ 武汉市口区百姓

添添幼儿园

长丰大道１７２号（百
姓之春小区内）

９ ３１２ ４２ １８ 关南方 ６３６０５１０１

３１ 武汉市口区丰竹

园幼儿园

常码头丰竹园小区

内
５ １５８ ２１ １０ 程　红 ８３５５８８６９

３２ 武汉市口区广博

幼儿园

解放大道４７９号（博
学仕府内）

１３ ３６６ ４３ ２６ 钟家芳 ８３８７６６６３

３３ 武汉市口区欣欣

幼儿园
利济东街１０１号 ５ １４３ １９ １０ 丁慧萍 —

·７０２·

·教育 科技·



续表２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在园（班）人数 教职工人数

班级数
（个）

总人数
（人）

合计
（人）

专任教师
（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３４ 武汉市口区苗苗

幼儿园

利济南路暨济商城

空中花园
１２ ４１２ ４８ ２４ 柳　臖 ８５２５２４０１

３５ 武汉市口区育新

幼儿园

建乐小区 ２８—３１栋
２楼 ７ ２００ ２６ １４ 董元年 —

３６ 武汉市口区爱弥

尔幼儿园
紫润明园南区２栋 ４ ８１ ２２ ８ 刘丹妮 —

３７ 武汉市口区小怀

幼儿园

汉正街金昌商业城Ｃ
栋５—６单元 ９ ２９０ ３５ １８

#

小怀 ８５６８８１７８

３８ 武汉市口区美乔

幼儿园

南泥湾大道 １１８号
江城壹号１９号楼 １０ ３０５ ３６ ２０ 肖　荣 ５９１０８９１７

３９ 武汉市口区娃娃

幼儿园
玉带路１９号 ５ １４１ １９ ８ 杨　英 ８３７３２４０７

４０ 武汉市口区朵朵

幼儿园
长堤街操场角８号 ５ １２０ １７ ５ 付利丹 ８３６０７３９８

４１ 武汉市口区贝比

堡竹叶海幼儿园

额头湾东吴大道竹

叶海嘉园小区
６ １０５ ２８ １２ 胡惠芳 ８３３８３３６３

４２ 武汉市口区育苗

幼儿园

利济路 ８号银丰富
苑五楼

４ ８７ １６ ８ 张兰英 ８３５３７１７９１

４３ 武汉市口区锦江

永乐幼儿园
建一路２号 ５ １１１ ２３ １０ 柯　莹 —

４４ 武汉市口区赛达

晶晶幼儿园
解放大道７７号 ８ １８１ ３４ １６ 吴朝霞 ５９３０１１２５

４５ 武汉市口区金钥

匙幼儿园
丰茂路特８号 ６ １５７ ２７ １４ 王　利

张东风
—

４６ 武汉市口区阳光

卡卡幼儿园

解放大道１３号１４—
１７栋 ５ １３１ ２３ １０ 张　晶

李　倩 —

４７ 武汉市口区小金

笛幼儿园
简易新村１３—１５号 ３ ６３ １１ ６ 徐　蝶 —

４８ 武汉市口区艺和

幼儿园

汉正街 ７２８号 １２门
３—８ ６ ２１０ ２７ １２ 梅　强 —

４９ 武汉市口区金色

摇篮幼儿园

古田路４１号东方花
城小区内

７ １９７ ３２ １４ 王　曼 ８３３０７８６９

·８０２·

·口年鉴·



２０１７年口区小学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班级数
（个）

在校生人数
（人）

教职工人数
（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教育部门办（３９所）

１ 武汉市口区长征小学 解放大道３１４号 ２１ ９４１ ５０ 唐　琳 ８３７５６６６９

２ 武汉市口区中山巷小学 汉正街８３号 ６ １６４ ２２ 丁卫红 ８３７８５３０１

３ 武汉市口区韩家墩小学 解放大道１７０号 ３３ １６５６ ８５ 袁　莉 ８３８８２７０２

４ 武汉市口区崇仁汉滨小学 古田三路１号 ３２ １４７４ ６２ 汪　飞 ８３８３７７８９

５ 武汉市口区实验小学 简易路１０号 ３１ １１７８ ４８ 吕敬东 ８３８７２８２８

６ 武汉市口区新安街小学 大夹街九如巷１７７号 ６ １９９ ２３ 邓七翠 ８５６４４３３５

７ 武汉市口区崇仁路小学（汉

江湾校区）
古田一路３１号 ９ ２４５ ２６ 张艳平 ８３７５８３７０

８ 武汉市口区行知小学 汉正街４０９号 ２１ ７１３ ５１ 鄢明丹 ８３６１８４２４

９ 武汉市口区崇仁第二小学 新路１２６号 ２４ １０８９ ６８ 高　静 ８５８３３１８８－８０１

１０ 武汉市口区山鹰小学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１８ ８３５ ４１ 江　红 ８３８３７３５２

１１ 武汉市口区长丰小学
古田二路长丰新村特

１号 １２ ４１８ ３０ 许　涛 ８３８３３５７２

１２ 武汉市口区东方红小学 解放大道７６１号 ４１ １９９８ １０５ 瞿莉玲 ８３６３０７２３

１３ 武汉市口区太平洋小学 解放大道４６３号 １３ ３９８ ５０ 陈小梅 ８３８８３５５０

１４ 武汉市口区东方红第二小学
古田四路云鹤小区二

村１３号 ２４ ９３１ ４３ 倪风雷 ８３４１１１０３

１５ 武汉市口区建乐村小学 中山大道７１号 １９ ７３２ ５４ 张丽萍 ８３７８０９０６

１６ 武汉市口区武药小学 古田二路５０号 ０ ０ ０ 程毅炎 ８３７７３０１９

１７ 武汉市口区南垸坊小学 解放大道２８—３０号 ２０ ８４２ ４５ 王元红 ８３３１０１０９

１８ 武汉市口区汉西小学 西北路３４号 ９ ３２０ ３１ 赵　伟 ８３８８８７５１

１９ 武汉市口区舵落口小学 易家墩２１３号 １０ ２７６ ３２ 陶　俊 ８３４１２３７１

２０ 武汉市口区安徽街小学 汉正街六水街３号 １２ ３７３ ３３ 陈丽秀 ８５６４８１０７

２１ 武汉市口区崇仁路小学 发展大道３９号 １３ ４５５ ９４ 张艳平 ８３７５８３７０

２２ 武汉市口区古田路小学 古田二路１８号 １８ ６３３ ４３ 余行飞 ８３８３６０４７

２３ 武汉市口区水厂路小学 建设大道２９号 ２８ １４３１ ７０ 李旺成 ８３８８２７３２

２４ 武汉市口区常码头小学 常码头发展二村５５号 １２ ４５９ ３１ 彭　波 ８３５３３８２６

２５ 武汉市口区井冈山小学 集贤路４３号 ２９ １３５３ ７５ 洪　霞 ８３７８４６３２

２６ 武汉市口区红旗村小学 中山大道１８９号 １９ ８４２ ５１ 张师平 ８５８３１０６１

２７ 武汉市口区东方红小学（南

区）
仁寿路１００号 ３１ １３６０ ７３ 瞿莉玲 ８３６３０７２３

２８ 武汉市口区义烈巷小学 长堤街２１８号 １６ ５２１ ３６ 张海玲 １８９８６０２４５３６

２９ 武汉市口区辛家地小学 解放大道７５号 ２０ ８８３ ５２ 李惠娟 ８３８３１２８２

３０ 武汉市口区汉正街小学 三曙街１号 １１ ２７８ ４０ 章大明 ８５６８１７３１

３１ 武汉市口区星火小学 汉正街广货巷３６号 ２２ ９３０ ５２ 曾贵利 ８５６８６０４８

３２ 武汉市口区易家墩小学 古田一路４５号 ２０ ７４２ ３８ 童秋妍 ８３４１６１２７

·９０２·

·教育 科技·



续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班级数
（个）

在校生人数
（人）

教职工人数
（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３３ 武汉市口区博学小学 古田四路３１号 １５ ５８２ ３０ 余家芳 ８３８３５２１２

３４ 武汉市口区新合村小学 宗关街新合东村３４１号 ２４ １０６２ ６１ 侯　琳 ８３８８２２８５

３５ 武汉市口区宝善街小学 三曙街广货巷３７号 １２ ４１３ ４１ 汪　飞 ８５３２６１３５

３６ 武汉市口区南阳村小学 长堤街５８７号 ９ ３２４ ３９ 陈梅林 ８５６６８４９９

３７ 武汉市口区体育馆小学 宝丰二村１８号 ２４ １０６１ ６８ 寇晓燕 ８３７８４３８０

３８ 武汉市口区紫润小学 城华路２０号 １６ ６２４ ２４ 程毅焱 ８３７７３０１９

３９ 武汉市口区陈家墩学校
陈家墩小区古田南村

６８号 １４ ４５４ ３１ 孙　鹰 ８３８６２５２２

其他部门办（１所）

４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小学
航空路１３号 ３２ １５５５ ８４ 汪　蓓 ８３６６７０６０

民　办（１所）

４１ 武汉市口区崇仁寄宿学校 崇仁路２１７号 ５３ ２５３５ ６１ 杨国珍 ８３７５８３７０

２０１７年口区初级中学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班级数
（个）

在校生
人数
（人）

教职工人数
（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教育部门办（１３所）

１ 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顺道校区 顺道街８８号 ２４ ９２４ １２５ 龚文莉 ８３７５２４６５

２ 武汉市第十七初级中学 解放大道４３３号 ２３ ９２９ ５９ 徐首建 ８３８８２２５７

３ 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 营房北村４０号 ２０ ９５２ １８３ 王　敏 ８０８０９７４６

４ 武汉市崇仁路中学 京汉大道４７２号 １８ ６２２ ７０ 郑　钧 ８３６２２２８７

５ 武汉市第五十九中学 汉正街５６１号 ７ ２４８ ４１ 叶北川 ８５８３４５７９

６ 武汉市常码头中学 常码头发展三村１００号 ７ ２４９ ５５ 吴　盨 ８３５３１３４５

７ 武汉市第四中学学区初中部 解放大道３３５号 ４１ １９７９ １４３ 胡　斌 ８３８３２０８４

８ 武汉市第六十三中学 解放大道８０５号 ２１ ８２４ ９９ 付又良 ８３６１７１４０

９ 武汉市七十九中学 南泥湾大道６４号 １２ ４３８ ５７ 徐志威 ８３４１８３５１

１０ 武汉市第六十中学 三曙街１号 ０ ０ ０ 张建强 ８５６８８１９０

１１ 武汉市十一初中学区滨江校区 古田路８６号 ３５ １５０９ １２２ 王　敏 ８０８０９７４６

１２ 武汉市博学初级中学
古田四路天顺园小区

八组团特１号 １４ ６０５ ５６ 王　忠 ８３８２１６８７

１３ 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 崇仁路９１号 ４４ １７７０ １７０ 龚文莉 ８３７５２４６５

其他部门办（１所）

１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中学
航空路１３号 １８ ８９１ ６４ 孙雅量 ８３６９２９４１

民　办（２所）

１５ 武汉十一崇仁初级中学 京汉大道站邻街１８０号 ３７ １７９５ ５１ 舒德斌 ８３７６９９７５

１６ 武汉市口区武外英中学校 沿河大道１９１号 ３ ９４ ５４ 曹　武 ８３８６４５６２

·０１２·

·口年鉴·



２０１７年口区普通高级中学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班级数
（个）

在校生
人数
（人）

教职工人数
（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教育部门办（６所）

１ 武汉市第四中学 解放大道３４７号 ３０ １３２６ １８０ 胡　斌 ８３８３２０８４

２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崇仁路２１１号 ３５ １５１７ １８１ 陶　勇 ８３７８３８０７
—８３３７

３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 解放大道４３３号 ２７ １１３１ １６７ 钟守军 ８３８８８５９０

４ 武汉市第二十六中学 解放大道７７７号 ３０ １１３４ １７７ 方荣清 ８３６２４７６２

５ 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 利济北路学堂墩子２７号 ２１ ８６３ １３８ 陈建伟 ８５４１５８８７

６ 武汉市第四十三中学 解放大道４２—１３号 ２５ １０４４ １０２ 陈　宁 ８３８３１１０８

民办（１所）

７ 武汉市太平洋高级中学 顺道街６４号 ２１ ８５２ ５２ 刘汉华 ８３６１５３８７

２０１７年口区中等职业学校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在校生人数（人）

合　计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学生数 其中女 学生数 其中女 学生数 其中女 学生数 其中女

教职工
人数
（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１

武 汉 市
第 一 职
业 教 育
中心

长 风 路
特１号 ３７４７ １５６４ １２７４ ５５３ １２８０ ５２６ １１９３ ４８５ ３３５ 陈　斌 ８５８６９３１６

２ 武汉市第
一聋校

长 风 路
特１号 １３８ ６５ ３４ １６ ５４ ２５ ５０ ２４ ３４ 刘堂鑫 ８３８３１６３５

２０１７年口区特殊教育学校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学校名称 地　址

在校生人数（人）

小学阶段 初中阶段

合　计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学生数 其中女 学生数 学生数 学生数 学生数 学生数 学生数 学生数 学生数 学生数

教职工

人数

（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１ 武汉市第

一聋校

长风路

特１号 １６７ ７４ ５ １６ ８ ２５ １８ ２８ １６ ２３ ２８ ３１ 刘堂鑫 ８３８３１６３５

（吴爱文）

科 学 技 术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技工作紧紧围绕区域经
济发展战略布局和产业导向，立足对辖区企业的培

育扶持，强化科技成果转化，着力激发创业创新主体

活力。口区在全市率先成立区科技成果转化局；

“汉江湾·云谷”建设在全市季度创谷绩效考评中

均位列前三；武汉三新材料科技企业孵化器连续三

年通过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考核评价优秀（Ａ
类），进入全国孵化器百强行列，被授予全省双创示

范基地。创客邦获批国家级众创空间；全区专利申

请量达８５０件，授权５７４件。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２１家，增长达６１５％。截至年底，全区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累计６０家，实现产值１９１３４亿元，增长
１３４５８％，创历史新高。

【科技成果转化】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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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６日，华夏幸福基业·火炬孵化与口区科技局就博济·武汉智
汇园项目落地举行签约仪式

及时成立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

化工作领导小组及区科技成果转

化局，率先召开科技成果转化局成

立大会；与中科院武汉分院、同济

医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葛洲

坝集团成立首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全区企业（科研院所）与有关高校

（企业）成功对接科研成果转化项

目累计 ２５个，协议金额达到
６７７１２万元。在电子信息、新材
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签订

技术合同１２８份，实现技术交易额
３８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２％。

【“汉江湾·云谷”建设】　２０１７
年，口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９４４亿元，新改建载体４４６万平
方米。通过加大整合资源、提升服务、政策引领，着重

推动实体空间建设与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相结合，将云

谷核心建设区域纳入全市首批智慧园区试点。新出

台《关于支持产业创新若干政策的实施办法》《区招

商引资政策》，引进“全国双创示范基地”———电商平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４日，武汉市科学技术情报中心受口区科技局委托，组织口区
孵化器及众创空间认定评审

台猪八戒网在本区打造总体量１０万平方米的湖北互
联网＋创新创业综合示范区，引进全国领先的跨境电
商Ｂ２Ｂ龙头企业大龙网打造汉江湾·云谷龙工场跨
境电商产业园，引进汉江湾·城市智脑等２０余家国
内知名企业入驻。口区“汉江湾·云谷”建设在全

市季度创谷绩效考评中均位列前三。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学技术局
（简称口区科技局）深入分析辖区高新技术企业

新增乏力的现状，找准差距，多方联动，大力推动高

新技术企业的申报认定和高新技术产品登记备案。

加大宣传力度，全年举办６场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培
训会及政策宣讲会，鼓励企业积极申报；注重服务，

帮助规范管理制度和台账，组织推荐７家高新技术
企业获批市级研发中心，组织１３家企业申报市级研

发投入补贴，１７家企业申报省级
研发投入补贴；加强培育，储备一批

获得国家专利授权及申请的企业作

为高新后备企业。全年组织新认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２１家，增长达
６１５％；实现产值１９１３４亿元，增
长１３４５８％，创历史新高。

【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２０１７年，
口区科技局引进华夏幸福苏州

火炬集团建设博济·武汉智汇园，

打造工业设计主题产业集群；指导

Ｄ＋Ｍ小镇、南国创意设计孵化
器、微果众创空间二期、武汉区块

链孵化器等创新载体加快建设；出

台区级孵化器、众创空间认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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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新认定创智园等３家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及
微果空间等４家区级众创空间。区科技局负责管理
的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连续三年通过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考核评价优秀（Ａ类），进入全国孵化器百
强行列，被市人资局授予大学生创业基地；被省科技

厅表彰为科技企业创业与培育工程先进集体。创客

邦获批国家级众创空间。

【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技局加

大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工作力度，服务企业专利申请，

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围绕“世界知识产权

日”“知识产权宣传周”“全国科技周”活动，举办４
场次知识产权专题讲座。辖区３家企业申报获批第
四批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建设企业称号。组织７家
企业新申报省知识产权示范建设企业，推荐４项专
利项目申报第十届湖北省专利奖；支持１８家企业的
２１９项专利申请，资助金额２７万元，２０１７年，全区专
利申请量达８５０件，授权５７４件。

２０１７年口区高新技术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证书编号 地　址

１ 武汉旭日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３１１ 宝丰路兴隆大厦１１层

２ 武汉志昆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１４３ 香港映象Ｔ１４栋４０６室

３ 武汉网新创业软件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８７７ 洪山区珞喻路６０９号联合国际１１０１

４ 武汉辉达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５４０ 南泥湾大道汇丰企业总部１号楼Ａ座６０１

５ 武汉邢仪新未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０５１ 古田五路十七号孵化器

６ 武汉武药制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４２０ 口路１６０号城市广场２３层

７ 港华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１１２ 沿河大道３５８号６楼

８ 武汉汽车车身附件研究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１２２４ 古田五路１７号孵化园区４号楼４—１

９ 武汉蓝焰自动化应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０６５ 古田二路２１５号

１０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１１２２ 长风路３１号

１１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２２１１ 长丰大道１０４号

１２ 湖北省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１２７２ 口经济发展区丰茂路２号

１３ 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５４８ 建设大道１０３号

１４ 武汉新科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１５１９ 古田二路汇丰企业天地丰荣楼５０３

１５ 武汉市江声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８７８ 江汉区发展大道怡景商务大厦Ａ座９０３室

１６ 武汉东运制版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１５０９ 古田二路长升街４号

１７ 湖北金穗长丰粮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２６３ 长丰大道１８８号长丰科技产业园Ｂ２栋

１８ 欧孚迪汽车设计武汉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４２５ 汉正街都市工业区Ａ９５号办公楼六楼

１９ 湖北声荣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３３８ 南泥湾大道长丰科技产业园西区３号

２０ 武汉金东方智能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４０１ 古田二路汇丰企业天地第１８幢１层１１号

２１ 武汉信测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８６６ 古田五路１７号孵化园区新四楼１—０２号

２２ 武汉兰卫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４７２ 古田二路汇丰企业总部一栋Ｂ座二层

２３ 武汉易惠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７７１ 古田五路１７号孵化园区６号楼附２０１号

２４ 武汉中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７２３ 汉正街都市工业园ａ１０５

２５ 武汉爱瑞迪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１１８ 解放大道５７８号中御广场２３楼

２６ 武汉盛硕电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６７１ 白沙洲银湖中小企业城

２７ 武汉中智航无人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１７１ 古田三路汉江湾无人机创新基地

２８ 湖北泽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６７８ 南泥湾大道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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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企 业 名 称 证书编号 地　址

２９ 九州通医疗信息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４５０ 汇丰总部丰隆楼１单元３０５

３０ 武汉朗迪远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８８６ 古田四路同心健康服务产业园Ａ栋８０９室

３１ 武汉联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５９０ 双厂巷６７号

３２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２９０ 宝丰二路１２６号

３３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１９６７ 口路１６０号１幢２３层１—６号

３４ 湖北精英盛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１２２ 六角南巷１６３号

３５ 武汉市易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０２４７ 古田五路１７号孵化器

３６ 武汉楚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７５０ 宝丰路６号

３７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６４２００１８０４ 解放大道５５８号

３８ 湖北供销裕农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２０５ 古田二路２４３号

３９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５４２０００２１６ 古田一路２号

４０ 湖北省公路工程咨询监理中心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１４０２ 汉阳区知音大道２５７号中海大厦２９楼

４１ 武汉维特科思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５９６ 解放大道１０４９号天使成宝内三楼Ｃ００８、Ｃ００９

４２ 武汉华宇飞亚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７９８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４３ 哇点（武汉）科技有限公司（四板）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１３６２ 古田四路４９号Ａ栋１３２３室

４４ 武汉斯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１４８ 汇丰企业天地第４幢９层２８—２９号

４５ 武汉新英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２２３３ 江岸区江汉路２５０号船舶国际广场１５０７室

４６ 湖北富顿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１９７５ 汉正街都市工业园Ｂ０５号

４７ 武汉顺为起点软件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４４６ 长升路１０号４楼１层１０６６号

４８ 武汉智联时空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６０２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总部国际１栋７０３

４９ 武汉胜飞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４３０ 古田五路１７号６号楼３１０

５０ 武汉东川自来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３５１ 古田五路１７号三新孵化器新一楼附２０７室

５１ 中交三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１４２６ 古田二路汇丰企业总部二号楼Ａ座五层

５２ 武汉迪安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１４９１ 汇丰企业总部２号楼３楼

５３ 湖北省协诚交通环保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４５９ 汉阳区知音大道２５７号中海大厦２９楼

５４ 武汉市硕隽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９６９ 解放大道１２８号１１层４４号

５５ 武汉力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３０１ 洪山区武汉白沙洲企业城一期１４＃厂房

５６ 武汉铭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１３９２ 洪山区青菱湖北路银湖中小企业城１４栋

５７ 武汉拓普伟域网络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１２２０ 古田二路汇丰企业天地丰隆楼２单元５０２室

５８ 武汉常恒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７１１ 南泥湾大道以北名典屋工业基地二期第３号厂
房６层２号

５９ 武汉金豪兴光电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６３７ 解放大道１２３号

６０ 武汉正午阳光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７４２０００１３９ 南泥湾大道国际企业峰汇Ａ１栋２０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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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口区技术合同登记一览表

序号 合同编号 技术合同数（项） 单　位 合同金额（万元）

１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１－３ ３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７１２

２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４ １ 武汉汽车车身附件研究所有限公司 １２

３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３－２６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５
１５ 武汉信测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６１３５６

４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６－１２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２３－１２８
１３ 武汉武药科技有限公司 ７８９０

５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２７ １ 武汉中正鑫通信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６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２８－９０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１
６４ 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 １２８８１２４

７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９１－１０２ １２ 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３７０

８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１１２－１２１ １０ 武汉桥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１３４６０

９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２３ １ 武汉深海蓝科技有限公司 １６

１０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１１ １ 贝硌极客 ３５

１１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０８－１１０ ３ 中国坝集团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５１３５８

１２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１０３－１０６ ４ 武汉大学 ８４

（徐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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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体 育

文 化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化体育局（简称口区
文体局）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坚持公益性、基本

性、均等性、便利性，积极探索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均

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注重创新传统

文化，积极推进精准惠民工作，文化惠民活动蓬勃开

展，全民阅读氛围逐渐浓厚，文化遗产保护不断探索

新路径，地域文化品牌影响力逐渐形成，定制出群众

演、群众看、群众乐的系列免费文化大餐。以增强人

民群众身体素质为第一要务，开展系列群众体育活

动与竞技体育项目，全民健身普遍开展，社会资本运

营体育馆场试点有序推进，特设竞标项目申报成功。

【群众文化活动】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体局以喜迎党
的十九大、建军９０周年、“我们的节日”等为重要节
点，组织“喜迎十九大 唱响汉江湾”———新民营经

济组织歌咏大会、“庆八一 军民鱼水一家亲”文艺

晚会、“颂歌献给党 喜迎新时代”中秋茶韵晚会等

大型群众广场文艺演出。精心组织“汉水清风”廉

政宣教月、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等各类文艺演出，凸

显教育主题。举办口地区军民共建新春舞龙大

赛、星海艺术节、第二届“口好声音”、第四届“

口区群众广场舞大赛”，彰显特色文化品牌。全年

举行歌咏大会、戏曲专场、文艺展演等大型群众广场

文艺演出５９场。红色经典影片进社区、进军营、进
工地累计放映８０场。

口区图书馆全年接待读者约１６万人次、外借
图书约１４万册次。围绕重大节日主题、廉政宣传月
等时间节点，以“文明的力量”和“铭记历史 开创未

来”为主题，举行图文展览８场。开展数字阅读体

验、少儿电影展映、少儿知识讲座、图书漂流、优秀图

书“十进”（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家

庭、进工地、进军营、进特殊人群、进网络及相关网

站）等活动 ５０余场次；为特殊群体配送流动图书
１２万余册。以茶艺、国学、全民健康、心理辅导为
主题的社区名家讲坛每月一讲。发挥民间社会力

量，与实体企业嫁接，创建 ３家“武胜书吧”。在
２０１７“临空港杯”武汉市第２３届迎春舞龙大赛暨第
１４届锣鼓比赛中，海军工程大学海外留学生龙灯队
荣获金奖。

【文化阵地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群众文化活动中
心、区图书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博物馆

等文化场所向群众免费开放，１１个街道综合文体服
务中心、１２７个社区文化活动室向群众零门槛开放。
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免费对馆办团队（协会）开放，

开放数量在全市名列前茅。

投资６０万元，推动６家社区文化室提档升级，
为全区３０个基层群众文艺团队配置文化活动器材，
让居民群众读有书屋、唱有设备、演有场地、跳有广

场，文化服务效能大幅提升。

发挥区图书馆文化阵地作用，以全国第六次公

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为契机，区图书馆全年新增图书

２万余册、征订报刊４３０种，区级藏书量持续增长。
大力构建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图书馆服务网络，平

方千米图书馆服务圈逐渐完善。

【文化遗产保护】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体局完成楚韵
铜雕、汉裱、黄焖元子制作技艺等３个区级“非遗”
项目，成功申报并列入第六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名录。围绕全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

“非遗”作品“进社区、进学校”宣传活动，举办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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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５日，“之颂”书画摄影展开展仪式上，名家现场泼墨寄语口

桥叶画师生作品展、省市级“非

遗”传承人讲座。口“非遗”展

示中心影响力不断扩大，全年接待

各界人士参观近５０００人次。
武汉木雕船模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龙从发获评首届武

汉市“大城工匠”，市级代表性传

承人龙勇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竞技大赛中

获评“新生代工匠之星”，武昌鱼

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邹志

平获评省“荆楚工匠”。

口区文物监督管理不断加

强，文物安全监督管理保护成效

明显。严格落实文物安全保护

“一处一策”工作，确保文物安全 １００％。全面摸
排辖区文物单位，原武汉轻型汽车制造厂、原湖北

新华印刷厂和辛亥革命烈士陵园等３家文保单位
开展修缮、改造。２０１７年，口区荣获全省文物普
查“突出贡献奖”。

【文化产业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体局注重提升
文化产业示范作用，协助完成新华１９３７文化创意产
业园区建设、孵化。指导文化企业创建省、市级文化

示范基地，全年为文化产业企业申请国家、省市资金

扶持达１１０万元。扩大会展招商效应，组织文化、旅
游企业参加中国文化产业峰会、宁波文博会、中国中

部旅游博览会、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等大型会展，６
家企业获得优秀组织奖。骄阳科技应邀参加中国体

育产业论坛，获得一等奖，同时项目纳入“一带一

路”重大示范项目。口区选送的木雕龙船、汉裱

等文化产品在各级展会屡获奖项。同城文化在创业

板上市，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文学艺术】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体局注重培育极
具口特色的地域文化品牌。做强做大“星海合

唱团”和“汉水谣”民间艺术团等特色文艺团队，扶

持馆办戏曲团队和民间特色群众文艺团队健康发

展，提升口群众文化团队在全市的知名度。围

绕“中国梦”和口“三件大事、三大产业、三大功

能区”建设，创作出《汉水清风伴我行》和《伞之

梦》等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优秀文艺作品。

举办“喜迎十九大 颂歌献给党”———“之颂”

书画摄影展，从２７０余幅投稿中遴选８０余幅作品展
出，通过书法、绘画、摄影作品，集中展现口５年来
城市建设的新风貌。

【新闻出版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体局持续开
展监督检查正版软件使用情况，新增 ２家企业为
软件正版化试点单位。持续开展文化市场整治、

卫星电视接收单位整治、校园周边出版物治理等

专项工作，组织开展扫黄打非“清源、净网、护苗、

秋风”四大专项行动。进一步完善综合协调、责任

管理、预警信息、市场监管、联合封堵、案件查办及

群防群治等工作机制，守好阵地，形成“扫黄打非”

工作合力。

全年查获无证经营淫秽及非法出版的音像制品

１家，查获１家无证经营淫秽及盗版音像制品经营
窝点，被告人被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１１年。
《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刊、网站将此案列为全国

“扫黄打非”十大典型案件予以报道。区文体局获

评省、市“扫黄打非先进集体”和市“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先进单位”。

（张方芳）

体 育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体育工作以《全民健身实
施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为基础，以增强人民群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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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素质为第一要务，以备战市第十届运动会为重点，

开展系列群众体育活动与竞技体育工作。全民健身

及业余体育训练条件有了较大改善，社会资本运营

体育场馆试点有序推进，“一区一品”特色竞技项目

申报成功，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

【群众体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体局完成承办全国
老年门球邀请赛、自行车比赛、足球、健排舞、武术等

１０项区级赛事。积极强化监管要求，确保汉江湾全
民健身中心场馆免费开放落到实处，全年免费提供

群众健身 ４８８４０人次，组织开展大型赛事活动 １２
次。加 快 推 进 《 口 区 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组织２０００名抽样人群参加体质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４日，口区第六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武术邀请赛暨跆拳道联赛在
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举行

状况抽检工作，全面掌握全区城乡居民体育健身活

动和体质状况的变化趋势。推进社会体育指导员队

伍建设，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１３人，二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和健身技能培训３０人，三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和健身技能培训１２０人。新增健身气功站点３
个。为民办实事，暑期开展青少年免费足球、篮球、

羽毛球、网球、游泳培训，指定游泳场馆暑期向中小

学生免费开放。

【竞技体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体局注重储备“冠
军摇篮”人才，重视少儿竞技人才培养和输送工作，

在乒乓球、摔跤等项目上输送大批优秀运动员，区内

选手多次入选武汉代表队参赛省级赛事。新增４所
市级传统项目学校，为口区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

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武汉市第十届运动会比赛中，

本区乒乓球、羽毛球、摔跤、女子足球取得优异成绩，

并被授予体育后备人才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承

办赛事创新奖。经市体育局推荐，口区摔跤项目

评为省级特色项目“一区一品”。

【体育设施维护】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体局加强全民
健身设施的维护，共新增、更换户外健身器材 ２０７
件，完成全民健身设施安全检查，全区户外健身器材

完好率达 ９７％以上，全年未发生一例安全责任事
故。继续扶持、鼓励符合开放条件的社会体育场馆

向群众低收费和免费开放。

【体育产业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文体局以汉江湾
全民健身中心为试点，与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开展

口区汉江湾全民健身中心体育设施运营管理绩效评

价考核研究，引导社会资本兴办、投资公共文化体育

服务体系建设。以文体产业融合为基础的汉江湾全

民健身运营体系的调研工作成果荣获“全国城区体

育工作研讨会”一等奖。

举办“冠军回家”———招才引智重点体育项目

会，邀请９位世界冠军亮相，口区委、区人民政
府为９位世界冠军颁发“口区招才引智大使”证
书，其中多名冠军为口区带来体育投资项目与

投资意向，现场签约３个重点体育项目，投资总额
达５０亿元。

（张方芳）

媒 体 传 播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注重创
新思路，紧紧抓住讴歌区域成就，积极反映群众愿望

的工作主线，正确把握舆论导向，

利用新媒体传播平台，全力做好宣

传引导工作，为口区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营造了浓厚舆论氛围。

【新闻宣传】　２０１７年，口区媒
体传播中心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坚

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紧紧围绕区

委、区人民政府中心工作开展主题

新闻宣传报道活动５场。具体有：
直播聚焦机关作风，口区在基层

一线现场举办“带头转变作风，带

头拼搏赶超”主题党日活动；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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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市“两会”期间，集中组织媒体宣传报道口；报

道接待深圳星河集团等重大招商活动；“菁英聚

口·共筑健康城”口区“百万大学生创新创业”宣

讲团进同济活动；“世界冠军回家”暨体育产业集中

签约活动进行了报道。

【政务新媒体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媒体传播中
心注重提高政务微博和微信宣传的质量和水平，

政务微博在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大力弘扬主旋律，

及时处置突发事件，正确引导网络舆情，营造良好

网络环境，树立正能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口发
布”能准确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

力，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政

务微博贴近基层，服务民生，全年完成政务微博发

布８５３条。坚持每天更新天气预报、生活百科、关
爱未成年人、健康养生等服务类信息，扩大传播

力。“＠口发布”政务微信在当年２月２７日和
荆楚网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口发
布”政务微信平台。３月１日，新版“＠口发布”
政务微信平台正式上线。全年，“＠口发布”政
务微信发布数量计１０１０条，订阅量和阅读量都有
大幅提升。

【“欢乐社区行”活动】　２０１７年，口区媒体传播
发展中心与武汉电视台合作，先后在口荣华街

中山社区、汉水桥街皮子社区、汉中街马家社区、

古田街古四社区、宗关街发展社区、韩家墩街公安

社区、荣华街武胜社区、长丰街紫润社区、汉江湾、

宝丰街公路社区、古田街古画社区开展 １１场“欢
乐社区行活动”。活动中突出主题，如喜迎党的十

九大、口区舞龙大赛、助残日活动等，或采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反映时事

政治、社区建设新貌。文化惠民活动既丰富社区

居民的文化生活，又对居民素质提升起到潜移默

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影像留存】　２０１７年，口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新
闻采编完成对区内一、二类会议的会场摄像和资料

留存，到达率为１００％，并在７月、９月、１１月对影像
资料进行资料清理，按部门类别、存储至相应的移动

硬盘。同时，对于区内的一些重大事件，媒体传播发

展中心都派专人去进行影像记录，确保影像资料完

整保存。

【安全防范】　２０１７年，口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配
合湖北省有线网络，认真做好重大节日及敏感时期

的安全防范工作，并积极配合口区做好电视网络

安全播出的协调管理，建立完善的机关值班制度，注

重单位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定期检查内部消防及

防盗安全设施。

（李　琳）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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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疗 卫 生

医 疗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简称口区卫计委）坚持以提升人民群众医疗健

康获得感为重要抓手，注重基础基层医疗机构建

设，继续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积极打造家

庭医生服务“口模式”，强化医疗机构质量控制

和公共场所卫生监管，圆满完成市、区级绩效管理

目标，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在口区的开展作

出应有贡献。

２０１７年，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人次
５０８４７４万人次，医院门诊１２０４９１３６万人次，妇幼
保健机构门诊０２３０５万人次，专科疾病防治机构门
诊１３１９３５万人次；住院５３３１４５万人次；医院每位
住院病人平均费用１７８４３４５元。
２０１７年，口区医疗机构设床位 １５３２３张，其

中医院床位１４２００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床位４６７
张，专科防治机构床位６５６张。口区每千人口拥
有执业医生８３１人、注册护士１４７８人；每千人口
拥有床位１７８２张，其中拥有医院床位１６５１张。

截至年底，口区医疗机构 ３２３家，其中医院
（含区妇幼院）４７家（三甲医院４家），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３６家，其他医疗机构２４０家。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公共卫生服务和
基层医疗机构有专业技术人员４２１人，其中区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６２
人；职称中有副高职称５人，中级职称２２人，初级职
称３５人；学历中有研究生８人、本科生５２人，大专
及以下２０人；执业情况中有执业医师２９人，执业助

理医师２人，注册护士５人。
口区７家政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有专业技

术人员３５９人，职称中有副高职称１０人，中级职称
９０人，初级职称２４６人；有研究生９人，本科生１８８
人，大专及以下１８６人；有执业医师１４３人，执业助
理医师９人，注册护士１４４人。

【有证机构监管】　２０１７年，口区卫计委检查有证
医疗机构 ３３３户，７１４户次，监督覆盖率达 ２２０％。
全年出动执法人员（监督员、协管员）１８５０人次，车
辆２１６台次，责令限期整改２３５户，警告４６户，行政
处罚６户，罚款金额６６３１０元整。

口区现有小型医疗机构（个体诊所）１８１家，
规范化建设达标１６７家，达标率９２％，按不良记分
记录（８８分以上为合格）达标率为９６％。年内，将
１８１家小型医疗机构的基本信息制成二维码公示在
诊所内，覆盖率达９８％以上。

【取缔无证行医】　２０１７年，口区卫生计生执法大
队出动执法人员２１７人次，执法车辆４９台次，查处
无证非法行医３６户５３户次，没收药品３７件、医疗
器械１１件，拆除医疗广告牌１５块，张贴取缔公告
４８份、告市民书９５份，发放宣传单３６０份，依法取
缔无证行医３５户。与街道办事处和相关职能部门
联合执法７次，发现无证行医４８户次，查处 ４８户
次，查处率１００％；受理举报投诉５８起，举报投诉案
件受理率、查处率均为１００％。

【紧密型医联体】　２０１７年，口区成立湖北省第三
人民医院（湖北省中山医院）与汉正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武汉市第一医院与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

·０２２·



中心、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与汉中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３个紧密型医联体，引导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完善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

通过“健康之路”智能预约转诊平台开展预约挂号、

双向转诊、慢病随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截至

年底，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转８９８人次，医疗联
合体综合医院下转６４人次，下派专家４６１人次。

【药事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卫计委组织１１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区级药事委员会，对低价药物

开展议价遴选补充药品，实现基本药物网上采购率

１００％，目录外药品网上采购年度总金额低于２０％。

【智慧养老】　２０１７年，口区将汉中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作为“１３３工程”（构建一个平台、突出三大服
务、强化三大支撑）试点单位，探索推进智慧健康养

老基地建设，打造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

【中医药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区卫计委完善中医药
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继续发挥中医药在深化医药

卫生改革中的作用，将推进中医药服务工作纳入区

卫计委绩效考核指标。截至年底，全区提供老年人

中医体质辨识人数３９０４４人，覆盖率５０１３％。
（刘士通）

公 共 卫 生

【概况】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口区在市级第三方评估中位列上游。口区

卫计委注重公共卫生的管理，爱国卫生、疾病预防与

控制、妇幼保健等方面指标基本完成。各基层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为

工作指南，为辖区居民提供高质量、高标准的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２０１７年，口区卫计委承担
口区国家卫生城市复审牵头责任，并组建区复审

办及１５个专业组，开展３２项专项整治，７月顺利通
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持续推进创建卫生先进单

位、街道（社区）工作，组织２个街道、４９个社区、３５
个单位争创省市级卫生先进。开展常态化周末卫生

大扫除，全面整治社区环境，口区病媒生物监测水

平位列全市中心城区第一，全区病媒防制水平达到

Ｃ级以上。创卫、爱卫工作倾力投入全国文明城市
复查迎检，１１月顺利通过全国文明城市复查。开展
国家卫生城市长效管理，科学实施第三方评估促进

整改，按照规范、精细、常态、标准的要求，精准发力

提升国家卫生城市建设水平。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卫生计生执
法大队出动执法人员１４３０人次，车辆２１１台次，监
督检查各类公共场所８９６处、１２００户次，监督覆盖
率９６％，责令改正３６１户，行政处罚５户，罚款３０００
元；办理、更换卫生许可证９６户；受理举报投诉１３
起，举报投诉案件受理率、查处率均为１００％。联合
区教育局体卫艺站和勤俭办对辖区７３所学校（幼
儿园）卫生安全进行拉网式检查，重点检查生活饮

用水及传染病防治工作，对学校责任人进行卫生法

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对宗关水厂出厂水和辖

区一个末梢水开展每日监督监测，每天在区政府网

站进行公示，确保居民用水安全。

【精神卫生】　２０１７年，口区登记在册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数３７０６人，在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数２９７７
人，规范管理患者数２７７６人，患者检出率为４３‰。
对在管病人进行随访管理，病情稳定２９４４人，基本
稳定２９人，不稳定４人。

【传染病防治及卫生应急】　２０１７年，口区法定传
染病登记报告率１００％，及时审核率１００％，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处置率１００％（贝比堡幼儿园诺如病毒
病爆发疫情）。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任务

１７００１４剂次，完成任务率为１０４７８％（１７００１４／１６２２６０），
单苗接种率≥９５％，全年无免疫规划相关疾病爆发
流行事件发生。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２０１７年，口区居民期望寿
命８０１６岁，居民粗死亡率８８４‰，出生率６０３‰，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２８１‰，６５岁以上老年人有
８４９５２人，老年人口系数１６１９％，恶性肿瘤、心脑血
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是口区居民主

要死因。慢性非传染病占到总死亡的９１２７％，死
亡率是８０７２５／１０万。口区医疗卫生机构报告死
亡病例５７０５例，其中口户籍死亡病例４４５５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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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日，口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到幼儿园宣传卫生知识

断粗死亡率８４３‰。

【艾滋病防治】　２０１７年，口区
高危人群ＨＩＶ检测１２６９９人，其中
暗娼人群１３１１人、男男人群１７３２
人、吸毒人群１０９５人、性病就诊者
８４０９人。对辖区内符合抗病毒的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积极动

员其进行抗病毒治疗，应治人数

３５４人，已治 ３４８人，治疗覆盖率
９８３％，全年新增治疗 ９２人。
口ＣＤＣ、同济医院、武汉市一医院
３家ＶＣＴ门诊完成１３８２名ＨＩＶ检
测，检出 ＨＩＶ抗体阳性３９人。在
性病就诊者中开展 ＨＩＶ检测８４０９
人，其中阳性４６人。

【孕产妇系统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孕产妇总数
４６９２人，孕产妇死亡率 ０／１０万，孕妇免费 ＨＩＶ／乙
肝／梅毒筛查率９６１９％，梅毒／乙肝高效免疫球蛋
白项目补助率９７５０％。妇女病普查率８５５２％，免
费婚前医学检查率８１０９％，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目标人群覆盖率８７％，剖宫产率５７９０％。农村
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２１５人，总金额６４５万元。全
年发放叶酸５５１３人，叶酸服用率９７２３％。孕产妇
健康管理率９８０８％，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
覆盖率１００％。

【儿童系统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婴儿死亡率
２５１‰，出生缺陷发生率 ５２１‰，新生儿听力筛查
率９８２７％，新生儿两项疾病筛查率９７９８％，新生
儿疾病筛查率 ９７９８％。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２９３‰，０—６岁儿童视力筛查率８９７９％，儿童健康
管理率９６９０％。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２０１７年，口区继续为辖区
０—１岁儿童开展免费先心筛查工作。对初筛异常
的患儿，进行 Ｂ超复查。截至年底，完成初筛５２２４
人，Ｂ超复筛１０６人，随访２１人。

【健康教育】　２０１７年，口区形成以区疾控中心
为技术指导中心，１１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技术
骨干，辐射全区 １１条街道、１２７个社区、７５所学

校、５家医疗机构，条块结合、专业保障、群众受益
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新格局。区健康教育

阵地建设和健康教育宣传栏建设纳入绩效目标考

核内容，已建成５个健康教育示范基地、３处健康
科普长廊。全区二级以上医院及 １１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全部建立 ２块以上健康教育宣传栏。
辖区２４家集贸市场、２家客运站、１２７个社区均设
立健康教育宣传栏，每季度及时为居民送上最新

的、切合季节的健康知识。

【爱国卫生月】　２０１７年４月，口区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口区爱卫办）举行全国爱国

卫生月宣传活动，全区１１个街道和各成员单位积极
参与，精心制作的宣传展板，辖区省三医院、市一医

院、市四医院等三甲医院“王牌”科室的专家为居民

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服务义诊。

【爱国卫生宣传】　２０１７年，口区爱卫办充分发
挥社区、居民楼道、临街工地、临街门面等视线所

及范围的优势，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及网络，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政策及健康教育知识宣传，积

极宣传口爱国卫生运动好经验、好做法。通过

健康知识宣传、健康讲师、健康宝宝、健康教育作

品、健康宝宝、健康家庭评选及健步走等活动，全

面引导机关干部职工和居民群众知晓健康知识，

大力提倡低碳、文明出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促

进健康理念形成。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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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口区医院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机构级别 机构地址
床位数

（张）

门急诊

（万人次）
诊疗科目名称

１ 综 合 医

院
武汉世纪华中医院 一级

汉西三路建荣新村

特１号 ４０ １０７８９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儿科／
口腔科／医疗美容科／医学检验科／医
学影像科／中医科

２ 综 合 医

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医院
一级 航空路１３号 ２０ ３４７２１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
育专业／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
科／医疗美容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
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
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３ 综 合 医

院
武汉博大医院 一级

建设大道 ３８６—３９６
号

５０ １１３９８

内科／外科；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
泌尿外科专业；烧伤科专业／妇产科；
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耳鼻咽喉
科／急诊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
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
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４ 综 合 医

院
武汉蓝天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１０６３号 ５０ ５２１０

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
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医学检验科／
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５ 中医（综

合）医院
武汉天一中医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１１２７号富
商大厦

２０ ６４２６２
内科／医学检验科／中医科；内科专业；
外科专业；妇产科专业；皮肤科专业；

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

６ 综 合 医

院
武汉长诚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１０９３号 ９０ １０６５３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
育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皮肤科；皮
肤病专业／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医
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
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
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７ 中 医 专

科医院

武汉郑氏中医骨科

医院
一级 仁寿路３５９号 ４６ ４２２４

内科／外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中医科；内科专业；骨伤科专业；针灸

科专业；推拿科专业

８ 中 医 专

科医院

武汉宏癉生殖健康
中医医院

一级 口路１８５号 ２０ ２１００

内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生殖健康与
不孕症专业／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
科／中医科；内科专业；妇产科专业；推
拿科专业

９
其 他 中

医 专 科

医院

武汉世纪北大中医

白癜风医院
一级 建设大道１９６号 ５０ ５７２３ 内科／外科／皮肤科；皮肤病专业／麻醉

科／医学检验科／中医科；皮肤科专业

１０ 综 合 医

院
武汉天安医院 一级

宝丰一路５７号—５９
号第１栋１—２号 ８０ ９５３３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眼科、

耳鼻喉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皮肤

病科）、医疗美容科、医学检验科、医学

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核科

·３２２·

·医疗卫生·



续表１

序号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机构级别 机构地址
床位数

（张）

门急诊

（万人次）
诊疗科目名称

１１
中 西 医

结 合 医

院

武汉东方阳光中西

医结合医院（老年

病）

一级 解放大道９２１号 ６０ ６３８９

预防保健科／内科；老年病专业／外科；
普通外科专业／临终关怀科／医学检验
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内科专业；针
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康复医学专

业／中西医结合科

１２ 综 合 医

院
三六○四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６６７—２号 ３０ ７７０３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耳鼻咽
喉科／口腔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
科／中医科

１３ 综 合 医

院

湖北省武汉女子监

狱医院
一级 宝丰一路８１号 ２０ １２６３９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耳鼻咽
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
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

业／中医科

１４ 综 合 医

院
海工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７１７号（
口路１８５号） ４０ 不对外、

未统计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
育专业／眼科／口腔科／医学检验科／医
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
业；心电诊断专业

１５ 综 合 医

院
武汉利济医院 一级

红燕四巷１０—１１号
（中山大道３５２号）；
利济路２４６—２４８号

５０ ８０００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
育专业／口腔科／皮肤科；皮肤病专业／
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医学检验科／
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
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１６ 综 合 医

院
武汉南威医院 一级

沿河大道 ２２８号江
山如画Ｄ区７、８号 ４０ ２９１２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生殖健
康与不孕症专业／医学检验科／医学影
像科／中医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
产科专业；皮肤科专业

１７ 中 医 按

摩医院

武汉市康复按摩医

院
一级

武胜路 ６６号（产权
证：武胜路３６号） ８０ １０９２６０

内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
科；内科专业；皮肤科专业；推拿科专

业；康复医学专业

１８ 综 合 医

院
武汉仁和医院 一级

荣华街崇仁路 １６８
号

３０ ７３７４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
专业／儿科／口腔科／皮肤科；皮肤病专
业／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
断专业／中医科

１９ 综 合 医

院

武汉轻型汽车公司

职工医院
一级 古田五路１７号 ３５ ５１９８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
育专业／口腔科／康复医学科／医学检
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
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２０ 中医（综

合）医院
武汉天雅中医医院 一级

天顺园 ９０１栋 １—２
层２—６号 ４０ ６４１５

中医（内、外、妇、儿、皮肤、针灸、推拿

针）、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

口腔科、医学影像科、医学检验科

·４２２·

·口年鉴·



续表２

序号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机构级别 机构地址
床位数

（张）

门急诊

（万人次）
诊疗科目名称

２１ 综 合 医

院
武汉仁民医院 一级 长天路５号 ９９ １８６１５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儿科／
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肿
瘤科／急诊医学科／临终关怀科／麻醉
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

２２ 中 医 医

院
武汉融济中医医院 一级

古田二路长升路 １２
号

５０ ６６０
内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康复医学

科、临终关怀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

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２３ 中 医 肛

肠医院

武汉东大中医肛肠

医院
二级 汉西路８５号 ８０ １１７４５

内科；消化内科专业／外科；普通外科
专业／急诊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
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
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内
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专业；儿科

专业；肛肠科专业；针灸科专业；推拿

科专业；康复医学专业；预防保健科专

业

２４
其 他 中

医 专 科

医院

武汉环亚中医白癜

风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４７９号 ２０ ２９８３

内科／外科；普通外科专业／皮肤科；皮
肤病专业／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
科；皮肤科专业

２５ 综 合 医

院

武汉一棉集团申新

纱厂职工医院
一级

中山大道２４２号１—
２层２３号 ３９ ５８７６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口腔
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超声诊
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２６ 综 合 医

院

武汉汽车配件厂职

工医院
一级

宗关街汉水三村３３９
号

４０ ２２２２４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
专业／口腔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
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
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２７ 专 科 医

院
武汉华亚美容医院 一级

中山大道 ２６４—２８２
号万信时代大厦 ２０
楼

２４ ５５０
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

美容牙科、美容中医科）麻醉科、医疗

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

２８ 专 科 医

院

武汉新至美医疗美

容医院
一级 建设大道４２３号 ２０ ８５０

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

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麻醉科、医学

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医学影

像科（Ｘ线论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

２９ 专 科 医

院

武汉华美整形外科

医院
三级 解放大道１０８７号 １２０ ３２７０４

外科；整形外科专业／医疗美容科；美
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科；美容

中医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
像科

３０ 专 科 医

院

武汉叶子医疗美容

医院
一级 中山大道１３１号 ２０ １９８６０

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

美容牙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

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

·５２２·

·医疗卫生·



续表３

序号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机构级别 机构地址
床位数

（张）

门急诊

（万人次）
诊疗科目名称

３１ 专 科 医

院

武汉美嘉医疗美容

医院
一级

口路１６０号（武汉
城市广场２０１、３０１） ２０ ４６８８

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

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麻醉科、医学

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医学影

像科（心电诊断专业）

３２ 专 科 医

院

武汉光彩明天儿童

眼科医院
一级 解放大道４７９号 ３０ ９６５ 眼科（限儿童弱视、斜视非手术方式诊

疗）、医学影像科

３３ 专 科 医

院
武汉癫痫病医院 一级 古田二路１０５号 ５０ 停业

内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
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

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中医

科

３４ 专 科 医

院
武汉普瑞眼科医院 三级 中山大道１７９号 １００ ４２８５３

内科（仅限眼科相关疾病的诊治）／眼
科／医疗美容科（仅限眼科美容）／麻醉
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
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

业）／医学影像科（超声诊断专业、心电
诊断专业）／中医科（仅限眼科专业）

３５ 综 合 医

院
武汉仁爱医院 二级 解放大道３４８号 １２５ ９９０２２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
专业、产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妇女
保健科／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
科／皮肤科（皮肤病专业）／医疗美容科
（美容外科专业）／康复医学科／麻醉
科／疼痛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Ｘ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
诊断专业）／中医科

３６ 专 科 医

院
武汉广发肿瘤医院 二级 长丰大道１２０号 ２２０ ８７８５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

专业、计划生育专业）、肿瘤科、急诊医

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

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ＣＴ诊断专
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放

射治疗专业）、中医科

３７ 专 科 医

院
武汉现代妇产医院 二级 中山大道８９号 １００ ２０５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

专业、产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生殖

健康与不孕症专业）妇女保健科、儿

科、皮肤科（皮肤病专业）、医疗美容

科、麻醉科、精神科、医学检验科、医学

影像科（Ｘ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
心电诊断专业）

３８
中 西 医

结 合 医

院

武汉送子鸟中西医

结合不孕症专科医

院

二级 解放大道１９号 １２０ ２２８０２

内科、外科（泌外专业）、妇产科（妇科

专业、计划生育专业、生殖健康与不孕

不育专业）、麻醉科、中西医结合科、中

医科（内科、妇产科、康复科）、医学检

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超声诊
断、心电诊断）

·６２２·

·口年鉴·



续表４

序号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机构级别 机构地址
床位数

（张）

门急诊

（万人次）
诊疗科目名称

３９ 专 科 医

院

武汉首佳耳鼻喉医

院
二级 解放大道１３２号 ５０ ４２２４

预防保健科＼耳鼻喉科＼肿瘤科（头颈
肿瘤科）＼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
学影像科＼麻醉科

４０ 中 医 专

科医院

武汉瑞祥中医骨科

医院
二级

汉口解放大道 ３５５
号

１００ ４１８６

内科／外科妇产科／口腔科／麻醉科／疼
痛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线
诊断专业超生诊断专业心电诊断
专业）／中医科；（骨伤科专业针灸科
专业推拿科专业康复科专业）

４１ 中医（综

合）医院

武汉世纪国医堂中

医医院
二级

解放大道汉宜路 ６
号

１０１ ２０１５１

内科（消化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

业、神经内科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

业、骨科专业）、精神科、麻醉科、疼痛

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针灸科

专业、推拿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科

４２ 综 合 医

院
武汉市普爱医院 三级

汉正街４７３号（东院
区，７２０张床）；解放
大道７６号（西院区，
７３０张床）

２０６０ １４６８３３９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儿

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

科、医疗美容科、感染性疾病科、肿瘤

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运动医

学科、麻醉科、疼痛科、输血科、重症医

学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

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４３ 综 合 医

院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

院（湖北省中山医

院）

三级 中山大道２６号 ８７０ ５７９８０４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女

保健科、儿科、儿童保健科、眼科、耳鼻

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

精神科、感染性疾病科、肿瘤科、急诊

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疼痛科、

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

科、病理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４４ 综 合 医

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三级 解放大道１０９５号 ５４９２ ６３１７１５２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儿

科、小儿外科、儿童保健科、眼科、耳鼻

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

精神科、感染性疾病科、地方病科、肿

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运动

医学科、职业病科、麻醉科、疼痛科、重

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

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４５ 精 神 专

科医院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

心（武汉市心理医

院）

三级 游艺路７０号 ９５０ ３１２８２１

精神科（精神病专业、精神卫生专业、

药物依赖专业、精神病康复专业、社区

防治专业、临床心理专业、司法精神专

业）、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ＣＴ诊断专业）中医科（内科专业和康
复医学专业）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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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序号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机构级别 机构地址
床位数

（张）

门急诊

（万人次）
诊疗科目名称

４６ 妇 幼 保

健院

武汉市口区妇幼

保健院（武汉市口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

二级 工农路６号 ０ ２３０５

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
业／妇女保健科／儿科／儿童保健科／口
腔科／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口腔预防保
健专业／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
线论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

专业／中医科；妇产科专业；儿科专业

４７
中 西 医

结 合 医

院

武汉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武汉市第一医

院）

三级 中山大道２１５号 ２４５９ ２７２０２６４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儿

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

科、医疗美容科、传染科、肿瘤科、急诊

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疼痛科、

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

学影像科、中医科（骨伤科专业、肛肠

科专业、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民

族医学科（臧医学）

４８
专 科 疾

病 防 治

机构

武汉市皮肤病防治

研究所
未定 武胜路６４号 ２５０ ２８６９１

预防保健科／皮肤科；皮肤病专业；性
传播疾病专业／医疗美容科／麻醉科／
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中
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４９
专 科 疾

病 防 治

机构

武汉市肺科医院 未定 宝丰一路２８号 ４０６ １０３２４４
预防保健科／内科／结核病科／肿瘤科／
急诊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病
理科／医学影像科

（刘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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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生 活

民 族 宗 教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简称
口区民宗局）注重拓展工作思路，创新社会管理，凝

聚各方力量，深化民族团结创建活动，加强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积极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依法

管理宗教事务，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口区民

族和谐、宗教和顺作出贡献。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以“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六进’工作”（进机关、进企业、进

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寺庙）为抓手，积极探索新

形势下加强社区民族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以和谐

社区建设为依托、宣传教育为途径、创建活动为载

体、服务管理为抓手和矛盾化解为保障，夯实基础，

健全机制，有序地开展全区社区民族工作，有效推动

本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

族工作主题，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开展

民族团结创建活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宝丰街同济医学院社

区被授予“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韩家墩街

四新社区、公安社区和长丰街长丰社区３个社区被
授予“全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全区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氛围日渐浓郁。２０１７年，口区民宗局分
别接待广东省江门市、湖北省恩施市等兄弟城市民

宗部门来口区考察、交流、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得到兄弟单位的充分肯定。

【落实少数民族政策】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宗局继续

落实民族优惠政策和审核审批制度，为辖区少数民

族群众提供服务，切实维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全

年审核办理７１人（其中中考生５２人、高考生１９人）
少数民族中、高考生优录手续。对辖区群众宣传

《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完成少数民族

成份变更初审工作，审核办理率 １００％，正确率
１００％。对辖区常住人口中具有清真饮食习俗的少
数民族居民发放清真肉食补贴，发放补贴资金５３万
余元，惠及２５００余名少数民族群众。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
宗局树立以服务促管理的理念，寓情于管，真心服

务、真情关怀少数民族及流动人员，制定措施服务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切实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解决

生活、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

员的宣传教育，在来汉务工经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中继续开展“融入武汉民族大家庭、适应城市法制

化管理”主题教育活动，引导他们自觉规范自身经

营活动，自觉维护本区社会团结稳定。加强区内新

疆籍来汉务工经商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向新疆籍务

工经商党员、群众开展政策、法规宣传和民族团结教

育。２月２０日，在六角亭街民意社区举行“新疆籍
务工经商人员党员、少数民族群众之家”授牌仪式。

开展多次法制专题讲座，增强新疆籍流动少数民族

遵纪守法的意识。各街道、社区及职能部门广泛宣

传党的民族政策，齐抓共管，积极为来汉务工经商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热忱服务、排忧解难。建立健

全“以块为主、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服务管理体

系，充分利用民族宗教事务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

扎扎实实地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建立５个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联络点，各社区建立少数民族

·９２２·



服务站，切实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使少数

民族流动人员生活有指南、落脚有社区、培训有地

方、诉求有渠道、权益有保障。２０１７年，口区民
宗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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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余件。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在宜昌市召开的湖北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工作现场会上，口区民宗局交流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经验。

【网格化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宗局注重民宗网
格化管理，将网格化工作纳入街道综治目标，并签订

责任状，严格检查考核。区民宗局干部深入一线，服

务基层，先后组织轮训区内１１条街道统战干部、社
区书记和网格员，举办１２期网格系统操作及民宗工
作知识专题培训，培训人次达６００余人次；全区少数
民族人口信息采集率达８０％，少数民族经营场所、
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信息采集率、准确率达

１００％。

【宗教事务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宗局积极组织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及《宗教事务条例》学习宣传

活动，多次深入到辖区宗教场所广泛宣讲《宗教事务

条例》及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参加学习宗教教职

人员及信教群众计４０００余人次，为维护区内宗教和
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贯彻落实《宗教教职人员备

案办法》，对辖区２个基督教宗教场所开展基督教活
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工作，按照实施方案制定备

案流程，对主要教职人员进行备案，加强对宗教活动

场所财务监管和消防安全监管，实现区内宗教场所向

规范化、法制化、民主化方向健康发展。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武汉
市十运会暨第三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武汉

商学院举行，口区少数民族运动代表团取得１０个
单项冠军、５个单项亚军、１个单项季军的佳绩，口
区民宗局被评为最佳组织奖、最佳道德风尚奖。

（吴　涛）

人 口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全员人口信息数据库动态
统计显示，全区共出生５６０２人，其中男孩２９４６人，

女孩２６５６人，性别比１１０９２。二孩及以上孕情登
记上报２３４６人，及时上报人１３４９人，二孩及以上孕
情登记上报及时率 ５７５％；《生育证》网上办理率
１００％，全员人口（含流动人口）数据库主要信息完
整准确率９９９９％，村居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平台有
效应用率１００％。

【母婴设施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卫计委完成宜家
荟聚、凯德西城、武胜凯德广场、南国西汇、仁爱医

院、宗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宝丰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７家母婴设施建设。

【基本生育服务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免费婚检
１３１０对，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６４０对，产后免费
服务访视１２００人次，新生儿访视１２１２人次，完成建
立儿童保健手册１４４１人次。

【生育证件便民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区卫计委全面
推行生育证件送证上门和生育证件邮寄服务工作，

全面实现群众生育证件“零距离”办理。全年办理

生育证３０本，生育服务证２５８１份。

【流动人口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卫计委与街道社
区联手举行大型的新市民健康服务行活动，并联手

新英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慰问流动人口家庭大

型宣传服务活动，得到武汉电视台、武汉晨报等多家

媒体的跟踪报道。据统计，全区各街道累计举办健

康讲座１１７场，主题宣传活动１３２场，服务７９００余
人次，发放健康支持工具包１７００余份，宣传折页近
２万份；通过送春联、吃年饭、组织文艺活动等多种
形式，开展为流动人口送健康、送祝福活动。

【流动人口监测】　２０１７年，经国家卫计委抽签，
口区抽中６个街１２个样本点，调查１５岁以上流入
人口２４０名对象，都按要求保质保量圆满完成各项
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任务。

【流动人口融合】　２０１７年，口区古田街汉口春天
社区获全国“２０１７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社区”，
武汉市第七十九中学获全国“２０１７年流动人口健康
促进示范学校”称号。

【计生利益导向政策落实】　２０１７年，口区审核完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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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各项政策落实对象２２２５５人次，发放资金２９２６３４６
万元，其中，审核完成计划生育伤残家庭特别扶助对

象１２００人，发放资金５７６万元，完成发放１００％；审核
完成计划生育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对象８８８人，发放资
金５９６７３６万元，完成发放１００％；完成核对计划生育
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对象一万元抚恤金发放对象８８８
人，发放资金４９４万元，完成发放１００％；完成核对独
生子女家庭保健费６８８６户，发放资金８２６３２万元，
完成发放１００％；完成核对农村部分计生家庭计生政
策奖励２人，发放资金２８８０元，完成发放１００％；完成
核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绿色通道”服务对象２９２３
人；为２１０６位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夫妻购买住院
护理保险，同时在保险生效前为１０４人次报销共计
１５７４万元住院护理费用。

【计生协会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区卫计委组织开展
传统节日走访慰问计生特殊家庭４４２４户，其中失独
家庭２０７９户、伤残家庭２３４５户，发放慰问金１１７９２
万元。开展生育关怀春风行，对２５个困难的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给予每户１０００元的经济扶助。持续开
展金秋助学。对考入一本院校的特别困难的计划生

育家庭优秀女孩，报省卫生计生委、省计生协资助，

得１万元助学金；对 ８名考入本科院校（一本、二
本）的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女孩，分别给予５０００元
助学金，圆优秀女孩的高等院校就学梦想。开展计

划生育系列保险工作。住院护理补贴保险赔付到位

资金 ８７１３５万元，惠及 ５２８个家庭。扎实推进
“６＋１”流动人口健康服务年活动，建立流动人口计
生协组织２个，流动人口计生协会员活动中心１个，
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社区６个。

（刘士通）

民 政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政局（老龄办）围绕
口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总目标，在不断改革创新中

服务民生、改善民生，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精神状态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各项民政工作目标全面

完成。

【社区治理】　２０１７年，口民政局（老龄办）在全
区确定３２个社区为示范创建社区，实施“红色引擎

工程”、促进协商民主、深化“三社联动”（社区、社会

组织、社工）、做实“三方联动”（社区、业委会、物业

公司）、营造社区文化、推进“智慧社区”为主要内

容，每个示范社区结合各自特点，确定不同的创建项

目，制定创建实施方案。全年在分片检查指导创建

工作中，博学、长寿、游艺等８个社区被市民政局通
报表彰。调查处理投诉督办件８起，现场指导小区
业委会换届４次，６个小区完成业委会换届工作。

【老旧社区综合改造】　２０１７年，口民政局（老龄
办）投入６０００多万元，对长丰街百泽社区、天顺南
社区，古田街古南社区，韩家墩街云鹤社区、综合社

区，宗关街双墩社区、宗关社区，汉水桥街营前社区，

宝丰街３５０６社区、祥和社区、北社区，荣华街荣华
社区、集贤里社区、幸乐社区，汉中街汉中社区、长寿

社区，六角亭街游艺社区、民意社区，汉正街共和社

区、旌德社区等２０个老旧社区进行改造，涉及电线
老化更换、立面粉刷、路面整修、地下管网疏通、社区

花坛景观绿化、违章拆除、楼房排危、安防设施安装

等项目，提高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社区志愿者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民政局（老龄
办）注重抓社区志愿者登记注册。按照登记注册人

数达到常住人口１３％的目标，组织一次社区志愿服
务信息化管理培训班，向街道社区下达社区志愿者

新网注册人数指标，先后下发６期《网上注册人数
情况的通报》，全年完成网上注册人数 １０５３万余
人。开展“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佳志

愿服务项目、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宣传推选活动，一

批“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最佳志愿服

务组织”“五星级社区志愿者”“五星级社区志愿服

务项目”和“五星级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受到武汉市

社区志愿者协会表彰。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民政局（老
龄办）对全区社区社会组织项目负责人组织轮训。

４月，在六角亭街学堂社区进行培训，提高社工的
项目策划设计能力、活动组织能力、参与服务沟通

能力。５月，组织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考前
中、初级培训班，参加培训人员５３８人。９月，在汉
中街长寿社区组织社区社会工作实务研修班，培

训社区工作者６０人。２０１７年，宗关街发展社区胡
三鸣被武汉市表彰为优秀社工。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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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普查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民政局（老龄办）
迎接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验收。３月底前组织街
道、部门完成自查并形成自查报告。４月，由区普
查办组织专班对各单位开展初检，对照国标，逐项

核查，发现问题，立即督促整改。４月底至 ６月 ５
日，区普查办会同外协公司省国土测绘院对照国

标和省普查办８号文件，对地名普查的组织管理、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０日，口区委书记景新华、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区委常
委、区委办公室主任徐盛敏、副区长赵宏亮率区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到韩家墩街云

鹤社区、古田街古南社区调研社区综合环境改造提升工作

地名调查、数据库等七大项全面清理，查漏补缺，

按照最新下发的数据库，进行入库数据检验，对成

果图、表最后修正。所有工作接受专家委员会的

同步质量监理。全年完成目标验收，普查全面达

标。注重地名文化挖掘保护，对进行普查成果进

行利用。启动地名文化“五个一”工程，启动开展

《口区地名志》和口区地名文化丛书的编撰、

出版工作。

【防灾减灾】　２０１７年，口民政局（老龄办）组织
开展“２０１７年‘５·１２’防灾减灾宣传周集中专题宣
传教育活动”。全年在组织各街道社区创建防灾减

灾示范社区活动中，取得市级“防灾减灾社区”称号

２个，省级“防灾减灾社区”称号１个，国家级“防灾
减灾社区”称号１个。

【民间组织登记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有社会团体
５６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２１０家，全年表彰市评估３Ａ
社会组织１家。２０１７年，口民政局（老龄办）积极
开展领导干部在社团兼职清理。开展行业协会、商

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开展社会组织“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及党的十九大宣讲活动，配

合“百日巩固”活动对社会组织党

建情况进行深层次的排查，获民政

部门主管和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

有３９家，单独组建党支部的社会
组织３家，联合组建两个党支部，
覆盖社会组织２９家，已经实现党
组织覆盖的社会组织３２家，完成
率８２％。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孵化
基地建设，树立社会组织服务品

牌，促进口区各类社会组织健康

有序地发展。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２０１７
年５月 １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将

城镇低保标准６００元／月调整为６７０元／月，农村低
保标准为３６０元／月调整为５００元／月。口区城
乡低保对象 １２月人均水平分别达到 ５５７２元和
４６１９元，分别为低保标准的 ８３１６％和 ９２４％。
全年，发放低保９０４５６户次、１３９１３２人次，低保金
７３７２８万元，水费、电费等其他救助 ８１４３万元，
有效保障特困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全年全区城

乡低保对象共新增８１４户、１２０４人，退出１７０１户、
３０１４人，达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阳光操作，
低保对象准确率达到９８％以上。

【大病医疗救助】　２０１７年，口区通过医中和医后
救助，全年门诊救助２５５７人次，５４４人，计１７３０３７２
元；住院救助２３６８人次，１４０２人，计６２０５７６２元。

【困难群众慰问】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政局针对各种
特殊困难群体积极开展慰问工作，春节前夕发放困

难群众节日慰问金７８４５万元，１２３４３户。全年为
辖区群众解决临时性、突发性生活困难９３７户次，发
放临时救助金 １７３７万元；６年来一直坚持对 ３０８
户特困户进行物资救助。年底累计救助３６９６户次，
物质救助款合计 ３２５万元。全区建慈善超市 １４
个，截至年底，有２６３０户次在慈善超市领取１８８４
万元生活物资。全年共救助困难应届大学生 ２３７
人，发放救助资金５９５万元。全年开放冬季取暖、
夏季纳凉点１２７个，补助资金１９０５万元。受理公
租房收入复审６８００户、通过６０００户，确保困难家庭
符合条件的都能住上公租房。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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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管理】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办理结婚登记 ４６８８对，补领结婚证 ２６５０
对，离婚登记 ３４６１对，补领离婚证 ４５０人次，婚
姻登记合格率 １００％。民俗纪念日（情人节、
“５·２０”、七夕）和特殊日（９月 ９日、１０月 １０

日、１１月 １１日、１２月 １２日）开展预约登记服
务，延长工作时间（重大节假日如元旦、春节、五

一、十一、周六），推行便民服务，根据实际情况

主动、上门、上医院为行动不便和重病当事人提

供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区社区一览表

序号 街　道 社区名称 办 公 地 址 负责人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１

２

３

４

易家街

舵落口社区 舵落口正街８７号 何建彪 主任 ８３４９６５９０ １３００６１７１５１１

工农路社区 工农路１０４号 方　锐 书记 ８３４１２４６３ １３００６１６００４９

东华社区 丰帆路３号 戚丽华 主任 ８３８３７７５６ １３０９８８２５８６９

竹叶海社区 一清路１６８号 陈　军 主任 ８３３８７２１８ １３９０７１５５５５２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古田街

古一社区 南泥湾大道６４号 张俊清 书记、主任 ８３４９６９６２ １３８７１４４１７５８

古二社区 解放大道５５—１６ 徐培莉 书记、主任 ８３３０９０８７ １５３８７１３１４７７

古三社区 解放大道６６号 董　静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２０３１１ １５９７２９１０７５８

万人社区 解放大道４４号 辛正文 书记、主任 ８３４１７３０７ １３９９５６６０５２７

罗家社区 广电江湾２２栋２楼 何翠兰 书记、主任 ８３４２９１２１ １３８７１０５７６０３

军院社区 罗家墩１２２号—１０栋 张红缨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５６５６１ １５３２７３９９２４０

古田社区 古田路４０号 唐　倩 书记、主任 ５９９００１８６ １３４３７１５２７３６

古画社区 古田路６７号 魏昌民 书记、主任 ８３３０７７５０ １８０８６０３５６４６

生活社区 古田路５５—１４ 宋四喜 书记、主任 ５１３０４２８６ １３４３７１３５０８６

古南社区 古田南村１７８号 王　丽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５１２２３ １３１３５６７３１４８

古雅社区 解放大道１８号 梁　峻 书记、主任 １５７２７０７９６５０ １３９７１４８７８４０

陈家社区 肖家墩２５８号 陈丽娟 书记、主任 ８３３０５８００ １５０７１１１８５２９

春天社区 解放大道１０９号 彭丽华 书记、主任 ８３３１０６２０ １３６０７１８４７１９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长丰街

长丰社区 长丰大道１６６号丰华园７栋 黄　萍 书记 ８３８２１８３６ １３５０７１１１１８２

正康社区 长丰大道古田二路正康花园 王玉芳 书记 ８３３１１０３１ １５９２６３９３６０６

常码社区 发展三村９５号 叶　红 书记 ５１３１６４８０ １５３０７１５３４３２

丰竹园社区 发展大道３９号丰竹园社区居委会 燕　莉 书记 ８３５５２４５６ １３４７６１３８０７２

天勤花园社区 南泥湾大道长丰科技产业园８号 田耀东 书记 ８３３３８８３１ １８０４０５６３１３５

百泽社区 长丰大道百姓之春２１栋 吴红菊 书记 ８３４２９３９２ １３７２０３３８３８７

天顺南社区 天顺园小区二组团２０６栋群楼 张志华 书记 ８３９９３４９２ １３４７６０９４６１２

天顺北社区 天顺园小区九姐团特一号 方少华 书记 ８３５９２３０３ １３２４７１７３４８４

·３３２·

·社会生活·



续表１

序号 街　道 社区名称 办 公 地 址 负责人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长丰街

紫润南社区 长丰街城华路１８号紫润明园南区１１栋１楼 肖利群 书记 ８３５３００１２ １５９７１４７１４４８

紫润北社区 长丰街城华路１９号紫润明园北区５２栋 陈　芳 书记 ８３６１８８７８ １３９７１１２３３８６

东风社区 古田一路东风市场二楼 胡　欢 书记 ８３６３５２１８ １８６０７１１２５１３

园博南社区 城华路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北区３５栋１楼 梁红军 书记 ８３８３８８６１ １３９０７１４３８６６

园博北社区
城华路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北区４栋１楼园博
北社区

#

　飞 书记 ８３６２９４５６ １８６７２７５９４５６

团结社区 长风路３９号团结佳兴园小区４栋１楼 侯馥荔 书记 ５０４６４４２７ １３０１８０５２４８０

丰美社区 长风路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南区６栋２单元 王益民 书记 ８３６３５０８０ １８６７２９５８９６６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韩家墩街

新华社区 解放大道１３１—４７号 周桂芳 书记、主任 ８３５３０３５１ １３２１２７３７７８６

公安社区 古田四路９号紫薇花园１７栋２楼 胡胜军 书记、主任 ８３５９２０７０ １３７９７０８２４２５

曾家社区 古田四路２９号 王徐徐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３９８２２ １３５４５１１９９５５

古四社区 古田四路３２号 周菲杰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３７６４７ １３００７１０９２９６

古五社区 解放大道３３１号附１号 罗小斌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３７８２２ １３９９５５６９９４８

四新社区 解放大道１４８号附１号 杨惠玲 书记、主任 ８３３０９９１９ １３０７２７０７１６４

博学社区 汉西一路４９号保利香槟国际小区１栋特１号 杨　韬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５５７９９ １３４０７１３７８５２

综合社区 沿河大道４３８号丽水康城１１栋１楼 陶正太 书记、主任 ８３３２２２７６ １３４３７１９５３９８

简易社区 简易路１２１号附１号 王彩荣 书记、主任 １５３４７０６２３３５ １５３８７０８９５８６

云鹤社区 云鹤三村１号 周海建 书记、主任 ８３４９２３２９ １８９７１１０３１１６

南泥湾社区 汉西三路７７号长青国际６栋５０３ 王丽芳 书记、主任 ８３６５９８９６ １８５０７１５５２５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宗关街

太平洋社区 解放大道２７０—６号 杨波云 主任 ８３９８０３５０ １３３９７１７５４０６

变电社区 新合后街６０号 陈红妮 主任
８３８７９３９６
８３８８３０５１ １８９７１３４１６９２

申新社区 解放大道２７０—６号 瞿小明 主任 ８３８８３８１２ １８９９５５２９１２０

宗关社区 宗关一巷１４号 喻　蓓 主任 ８３９８３９５９ １３５１７２７７５２８

水厂社区 烟厂巷５９号 姚汉华 主任 ８３８７４４２１ １３８８６１４２７３７

新合社区 电源村１８４—１号 宋汉琴 主任
８３３２０１３９
８３８８０７１４ １５３２７２９３７４７

汉西社区 汉西一路２８—２号 卢华生 主任 ８３９８０４９７ １３９７１１１２０１６

双墩社区 汉西一村３４号 程邯红 主任 ８３５３９０２５ １３９７１４１９９４４

金阳社区 下双墩２附１号 江　霞 主任 ８３５２７８４１ １３９７１４６２２７４

发展社区 发展一村９６号 刘德荣 主任
８３５３３３３５
８３５３２５０４ １５３２７１０５２５６

井南社区 发展二村５３附６号 张建武 主任 ８３６２５５３５ １８０６４０６４９１８

·４３２·

·口年鉴·



续表２

序号 街　道 社区名称 办 公 地 址 负责人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汉水桥街

阮家台社区 阮家台小区３１附２７号 陈玉梅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３２９８６ １３５０７１９１６９１

汉宜社区 皮子后街７号 易四新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３３６６３ １５９７２１４９５７４

皮子街社区 皮子街１２７号 李显明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４８９４１ １３０３６１２２７３８

仁寿社区 解放大道３８４—１６—１ 吕清平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４８９３１ １５３７７６７９６９９

营前社区 仁寿路３４１号 张　彪 书记、主任 ８３６１５３１８ １８０８６０３２７７０

汉水桥社区 汉水四村１２９号 王新汉 书记、主任 ８３６００６９０ １３５５４３２２１７２

海工社区 解放大道７６３号海军工程大学院内西头２号楼 毛　兰 书记、主任 ６５４６０４３１ １３８７１１６９５０１

学苑社区 解放大道７２５号翰林珑城２—１—１ 朱帮红 书记、主任 ８３９９０４８３ １３９９５５４９１７４

解放社区 营房后街１０１号 胡　涌 书记、主任 ８３６２１２６５ １３３０７１４１４３８

营房社区 营房四村２０号 张　敏 书记、主任 ８３６１０４１０ １３５５４６９７５８８

营南社区 营房路１９９号 刘　萍 书记、主任 ８３６６７８３０ １５３３７１２３４１２

营北社区 营房北村３９号 阮　华 书记、主任 ８３６４１３５９ １５９０７１９２８４８

汉水社区 皮子后街７号３楼 丁孝青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８９０３５ １５９０２７３６００１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宝丰街

北社区 同馨花园２５栋 李清华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３１８５８ １５８２７３０９８３１

站邻园社区 站邻村１６号 晏惠琴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９４６０５ １５３７７０６３００７

３５０６社区 宝丰二村３０号 徐惠芳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４２５１１ １３３０８６２５００６

祥和社区 利北二村８７号—１ 闵　虹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４３６８６ １３３８７５０２８３２

利北社区 利北一村３７门１０２ 王燕琳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３０１０２ １８９０７１４７７７２

医大社区 宝丰二路５号 朱小松 书记、主任 ８３６９４９９２ １３９８６２２３６８７

空后社区 解放大道１０６３号 侯传良 书记、主任 ８３６２９４８３ １３３９７１７５１８２

宝丰社区 宝丰二路１７号 冯莉华 书记、主任 ８３６３９７０９ １３７９７０８２６１３

宝地社区 宝丰二路８３号 吴海燕 书记、主任 ８３６２１６０３ １５０７１１３６６７６

公路社区 建设大道３８４号 黄迈瑜 书记、主任 ８３４６１３９９ １３６０７１６６６０５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荣华街

建国社区 建国路２８４号 魏友翠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０６６８７ １３５１７２８１３１２

建乐社区 建乐村２３栋１楼３号 万文成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８６９６０ １５８７１４８５２５６

中山社区 玉带二村１—１—１号 高国胜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０３４０４ １３８７１４８１７３２

玉带社区 玉带四村１８４号 马光辉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０３４０１ １５９２７１７１８６８

友谊社区 集贤村１１８号 陈雯莉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０９３６９ １５９２７１５１８８１

荣华社区 集贤一村４号１—２号 张丽芳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０３６０７ １５８０２７７３３９６

幸乐社区 荣华街幸乐村７—１—１号 曾秋莲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５９４０６ １３６４７２１２９３６

武胜社区 武北新村８—１３—１０１号 严　红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０３４１７ １３９７１０７１３４７

荣西社区 荣西４９号 吴　芳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０８５２１ １３９７１０６５９５３

集贤里社区 集贤里８７—１—２ 朱起义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６７５４０ １３５５４１９７２８０

８８

８９
汉中街

长寿社区 中山大道２２６号万安国际公寓５楼 黄　剑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３０１０９ １３９０７１４２２７８

马家社区 汉正街３８９号 刘公文 书记主任 １５７１７１５７５４３ １３５１７２７０６５１

·５３２·

·社会生活·



续表３

序号 街　道 社区名称 办 公 地 址 负责人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汉中街

万兴社区 沿河大道２４０号 李美琴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３０１０３ １８９６３９６４３８２

汉中社区 江山如画四期２栋一单元 甘　露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３０３８７ １３０７１２２２４８７

尚义社区 汉正街２４８号２楼 吴剑锋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６６６８２ １５９７２１０９４４８

军工社区 长堤街８１号 徐　芳 书记主任 １５７２７０６１７４１ １５０７１３０００６０

居仁社区 长堤街２２８号 雷世顺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７１８７５ １３６２８６５９４９４

爱国社区 汉中路１７号 朱福生 书记主任 ８３７８５１４５ １３８８６０８６７７８

兴隆社区 汉正街３７号 喻方明 书记主任 １５７２７０１２７５７ １５８０２７０７５７９

劳动社区 汉正街１８４号 罗文利 书记主任 ８３８０７８７９ １３４２９８６７２５６

牌楼社区 云锦路５号（越秀星汇云锦Ｃ区３栋１楼） 熊海燕 书记主任 １５２０７１１３４３９ １５９２７４２８４１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六角亭街

南巷社区 南巷１６５附３号 武立琴 主任 ５１１１４４３３ １３５１７２４６３２２

学堂社区 学堂墩子１１５号 易仁欣 主任 ８５４２６１８５ １５８２７２１９３５８

民意社区 民康大厦一楼东侧 李光杰 主任 ８５４２５５７８ １５１０７１１７５１２

宝善社区 游艺路付１号二楼 丁明霞 主任 ８５８３６０９３ １８９８６２４９９３７

荣东社区 荣华东村３８号 罗永昌 主任 ８５８２６０８２ １５３３５８９４１６６

自治社区 自治新村特１号 王双云 主任 ８５４１８０９６ １３７２０２２１１６７

慈善社区 中山大道２１９号 陈杏梅 主任 ８５４１４００７ １５３３７１６５６８１

游艺社区 游艺村特１号 肖　静 主任 ８５４１２８８３ １３４６９９６７６４６

六角社区 南巷１３６号 汪红芳 主任 ５２３４６８９８ １３９７１６５１３６３

顺道社区 顺道街２５号二楼 李太清 主任 ８５４１８３４６ １８０６２７８２９２７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７

汉正街

新安社区 汉正街天成里５号 熊慧军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７６２４１ １３３４９９８０３０８

大新社区 汉正街药帮一巷８号２楼 王如波 书记、主任 ８５７４７１７０ １３０１８０５３９８３

全新社区 汉正街同润大厦Ｄ栋２单元３０１号 赵　艳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４１６３２ １３８７１５１４４２９

药王社区 汉正街药帮一巷８号１楼 李清龙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７６２３２ １５８７１８１８６７９

多福社区 汉正街药帮一巷８号３楼 吴春清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４１８２８ １３９７１３６４４９２

永茂社区 汉正街老三镇永吉门４—６号 耿多莲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８７６７４ １３３９７１４６６６７

燕山社区 汉正街长堤街７２３号Ａ栋２单元３０２号 蔡　晶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６０６１６ １３９７１１２４４７１

旌德社区 汉正街多福大厦１１７号４０１号 刘元平 书记、主任 ８５３７４３９１ １３６５７２１９２８３

永庆社区 汉正街永庆街１号 李　浩 书记、主任 ８５３６８４６５ １３０３６１０５３０３

利济社区 汉正街利济巷１９号 胡丽娟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８８５８２ １５５２７７６２３３１

共和社区 汉正街利济南路海富大厦５楼 熊恒超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８９４０３ １３８７１２４８８７９

万安社区 汉正街沿河大道２１６号滨水香苑２楼 朱华庆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４４５７２ １３３９６０６１９０９

存仁社区 汉正街长江巷１８号 陈丕辅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８６５１６ １５５２７３２８８４６

红燕社区 汉正街长堤街长堤街５２１号４楼（丽景苑） 王小朝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４４２１１ １３９８６１０６０７３

竹牌社区 汉正街光裕小区３楼平台 吴世强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７９７３０ １８０６２６０７９３９

宝庆社区 汉正街沿河大道１６７号翡翠座６楼 刘　伟 书记、主任 ８５７０７１０１ １３８７１１４９７２２

永宁社区 汉正街沿河大道１６７号翡翠座６楼 聂丽娟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４１１０６ １３５１７２２６１００

五彩社区 汉正街华贸２号楼２楼 张　惠 书记、主任 ８５６４７２０１ １５８７１８１８６２５

石码社区 汉正街沿河大道１９０号暨济商城３号楼Ｆ层 韩小琴 书记、主任 ８５２５２９０１ １５３４７２３４５７６

·６３２·

·口年鉴·



２０１７年口区养老机构一览表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实有床位
（个）

详 细 地 址 联系电话

１ 口区社会福利院 ５３２ 工农路６号 ８３２２５４４０

２ 武汉市口区解放社区汉兴阳光养老院 １５０ 解放大道９１１号 １３００７１４４０２７

３ 武汉市口区馨心托护院 ３０ 古田二路３３号 １３９７１１７９５１６
８３８５８９５７

４ 武汉市口区幸福托老院 ７０ 古田二路生活村红星新村３１—４号 ６２１９７６１６
８３８６５１６９

５ 口区简易社区桃园养老院 ９２ 简易新村１９号 １３８７１２９９３７１
８３３２０３４１

６ 武汉市口区简易社区桃红养老院 １００ 简易路５５号 １３８７１２９９３７１
８３３２０３４２

７ 口区发展社区向荣养老院 ７０ 发展一村６０号 １３０７２７２２０６３

８ 武汉市口区营北社区养老院 ３７ 营房北村７５号 １３９９５５２２６８１

９ 武汉市口区荣东社区父母村养老院 １２５ 荣华东村４号 １３８７１０６９００８

１０ 武汉市口区荣东明卉养老院 ８０ 荣华东村５０—５１号 １３８７１５０６２２２
８５８５０７７３

１１ 武汉市口区常码社区健安养老院 １００ 发展三村常码社区９７号 １８９７１２７４５０７

１２ 口区长丰福荣养老院 ６６ 古田二路７—１号 １３９７１６９６５３１

１３ 口区马家社区养老院 ７０ 崇仁路油坊巷２６号 ８３７３０１６９

１４ 武汉市口区迎红托老院 ４２ 古田二路１３—１号 ８３８３３７９０

１５ 武汉市口区兴隆社区康缘养老院 １２０ 汉中西路６８号 １３７０７１９００１２

１６ 武汉市口区发展社区养老院 １４０ 发展一村９８号 １３２１２７３３１８８

１７ 武汉市口区正康社区养老院 １５０ 南泥湾大道长天路５号 １８９０７１７０００１

１８ 武汉市口区新合社区养老院 ３０ 解放大道３９１—５号 １８９０７１７０００１

１９ 武汉市口区海工社区养老院心 １４８ 建设大道１９８号 １８９７１４０１３８１

２０ 武汉市口区建乐社区养老院 １５０ 建乐村１２号 ８３３００１５９

２１ 口区正康社区天年养老院 １９３ 古田三路附一号 １３０１８０７５８２７

２２ 口区丰竹园社区养老院 ７８ 长丰街常码头４５６号Ｄ栋 １８６２７０７６０９５

２３ 口区新华社区养老院 １０６ 解放大道１４９号 １８０６２００８９９０

２４ 口区丰美社区养老院 １０６ 丰美路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南区Ｂ５栋１７５号 １５９０７１７８６６３

２５ 口区融济古田老年公寓 ３２０ 古田二路长升路１２号 １８６２７５８７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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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口区高龄津贴发放一览表

序号 街道

８０—８９周岁 ９０—９９周岁 １００周岁及以上 合　计

人数
（人）

金额
（元）

人数
（人）

金额
（元）

人数
（人）

金额
（元）

人数
（人）

金额
（元）

１ 易家街 ２２２ ２３３５００ １９ ３５８００ ０ ０ ２４１ ２６９３００

２ 古田街 ２２５０ ２３５１７００ ２２６ ３９９２００ ４ ２６０００ ２４８０ ２７７６９００

３ 长丰街 １０９４ １１０７６００ １０９ １８２４００ １ ６５００ １２０４ １２９６５００

４ 韩家街 １９３９ ２０４７１００ １７７ ３３０６００ １ ２５００ ２１１７ ２３８０２００

５ 宗关街 １６７８ １７７４２００ １９３ ３６０６００ ７ ２９５００ １８７８ ２１６４３００

６ 汉水桥街 ２５４９ ２６７９６００ ２８２ ５０１６００ ５ ２２５００ ２８３６ ３２０３７００

７ 宝丰街 ２４１４ ２５７１４００ ３０５ ５６３４００ ８ ３９０００ ２７２７ ３１７３８００

８ 荣华街 １７９８ １９０７１００ ２１６ ３８５０００ １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５ ２２９４６００

９ 汉中街 １９８０ ２０８８８００ ２２４ ４１５４００ ５ ２５５００ ２２０９ ２５２９７００

１０ 六角亭街 １２７９ １３４０１００ １５２ ２７６４００ ０ ０ １４３１ １６１６５００

１１ 汉正街 ２６７３ ２８５８３００ ４０６ ７６８６００ ５ ２５０００ ３０８４ ３６５１９００

２０１７年口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人数一览表

序号 街　道 人　数（人） 金　额（元）

１ 易家街 ４ ２９６５０

２ 古田街 ８５ ５９１１７５

３ 长丰街 １１４ ６８６７００

４ 韩家墩街 ５４ ３４０１７５

５ 宗关街 ４５ ２８０１６２５

６ 汉水桥街 ３６ ２１１９００

７ 宝丰街 ５９ ３９９５００

８ 荣华街 ５０ ２９９３２５

９ 汉中街 ４６ ２８９９５０

１０ 六角亭街 ３４ ２３４７３７５

１１ 汉正街 ４０ ２７７６００

２０１７年口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情况一览表

序号 中 心 名 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１ 易家街竹叶海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一清路 １３９０７１５５５５２

２ 长丰街紫润南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城华路１８号紫润明园南区８栋１单元１楼 ８３５３００１２

３ 长丰街紫润北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紫润北社区３２栋１楼 １３９７１１２３３８６

４ 长丰街百泽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百姓之春２１栋１楼 ８３４２９３９２

５ 长丰街团结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长风路３９号团结佳兴园小区内５栋旁 ５０４６４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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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中 心 名 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６ 长丰街长丰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长丰大道１６６号丰华园７栋 １３５０７１１１１８２

７ 长丰街丰美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长风路３５号Ｂ６栋２单元２楼和３楼 ８３６３５０８０

８ 古田街生活村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古田二路５０—５ ５１３０４２８６

９ 古田街汉口春天社区老年人服务区中心 解放大道１０９号 １３６０７１８４７１９

１０ 古田街古南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古田南村２７栋 ８３８５１２２３

１１ 古田街古二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解放大道５５—１６号 １５３８７１３１４７７

１２ 古田街老年人服务中心 古田南村附５号 ８３８５１２２３

１３ 韩家墩街四新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解放大道１４８号附１号 １３０７２７０７１６４

１４ 韩家墩街云鹤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古田四路云鹤三村１号 １８９７１１０３１１６

１５ 韩家墩街公安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古田四路紫薇花园１７栋２楼 １３７９７０８２４２５

１６ 韩家墩街古四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古田四路３２号 １８５０７１５５２５３

１７ 宗关街水厂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水厂社区 １５９２７０７２４３２

１８ 宗关街双墩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双墩社区 １５８２７１５６８１６

１９ 宗关街变电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新合后街６０号 １８９７１３４１６９２

２０ 宗关街发展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发展社区 １８１６４２３６４６５

２１ 宗关街井南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井南社区 ５１３１６０５８

２２ 宗关街宗关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宗关社区 １５３４２２３６９８８

２３ 汉水桥街营北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营房北村８２号附１号 ８３６４１３５９

２４ 汉水桥街仁寿社区老年人服务区中心 解放大道３８４—１６—１ １５３７７６７９６９９

２５ 汉水桥街汉宜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仁寿二巷４３号 ８３７３３６６３

２６ 汉水桥街皮子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仁寿路１５０号 ８３７４８９４１

２７ 汉水桥街营南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营房路１９９号附３号 ８３６６７８３０

２８ 汉水桥街营房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营房四村２０号 １３５５４６９７５８８

２９ 汉水桥街解放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解放大道８５９—２７号 ８３６２１２６５

３０ 宝丰街北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同馨花园１３栋一楼 ８３７３１８５８

３１ 宝丰街公路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建设大道３８４附８号 ８３４６１３２０

３２ 荣华街建乐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建乐村２３栋１楼３号 ８３７８６９６０

３３ 荣华街中山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玉带二村特１号 ８３８０３４０４

３４ 荣华街荣华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崇仁路８８号附１号 ８３８０３６０７

３５ 荣华街幸乐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幸乐村９号 ８３７５９４０６

３６ 荣华街武胜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武北新村８—１３号 ８３８０３４１７

３７ 荣华街集贤里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武胜西街５—４５号 ８３７６７５４０

３８ 汉中街长寿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长寿桥１０号 １３９０７１４２２７８

３９ 汉中街居仁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长堤街２２８号 ８３７７１８７５

４０ 汉中街军工社区老年人服务区中心 长提街８１号 １５０７１３０００６０

４１ 汉中街尚义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汉正街２４８号—２楼 ８３７６６６８２

４２ 六角亭街民意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民康大厦一楼东侧 ８５４２５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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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中 心 名 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４３ 六角亭街学堂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学堂墩子１１５号 ８５４２６１８５

４４ 六角亭街游艺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游艺村特１号 ８５４１２８８３

４５ 汉正街竹牌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小新巷４３号 ８５６７９７３０

４６ 汉正街永庆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永庆街１号 ８５３６８４６５

４７ 汉正街利济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利济巷１９号 １５５２７７６２３３１

４８ 汉正街共和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利济南路海富大厦５楼 １３３９６０６１９０９

４９ 汉正街旌德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多福路１１７号４楼平台 ８５３７４３９１

（祝文华）

就 业 创 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力资源局注重创新就业
服务体系，全区新增就业２８６３８人次，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３１％。

【“大学生留汉工程”落实】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力
资源局配合实施武汉市“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

计划”校园巡回招聘活动，首批推出高薪优岗４５０５
个，年薪１０万元以上岗位１１６３个，年薪５０万元以
上岗位３０个。组织口辖区１５８家企业４９９６个岗
位参加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武汉大学等

１４场室内招聘会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３
场省外招聘会，接洽学生９１２６人次，达成意向数近
２０００人，意向签约率２０％。全年招聘基层社会服务
岗位４６０人，录用见习（实习）大学生１１５４人，吸纳
大学生就业１０１３２人。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全年审
核发放《就业创业证》４３７８本，审核发放小额担保贷
款４７００万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３６５０万元，扶持创
业成功３９２９人，其中扶持大学生创业７１０人，创业
成功带动就业１８５８９人。

【“普惠制”就业公共服务实施】　２０１７年，口区
人力资源局按照统一建设、业务协同、资源共享的原

则，建成“１５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组织开展就业
援助服务、“春风行动”系列活动２０场，发放“春风
卡”及宣传资料４０００份，组织口辖区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完成对接、补缺、服务工作，联合武汉锦绣人

才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定期举办专场招聘会２０场，提

供岗位数２万个。

【“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开展】　２０１７年，口区
人力资源局顺应产业结构调整、缓解就业结构性矛

盾的需求，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

训和创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全年累计培训

４３３７人次。承担主办２０１７年武汉市美容美发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及健康照护专业技能大赛，组织口

辖区高技能人才申报技师３人、高级工７人，完成职
业技能鉴定１９批次。引进４家民间工艺技能传承
人进驻口区人力资源市场。

【“精准化”就业帮扶行动实行】　２０１７年，口区
人力资源局开展“送政策、送岗位、送技能、送服务

进社区”就业援助活动，全年新增就业 ２８６３８人
次，完成失业人员再就业 ４１７５人次，帮扶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 ３０５０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３１％。加强公益性岗位开发与管理，坚持“凡进
必考”，为２７家单位招收公益性岗位及参照管理
工作人员１２０人。

（林　立）

住 房 保 障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简称口区房管局）围绕“住有所居”的工作目

标，始终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全力促进口区住房保障事业稳步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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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源分配】　２０１７年，口区房管局根据区重大项
目办确定的房源计划，为市区重点项目共提供安置

房源２４９套，其中动迁安置房１７５套，限价安置商品
房５８套、商品房１６套，为保障全区经济建设提供了
强力支持。

６０００套公租房配租入住项目是 ２０１７年的重
头戏，体量之大全市领先。为确保公共租赁住房

登记摇号选房配租工作顺利开展，区局多次召开

局党组专题工作会，认真研究部署。区政府成立

以副区长为组长、全区１７个部门、１１条街道为成
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及专班；审议通过《口区关于

２０１７年公共租赁住房登记摇号选房工作方案的通
知》，提前谋划好登记、摇号、选房配租等环节工

作；在《长江日报》、《口区门户网站》及市房管

局政务网上进行公告宣传；全区人均住房面积在

１６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家庭全部纳入住房保
障，实现应保尽保的工作目标。该项工作已完成

登记、摇号工作，并在 １０月底完成公租房项目验
收工作后，配租随即展开。

【租赁和租金补贴】　２０１７年，口区房管局核准公
租房租赁补贴 ５８７４户（次），发放租赁补贴资金
４８９５９万元，新增公租房租赁补贴３３８户（次）（为年
度绩效目标的１６９％），资金２３１万元；核准公租房租
金补贴３１３９户（次），发放租金补贴２２０７８万元。

【人才公寓】　２０１７年，口区房管局区完成在商品
房中配建的公租房共有项目 １０个，共计房源总量
１１９４套，均可作为人才安居房源库。全年年中交付
长华玉带家园４０套，年底交付１６４套（海尔、盛世滨
江二期），２０１８年可交付４７５套（汉江湾一号、南国、
新世界、汉江雅苑），２０１９年以后可交付５１５套（中
建御景星城、盛世公馆、尚水湾）。以上房源都可作

为拓宽人才房源的采集。

【保障房房源建设】　２０１７年，口区房管局保障房
开工目标８３１９套（户），常码村还建房Ｈ１—Ｈ３开工
２９８９套、长丰村还建房 Ｈ４—Ｈ６开工 ５１１套、汉中
二期危改项目开工１８５５套、万人宿舍片货币安置
１０６７户、建一路片货币安置１６２７户、６５中北片货币
安置２３５户、宗关铁桥二期片１６９户，总计８４５３套
（户）。顺利完成保障房基本建成目标。全年完成

保障房基本建成目标６７００套（户），其中棚户区改

造４７００套（户）（永利村还建房６００套、中民幸福里
限价房１００２套、万人宿舍片货币安置１０６７户、建一
路片货币安置１６２７户、６５中北片货币安置２３５户、
宗关铁桥二期片１６９户）。公共租赁住房 ２０００套
（在汉口城市广场四期项目中落实）。至年底该项

目已完工，正在进行小区配套道路等施工，已完成勘

察、设计、施工、监理四个单项验收工作，达到基本建

成目标完成要求。

全年超额完成分配入住目标，总计 １０５３３套
（户），其中，棚户区改造 ４５３３套（建荣村还建房
１８８６套、武胜文化城还建房１０２０套、建一路片１６２７
户），公共租赁住房６０００套（在汉口城市广场四期
项目中落实）。

（肖腾芳）

社 会 保 障

【概况】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口社会保险管理处（简称口社保处）紧紧围绕全

区中心工作，注重改革创新，努力转变工作作风，不

断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以确保完成年度绩效

目标为重点，全力拼搏敢超、服务民生，圆满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

【扩面征缴】　２０１７年，口社保处完成辖区“五
险”参保净增加 ７２９５５人次，其中养老保险增加
１４７８７人次、医疗保险增加２１３９７人次、失业保险
增加１１９２７人次、工伤保险增加１２４７９人次、生育
保险增加１２３６５人次。２０１７年，全区社保扩面净
增人数目标合格值为２８５００人次，挑战值为２９３５５
人次，完成合格值比例为２５６％，完成挑战值比例
为２４９％。

【机关事业参保】　２０１７年，口区完成２７８家上线
单位的网申业务核对入库、停保人员的欠费注销、实

施准备期应收计划和缴费明细账务的核对、老人统

筹内金额的核对等工作。全面完成６５５名机关事业
单位人员二代社保卡的补换卡工作，为８０名无卡人
员新制作二代社保卡。完成２７８家上线单位２０１８
年缴费基数申报工作。完成６９７人待遇计发工作。
积极主动召开业务培训会议，指导辖区参保单位的

社保经办工作。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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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口辖区五险扩面情况表
单位：人次

年　份
养老

保险

医疗

保险

失业

保险

工伤

保险

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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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１２９６ １４４１１ １９６８ １７６２ １３２３ ２０７６０ １９８００ １０４８５％ ２０３９４ １０１７９％

２０１４ ２４７１ １５０１５ ２５５４ ３８７３ ２３８８ ２６３０１ ２３３００ １１２８８％ ２３９９９ １０９５９％

２０１５ ３０８６ １７５２３ １９７１ ６７４９ ２０８８ ３１４１７ ３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５％ ３２３４２ ９７１４％

２０１６ ５２５１ １３２７７ ５０４２ ６２６４ ６０６０ ３５８９４ ３１３００ １１４６８％ ３２２３９ １１１３４％

２０１７ １４７８７ ２１３９７ １１９２７ １２４７９ １２３６５ ７２９５５ ２８５００ ２５６％ ２９３５５ 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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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待遇审核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辖区养老保险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４日，口社保处领导班子带领中层干部到武汉市第一医院开展
“送政策、送信息、送服务、送关怀”活动

在职人员２６１万人，退休人员１６９万人，办理辖区
退休待遇新增７３８６人、养老待遇调整１４２１人、离退
休（职）死亡３３８６人、退保（含在职死亡）业务３６７
笔。全年办理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新增９９人，待遇终
止２８人（含重复享受待遇人员终止），暂停待遇２１０
人，通过年审恢复待遇１０４人，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７０４人。全年办理因病退提前退休申报
资格认定６０５人，受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申报１０１３
人，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班审批通过７７５
人。全年养老金社会化按时足额发放率１００％。共
征收养老保险费２８６８亿元，支付养老金５３９３亿
元，金额支差２５２５亿元。

【医保生育待遇审核】　２０１７年，口区职工医疗保

险新增重症办理５５５９人次。全年完成受理现金报
销１６７４人次，报销费用１３８０６４万元。完成异地就
医登记 ４６９６人。全年审核职保就医费用合计
１９６４亿元、居保就医费用合计８２２９０４万元、大学
生医保就医费用合计５６０１４万元。生育就医登记
４８１１人次，审核发放生育津贴 ３３０４人次，计
４６７４６３万元。审核发放护理假津贴１９９０人次，计
４１５６７万元；审核生育就医现金报销３９４人次，金
额１０５１４万元。全年审核生育定点医疗机构费用
６５６０３５万元。

【失业待遇审核】　２０１７年，口社保处发放失业保
险金２６万人次，金额２８４１２６万元，发放及时准确
率１００％。医保累计缴费７６０３２万元。受理８４３户
参保单位申报失业保险金资料，核定２１２１人失业保

险待遇期限。办理失业人员个人

申领失业保险金 １９７５人。引导
１９７５余名失业人员到人力资源市
场进行求职登记，指导失业人员

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受理企

业申报稳岗补贴３１５家，惠及７７
万人，为企业减负３４０７５８万元。
受理审核报送３４２人的技能补贴
资料，５１１５万元补贴资金发放
到位。

【工伤待遇审核】　２０１７年，口
辖区共有工伤保险参保单位５２６４
户，１８３２万人。口社保处办理
工伤医疗报销 ４５７笔，初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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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７万元，申报工伤待遇２４３笔，初审金额１１４７万
元，工伤人员继续治疗６１６３人次，定点医院结算初
审１０８３４人次，初审金额９２２万元。口辖区计３７
个建筑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区管项目２９个，市管项
目８个），涉及３４６００余人，缴费２６００万元。

【稽核和信访】　２０１７年，口社保处检查定点零售
药店６２８家次，约谈８１家次，处罚３９家次，恢复结
算资格２１家次；检查定点医疗机构１９７家次，整改
处理３９家次，养老保险参保补缴稽核１４６家单位，
４４５人审核确认补缴不同时段的养老保险。回复各
类信访件８２５件，其中办理阳光信访５３件，市长专
线和１２３３３咨询热线７５２件，行风连线和政府督办
件４件，城市留言板１６件，接听服务热线１６２７０人
次，实现信访件按时办结率１００％，满意度８０％。全
年实现社保费欠费追缴２５４７３６７万元。

【退休年审和发卡开卡】　２０１７年，口辖区退休职
工年审１６３万人，完成率９６６４％；补审恢复１２２８５
人，补审率９９３９％；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年审４２５
人；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年审３３８人；为外地在汉
人员协助认证７７９人。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共制卡
５５５７９张，发卡及开卡６４１３４张。发放异地就医银
行卡２４２张。

【社保网申工作】　２０１７年，口社保处办理社区网
申业务１２６７７笔，完成率达１０５６％；将部分社保业
务经办权限下放至街道政务服务中心，进一步规范

“三办”（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业务流程清单，提

高服务质量。

（杨　萍）

残 疾 人 事 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残疾人联合会（简称口
区残联）坚持以残疾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深入推进

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残

联组织服务能力，依法维护残疾人权益，辖区残疾人

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口区残联

荣获“湖北省文明单位”和“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状”

等称号，区残疾人劳动服务部在全区基层站所“双

评议”中获评“十优满意单位”。口区创建全国残

疾预防试验区试点工作、社区残疾人组织服务工作

分别在湖北省大会上作经验交流。

【全国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创建】　２０１７年，口区
残联成立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科学制定工作方案，

组建医疗专家组，确定筛查、诊断医疗机构，并组织

开展业务培训。全年完成孕产妇筛查２６４５例，产前
诊断４００例，孕前优生检查率超过８０％；完成儿童
残疾筛查 ２９１３３例，诊断 １１０例；建立残疾报告制
度，实现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６４５４人。全年结合全
国助残日、残疾预防日、爱耳日、爱眼日等，组织开展

“推进残疾预防、健康成就小康”等主题活动，采取

互动表演、知识讲座、现场义诊、政策咨询、文艺表演

等方式，进行残疾预防宣传，普及残疾预防知识，开

展宣传３６场次。

【残疾人康复服务】　２０１７年，口区残联为１２５５
名残疾人适配腋拐、坐便椅、轮椅车、盲杖、闪光门铃

等小型辅助器具，共计１３７４件，为１０７８名低保家庭
精神残疾人提供服药补贴，为１５０名困难听力残疾
人免费装配助听器，为视力残疾人发放适配助视器

２０台，为８３户残疾人装配卫生间扶手、活动沐浴
椅、坐便器等居家无障碍改造，为０—１４岁耳聋、智
障、孤独症、中枢性协调障碍及脑瘫儿童２１６人提供
专业康复训练补贴，为５３名肢体残疾人适配肢障辅
具，其中装配上肢假肢１例、小腿假肢２０例、大腿假
肢１０例，矫形器３９例。

【残疾人就业培训】　２０１７年，口区残联联合相关
单位开展以“帮扶到人、岗位到手、政策到位、服务

到家”为主题的就业援助月活动，进一步拓宽残疾

人就业渠道，逐步形成残疾人按比例就业、集中就

业、自主就业创业、辅助性就业等多种就业形态，开

展残疾人入职培训，举行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全年

组织残疾人培训２２０人次，新增就业（创业）１２０人，
其中自主创业５人。

【残疾人社会保障】　２０１７年，口区残联全面落实
“两项补贴”政策，为６０３９名重度残疾人发放重度
护理补贴７５９８４万元，为３２０９名困难残疾人发放
困难生活补贴４４７４３万元，为１４４名特困一户多残
家庭发放护理补贴１５万元，为３１１名残疾人发放轻
度智力护理补贴３１５４万元，为３７０名严重丧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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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自理能力特困残疾人家庭、６５岁以上盲人提供居
家服务１９２３万元，为７２５名残疾人提供社保补贴
８３０６万元，为１５０人残疾家庭子女及残疾人学生
发放学费７０万元，为２４６户残疾人家庭发放临时求
助１８１６万元，为１６２４名盲人每人发放食用油一壶
计１６２４万元。

【残疾人文体工作】　２０１６年，口区残联大力创建
口文化品牌，努力打造的武汉太阳之家文化助残

项目，宗关街阳光书社项目、六角亭街阳光志愿者协

会项目成功入选为全市首批十佳文化助残项目，宗

　　长丰街长丰社区老年幸福食堂内的就餐厅

关街阳光书社被省残联评为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６年度全
省十佳励志书屋。将阳光家园建设同文化助残有机

融合，举办第四届残疾人阳光家园文化活动周，开展

特色的文化活动，组织３０名残疾人参加全市残疾人
集体婚礼活动，组织聋人４０余名去红安革命烈士博
物馆参观学习，组织肢体残疾人４０余名去新洲紫薇
都市园参观。

（何蜀鄂）

老 龄 工 作

【概况】　２０１７年，口区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改革，
完善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互联网 ＋”为手
段、市场主体为支撑、医养结合为特点的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体系，打造口居家养老服务品牌。

【优化服务平台】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政局（老龄
办）重视优化全区养老服务信息化平台，升级成受

理服务、信息管理、远程监控等三大系统。巩固完善

已建成的１５个老年幸福食堂，对宝丰街北社区、
六角亭街游艺社区、古田街古南社区老年幸福食堂

设备进行升级改造；新建易家街竹叶海社区、古田街

古二社区、韩家墩街公安社区、汉中街居仁社区、军

工社区、尚义社区等 ６个老年幸福食堂和配餐点。
引入华艳、天颐之家等２家家政服务公司，签订居家
养老服务协议。新建６个老年人服务中心：汉中街
长寿社区、古田街古二社区、韩家墩街公安社区、汉

正街利济社区、汉水桥街营房社区、六角亭街荣东社

区。建成区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引进培育孵化天

颐集团、聚乐安老年人服务中心、宇洁家政等１０家
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完成２０个老年宜居社区创建
任务。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正式起保，圆满完成口区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实现老年证和高龄津贴

网上帮办。

【居家养老】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区人民政府高度
重视居家养老工作，区委书记多次走访基层、开展调

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居家养老工作汇报。口区

民政局（老龄办）积极宣传老龄工作方针政策，发放

新《惠老政策一页通》２万余册，《居家养老服务指
南》５万余册，老龄工作简讯３０余
期，大力弘扬敬老爱老的传统美

德，全区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

氛围浓厚。在结合口区情和充

分了解老人需求的基础上，按照

“不求快但求实、不求多但求精、不

求大但求专”的原则，科学制定居

家养老“１３３工程”（构建一个平
台、突出三大服务、强化三大支撑）

为口区民政一号工程，投入近

２０００万元，全力构建居家养老服
务体系。先后接待国家居家养老

改革试点工作考核组、国家老龄

办、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及外地城

区等领导组织的参观考察团２０余
次，受到一致好评。湖北日报、长

江日报、楚天都市报、凤凰网、经视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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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等多家媒体也给予报道，高度赞扬口区在居

家养老工作中的突出成绩。

【养老改革】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政局（老龄办）以
“互联网＋”为手段，构建一个平台，采取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市场营运的方式，开展“互联

网＋居家养老”工作。投入１００万元对全区养老服
务信息化平台进行升级改造，不断完善“四通合一”

（一线通、一键通、一号通、一面通）功能，接收服务

对象的日常用餐、医疗保健、生活照料等服务需求。

截至年底，注册２０６４１人，累计接收老年人呼叫１０
万余人次，急救３６名老人。

年内，投入１００万元新建５个老年幸福食堂和
７个配餐点，升级改造３个老年幸福食堂，月均就餐
老人达１０万余人次。与家政公司签订居家养老护
理服务委托协议，为５０８位困难老人上门提供护理
服务和生活照料，月均服务１５万余人次。依托１１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老年人服务中心设置医疗

点。统筹全区９９个家庭医生团队、４００多名家庭医
生，签约５８万老人纳入全区养老服务信息综合平
台，提供医疗咨询、健康教育、康复指导、上门预约等

医疗服务。投入２７０万元为口区户籍老人购买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在当年４月起保。全年接收理
赔６１起，完成赔付３０起，涉及金额５３万元。

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为保障，强化三大支撑。

以４４个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站）为支撑，投入
３００万元实现助餐点、助医点和家政点“三点合
一”。以养老社会组织为支撑，整合辖区２００余家
养老资源，建成２０００平方的区级居家养老服务指
导中心，面向社会吸纳养老社会组织，组建养老服

务联盟、开展义工护工培训、推行老年产品体验于

一体的为老服务项目，并在服务中心进行扶持和

孵化。全年培育扶持天颐集团、爱佳仁、聚乐安、

宇洁家政等１０家专业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培训持
证上岗养老护理员 ８０００余人。以助老志愿者队
伍为支撑，组建以 １１１个社区“天天见一面”志愿
者为主的助老志愿者队伍，以道能义工 ５万名志
愿者、４００家爱心企业为主的敬老志愿者队伍，以
４０００余名中爱志愿者为主的爱老志愿者队伍，以
２５所中小学、２万余名学生为主的孝老志愿者队
伍。志愿者日均服务１０００余人次。

（张　琳）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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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家 街

【概况】　易家街位于口区西部，东以古田一路与
长丰、古田街相接，南临汉江中心线，西、北两边与东

西湖区接壤，面积８８平方千米。办事处下辖舵落
口、工农路、东华、竹叶海４个社区和额头湾、易家墩、
舵落口３个村，常住人口２４万余人。２０１７年，易家
街党工委、办事处紧紧围绕“推动辖区跨越发展，建设

生态宜居汉江湾”工作思路，深化作风建设，以项目化

管理为抓手，着力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注重改善

辖区环境，落实“红色引擎”工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满意度、幸福感，圆满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易家街扎实推进“红色引
擎”工程，积极开展党员志愿者活动，工委组织各基

层党组织广泛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落实

“支部主题党日”和日常学习的教育活动。

扎实推进“红色引擎”。街工委积极推进基层

党建“红色引擎”工程。组织社区书记参加党校、浙

大等专题培训，实地参观党建先进社区和红色教育

基地，通过交流研讨的形式学习兄弟单位的先进经

验。举办党员志愿者服务授旗仪式，成立易家街党

员志愿者服务队。全年开展党员志愿者活动１００余
次。按照“一月一主题”的要求，先后组织开展了

“学雷锋”、红色知识竞赛、先模事迹报告会、迎“七

一”红色经典诵读比赛等，发动各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群众广泛参与，通过“红色文化”提升党组织的凝

聚力。结合“千名在职党员进社区（村）”活动，街区

域化党建工作全面推进，共签订基层党组织党建共

驻共建协议３１份，联合签约单位开展共驻共建活

动。推进竹叶海社区社工专业提升，组织竹叶海社

区工作人员参加社工资格培训和考试。开展“端午

节送温暖”和“七一”走访慰问活动，慰问辖区困难

党员和困难群众６５人次，发放慰问物资和慰问金共
计４６万元。督促软弱涣散社区党组织解决信访突
出问题，重点人员稳控到位，未发生一起越级上访事

件。打造染料新村“红色物业”示范点，通过清理管

线、设置休闲凳椅、安装摄像头、配备防火器材等，全

面升级小区硬件环境。

落实从严治党总要求。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制发《街工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清单》，支持纪工委履行监督责任和严格依法办

案，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配齐纪检委员。对照市委、

区委巡查组的巡查要求，认真整改，及时解决存在的

问题。重点围绕作风、会务、督办、财务管理、项目建

设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编制完成《易家街内控制

度》，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

正式运作。街办事处和各基层单位认真查摆问题，

制定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对照整改；创新

作风巡查方式，在各科室、社区、村、驻街（队）所之

间开展作风互查；及时组织党员学纪学法学案，各单

位作风进一步好转，干事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

完善“三资”监管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三

资”监管，制订“强化资金管理，优化资产配置，固化

资源总量，监管运行机制”项目措施。完成各村“三

资”监管平台设置，按进度录入台账信息，实现对

“三资”的动态监管，过程透明，监管有效。完善决

策机制，落实村务公开制度，促进“三资”得到合法

有效管理。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７年，易家街积极贯彻落实“领导对
·６４２·



口联系服务企业”工作，通过精准服务企业，进一步增

强宜家商圈品牌效应，促进辖区经济发展。为鼓励企

业创新经营模式，协调解决欧尚超市“一分钟无人超

市”设点问题；为优化购物环境，清理宜家商场停车场

“僵尸车”，协调增加节假日交管力量；为方便商圈衔

接，协调增设宜家荟聚和红星美凯龙广场人行通道；

为谋求长远发展，促成宜家购物中心全球总裁与武汉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洪兰会面洽谈。全年辖区９家
重点企业实现税收１３亿元，其中宜家商圈税收６０００
万元（不含经营户），比上年增长１７９％。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７年，易家街以转型发展的关键之
年为契机，紧盯目标任务，加快进度，各项工作稳步

推进。

“城中村”改造平稳推进。两村拆迁签约累计

６６６９万平方米，完成目标８２５％（含集体厂房），
其中两村村民房屋累计签约４９０２万平方米，完成
目标的９７２％。注重将保护拆迁群众利益放在首
位，把纪律挺在前面，实行阳光拆迁、依法拆迁，确保

拆迁工作公平、公正、公开进行。两村“城中村”改

造项目一直保持平稳态势，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无

恶性上访或群体上访发生，为辖区安全稳定打下坚

实的基础。

国有土地整合进展明显。还建地块国有地（丰

帆路西片）征收补偿方案已完成公示，下步将配合

承接主体组织实施。积极推动还建地块上企业改制

及腾退工作。武汉标准件二厂改制工作快速推进，

截至年底，１５９名在职职工中，完成１５２名签订企业
改制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３６２名退休职工
中有３４８名签订一次性安抚协议书。推动中原印务
公司搬迁改造，该企业已在东西湖区完成厂房土建

工程，正在进行厂房装修及设备安装。

在建项目顺利推进。汉江湾壹号、汉江雅苑和

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写字楼项目已全部封顶。

汉江湾壹号二期正在申报调整用地规划，待市国土

规划部门批准后开工。拆迁征地项目稳步实施。额

头湾产业用地正在办理用地手续，已完成二公告。

长丰大道（二环线至三环线）、孝高速工程征地征

收完成签订征地协议，施工方已进场施工。

【民生服务】　２０１７年，易家街紧紧围绕“网上办、马
上办、一次办”的要求，加强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简

化审批环节，规范办事程序，落实“一个窗口对外、

一站式办结”。街道政务中心平台７月份正式上线
运营，各项业务正常受理运转。全年办件１９９３件，
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积极探索创新社区治理，以“一社区一特色”活

动为抓手，实施“红色引擎”工程，不断提升社区服

务能力。舵落口社区以“红色动力”为感召，发挥社

区党组织区域化统筹协调的作用，与辖区单位签订

社区共建协议，为常年空巢、高龄老人及特困家庭提

供日间照料、精神慰藉等一对一服务。工农路社区

以“红色空间”为依托，开展“党员身份亮出来，党员

声音响起来，党员模范作用带出来”的活动，门栋各

党员带领社区居民在“红色空间”中现场议事协商，

共同为社区环境、治安、楼栋设立微公约建谋献策。

东华社区以创建党员志愿服务活动点（红色驿站）

为平台，开展“心更近、情更暖”的邻里关照活动，为

群众提供药箱、打气筒、公共雨伞、手机充电等便民

服务，同时对空巢、重症老人常年开展“一天见一

面”活动。竹叶海社区以“红色管家”为主领，通过

三方联动，针对小区车辆停放、广告、绿化、治安、消

防等管理乱象积极整改。发挥党员示范作用，成立

６支红色小分队，投身社区治理。
为规范惠民资金的使用，易家街认真开展大数

据精准核查工作，完成线索核查，完成率１００％；开
展公租房资格复核，复核工作完成率１００％，复核资
料过审率１００％。

全面落实保障政策，做到应保尽保。累计发放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证金６４１１万元，农村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金１１０万元，发放率均为１００％。严格
落实老龄高龄津贴和居家养老，组织６５岁以上老人
免费参加健康体检。落实各项拥军优抚政策，对重

点优抚对象应补尽补。

【社会治理】　２０１７年，易家街注重辖区社会综合治
理，关口前移抓稳控，突出政治护平安，不断夯实社

会治理基础工作。通过联系重点人群，稳定工作关

口前移，做到早介入、早化解，信访稳定工作走在全

市前列，“一感两度两率”（“一感”指群众安全感，

“两度”指社会治安满意度、政法机关公正执法满意

度，“两率”指平安创建活动知晓率、参与率）测评综

合排名全区第二，综合治理成绩全区排名第二，维稳

专项目标考核总分排名全区第二。

关口前移抓稳控。建立网格员排查全覆盖、社

区志愿者关注动向、社区信访专干入户走访、社区书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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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易家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质
职工人数

（人）

年生产总值

（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武汉宜家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不含经营户）
长宜路１号 服务业 ９０ ２５０９７

２ 武汉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张毕湖路２号 商贸业 ２８０ ６８４８５

８２３２

３
武汉裕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工农路特１号 商贸业 １１３ ６０１２１ ９６８

４
武汉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

场发展有限公司
工农路特１号 服务业 １７０ ５７９９ ７４５

５ 武汉中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工农路１０７号 工业 １９６ ６６６４ ３９７

６
武汉市长丰市政水利工程有

限公司
古田一路７１号３楼１—３号 房地产业 ７０ １８１３０ １２４４

７
武汉凯奇特种焊接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
东西湖区革新大道３６号 工业 ５６ ３０６５ ５６０

记上门慰问帮扶和包案领导见面谈问题的五级联动

工作方式，每周滚动开展信息摸排，抓关键节点，实

施重点人员信息日报。把好网上信访关口，线上线

下联动查对、反馈和办理。加强信访工作大数据建

设，将重点人员信息纳入省市区信息管理平台。通

过联动摸排及时掌握相关重点人员的信息和动态，

成功化解越级进京上访。对重点人员进行风险研

判，明确重点防范对象和风险点。在省党代会、国庆

中秋和党的十九大等时段，先后７次组织挂点领导
参加的研判分析专题会。通过上门疏导、讲清形势，

引导回归问题协商；通过压实责任、变接访为下访，

讲清政策和依据。发挥社区志愿者作用，守好门，成

立应急队有效应对，加强跨区、跨部门合作，形成联

合稳控工作力量。对重点人员实现逐一建档管理，

形成有包案领导、工作专班、化解方案、稳控措施、谈

话笔录的“五有”案卷资料，做到工作痕迹可查、问

题底数清晰、办理规范有据。

突出整治护安全。建立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管

理体系。根据绩效工作任务制定《易家街２０１７年
安全生产工作要点》，与社区、村签订年度安全生

产目标责任书，明确“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

“街领导包片干部包点责任分工制度”，一周一检

查，一周一通报。深入开展专项治理。对“三合

一”问题坚持零容忍，通过搬迁、强制断电等方式

完成２５家问题单位整治。整治工地工棚安全隐
患，完善消防设施、培训灭火技能；对特种设备进

行排查，拆除、关闭无证货梯。落实“打非治违”专

项工作，强化拆迁区域化学门店管理，将非法存放

危险化学品的华翰公司移交区安监局处理。加强

应急演练，提高防范能力。全年开展１２次安全应
急培训、演练和比赛，对 ２０多家单位安全生产负
责人进行系统培训，开展高层火灾逃生和酒店火

灾逃生演练，反恐防爆演练，承办口区安全生产

应急救援综合演练。紧盯重点，挂牌督办，全力消

除突出隐患。通过持续整治，钢铁回收市场靠近

铁路沿线租户全部清离。区安委会挂牌督办“三

合一”问题的４家单位已经验收销案。
平安创建见成效。规范管理安保队伍，制发

《易家街综治队伍规范管理工作手册》，强化教育和

培训。全年有７个月综治夜巡通报为优，辖区较为
突出的电动车被盗得到有效遏制。进一步强化社会

治安防控。开展人员密集场所巡逻，将３所小学、宜
家商圈纳入安保巡查的工作重点。对社区视频监控

进行维修、改造。开办社区防盗诊所，提高居民自我

防范能力。成立护路网格工作站，强化铁路沿线综

合整治。加强重点人员管控，落实教育、帮扶、救助

和管控。加强反邪教工作打击力度，对散发传单人

员形成强烈震慑。全面开展“一感两度两率”宣传。

通过电子屏、横幅、展板和喇叭广播等营造宣传氛

围。通过上门入户，发放环保袋、宣传手册、防盗报

警器等宣传品提高居民知晓率。举办消防培训、校

园逃生演练、平安创建文艺表演、平安易家倡议签名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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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活动，提高居民参与率。

（陈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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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及南泥湾大道横贯东西，古田三路、古田二路

（江汉六桥）及古田一路纵穿南北，形成三横三纵的

交通网络，辖区面积 ５２２平方千米。街道下辖古
一、古二、古三、万人、古雅、生活村、古田、古画、军

院、古南、罗家墩、陈家墩、汉口春天１３个社区和罗
家墩村、农利村、红星村３个“城中村”改造工作委
员会，常住人口９７８万人。街道辖区内有行政事业
单位１１家，重点企业１３家。２０１７年，街道荣获“武
汉市２０１７年度平安优秀街道”“武汉市安全生产优
秀单位”“市级文明街道”等称号，连续６年荣获区
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古田街全面实施“红色引擎工
程”，促进党建创新项目。通过单独建、联合建、挂靠

建等方式在４９家非公企业、１３家物业公司组建党支
部，实现两新组织、物业公司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

覆盖。推动党建工作向项目延伸，在万人宿舍片成立

５个临时党支部、９个议事组、１３８名骨干志愿者队伍，
激活“红色细胞”，发动党员带头参与征收。将“红色

物业”作为工作重点，对全街３６个住宅小区中１３个
物业公司、２３个老旧住宅小区，按照抓点、强线、带面
的工作思路，以古南社区为试点、以古田二路沿线为

抓手、以解放大道为轴划分为南北两片推动红色物业

及“三方联动”示范小区创建。对红星村还建小区等

新建小区物业要求按照１０％—２０％的比例招聘大学
生，培养大学生党员，构建新型物业服务企业。汉口

春天社区“红色物业”工作在区内产生一定影响。把

古南社区陈家墩小区作为“红色物业”试点小区，进驻

２名“红色物业”党员大学生并聘请１名党员作为物
业顾问，成立党支部。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７年，古田街贯彻全员服务企业工
作计划，按时走访企业，定期反馈上报问题，重点协

调解决关于海尔一期住宅交付、二期规划办证等问

题。通过走访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实际困

难。２０１７年，古田街完成工业增加值５３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７％；街辖重点企业实现税收８４亿元，增
长４０６４％，纳税亿元以上企业３家（中百、招商地
产、新居城），首次突破８亿元大关；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４８３亿元；招商引资全年完成２２亿元；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２６４９亿元，增长５９％。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７年，古田街以项目建设为首要工
作，以万人宿舍片征收工作为重点推动旧城及“城

中村”改造，统筹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在万人宿舍

片征收工作中深入推进“两线工作法”，坚持为民征

收、依法征收、阳光征收、文明征收。万人宿舍片征

收项目基本实现当年启动征收，当年基本收尾，并启

动居民房屋拆除工作。内燃机宿舍片开工建设，古

田路６号地块完成征收完毕确认工作。稳步推动
“城中村”改造，３个村还建房实现竣工。红星村开
发项目金地悦江时代 Ｋ２地块结构封顶，Ｋ３地块结
构施工；农利村开发项目美好公馆 Ｋ５地块住宅部
分交房，Ｋ６地块规划方案已确定，Ｋ４地块结构施
工；罗家墩村开发项目江湾兰亭内部公共部位装修

基本完工。统筹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凯德广场商场

部分竣工营业，古田艺术品商城（嬉空间）已竣工，

海尔国际广场两栋约５８万平方米创意办公楼结构
封顶，７２万平方米超高写字楼正负零施工；招商江
湾国际住宅交付收尾，写字楼内外装修完成。

【民生服务】　２０１７年，古田街围绕工作目标和任
务，立足民生福祉，推动社会事业良好发展。推进社

区创建，完成古二、汉口春天社区老年宜居社区创建

项目招标工作并通过验收，汉口春天社区被评为国

家级第一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社区，古三社区

被评为国家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省级绿色社区。

推动办公用房达标，古雅社区、罗家墩社区办公用房

已基本完成装修，红星村还建房红星佳苑规划６００
平方米用于陈家墩社区办公用房，经协调使用面积

约１０００平方米；军院社区千平方米办公用房协调到
位。推进老旧社区综合改造，在古南社区“平改坡”

工程基础上推进老旧社区微改造工程；生活街区创

建纳入老旧社区综合改造项目，已确定改造方案。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７年，古田街以全国文明城市复查
和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为契机，以“环境整治提

升品质”为抓手，以规范、精细、长效管理为目标，集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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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古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性　质

（行业性质）
职工人数

年主营业务

收入（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泥湾大道汇丰企业总部８
号楼

国有控股 ２５１７０ １４２１９８２７ １０６１６

２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

司
解放大道２号 集体控股 ７４８ １７６２０４８ ５３５２

３ 武汉市泰宇商贸有限公司 古田二路特１号 民营企业 ５９ ８１６６７２ ３２５６

４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古田一路２号 国有控股 ２１７０ ４２２３６０３ ２７９７

５
武汉招商地产古田置业有

限公司
易农街８号１—４楼１—５号 民营企业 ３７ １１５５５０６ １９８３９

６
武汉新居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古田路２１号 民营企业 ３９ １９７４０

７
武汉赬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易农街８号２０５室 国有控股 １４ ９６３６

８
武汉海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解放大道６５号 民营企业 ５４ ８０７６２２ ５４０５

９
武汉凯德古田商用置业有

限公司
易农街８号１—４楼１—５号 外商控股 ９４ ８１５９１ ３２８８

１０
武汉嬉空间古田艺术中心

管理有限公司
古田二路车站附属楼二层 民营企业 ９０ ６２３９１ １６３８

１１
武汉市古田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古田二路９号 民营企业 ４０１ ２８９７０９ １５２４

中力量开展环境综合整治，重点对占道经营、道路保

洁、工地扬尘、门前“三包”等开展专项整治，提升环

境质量，改善市容面貌，环境保护、园林绿化、爱国卫

生等各项工作健康发展。街道城市管理综合排名８
次进入二类街道前 １０，５次进入前 ５，全年在全市
一、二类街道排名第４８名，在全区排名第二。

【安全稳定】　２０１７年，古田街以创建平安古田为目
标，突出工作重点，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基础建

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一方平安。开展平安创建，

结合万警进社区，强化警社联动，提高居民群众“一

感两度两率”（“一感”指群众安全感，“两度”指社

会治安满意度、政法机关公正执法满意度，“两率”

指平安创建活动知晓率、参与率）。加强入户宣传

与夜间安保巡查与督查，街道连续５年被评为“市
级平安街道”。突出安全生产，以核心区为重点，强

化工地督查、重点安全隐患排查、消防演练等，安全

形势平稳，街道“两化”（标准化、数字化）体系建设

工作在全区排名前三。抓好信访稳定，以“事要解

决”为核心，以“案结事了”为标准推动信访积案化

解，市委作风巡查组交办第一、二批信访积案３８件
全部化解到位。

（杨静文）

长 丰 街

【概况】　长丰街位于口区西北部，辖区面积
１０１７平方千米，常住人口１１８６万余人；西邻易家
街，南邻古田街、韩家墩街、宗关街，东以常腾街、张

公子堤与江汉区分界，北抵张公堤与东西湖区接壤。

街辖长丰、正康、天勤花园、百泽、天顺园、常码、丰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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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长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性　质

（行业类型）

年生产总值

（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武汉汇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丰大道１６６号 汽车销售 ５４３９９ １０８２

２ 武汉汇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丰大道１６６号 汽车销售 ４１４３７ ７０６

３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长丰路２９号 图书 ６９０６０６ ７１７

４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常码头三村特１号１层 建筑 ６２２０８ １２７５

５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长风路３１号 工业 ２２２９９ ９１７

６ 武汉世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常码头海天汽配城７８５号 物流 ２９５１ ４６５

７ 武汉优诚盛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丰大道１２６—１２８号 批零业 １８７６８ ７７５

竹园、东风、紫润南、紫润北、天顺南、丰美、团结、园

博南、园博北等１５个社区。
２０１７年，长丰街紧紧围绕全年工作目标，坚持

抓重点、守底线，直面矛盾，勇于担当，抢抓机遇，奋

力拼搏，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长丰街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
导向，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有关程序，

调整使用３名处级干部，对５名科级干部实行轮岗
交流。按区委要求，及时推选“狮子型”和“老黄牛

型”干部。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强基固本，开展党

建“扩面提质”行动，９２家非公企业成立２２家党组
织，２３家纳入非公企业联合党支部，非公党建覆盖
量得到进一步提升。积极慎重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全年共发展新党员１９名。以２６个无物业管理的老
旧小区突破口，全力推进“红色物业”管理创新，在

常码社区开展“红色物业”试点，以点带面，实现“红

色引擎工程”全覆盖。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７年，长丰街结合全市开展的“万
名处（科）级干部联系服务万家小微企业”活动，落

实５名班子成员对口联系辖区企业，定期上门走访，
按季反馈情况，主动协调解难，为１０个重点企业协
调解决问题２８个。完成５栋楼宇清查，申报２３家
诚信企业，完善企业数据库，辖区经济组织、人口等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查统计准确率达到９８％。全
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７２３２亿元，完成招商引资
１０９亿元，完成重点企业税收７７８亿元。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７年，长丰街继续深入推进“城中

村”改造工作，强力推进长丰、常码整村拆除验收工

作，常码整村拆除验收基本完成，长丰村接近收尾；及

时反映、主动协调、抓紧完善永利、建荣、常码、长丰还

建房相关手续。精心组织、现场督导、全程把控永利

村、长丰村还建房分配入住工作，确保分房入住工作

平稳有序安全。组建专班，指定专人，集中力量和智

慧，攻克东风村的双登数据复核、成本核算、方案制订

等历史问题，为下步挂牌奠定基础。直面矛盾，迎难

而上，集中火力，圆满完成长丰高架东风段、西郊陵

园、城华路、丰盛路以及支铁建设等重点工程腾地拆

迁任务，确保市区重点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

【消防安全】　２０１７年，长丰街坚持周调度、季分析，
清单销号式管理，严格落实机关干部职工、社区群

干、改制公司“两委”成员日常巡查、消防督查队员

分片专项督查等制度，牢固把守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底线。全年组织各类巡查、督查１６０多次，开展联
合执法整治 １００次，查处查封“三合一”企业 １１２
家，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１６８２处，没收大功率电器
５６７件，刑拘２３人，没有发生在全区有影响的安全
生产责任事故和火灾事故。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７年，长丰街以迎接全国卫生城
市、全国文明城市复查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铁路沿

线、园博园周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社区环境综

合整治。持续加大拆违控违力度，拆除历史违法建

设７８７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投入资
金３００万元，完成长云路、丰泽路生活街区改造。认
真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加大路段清扫保洁和巡查

力度，加强对出店、占道经营以及夜间施工噪声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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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整治。高度重视环保督查突出问题的整改，关停

沙厂、碎石场、停车场，强力整治油烟扰民、汽车维修

喷漆等环保问题。城市管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大城管综合排名稳居一类街道中游水平。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７年，长丰街进一步理清和完善街
道机关科室人员、任务和职能，建立和规范街道政务

中心、网格中心工作内容和工作程序。及时成立广

电兰亭荣荟社区筹备组，有针对性地解决新建小区

服务短板问题。综合整治、翻修改造天顺南、百泽社

区的３个老旧小区环境，完成丰竹园、长丰２个社区
老年宜居社区创建工作，建成并探索丰美、长丰２个
社区老年幸福食堂保障新模式。及时解决天顺南、

常码、天勤、丰竹园等社区存在的污水漫溢问题，集

中整治天顺北、天顺南等社区毁绿停车、乱装地锁问

题。积极落实公租房分配资格复审、低保和大病救

助审核、计划生育和劳动保障等民生工程，先后为社

区及警务室更新和配备电脑、在所有社区办公场所

安装监控，社区安全建设不断加强。

（熊燕霞）

韩 家 墩 街

【概况】　韩家墩街位于口区中西部，滨临汉江，
东以建一路、解放大道、汉西一路、汉西二路与宗关

街相接，南临汉江中心线，西以古乐路、古田三路与

古田街相连，北与长丰街相邻，辖区面积４５９平方
千米。街办事处下辖新华、公安、曾家、博学、古四、

古五、综合、简易、云鹤、四新、南泥湾１１个社区，常
住人口９８８万人。
２０１７年，韩家墩街工委、办事处以项目化管理为

抓手，开拓创新，拼搏赶超，较好地完成全年工作目

标。街道荣获市级“文明街道”、口区“绩效管理综

合考评立功单位”等称号，简易社区、曾家社区、云鹤

社区、古五社区被评为湖北省卫生社区，四新社区、简

易社区、新华社区、古四社区、曾家社区被评为市级

“文明社区”，四新社区被评为市级“老年宜居社区优

秀社区”，云鹤社区被评为市级“最美节水型小区”。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韩家墩街继续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规范基层党支部

组织生活，建立“三会一课”制度，明确学习内容。

坚持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按要求召开民主生

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活动。加强

基层党务工作者党务知识培训，加强督导检查，完成

古四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推动

“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建设落到实处。

推进“红色引擎工程”。通过制定“红色引擎”实

施方案，组织召开整街推进“红色引擎工程”动员会，

利用宣传栏、电子屏广泛宣传“红色引擎工程”，根据

各社区工作特色确定“红色引擎工程”重点推进项目、

工作措施。打造新的“红色阵地”，投资３５０万元新建
公安社区１６００平方米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广泛开展
“红色基金”捐款助贫帮困活动，全街共募集“红色基

金”３５万元，在“七一”期间、对生活困难的党员、因
公牺牲党员家属进行慰问。推动“红色旋风”，通过开

展“一堂廉政党课、一次集体廉政谈话、一次工程建设

领域廉政风险提示”、作风巡查、治理“微腐败”专项

行动等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廉政教育。全街共投入

１３５万元开展红色物业工作，对全街２１个物业管理小
区、３７个老旧小区分类实施物业管理。全街推进“红
色引擎工程”及“红色物业”活动在“先锋口”报道５
篇、口发布报道２篇、武汉宣传刊载１篇，街党建工
作在《湖北日报》等媒体报道７篇。

全面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扎实

开展大数据检查监督工作，严抓执纪问责，全年对涉

嫌违纪违规党员共立案调查４起，对１名计划外生
育的党员作出严重警告处分，对３名大数据检查中
违规党员责任人分别给予立案调查，对１名街机关
党员因没有严格遵守工作纪律，给予其延长行政警

告处分的决定。

【区域发展】　２０１７年，韩家墩街全力推进征收项
目，破解征收难题，创新征收方式，以“为民征收、以

人为本”的工作理念，贯彻“两线工作法”，即群众工

作线和依法征收线，建一路西片项目稳步推进，完成

居民签约２３７９户，签约率达 ９８３１％，累计签约面
积达１７２１８９１８平方米，拆除房屋２１栋，总面积达
８６１３４平方米。服务紧跟在建项目，南国?悦府和
新华尚水湾项目施工进展顺利，中民幸福里项目建

设完成，等待项目验收。

２０１７年，韩家墩街积极开展“万名干部联系企
业”“双创双联”活动，辖区１１家重点企业走访全覆
盖，共收集、反馈问题２０个，收集、反馈率１００％，企业
满意率１００％。在走访过程中，坚持“一线工作法”，

·２５２·

·口年鉴·



２０１７年韩家墩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行　业 上缴税收（万元）

１ 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２１１号 批零业 ２３１６

２ 湖北随岳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武汉市经济开发区１７Ｃ１地块东
合中心Ｂ栋１６０１号

服务业 １７２６

３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武汉口商场

（合并）
解放大道１４４号 批零业 １５６５

４ 湖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汉阳区十里铺夏家湾特１号３、４
号楼

服务业 ４８１

５ 武汉中民正承工贸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３２９号 房地产业 ４００

６ 武汉三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３２９号 房地产业 ７３９５

７ 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建一路５１号 建筑业 ２７１５

８ 联发集团武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古田四路１２号 房地产业 １６５１

９ 武汉长华置业有限公司
古田四路轻机侧路３２号长华公
寓３栋１单元１层办公１号

房地产业 ６５１

１０ 武汉保利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古田四路附１２号 房地产业 ６２４

１１ 武汉市口区市政工程总公司 古田三路２号 建筑业 ６１３

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获得企业的

信任与好评。全街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９７０４４万元。
妥善处理制冷自控厂在改制期间各类影响稳定及安

全保卫工作的重大问题，改制工作稳步推进，在职

２１２人全部签约完毕，其中买断７３人（买断４３人，
双选３０人），内养１３９人（内养８２人，双选５７人），
安置退休人员４０３人，改制工作基本完成。

【公共服务】　２０１７年，韩家墩街高度重视各项社会
事业的发展，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明显成效。全年安置

新增就业岗位２９１４个，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３７８人，安置困难群体再就业２６１人，创业成功人员
３５９人，带动就业 １８３９人。落实社会保障服务工
程，关心帮助残疾人、低保、优抚对象等弱势群体，全

年为辖区贫困家庭新办理低保４８户，新办理公租房
７８户，大病救助５人，临时补助５８户。对符合条件
的低保户共 ６３７户、８０１人，平均月发放低保金
４８３５２９万元。完成大数据２２１７条线索问题的核
查工作。关注“三无”老人，高龄老人补贴发放率达

１００％。残疾人居家护理补贴、优抚发放全面落实。
７月１１日，全区公租房摇号中，全街６４３户家庭参
加此次摇号，参与选房５４５户。积极做好计生服务

工作，全街共出生８４４人，男孩４３５人，女孩４０９人，
性别比１０６３６。街舞龙队获区舞龙大赛金奖，辖区
歌手王、傅群勇分获第二届口好声音大赛银奖、

铜奖，四新社区被评为武汉市老年宜居优秀社区。

２０１７年，韩家墩街积极协调各方，多渠道推进
社区建设。重点抓好３个社区办公用房建设，综合、
南泥湾社区办公用房正在与房地产开发商协商，公

安社区１０００平方米办公用房完成整体装修，投入办
公。完成社区“大党委”组建，健全社区协商议事、

社区自治“微公约”和“三社联动”等制度，动员“社

区、物业、社会组织、驻社区单位、志愿者”参与社区

共治。打造“红色物业”推动物业服务管理融入基

层的社会治理工作，加强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努力构

建与城市管理水平相适应的物业管理新机制，进一

步提升小区居住环境，提高居民安居乐业的满意度。

持续加大老旧社区幸福社区创建力度，整治改造环

境，维修、更新下水管网、道路、立面、路灯等基础设

施，云鹤社区老旧社区改造方案已完成，正在进行招

投标，综合社区老旧社区环境改造项目全面完工。

按照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建设标准，完成公安社区

老年人服务中心的招投标工作，新建老年人食堂１
个。继续实施阳光助残工程，对残疾人进行培训，帮

助贫困残疾人安置就业，提升阳光家园的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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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　２０１７年，韩家墩街创新机制，出台《韩
家墩街２０１７年城市综合管理考核奖惩办法》，全面
实行督查与巡查、奖和罚相结合机制。每月召开分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韩家墩街四新社区开展“福满邻里·百家宴”活动

析调度会查找工作短板，切实解决问题，兑现奖惩。

全年在全市一类街道序列中排名第 ５５名，在全市
１０３条街道中排名第５７名，完成位次不低于７５名
的区级目标任务。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保持查违控

违高压态势，拆除违法建设４０２０平方米，新增违法
建设实现零增长目标。针对群众投诉较多的私装地

锁案件，多次开展联合整治拆地锁行动，拆除地锁

３００余个。联合工商所、食药监所等部门开展“五
小”、共享单车、食品安全、油烟噪声污染及机动车

维修专项整治行动，城市环境不断改善。加强街网

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社区网格工作管理站建设，强化

综合执法、联合执法处置矛盾案（事）件，确保各类

问题及时处置，区级政务平台全年受理办件 １３９６
件，按时办结率１００％；城管市级平台全年受理办件
２０３８件，按时办结率９９９％。投入７０万元组织专
业公司整治社区内楼道乱堆放和“牛皮癣”等长期

存在的顽疾，高标准完成创卫复审、创文复查工作。

健全创文、创卫长效管理机制，积极引导群众、社会

组织参与城市管理，推进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公共安全】　２０１７年，韩家墩街注重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信访稳定及安全生产工作，以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为核心，以加强基层工作为重点，确保人民群众安

居乐业。全年处理来信来访件１１２件，其中网上信
件９０件，来访件 ３２，回复率 １００％，接待登记率

１００％。全年化解信访积案 ６起 ７人，化解率
１００％。积极推进平安建设，投入４５万余元制作各
类宣传品，加强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宣传工作力

度，提高群众对政法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的知晓率

以及公众安全感指数。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全

年投入资金８万余元，为１１个社区老旧住宅小区增
设消防器材和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提升居民安全感；

投入资金近５０万元解决曾家社区筒子楼排水管安
全隐患、筒子楼电动车充电隐患、古四社区围墙安全

隐患、综合社区简易路 ６１号房屋墙体脱落安全隐
患。为１１个社区的 ５３２个过期灭火器更换药粉。
对防火重点居民区“一线天”，放置消防箱、消防桶

及烟感报警器，投入资金６万元推进电线火灾隐患
整治，加强社区巡查，有效落实人防和技防。督促永

利市场投入５０余万元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并整
改各类隐患，降低安全隐患的等级。强化日常监管，

落实现场督查，３家安全生产重点隐患挂牌单位整
改整治到位。全年组织安全检查１８１１次，８５３人次
参加，共查出一般安全隐患９１６处，并逐一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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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濒汉水与汉阳区相望，西至汉

西一路、汉西二路、汉西三路与韩家墩街分界，北至

发展大道与长丰街相邻，辖区面积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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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住人口７万余人。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宗关街坚持
清单化引领、项目化推进，认真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和“主

题党日”、民主生活会等党内政治

生活全面规范。大力实施“红色引

擎工程”，稳步实施街道５５个项目
和社区２８６项项目，向３９家企业选
派党建指导员，推广发展社区自治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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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模式，推动全街老旧社区实施“红色物业”计

划。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聚焦工作纪律和重

点工作落实情况，每月在全街持续开展两轮全时段、

全覆盖作风巡查，查处工作作风问题７起，警示约谈
２６人次，组织处理３人。严密组织惠民政策大数据
核查工作，核查问题线索６９１３条，对８名相关责任人
进行追责处理。建成区第二协作区谈话室。以“清风

宗关、党风廉政大家唱”为主题的廉政文化汇演受到

居民好评，《长江日报》等主流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７年，宗关街全口径税收突破１０
亿元大关，重点项目税收比上年增长３９５％。新增
“四上”企业７户，累计达到５０户，经济发展再添生
力军。完成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４７亿
元，增长３７７％。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８７亿
元，综合工作排名全区靠前。项目建设力度加大，中

建·御景星城累计投资 ６２７亿元，Ｃ地块建成交
付；时代·新世界累计投资４５５亿元，Ｂ地块竣工
在即；华鼎·尚都国际累计投资４２亿元，Ｋ１地块即
将完工。现代商贸业发展速度加快，沃尔玛完成营

业收入２６６亿元，增长５０％；山姆会员商店实现税
收１２００万元，增长２０％。工业服务业发展提质增
效，水务集团完成产值８８３亿元，增长９６％；桥科
院大力拓展桥梁健康产业市场占有率，税收增长

１９％；正达第８代红星美凯龙汉西店盛大开业，月均
营业额超过４０００万元；南国创意设计中心签约入驻
实体机构２１家，汇集国内外新锐设计师近百人，汉
西传统建材家居市场迈开转型升级新步伐。宗关铁

桥片二期项目顺利收官，１１３８户过审率达９８％，挂
牌前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汉西村“城中村”改造完

成拆迁，整体通过政府验收。工贸仓库及扩大片完

成５５户０５万平方米收购，启动转征收工作。地铁
３号线宗关站影响片收购及时推进，平稳移交施工
断面。十七初片完成征收调查，抓紧优化方案、筹集

房源。全年完成房屋征收拆迁４７５万平方米，为项
目引进、环境更新、产业入驻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７年，宗关街圆满完成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全国文明城市复查、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创建工作任务，“大城管”综合排名继续保持全区一

类街道领先水平。围绕影响居民生活的城市顽疾，

拆除违法建设３０２０平方米，开展明厨亮灶、城市家
具、食品药品安全等专项整治，实施破损道路维修、

下水管网疏捞、架空管线维护，居民区面貌进一步改

善。建成南国西汇移动垃圾转运站，启动汉西车站

垃圾转运站建设，机械化清扫保洁力度不断加大。

落实分段“河长制”，太平洋排水口截污、宗关水厂

反冲洗排口迁移全面完成，福新泵站启动建设。科

学制定应急预案，平稳度过夏秋两汛。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７年，宗关街投入８００余万元，实
施排水改管、道路硬化、绿化提升、立面整治等系

列项目，聚力打造井南社区生活街区，开展双墩、

宗关等老旧社区、老年宜居社区改造，居民获得感

不断增强。注重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建成宗关街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汉西社区党员

群众服务中心。以发展社区为龙头，推动各社区

积极开展特色创新和示范创建，发展社区被评为

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双墩社区被评为省级“文

明社区”，新合社区科普工作成为全市示范，申新、

太平洋等拆迁社区开通网上服务惠及党员群众。

按时足额发放低保和各类补贴６７０余万元，为５１
户困难群众提供临时救助。完成６４６户居民公租
房资格核查，引导 ５４６户居民成功选房。认真落
实高龄津贴、慈善救助、捐资助学、创业扶持等惠

民政策，扎实开展纳凉取暖、居家养老、残疾人小

型辅具配备等各类服务，让不同特殊群体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非遗艺术团、老龄合唱队、票友京剧

社等群众性文艺团队竞相发展，舞龙项目连续 ３
年获得区级金奖。完善街政务服务中心功能，设

立街道政务服务分中心，积极落实“马上办、网上

办、一次办”改革目标，群众办事更加方便。

【平安创建】　２０１７年，宗关街深入开展平安城市和
“长安杯”创建，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落

实夜巡夜查制度，“一感两度两率”（“一感”指群众

安全感，“两度”指社会治安满意度、政法机关公正

执法满意度，“两率”指平安创建活动知晓率、参与

率）稳步提升，发展社区被确定为全区综治中心建

设试点社区。大力推进安全隐患交叉检查，查出隐

患５６４处，整改到位率达１００％。投入６０余万元对
“一线天”、金山公馆、解放大道３９１号等安全隐患
点进行整治，督促推进向荣养老院腾退，整改摘牌重

大安全隐患６处。完成２户Ｄ级危房腾退封闭。突
出抓好信访稳定工作，两批 １１件信访积案全部办
结，重大会节期间实现零进京、零非访。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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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宗关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　质 职工人数
（人）

年生产总值
（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１７０号 国有独资 ５２６８ ９６６１６ ９９２２

２ 武汉市水务建设工程公司
江岸区花桥街园丰村 ５１０
号１栋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２９２ ２８３４ ２７６９

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汉西支行

解放大道２０１号大武汉家装
Ａ座１—２层Ａ１１５—Ａ２０５号

股份有限公

司分公司
１７ ７００００ １６４２

４ 武汉铁路局汉西车务段 汉西车站货场内 集体所有制 １８００ １１４６

５ 武汉市正达物流有限公司 汉西一路９５号 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０３ ６２５９ １２５２

６ 沃尔玛（湖北）百货有限公

司

解放大道 ２０１号大武汉家
装Ｇ栋地上第二、三层

有限责任公

司（外国法人

独资）

３９１ ２４０１５ ５１８

７ 沃尔玛（湖北）商业零售有

限公司汉口山姆会员商店

解放大道 ３８７号南国西汇
城市广场二期Ｖ座负一楼

外商投资企

业分支机构
２６６ ３５０００ ９８８

８ 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建设大道１０３号

有限责任公

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１９６ １９９６０ １５２４

９ 武汉桥梁建筑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
建设大道１０３号

有限责任公

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１３２ ９１１１ ８９６

１０ 中石化武汉公交石油有限

责任公司
解放大道５４５号 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６８ ４５４０６ ７１６

１１ 武汉加贝混凝土有限公司 汉西北路特３号 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９４ ２３７５５ ９１１

１２ 武汉中力物流有限公司时

代建材城分公司
汉西一路７０号 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１０４ ４５２

１３ 新世界创地置业（武汉）有

限公司

解放大道 ２４１—１号 Ｇ幢
１—２层

有限责任公

司（台港澳法

人独资）

１１８ １３７０９２ １８２０９

１４ 武汉南国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解放大道２０１号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１０ ３０１４ ２６４３６

１５ 武汉中建三局江北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区解放大道２４１—１号Ｅ幢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４８ １４４４０５ ２４６２１

１６ 武汉华鼎创投置业开发有

限公司
汉西北路３８号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８１ １０２８ ８１２７

（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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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水 桥 街

【概况】　汉水桥街地处口区中部，东以口路、
宝丰一路与宝丰街为界，南临汉水与汉阳区隔水

相望，西至京广铁路线、汉西路与宗关街毗邻，北

以建设大道与江汉区相邻。辖区面积 ２６４平方
千米，常住人口 ８万余人。街辖阮家台、汉宜、皮
子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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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大道、解放大道、
建设大道、轻轨１号线、地铁３号线和规划中的地
铁９号线穿境而过，区域交通条件优越。辖区有
葛洲坝集团总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武汉市天然气

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湖北分公司、武汉华

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民置业有限公司、湖北高

路油站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武汉艳阳天商贸发展

有限公司艳阳天酒店、武汉新海景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武汉小蓝鲸美食广场有限责任公司等５０余
家大中型企业。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汉水桥街继续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每月坚持落实“支部主

题党日”学习活动。全年开展中心组理论学习 ２５
次，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做专题辅导报告２８次。大力
推进“红色引擎工程”，在营北社区推进“红色物业”

试点，完善硬件设施，引进武汉安社区服务有限公

司，８月３１日，全区“红色物业”工作现场会在营北
社区召开。繁荣“红色文化”，注册成立“汉水谣民

间艺术团”，组建莲湘队等特色团队 ２０多支，“七
一”前后举办３场大型惠民演出；制作党建宣传片
《清风徐来，汉水正兴》。激活“红色细胞”，街机关、

派出所、工商所、食药监所在职党员共８４人分别深
入１３个社区“双认领”。打造最具服务力的“红色
阵地”，仁寿社区和营北社区的老年人服务中心引

入专业的社会组织提供服务，营北社区建立科普体

验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全覆盖，开展“扩面提

质行动”和“百日巩固行动”。仁爱医院党支部和华

夏创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区级示范单

位。发挥群团作用。妇联组织开展反家暴、普法宣

讲、禁毒宣传活动２０多场次，联手省新华书店、仁寿
路小学为５０名流动困难儿童送去衣物和学习用品，
联系艳阳天、国美和工贸电器等单位开展“春风送

岗”活动，扶持有创业就业意愿的女性３０多人。团

工委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周、“小时候创新实践”寒假

主题实践、青年读书月、五四纪念等多项活动，社区

青少年空间阵地建设不断深入。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７年，汉水桥街完成汉宜路片土
地挂牌，面积９１６万平方米，竞拍价４７４３亿元；
长青村“城中村”改造仁寿里住宅建设形象进度达

４８层封顶，写字楼已开工建设形象进度达９层；快
速路项目率先完成；汉水四村片完成项目评估、房

屋征收面积调查等前期征收准备工作。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１２亿元。全口径税收超过１６亿元，限上
销售额、限上零售额企业增长达１１％以上，工业总
产值增长达２０％以上，完成服务业企业“小进规”
２户，商贸业企业“小进限”３户，全年新注册公司
６０７户，其中注册资金５００万元至 １０００万元企业
２２户，注册资金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 ７户。开展
“双万双联”服务企业活动，全年企业上报问题

１１４件，解决１００件，办结率８８％，另外１４件已与
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解决。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７年，汉水桥街综合环境检查排名
全市二类街道第７，比上年上升３个名次。以“门前
三包”方式严格管理临街商户门前区域环境卫生、

绿化带和非机动车停放等事宜。严格以生活示范街

区的标准建设营南社区文化广场，预计２０１８年４月
底竣工。以营房后街为重点着力进行城市家具容貌

整治，修理爱心座椅１２处、花箱６处，安装停车器４
处，修补路面破损８００多平方米，立面粉刷８０００多
平方米，增补２处便民公共停车桩，增设３处景观式
休闲座椅，修补道路两侧缺失、破损踩步砖１２平方
米，捆绑４０余处架空管线，对沿线９根电线杆、路牙
石等粉刷安全警示标，更换５个公共垃圾桶、５０个
窨井盖。处理突发环境问题７０余件，解决历史问题
５件，清理辖区乱堆乱放等杂物约６００吨。以全国
文明城市复审要求为标准，“五小”行业按文明城市

标准实现亮证、制度上墙，关停取缔转行非法经营户

１２家。以“做文明有礼武汉人”为主题，开展志愿活
动４３２场、家长学校５７６场、道德讲堂２１场，圆满完
成国检复查工作。按照创卫标准，加强学校周边整

治，对东方红小学、长征小学和仁寿路小学周边常态

化执法巡查，取缔、整治校园周边高仿制品、报刊及

成人用品店８家，营造良好的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建
起“师生满意路”。加强农贸市场周边整治，全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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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汉水桥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企业名称 地　址 性　质
年生产总值

（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沿河大道３５８—３５９号 批发业 ３８７６８１ １８３７９

中国葛州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５５８号 能源、房地产投资 ４７１８１９６ ３１６７３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路运营有限公司 汉阳绿地花园 服务业 １７８１３

湖北省烟草公司武汉市分公司口营销部 解放大道３８８号 批发业 ２２３８９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武汉市口分公司 仁寿路５号 服务业 １３９２

剪轻轨下的花坛，修补路面６０余平方米，拆除２处
违法搭建，打击顽固流动水果摊贩２家。结合第三
方检查问题，８月和１２月分别开展社区内围乱堆放
及“十乱”整治，居民区整体粉刷立面，累计清除卫

生死角１０００多处、乱堆乱放３０００多处、楼顶３０处、
楼道８２０门栋单元，转运垃圾２３００余车。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７年，汉水桥街惠民项目完成社
区服务类项目２６项、社区活动类项目５１项、社区
环境项目类 ６８项、社区管理类项目 ２０项。投资
３６０万元对营前社区特一号小区进行老旧社区综
合环境提升，对小区道路、墙面、停车位、生活设施

进行改造。定期组织社区、物业公司、业委会召开

三方联席会议，对小区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协助仁

新村小区引进物业服务企业。社会保障工作落

实到位。发放低保救助 ７４６０户，金额近 ５９３万
元；为１６３户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资格证，为７８
人发放临时救助共计１３７万元，为１２７人办理新
残疾证，为 ７６名下肢和视力残疾人、低保残疾人
和重度聋哑残疾人办理免费乘车ＩＣ卡，为２５３５人
发放高龄津贴共计１６１万元。就业创业帮扶成果
显著。完成城镇新增就业２５４２人，完成失业人员
再就业４０９人，安置就业困难２６２人，创业成功带
动就业 １３５５人。人口计生工作再创佳绩。辖区
单位艳阳天酒店创建为武汉市（全国）流动人口健

康促进示范企业。关爱特扶家庭，建立“三对一”

联系 人 制 度，街 辖 出 生 人 口 性 别 比 控 制 在

１１１２６％以内，一孩出生性别比不低于 １０２％，当
年出生二孩及以上孕情及时率６０％以上。文体活
动中心的书刊阅览室、文化科技培训室、电子阅览

室、多功能活动厅免费向社会开放，全年组织举办

综合性大型文体演出活动 １０余场，组织读书活
动、文化体育活动、各类培训６０余场次。

【平安创建】　２０１７年，汉水桥街完成挂牌隐患整改
工作，督促和协调４家市、区挂牌单位完成整改。全
面开展安全大检查工作，为１７个老旧小区和临街门
点集中部位配备公用灭火器４００余具，为各社区更
换过期灭火器５６０余具，组织开展老旧电线整治和
“五清”工作，有效减少安全隐患。大力开展宣传培

训工作，投入资金１０万余元印制各类宣传用品，组
织开展消防演习３２场。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发生。
全年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３００余起，４８１人次；化解积
案１９件，完成率１００％；及时调查回复中央、省、市、
区交办信访件５４件，回复率１００％，群众满意９５％
以上。慰问困难群众２００余人，制止非正常进京上
访２２起。全面落实平安创建措施，加强社区治安巡
逻防范，大力开展平安建设宣传进家庭、进企业、进

学校活动。建设阮家台、汉水铁路护路工作站，加强

学校及幼儿园周边治安防范和整治，开展精神病人

员、吸毒人员等重点人员排查及管控，成立街道反暴

恐应急处置中心和１３个社区群众性应急处置力量
队伍，防止发生重大安全事件。

（沈馨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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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５６、站邻园、祥和、桥北、利北、公路、宝
丰、同济医学院、空后、宝地 １０个社区，常住人口
６４９５６人。２０１７年，宝丰街从自身实际出发，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标准意识、

拼搏意识，较好地完成各项绩效目标任务，被评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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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绩效管理综合考评立功单位。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宝丰街开展中心组学习（扩
大）报告会１１场次，６９个党支部组织２２９３名党员
开展学习；发放５７本《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发
挥正面引领作用；组织收看《榜样》专题节目，撰写

观后感和学习体会。实施红色引擎工程。强化

“红色引领”，构建“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网

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党建

网络组织体系，深化区域化党建，与辖区单位湖北

省公路局、武汉市十一崇仁中学、武汉市幸福幼儿

园签订党建共驻共建协议，开展“红色头雁”培育，

激活“红色细胞”活力，实施“两新”组织固本强基

工程。

【区域发展】　２０１７年，宝丰街全口径税收突破２０
亿元，新引进企业３８家。地大汉口校区校外片６月
２６日下达征收令，２０１７年签约３４０户，过审１５３户，
放款１０４户。同馨商务大楼结构封顶，新世界中心
二期结构施工至３３层，葛洲坝城市花园南大天地已
竣工开业，葛洲坝国际中心写字楼屋顶钢结构施工

完成，同济医学院转化医学研究院大楼主体结构施

工至八层。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１６亿元。省
体育馆崇仁培训中心、区园林局房屋征收和城市广

场、中御广场完成征地，协调完成中百仓储、葛洲坝

城市花园、南大天地项目、同馨商务大楼、蓝天宾馆

门前施工用地腾退。省公路局４月８日启动征收，
６７户被征收户（其中居民 ６１户，省公路局自管 ５
户，公路社区１户）签约６１户，过审６０户，１０、１１号
楼已全部拆除，修理厂门前施工断面已让出。组织

完成全方位的统计工作排查、统计数据质量隐患排

查工作。对街辖６８家网上直报企业，４家限下抽样
调查企业进行政策宣传、上门检查并发放统计宣传

资料。完成名录库的维护工作，名录库的完成率

１００％。按照国家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各种定期报
表摧报工作，上报率达到１００％。完成楼宇信息采
集工作。

【公共服务】　２０１７年，宝丰街募集共建共创幸福社
区经费６２３８４元，投入惠民资金７８９８７４９９元，完成
１５个惠民项目，完成一个市级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
目，培育市级社区社会组织４家，社区志愿者注册登
记增加５６０人。严格落实低保救助举措，全年低保

年审取消４０户，新增６户，调减３６户，调增１２户。
全街现有低保４４９户，保障人员 ６９０人，累计发放
３８２８９万元。春节期间累计发放救助金额低保金
４５６６万元，发放临时救助事后救助２８户３９人，救
助金３３３１２１元；给予重残疾家庭、单亲家庭、“三
无”人员每月定期发放慈善救助物质总计 １９８人
次；为辖区困难低保及低收入家庭申报困难物资救

助９户。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资格审核工作，发证共
计７０户。租赁补贴８０户，全年共计发放租赁补贴
金２２８５６４元。运用大数据对精准扶贫情况开展核
查，核查城市低保类、残疾补贴类、职业培训类、高中

助学金类、学前教育类、公共卫生类共１５１４条问题
线索。其中城市低保查实６条，公共卫生类查实５
条，公共卫生类区卫计委自查 ６７２条为虚假信息。
宝丰街地名普查员通过实地调查、走访等方式，收

集地名信息登记目录１８９条，登记表１８９张，拍摄
图片信息２００余张，完成“两表”的建立与填报任
务。实现街文体中心３个阵地，社区文化室的８个
阵地，零门槛向居民免费开放。新建或更换 ４个
社区的健身路径器材６套４２件，确保健身器材的
完好率达 ９９％以上，打造宝丰地区范围内的“１５
分钟全民健身圈”。政务服务中心于２０１７年３月
运行，设７个窗口，其中６个开办综合业务，１个为
代开发票。截至年底，共办理事项 ２８９９起，其中
即办件２８９９起，受理成功即办件２４６６起，流转件
１０１８起。

【公共管理】　２０１７年，宝丰街大城管网络平台共计
处理７９１件，签收率、办结率和按时办结率１００％。
对照创卫复审标准和要求，围绕创卫中涉及到环境

治理的１９项内容，针对乱堆放、乱搭建、卫生死角、
暴露垃圾、破旧雨凉篷等环境卫生问题，积极开展全

方位环境整治行动。全力开展校园周边占道食品摊

贩专项整治工作，积极组织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

“五进”活动，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１５００余家，签
订率１００％，主次干道垃圾容器使用率达７０％，背街
小巷垃圾容器使用率９５％以上。拆除存量违法建
设６处，计１６００平方米，折除新增违建９处２７０平
方米。查处市区拆违工作信息平台拆诉件５件，市
民投诉２３件，各类上级转办５件，回告５件，办结５
件，回告率１００％，办结率１００％。开展食品安全宣
传培训２次，发放宣传资料５００份。开展“食品安全
进社区”“食药安全大讲堂”活动１场次，对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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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宣讲１８００户次，张贴文明创建宣传品５５００张
次。投入资金５０万元，重点对老旧各社区进行下水
网管改造及下水网管堵塞疏捞，完成对利北、３５０６、
站邻园、宝丰、宝地、桥北、祥和７社区共计１８处共
５５０余米改造，疏捞 ３５处，修补路面破损 ３００处。
完成生活街区创建选址规划和方案拟制（宝裕路延

长线至轻轨段，宝丰街以南至以东祥和社区段），创

建资金预算３００万元，全力打造生活街区亮点工程，
为辖区居民积极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街辖区人口

总户数４０７６１户，总人口 ７０１３８人，其中常住人口
６４９５６人、流动人口 ５１８２人，已婚育龄妇女 ８０４１
人。２０１７年，全街出生婴儿３９３人，男孩２０３人、女
孩１９０人，出生性别比１０６８４。

【公共安全】　２０１７年，宝丰街制定《２０１７年（平安
建设）工作意见》《２０１７年宝丰街综治（平安建设）
工作实施方案》《２０１７年宝丰街关于开展排查调处
矛盾纠纷、整治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行动

工作方案》和《２０１７年宝丰街安全生产工作方案》等
文件，把综治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健全完

善齐抓共管工作机制。投入 ８万余元维护利北社
区、３５０６社区的监控系统，更换摄像头２４处，维修
摄像头８处，投入６万余元购置２４台专业巡逻电动
车，并与警务站及荣华街联合组建安保夜巡队。全

年共处理阳光信访６４件，对每件网上信件做到按期
答复，按期答复率达到１００％，初信初访一次性化解
率达９５％以上，群众满意率达到１００％。对区挂牌
消防安全隐患５家单位进行整治，对存在安全隐患

的单位进行整治，消除６０余处安全隐患，加强街辖
安全工作，尤其对小旅馆进行强制整治，消除诸多大

隐患。提升网格化管理成效。街辖１０个社区网格
化管理服务站全部正常运行，共计６４名网格员，网
格员录入有效信息 ２０２３１０条，其中人口信息
１１２１５４条，房屋信息６９５１８条，事件上报处理２０６３８
条，事件完成率９９６％。

【综合工作】　２０１７年，宝丰街开展民兵整组工作，
整顿２５４人的基干民兵队伍组织，其中应急队伍
３８人、支援队伍９９人、装备勤务分队３７人、步兵
一连８０人。认真做好兵役登记工作，通过反复动
员共有 １８２名 １８岁适龄青年参加网上登记。
２０１７年，督促艾家嘴和双厂巷闸口责任单位完成
闸口封堵工作，完成艾家嘴和双厂巷闸口堤段值

守点防汛岗哨的架设，照明设备的加装。按照要

求，准备１００袋黄土、５０袋黄沙、５０袋瓜米石摆放
在值守点，以备突发险情处置，并成立一个４人应
急排险小组。公共服务平台督办共计受理件１６０５
件，市长专线投诉件７５９件，大城管网络平台共计
８４６件，城市留言板案件２９件，签收率、办结率和
按时办结率１００％。街人大政协工作室、工作站共
举办选民接待活动２６次，参加代表４５人次，接待
选民６１３人次，收集问题数量６５件，交办数量 ６５
件，回复数量２０件。做好第十五届区人大代表补
选工作，宝丰街代表缺额 ４名，经街工委提名 ２
名，１０人联名２名，确定４名候选人，全面部署完
成补选选举阶段的各项工作。

２０１７年宝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企业类型
税　收
（万元）

地　址

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服务 ２３０７１ 解放大道１０９５号

２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石油分公司 商贸 １９６１０ 解放大道６０６号

３ 周大福珠宝金行（武汉）有限公司 商贸 １５３０３
解放大道６３４号新世界中心写字楼 Ｃ座９
层

４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合并） 商贸 １２３７１ 口路１６０号１幢２３层１—６号

５ 道达尔石油（武汉）有限公司（合并） 商贸 ６７０７
解放大道６３４—１号新世界中心（办公）１５
层办公Ａ１１号

６ 湖北天禄旅游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商贸 ４２００ 青年路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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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企 业 名 称 企业类型
税　收
（万元）

地　址

７ 国药控股湖北柏康有限公司 商贸 ２４８０ 解放大道６３４号新世界中心写字楼Ｂ座２０层

８ 武汉汉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房地产 ２３８７ 解放大道５７８号中御广场２４层２４０１号

９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王家墩支行 商贸 ２３８３ 建设大道３８４号

１０ 武汉商贸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商贸 ２０７９ 解放大道１１２７号

１１ 中国烟草总公司湖北省公司 商贸 １９２４ 解放大道６１８号

１２ 湖北省公路工程咨询监理中心 商贸 １７０３ 建设大道３８４号

１３ 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 商贸 １５００ 建设大道３８４号

１４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

司（合并）
服务 １４７４ 口路１６０号武汉城市广场２４层

１５ 武汉同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 １１６０ 航空路１３号

１６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服务 １０９９
解放大道２７８号华汉广场３号楼９楼和１０
楼

１７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工业 １０２２ 宝丰二路１２６号

１８ 泰融金新（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商贸 ９６４
解放大道 ６３４—１号新世界中心（办公）６
层办公Ａ室６０６号

１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支行 商贸 ９１２ 解放大道６１２号武汉体育馆南侧

２０ 湖北缘康医药有限公司 商贸 ８８９ 解放大道６２０号—１号

２１ 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 工业 ８１８ 利北一村４４号

２２ 湖北省烟草武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商贸 ８０２ 宝丰路６号

２３ 湖北交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商贸 ７９２ 建设大道３８４号

２４ 湖北汉通石油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商贸 ７４２ 同馨花园４栋２—３层２室

２５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服务 ６９１ 解放大道６３４号新世界中心Ａ座五楼

２６ 武汉菲斯尼克电气有限公司 商贸 ６６４ 宝丰三村１５号１栋３层３室

２７ 平安银行投份有限公司武汉口支行 商贸 ６５７ 解放大道１０８７号

２８ 湖北华夏创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商贸 ６３７
江汉区中央商务区泛海国际ＳＯＨＯ城第３，
４，６幢３号楼２３层３、４、５号

２９ 武汉万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商贸 ６２３ 解放大道１１２７号

３０ 武汉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 ６０９ 解放大道５７８号中御广场２Ｆ

３１ 湖北顶新药品有限公司 商贸 ５８４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城路１６号２号
研发楼５层

３２ 武汉众业达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商贸 ５８３
东湖高新开发区武大科技园武大园二路七

号武大航域Ｂ３栋

３３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 ５５０ 航空路

３４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商贸 ５２６ 解放大道６０６号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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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企 业 名 称 企业类型
税　收
（万元）

地　址

３５ 武汉市华昌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 ５２０ 京汉大道１８９号华昌大厦８层１号

３６ 武汉同济医疗产业公司 服务 ５１６ 解放大道１０９５号３０１栋２单元３０１室

３７
际华三五零六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商贸发

展分公司
商贸 ５０９ 口路１６６号特１号（君益宾馆二楼）

３８ 武汉市广华供暖工程有限公司 服务 ５０６ 解放大道３０２号金石盟大厦１层３号

３９ 湖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 ４６３ 江汉区常青路１２７号

４０ 维达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商贸 ４６０ 宝丰路２３号天骄国际２２０１室

４１ 湖北三强药业有限公司 商贸 ４４９
江汉区发展大道１７６号兴城大厦 Ｂ座１０
层１—６号

４２ 武汉同济科技发展公司 商贸 ４４８ 解放大道６２０号—１

４３ 重庆医药集团湖北阳光医药有限公司 服务 ４４３
江汉区常青路常宏里３９号佳兴苑甲座三
单元７０２室

４４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服务 １２５
中山大道１号越秀·财富中心写字楼 ４６
层１、８房

４５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高速公司油

站管理分公司
商贸 １００ 解放大道６０６号

４６
瑞庭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武汉分公

司
商贸 ３９６

武昌区中北路中央文化区汉街总部国际第

１幢４楼４０１、４０９、４１０室

４７ 中闻集团武汉印务有限公司 服务 ３７８ 解放大道１１２１号

４８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合并） 服务 ６７１２４ 武昌区欢乐大道７７号

４９ 武汉江华房地产开发公司 房地产 １３７１２
解放大道５８６号同馨花园二期２５栋２层１
号—１

５０ 武汉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房地产 ３４４６
江汉区建设大道８４７号瑞通广场 Ｂ座１９
层

５１ 黄石华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１１７５
黄石市西塞山区沿湖路８８８号１、２、３号楼
１副３０１

５２
生活家（北京）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武汉分

公司
服务 １１０４ 口路１６０号（武汉城市广场）４楼１—２室

５３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８４２ 汉阳区龙阳大道特８号

５４ 新世界发展（武汉）有限公司 房地产 ６６７
江汉区建设大道５６８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Ｉ
座１９楼

（黄元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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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华 街

【概况】　荣华街位于口区东部闹市区，东起武胜
路，西至口路，南临中山大道，北抵京汉大道，分别

与六角亭街、汉中街、宝丰街接壤，街域面积０８１平
方千米。街辖建国、建乐、中山、玉带、友谊、荣华、幸

乐、武胜、荣西、集贤里等１０个社区居委会，居民有
１６万余户。２０１７年，荣华街工委、办事处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扎实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稳步推进重点项目，积极探索城市管

理新途径，下大力解决民生问题，维护辖区平安稳

定，较好地完成全年工作目标，有力地促进经济和社

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荣华街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围

绕省、市党代会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２０余场喜
闻乐见的社区文艺汇演活动。按照“领导干部带头

讲、全域全覆盖大宣讲、党代表一线讲、务求实效互

动讲”原则，组建街道理论宣讲团，组织开展集中宣

讲活动５０余场，覆盖辖区党员群众 ４０００余人次。
组织社区书记、“红色物业”大学生开展党的十九大

精神“送学上门”达３００人次。认真开展好“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坚持“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严格执

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开展作风巡查工作，立案查

处３名党员，受理区信访室、党风室转办件２３件，办
结２３件。开展党风廉政宣教月活动，联合辖区企业
武汉楚汉收藏品有限公司，举办“清风荷韵·廉政

文化进社区进企业”大型书画创作展示活动。创新

基层党建。实施“红色引擎工程”，强化红色引领，

培育“红色头雁”，激活“红色细胞”，建设“红色阵

地”，繁荣红色文化。打造“红色物业”，全力推动试

点小区成功引进专业化物业公司进驻服务，推行

“三方联动”机制，按照专业化物业、自治物业、社区

代管３种类型实现物业全覆盖。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７年，荣华街以服务企业为重点，
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以协税护税为工作落脚点，街道

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平稳增长。全

年荣华街９家重点企业完成税收１４１亿元，固定资

产投资、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生产总值均

完成目标任务。荣华街１５家限上商贸业企业（含１
家个体）２０１７年累计完成销售额１４３９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９１４％。新增商贸业企业１户（武汉祥龙
新能源有限公司）、服务业企业１户（武汉务实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进展有所突破，针对６５
中北片征收项目涉及面广、独栋私房较多、析产矛盾

突出、单位租户清租难等特点，从加强宣传、营造氛

围、健全机制、理顺流程入手，深入现场办公，及时调

度，突出重点，克难攻坚，取得一定突破，６５中北片
完成签约面积１１５万平方米，已签约１１４０户，签
约率７０１％。汉江大道项目征收工作基本完成，
进入收尾。积极协调帮助香港中心办理项目规划

方案审批、进场勘测等事宜，做好周边居民宣传和

政策宣传，保证香港中心项目顺利施工。人信武

胜文化城南区也已经确定开发主体，中粮大悦城

项目成功落户。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７年，荣华街不断提高精细化管理
水平，耗资７３７８万元集中修复武胜西街、荣华二
路、集贤一路道路破损严重点位。整治玉带菜场周

边秩序，在菜场门口设立非机动车停车道，规范非机

动车停放，辖区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受到市民好评。

建立“日巡查、周碰头、月调度、年考核”的联合执法

工作机制，组织执法中队、工商、食药联合执法专题

调度会１０次，开展综合执法行动３０余次，涉及城市
综合管理、市容综合秩序、油烟扰民等方面。清理违

规招牌８０多块、乱堆乱放６００多处、背街小巷出店
占道９００多次、违法广告３０００多张，收缴活禽１００
多只、燃煤２吨。加强文明创建，投入３０余万元设
置各类文明城市建设公益宣传展牌３０００余块，深入
８８７３户群众家中，利用入户调查宣传武汉文明创建
成果，发放文明问卷１万多份、宣传折页２万多份。
２０１７年，荣华街在城区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取得优异
成绩，２月，全市文明单月测评二类街道排名第二，４
月，全市文明单月测评二类街道排名第四，三季度，

全市文明季度测评集贸市场单项排名第一，荣获区

文明委通报表扬及奖励工作经费３万元。建立城市
防汛防洪、暴雪灾害天气工作应急预案和反馈机制，

顺利完成夏季洪水防汛任务、冬季暴雪天气铲雪除

冰工作。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７年，荣华街共发放低保金６３８５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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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荣华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性　质
职工人数

（人）

税　收
（万元）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口支行
中山大道６９号 国有 ３００ ５３５８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支

行
江岸区京汉大道８１９号 国有 ４００ ２３５０

３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市口支公司
中山大道６７号 股份制 ５７ ２１２９

４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口支行 口路１６０号城市广场 国有 １４６ １４２０

５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口支公司
中山大道８５号４楼 股份制 １６ ３８１

户次，１００６３人次，５３００４万元。累计为１２４人次优
抚对象放发各类慰问金２３７９万元。为１７８９人发
放高龄津贴共计７２０４人次、２３１９３万元。申请公
租房资格证７２张。临时救助２１户，３７７万元。为
４５８名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４８９万元，解决残疾人
基本民生。新增居民医保８３５人。开展企业退休人
员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办理退休年审 １００２７人。
重大疾病救助２户，２４６万元。组织１６１０名６５岁
以上老人进行免费体检。办理２８８８人次灵活就业
人员社保补贴。新增就业岗位人数２５０７人，下岗失
业再就业３５０人，困难群体再就业２８６人。开展武
汉市老年宜居社区创建，为社区安装楼道间休息凳、

烟感器、空巢老人洗浴三件套，启动辖区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助医养老试点工作，为辖区所有６５岁以上慢
性病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已

签约９０００余份。武胜社区幸福食堂每天有２００余
名老人就餐。投入１０余万元，为社会组织护明德提
供服务场地。文化活动异彩纷呈，中山社区乐龄义

工联盟志愿服务队、幸乐社区夕阳红手工艺编织队

被评为Ａ类助力计划项目，玉带社区喜洋洋文艺志
愿服务队被评为Ｂ类助力计划项目。

【综合治理】　２０１７年，荣华街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宣
传活动，大力开展“平安建设”宣传工作；建立夜间

安全巡查机制，通过对社区监控设施更新、维护，基

本实现治安监控全覆盖。“一感两度两率”（“一感”

指群众安全感，“两度”指社会治安满意度、政法机

关公正执法满意度，“两率”指平安创建活动知晓

率、参与率）显著提升，案件发案率明显下降。强化

公共安全，对人流密集场所、建筑工地、敬老院、加油

加气站、中小学、幼儿园、医院等，开展经常性安全巡

查检查。全年未发生亡人及有重大影响的火灾事

故。全年完成市、区人民政府挂牌督办整治的重大

消防隐患整改任务，昊博收藏品市场基本完成整改

工作。箱根足浴店已完成自来水公司供水申报程

序。建立信访维稳工作例会制度，有效化解在动迁

房安置、非法集资投资、涉法涉诉、企业改制等方面

的问题及矛盾纠纷，全年未发生进京非正常上访事

件。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共调解各类

矛盾纠纷４８２件，调解成功率９９％，履行率１００％，
无一例民转刑事件。全力开展积案化解工作，市、区

交办街道积案１２件，实质性化解１１件，程序化解１
件。全年未发生重大责任安全事故。

（李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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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至汉江中心线与汉阳区琴台大

剧院隔江相望，西至京汉大道与汉水桥街相接，北达

中山大道与荣华街相邻。辖区面积约１３３平方千
米，常住人口５３万人。辖区共有兴隆、军工、劳动、
居仁、爱国、尚义、长寿、马家、汉中、万兴、牌楼等１１
个社区居委会。

２０１７年，汉中街党工委、办事处坚持从街道自
身实际出发，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敢于担当、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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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较好完成各项目标任务，有力地促进经济和社

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汉中街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坚持以“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为基本载体，制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规范指导方

案，规范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实施“红色引

擎”工程。强化“红色引领”，构建“街道大工委—社

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

户”五级党建网络组织体系，深化区域化党建。结

合重要时间节点，因地制宜开展“献礼七一扬党旗

　红色旋律谱民生”和“喜迎十九大 颂歌献给党”

等红色活动共５０余场。顺应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
度融合趋势，围绕街工委、办事处的重大部署和重点

项目，积极向“口发布”政务微博、微信宣传平台

供稿，被采用１１篇稿件。发布新闻稿８篇，报送网
络舆情信息２１３条，报送新闻线索１２条。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７年，汉中街重点企业实现税收
３９亿元，完成招商引资总额１０亿元，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４７亿元，其中越秀商业维港管理有限公司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２亿元，长江食品厂（西片）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７３１亿元，普爱医院完成０５８
亿元，湖北省第三医院完成０３６４８亿元。汉中街通
过领导干部挂点联系企业，及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现状，帮助解决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各类问题６个，收
集、反馈率为 １００％。新纳入统计商贸企业“小进
限”３户，服务企业“小进规”１户。健全驻街企业数
据库，积极主动与企业联系，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各项数据，准确率达 ９８％，企业上报率
１００％，名录库完成率１００％，完成越秀商业综合体
各项统计数据录入工作。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７年，汉中街崇仁 Ａ片项目征收
完成签约 １１０３户，占总数的 ９１６８％，签约面积
５６８５９５６平方米，过审８３７户，占比６９５７％，放款
居民７９１户，发放补偿款１０１２亿元。普爱医院扩
大片征收完成签约４６户，占总数的１００％，签约面
积３０００平方米，过审４６户，占总数的１００％。长江
食品厂片商贸中心（Ｃ地块）竣工入驻：总建筑面积
１２３万平方米，其中地上 １０万平方米，为 １栋 ３９
层的总部大楼和１栋４３层高品质生活小区，地下
２３万平方米。

【安全稳定】　２０１７年，汉中街注重推进平安建设工
作，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目标管理。积极开展平安创

建宣传发动工作，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平

安街道”创建，努力营造良好的创建氛围。每周定

期组织社区安保队员进行夜间集中巡逻，提高居民

“一感两度两率”（“一感”指群众安全感，“两度”指

社会治安满意度、政法机关公正执法满意度，“两

率”指平安创建活动知晓率、参与率）。

扎实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组织区消防联络

员、派出所、社区开展居民住宅消防安全专项行动、

冬春季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三合一”场所消防安

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一家市级政府挂牌重大火灾

隐患单位虹锦公寓经整改摘牌。

严格安全生产管控。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在全

街广泛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生产专项整治”活动，坚

决取缔“多位一体”非法生产、加工、储存场所。２家
区级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单位腰花粉馆、世柜足

浴店已全部整改完毕。

【民生工作】　２０１７年，汉中街积极探索推行助餐服
务体系网络，已形成以长寿社区幸福食堂为中心，在

居仁、尚义、军工社区设置配餐点的助餐体系。积极

创建老年宜居社区。利用惠民资金完成中山大道

４６号院内的道路破损修复及地下管网的改造建设，
并新建休闲长廊２处、新增健身路径一套。全年累
计发放低保１１３４４户，累计发放人数１８３１３人，累计
金额１０３７９６９４元；新增公租房办理１６５户，已中号
复核９１７户，已配租复核办理４０户；租赁补贴８５６
户，累计发放金额５８７９５７１元。为军烈属、残疾军
人、企业参战退休人员发放优抚金和“两参”人员工

资补齐５０万余元；完成涉军人员的信息核查、录入
工作，共完成录入１３００人。共发放残疾人各类补贴
１００万余元；协助区残联开展底本资料的核查和补
漏工作，共补资料３００余人次。阳光家园在元宵节、
“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及重阳节开展活动４
次，参加人数３００余人。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７年，汉中街全面落实城市综合管
理考核工作。街道在全市城市综合管理考核中平均

排名６４位，区社会综合管理与服务数字化信息系统
结案率１００％。２０１７年，汉中街累计拆除违法建设
１６４０平方米，新增违法建设实现零增长。大城管数
字化平台投诉件结案率达到１００％，按时结案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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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汉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　质
职工人数

（人）

税　收
（万元）

１ 武汉市依翎针织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工业园东区２６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０ ４３７

２ 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 中山大道８号 公办医院 ２２６０ １７７９

３ 武汉捞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凯德广场５楼 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６２１

４ 武汉利标日化有限公司 泰合广场１０楼 有限公司 ３２８ ９７６

５ 武汉尚品宅配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中山大道２３８号凯德广场武胜４层
１１—１４号

有限公司 ５０ ５６２

６ 武汉越秀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汉区精武路１号越秀国际金融汇 有限公司 １２０ ２５０４０

７ 武汉华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沿河大道江山如画 有限公司 ６０ ２８６８

８ 武汉广信联置业有限公司 中山大道２３８号 有限公司 ５５ ２０３８

９ 湖北省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牌楼街特１号 有限公司 １２５ ２０５８

１０ 标致雪铁龙（武汉）管理有限公司 越秀财富中心１６楼 有限公司 ６５ １１６２

１１ 越秀（武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越秀星汇维港３楼 有限公司 １８４ ５６０

１２ 武汉新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武胜路幸福一村４２号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 ５２７

１３ 中国烟草湖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解放大道６１８号２５楼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５４１

到１００％。
完成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复查工作。积极配合区

相关职能部门并发动街执法中队、街环卫所、街工商

所、街食药监所、社区、经营户、物业公司高标准迎

检，全面完成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完成垃圾分

类管理工作。在牌楼社区星汇云锦小区设置垃圾分

类试点，投放４个分类垃圾柜，小区 Ｃ区有８８％的
居民已经注册分类垃圾柜，社区积极配合完成垃圾

分类的宣传，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完成操场角路、名仕阁两个生活街区项目的建

设，为操场角生活街区修建休闲长廊，安装便民座

椅，增加花坛、花卉。对名仕阁小区路面进行路面刷

黑及路面修复。

【社区教育】　２０１７年，汉中街深入开展数字化学习
社区的硬件建设，建成尚义、居仁、长寿、万兴４个数
字化学习型社区，并对社区网管进行培训。结合节

假日和每月社区工作宣传要点，利用社区有效资源，

和辖区共建单位联合，开展量大面广、多层次、多内

容、多形式、成系列的教育培训活动，对居民社区教

育培训率达５０％以上。在寒暑假期间发挥社会、学
校、家庭“三位一体”模式的作用，组织各社区开展

丰富多彩的活动，完成寒暑期活动简讯１００余条。
街道和各社区的宣讲员对社区党员进行每月一次的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时事政治宣讲，宣讲活动达

１５０余场次。
（沈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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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街辖区相邻，西至武胜路与荣华街辖区接壤。街

道办事处驻利济东街１５５号。辖区面积０７４平方
千米，下辖学堂、荣东、慈善、宝善、游艺、民意、顺道、

自治、南巷、六角等１０个社区居民委员会，有常住人
口３０１０８人。街党工委下辖１２个基层党委、５８个
支部，其中机关党支部８个，社区党支部２６个，非公
企业党支部２１个，国有企业党支部３个，党员１４７４
人。２０１７年，六角亭街转变作风、拼搏赶超，加快旧
城改造步伐，努力营造特色经济业态，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着力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全力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各项工作目标完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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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３日，国务院法制办党组成员、副主任甘藏春一行在省、市、区有
关领导的陪同下，到六角亭街调研政务中心和网格中心工作

况良好。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六角亭街
全面开展“红色引擎”工程，推进

“红色物业”，民意社区民康、民安

大厦首届业委会于４月正式成立。
培育“红色头雁”，联合长江大学

举办“推进‘红色引擎’工程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培训班，对５１名街
道和社区党员干部进行集中培训。

打造红色阵地，以学堂社区的“阳

光家园”、游艺社区“阳光驿站”等

树立党建工作标杆。

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制定

“两个责任”工作清单，制作《落实

主体责任谈话记录本》和纪实台账

本，全年街领导班子共记录１２０余
篇。开展多种形式廉政教育，制作《廉政承诺书》，

全街党员干部签订《廉洁提示函》６０余份，及时传达
学习案例通报，收看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并书写观

后感，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作风聚焦》视频等。

２０１７年，街道提醒谈话２０余人，开除２人，扣发绩
效工资２人。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７年，六角亭街统筹推进辖区项目
建设，取得良好成绩。省级重点项目恒隆广场主体结

构建设顺利，一期写字楼核心筒部分已完成至２６层，
完成地上楼板１７层，约４２万平方米。跃进旧城改
建项目于５月３１日启动，完成签约居民１２４０户，签
约率９０２５％。一职教东片项目完成征求居民意见工
作，进入启动征收。南巷装饰城片项目通过公开考核

方式确定征收调查公司，开始启动征收调查。

【经济建设】　２０１７年，街道配合招商引资“一号工
程”，成立面对恒隆建设的服务专班，向恒隆招商团

队提供招商意见，介绍、引见知名企业及相关部门积

极对接。协调恒隆变电站建设、地下通道连通和天

桥连通、周边道路建设，为大型商场和超高写字楼建

设提供服务和保障。落实《六角亭街领导及干部联

系重点企业实施意见》，街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分头

带队，对辖区３６家重点企业进行走访，共收集企业
问题１９条，主要涉及税收减免、政策扶持、用地规
划、环境改善、交通出行等方面问题，办结１３条，企

业满意率１００％。２０１７年，辖区内重点企业实现税
收２４３亿元。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７年，六角亭街全面开展创文、创
卫迎检工作，以《武汉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１９类必
查部位技术指南》为指导，逐项对标整改，顺利完成

全国卫生城市复审准备和迎检工作。以顺道街开展

特色街区创建，对人行道进行刷黑，对沿街门店招牌

进行立面整治，实现街道两旁人行道路面美化、车辆

停放有序。继续深化中山大道景观提升工程，配合

相关部门对民意四路、游艺路等联通路段开展路面

铺设、植绿补绿；对慈善巷路口、区人民法院巷口等

路段申请专项资金开展综合整治和美化工作，顺利

完成中山大道及周边联通道的改造提升工作，圆满

完成４月９日的“汉马”活动的前期准备及当天保
障工作。开展“智慧执法”试点，４月２０日，区“智慧
执法”试点工程现场会在本街召开，武汉市城管委

朱建华副主任一行５０余人到现场观摩。

【安全综治】　２０１７年，六角亭街调整充实街道安委
会领导小组成员，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与

各社区居委会、辖区重点单位签订《安全管理工作

目标责任书》６５份。夯实“三防”基础，投入经费５
万余元累计为居民区更换灭火器２８０余个，成立社
区消防室１０个。完成市级挂牌重大隐患单位美奇
商业大厦、区级挂牌重大隐患单位热点网吧、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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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六角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企 业 名 称 地　　址 性　质
职工人数

（人）

年生产总值

（万元）

税　收
（万元）

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湖北分公司 武昌保利广场２３楼 股份制 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６４６ １１９９０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武汉有

限公司

武昌友谊大道５０８号万利广场Ｂ
座７楼

国企 ６５ １４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２

武汉市第一医院 中山大道２１５号 公立 ２８７５ ２０２０００ １７６２

湖北精英盛华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宝丰路中御公馆２３楼 民营 １８００ ２４４２８ １６１７

中国船级社武汉分社（规范研究

所）
六角街新路１２８号 国企 １０２ １６６０ ８９９

湖北中北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武胜路７２号泰合广场２３０６室 民营 １２ ９０３９ ８４５

北京搜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武

汉分公司

江汉金家墩特 １号武汉天街 ６
栋１９层

股份制 ９３ ７２００ ５２２

武汉华创恒兴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京汉大道５２８号中心嘉园５楼 民营 １４ １３９９ ４７８

湖北恒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解放大道新世界Ｂ座２３楼 民营 ７８ ６０２８９ ２２３６

武汉市市政工程机械化施工有

限公司
利济北路７０号 国企 ３６０ ９３２９０ １４９９

大厦、南巷危房整改。区级消防重点隐患单位小天

使幼儿园验收摘牌。围绕平安建设“一感两度两

率”（“一感”指群众安全感，“两度”指社会治安满

意度、政法机关公正执法满意度，“两率”指平安创

建活动知晓率、参与率），定期举行平安建设专题宣

传等活动。统一制作宣传展板２６块，下发宣传手册
５０００份，制作悬挂宣传横幅１００余条，发放平安创
建“一感两度两率”调查问卷１３万余份。６月１３
日湖北日报对本街平安综治工作作了报道。依托精

卫中心第一健康门诊，每周为吸毒人员开展心理精

神康复治疗服务，及时给吸毒人员提供帮扶和救助，

对吸毒人员衔接执行率１００％，管控率６０％以上、戒
断率４５％以上。４月２１日，国家禁毒委交叉检查组
检查本街禁毒工作并予以肯定。在原网格中心建设

基础上投入 １２０余万元，试点建成中心总面积约
４５０平方米的综治中心。

【民生服务】　２０１７年，六角亭街在民意、游艺社区
实施困难老旧社区综合环境提升工程，投入工程经

费４９７万元，对社区进行管道改造、路面维修、立面

整治、增添门禁及消防设备等项目。在民意社区、荣

东社区和学堂社区创建老年宜居社区，

改造民意社区和荣东老年服务中心，荣东老年

食堂建设完成。按区统一部署，开展公租房摇号工

作，完成４７５户居民登记工作并在全区率先完成复
审。开展２０１７年“二次供水无主水箱（水池）”清洗
消毒工作，对辖区利民大厦、华中电网宿舍等处水箱

进行清洗。

【社会治理创新】　２０１７年，六角亭街继续深化“两
个中心”建设。深化网格化管理中心建设。建设网

格中心监控系统二期工程，新增监控点位５５个，全
街共１９８个监控点位全部纳入网格指挥中心监控平
台，实现实时监控、实时管理。完善网格平台系统，

收集修改意见，完成六角系统、掌上网格 ＡＰＰ更新
测试工作；加强网格队伍建设，制定《网格化管理工

作制度汇编》《网格员工作手册》等工作制度，根据

《六角亭社区网格员绩效管理考核办法》评定“星级

网格管理员”。深化政务服务中心建设。配备高拍

仪、叫号机、查询机、自助机等服务设施，设立综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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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窗口９个，取消社区服务窗口，实现全街“一窗多
能、全科服务”的服务格局。在全区试行服务事项

“全区通办”办件模式，已有２０个事项实现全区通
办。２０１７年，街政务中心共办理各类事项 １１万
件，办结率、转办率、群众满意率均为１００％，无一起
投诉问题。国务院法制办领导、市政务服务中心主

任等领导先后到街调研政务服务中心工作，并给予

充分肯定。

（黄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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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下辖燕山、
永茂、旌德、永庆、利济、共和、万安、存仁、红燕、竹

牌、新安、大新、全新、药王、多福、宝庆、永宁、五彩、

石码１９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常住人口约 １４万人。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严守安全底线为基础，以

重点项目建设为载体，以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为中心，

以改善民生为根本，坚持创新驱动，勇于攻坚克难，

辖区优势产业强劲增长，民生保障优质均衡，环境建

设再上台阶。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统筹抓好党的十九
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推

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面提升

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大力实施“红色引擎工程”，着

力营造良好的宣传舆论环境，按要求开展中心组

学习１５次。街工委书记带头讲党课，全街处级以
上干部带头为联系点社区上党课 １９场次。严格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严

格落实班子成员挂点联系社区、机关干部联系服

务网格、社区工作者联系服务重点户工作制度，机

关党员认领微心愿９０个，解决１４家企业困难问题
１７个，综合办结率及企业满意率全部达到１００％。
街业余党校及２０个分校每月开展活动，培训党员
群众９８０６人次。组织 １９个社区党支部开展“主
题党日 ＋”活动，带领党员走出社区、深入红色教
育基地进行参观学习。分层分类加强基层党组织

书记培训，组织社区书记分别赴百步亭社区、区委

党校、浙江及宗关街发展社区参加学习。组织党

员志愿者提供健康体检、法律援助、政策宣传等特

色服务共计５３次。全面推动“在职党员进社区”
“领导干部服务联系企业（项目）”和“双万双联”

等活动，建成１０００平方米示范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８个。设立“红色物业”服务站，投入５０万元在光
裕小区试点，“红色物业”顺利推进。以非公党建

为突破口，选派各社区专职副书记到汉正街各非

公党支部兼任党建指导员，指导配合２１个市场党
支部开展工作。成功承办孝感市流动党员支部主

题党日活动。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按照安全、快速、可
控、高效的原则，灵活运用群众工作线、依法征收线

的“两线工作法”，扎实推进征收拆迁和项目建设。

在建项目：银丰片“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地下

结构施工完成；汉正街东片复地集团已进行地质勘

探，并打试桩。拆迁项目：长江食品厂东片 Ａ１地块
已开工建设；长江食品厂东片 Ａ２、Ｂ地块完成项目
拆迁启动前期准备工作；三特片完成 ９１户签约过
审，面积６２０７平方米。规划项目：宝善红燕片已取
得项目规划意见；东片扩大片地块已完成调查摸底，

与被征收企业初步达成补偿意向。

【城市管理】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按照“干净、整齐、通
畅、有序”的标准，深入开展城市管理工作。在确保

全街２７２条街巷日均１６０吨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的基
础上，增强保洁力度，全面清理辖区卫生死角、棚顶

垃圾、乱贴乱画。加大环境保障工作，平均每天出动

保洁人员３７０人次，日均清除牛皮癣１８８０张，清理
垃圾卫生死角１０５处。坚持机关干部下社区参加周
末义务劳动。开展“爱卫”活动，外聘专业消杀公

司，更新安装“健康宣传”宣传栏２１块，开展“病媒
生物防止”宣传，发放“除四害”物资，共计发放宣传

材料５０００份、增补毒饵站１７００个，平均每周投放灭
蚊蝇药７千克、老鼠药４７千克，消杀面积达１６３万
平方米。为配合第二届“汉马”举行，投入资金 ７０
万元用于整治联通道口和道路硬化，对长食片拆迁

工作建渣绿网覆盖，累计清理垃圾９５吨。深入开展
大新社区和大夹三曙街生活街区创建，修补道路

３０００平方米，更换无主井盖３６个，处理污水满溢管
网改造３２处。专项整治利济南路占道、出店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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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堆放５０处，拆除私装地桩、地锁３０个。整治小广
告招牌２１０处、大型户外广告２５处。依法取缔汉正
街７５８号、金昌商城小区及周边等３０家非法小染坊
污染源，联合拆迁指挥部处理环保督查案件工地违

规作业３８件。

【文明创建】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以道德讲堂、推优评
优、特色活动为着力点，以顺利通过武汉市文明城

市复查为阶段目标，不断加大文明建设宣传力度，

着力强化辖区广大企业职工、居民群众和市场商

户的文明习惯养成，为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

建设积攒后劲。广泛开展“喜迎十九大”“口好

声音”“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和“中华魂———辉

煌与梦想”主题读书等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组织

每个社区拍摄一则家庭短片、举行一场大型活动、

开展一轮主题宣传，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

辖区文化向心力。联合社区、企业、市场和文明单

位，全面开展“讲文明树新风”“周未清洁家园”和

文明交通礼让、公益广告宣传等活动，区域文明程

度不断提升。汉正街群众广场舞团荣获第四届

口区群众广场舞大赛金奖，在口区迎春军民共

建舞龙大赛上荣获银奖，在２０１７年“健康武汉、动
感江城”全民共跳健身操舞总决赛中荣获钻石奖，

在“口好声音、想唱你就来”比赛活动中，歌手殷

文洁、任艳、刘雅各获得大赛铜奖，汉正街获得优

秀组织奖。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坚持问需于民、服务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性质
创立

年份

经营

类别

企业占

地面积

（平方米）

职工

人数

（人）

年生产

总值

（亿元）

上缴

税收

（万元）

备　注

１
武汉工贸有限公

司（合并）
沿河大道１６６号

国有

股份制
１９９９ 家电 ８００ ２３４０ ６０ １７８１３

２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正街支行
利济南路

国有

股份制
金融 ３００ １３４ １５ １３３１

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武汉

江北支行

多福路中心商城

一楼

国有

股份制
１９９８ 金融 ５００ ２０ ２ －

税收在口支

行统一缴纳。

４
武汉市房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合并）
利济南路

国有

股份制
房地产 － １３００ ３５ ８２４８

５
武汉国华礼品发

展有限公司

沿河大道 １８７—
１８９号

私营

股份制
２００４ 房地产 － １２ １０６１

６
武汉大陆桥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多福路附５８号

私营

股份制
２００４ 房地产 － １７０ １２ ２７４７

７
武汉复星汉正街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沿河大道 １８７—
１８９号

私营

股份制
２０１５ 房地产 － － ８ ５８４

８
武汉市春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沿河大道 １９０号
暨济商城５楼

私营

股份制
２００５ 房地产 － － － －

经营处于停顿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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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理念，全力推进社区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促

进民生改善、优化住房保障，民生服务水平不断提

升。创建社区治理创新示范 ４个（永庆、共和、红
燕、石码社区），推进老旧社区综合环境改造提升项

目２个（共和、旌德社区），创建老年宜居社区２个
（旌德、竹牌社区）和防灾减灾示范社区１个（旌德
社区）。培育社会组织２个（永庆社区关爱流动儿
童“候鸟驿站”和旌德社区权益维护服务站）。全年

发放低保金２０００万元。“三无”对象及孤儿２１人，
发放生活补助 ２３７４万元；临时救助 １４６人，发放
１０９６万元。春节期间慰问困难家庭８８０户，发放
２６４万元。金秋助学６０人，发放１３９万元。慈善
超市发放物资６９３份（米、油），计６９３万元。春节
和“八一”期间走访慰问武警武汉市消防支队汉正

街小型消防站官兵，送去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慰问物

资３０００元。完成退伍转业军人“解四难”摸底登记
１２９４人。新建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１个（利济社
区）、老年人配餐点１个（竹牌社区），培育扶持养老
服务社会组织２家（永庆老年幸福食堂、宝庆ＵＰ舞
蹈队）。发放８６８５位老人高龄津贴２６４９５万元，开
展家庭护理老年人４０人，服务１０１０８小时。举办老
年人绘画、书法学习班４期，学员１２６人，春节、“重
阳节”等节日开展各类活动２３次，全年参与活动老
年人达４１００人次。组织开展残疾人“阳光家园”系

列活动３次，成立街残疾人社区康复服务站，完成重
新核发《残疾人证》２９１５人。发放残疾人（重度残
疾、精神病、听力语言障碍）困难生活护理服药和信

息补贴１９９８２７万元。公租房配租登记１５１５户，摇
中１３０２户正在办理复审和选房入住手续，发放房屋
租赁补贴５３６户，４０２９８７万元。

【平安创建】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以提高群众“一感两
度两率”（“一感”指群众安全感，“两度”指社会治

安满意度、政法机关公正执法满意度，“两率”指平

安创建活动知晓率、参与率）为目标，积极开展平安

建设，定期开展治安巡逻和夜间巡查，社会治安形势

持续好转。广泛开展“万警进社区”活动，指导社区

开展治安防范、消防知识、青少年自我保护教育等，

深入社区联系群众办实事，群众治安满意度持续提

高。建立健全分析研判会商、领导包案、值班报告和

应急处置等机制，全面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市督

办的信访积案４４件基本化解稳定可控，确保国庆假
期、党的十九大期间等重要时节社会大局的稳定。

深化“社区网格”建设，制定街道网格中心综合指挥

室建设方案，社区网格站阵地建设基本完成，社会管

理责任单元不断优化。大力开展禁毒宣传和反邪教

工作，建成药王社区戒毒康复中心。

（王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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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事记

１　 　月

１０日
中共口区委、区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

达贯彻省、市《关于切实做好 ２０１７年元旦春节期
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口区工作。

会议强调，一是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坚决防范和

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二是要组织开展节前

帮扶慰问，落实各项社会保障和救助措施；三是要

切实做好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保安

全、保畅通；四是要认真做好值班工作，强化值班

纪律，规范信息报送和突发事件处置，确保政令畅

通、运转高效。

１１日
口区召开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专题会

议，全面总结一年来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研究

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做好隐患排查，

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完善部门协调机制，进

一步落实市人民政府第２６３号令。

１６日
口区召开２０１６年市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年度考核述职大会。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景新华主持会议。武汉市委考核组组长、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党组书记刘志辉作动员讲话。区委书记、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景新华，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分别代表

区委领导班子和区人民政府班子作述职述廉报告。

１７日
口区召开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通

报２０１６年口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以及安
全大检查大整治进展情况，分析研判安全形势，部署

近期重点工作。

１７日至１９日
口区“四大家”领导看望慰问区建设局、城管

委、水务局、园林局等部门一线职工，公安干警和消

防官兵，以及重点工作专班和重点工程、项目指挥部

一线工作人员，并致以新春问候和美好祝福。

１８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带领区领导一行深

入一线，慰问坚守在排渍疏捞一线岗位上的水务工

人，为他们送去新年慰问物资和新春慰问金３万元，
并致以节日的祝福。

１９日
中共口区委常委班子召开２０１６年度民主生

活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围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重点对照《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对照中央和省委、市委要求，对照争做

“五个表率”，严肃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入

查摆问题，深化整改落实。

２０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姚中阳、刘传、赵

宏亮到海军工程大学、军事经济学院等驻军部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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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慰问。

２４日
汉正街中央服务区汉正街东片项目由上海复星

集团以总价１３０１亿元的挂牌成交价竞得，刷新武
汉土地市场出让地块总价的最高纪录。该地块的成

功交易标志着汉正街中央服务区核心区已由“旧城

改造”进入“开发建设”的新时期。

２　 　月

７日
口区１０５２个党支部３３７４１名党员参加“带头

转变作风，带头拼搏赶超”专题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和全市机

关作风建设大会精神。

８日
口区举行新入职公务员宣誓仪式暨年轻公务

员座谈会。区领导景新华、邹春燕、苏海峰、彭前旭，

２０１６年新入职公务员以及３５岁以下年轻公务员代
表参加会议。全体新入职公务员和年轻公务员代表

分别作交流发言，汇报思想，交流感悟。

１３日
口区召开拼搏赶超暨汉正街核心区块建设动

员会，贯彻落实武汉市党代会、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

市拼搏赶超交流会精神，以汉正街核心区块建设为引

爆点，迅速掀起“带头转变作风、带头拼搏赶超”热潮，

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区人民政府

区长刘丹平主持会议。区委常委、汉正街·武汉中央

服务区工作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长潘利国部署工作。

区“四大家”相关领导、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参加会议。汉正街、六角亭街、区交通大队、

区统筹办作大会发言，表决心、讲打算、定措施。

１４日
为深入学习贯彻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宣讲团第一站走进宝丰街。

全国道德模范、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市级宣讲团

成员杨小玲为口区机关干部及社区代表作题为

《学习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做合格共产党

员》的宣讲报告。

１７日至１９日
在福建省泉州市召开的“全国部分法院家事审

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上，口

区人民法院仁寿法庭（家事法庭）交流家事审判工

作经验。

２２日
△口区召开作风建设剖析会，进一步统一思

想，提振精神，着力整治“新衙门作风”，确保“带头

转变作风、带头拼搏赶超”的要求落实到位。会上，

１６家单位结合各自职责，围绕服务不到位、进取不
积极、工作不落实、担当不主动等“新衙门作风”和

群众“最怨、最恨、最急、最盼”的事情，深入剖析本

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举措。

△口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张智与区招商
局、区经信局、区科技局、开发区等部门一起，专题研

究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完善口区招商引资促进

工作机制。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要

求口区上下要高度重视招商工作，发扬拼搏赶超

精神，紧盯项目落地，优化招商环境，进一步发挥招

商引资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为口转

型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口区领导刘丹平、刘斌、徐岗实地查看拆迁
现场，调度长丰高架东风村段征地拆迁工作，认真研

究拆除范围、补偿标准、资金来源等事项。长丰高架

东风村段征地拆迁涉及村民１８０户，总拆迁面积约
７５万平方米。

２４日
中共口区纪委召开十二届二次全体（扩大）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

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纪委和省、市纪委全

会精神，总结２０１６年口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部署２０１７年工作任务。区委书记、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景新华参加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

委书记邹春燕主持会议，并代表区纪委常委会作工

作报告。会上，８家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就
２０１６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作“点题报
告”，并公开接受现场询问和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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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日
口区总工会召开十二届四次全委（扩大）会

议。会议按程序增替补口区十二届工会委员会委

员、常委、常务副主席。听取并审议《立足新起点、

谋划新思路、展现新作为，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工作报告和２０１６年经审工作报告。

２８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苏海峰召集区考评办、区

发改委、区财政局、区经信局、区招商局、区统计局等

部门就主要经济指标进行调度，分析口区经济形

势，明确下步工作要求。会议听取７项主要经济指
标预设安排及具体推进措施，研究口区重点经济

指标调度机制。

△在武汉市招商引资大会上，口区与深圳浪
尖工业设计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工业

设计项目“Ｄ＋Ｍ小镇”，打造工业设计产业化服务
平台，为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提供服务保障，预期８月
可入驻办公。

３　 　月

１日
口区妇联联合汉正街在汉正广场开展“幸福

家庭·与法同行”三八维权周宣传活动，５００余名群
众参与，发放各种宣传资料２０００余份。

２日
口区直机关在区行政会议中心举办元宵节猜

灯谜活动，区直机关各部门人员积极参与。

３日
中共口区委十二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

口区招商引资大会召开。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

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表彰２０１６年度绩效管理工
作立功单位和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先进个人，总结部

署２０１７年口区经济社会发展及招商引资工作，书
面审议《中国共产党口区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共

口区委全体会议议事与决策规则》《中共口区委

常委会向区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区人

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区政协、区人民法院、区人民

检察院党组向区委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全会由区委

常委会主持。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作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总结２０１６
年工作，部署２０１７年经济及招商引资工作。全会充
分肯定２０１６年区委常委会的工作。

６日
△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陈一新赴

口区宜家荟聚商圈、古田老工业改造区、武汉四中、

汉正街小商品市场、轻轨竹叶海站、越秀财富中心项

目等地调研。

△口区领导景新华、彭前旭、徐盛敏到长丰街
宣布长丰街工委书记任职的决定，即徐岗任长丰街

工委书记，要求长丰街干部要讲政治、讲正气、讲发

展、讲担当、讲廉洁、讲安全。

１０日
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审议通过
区人民政府关于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议案办理工作方案，任命２３名新一届区政府组成
人员，表决通过区人大常委会有关人事任免议案。

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向获任命人员

依次颁发任命书。会议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严学彬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国利、

鲍春峰、余雅明、万艳红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区

长刘丹平，区人民法院院长胡诗云，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万诗雄列席会议。

１１日
为迎接国家第３９个植树节，中共口区委、区

人大、区人民政府、区政协领导带头挥锹植绿，与区

属各委办局机关干部、市第７９中学学生、青年志愿
者３００余人一同在竹叶海公园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种植梅花、桂花、樱花等２００余株，以实际行动推进
美丽生态口建设。

１４日
△中共口区委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集中收

看武汉电视台《作风聚焦》栏目，以整风精神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

华主持会议并代表区委常委班子进行对照检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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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逐一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发言。

△口区工商（质监）局、口区消费者协会隆
重举办２０１７年“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
询活动。口区工商（质监）局领导班子成员及区

局８７名志愿者参加主会场的纪念活动。此次活动
共设有１个主会场和１０个分会场，区消协等相关职
能部门共派出工作人员１００余人，志愿者现场发放
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宣传资料 ６０００余份，宣传袋
３０００个，悬挂横幅３０条，现场受理消费者投诉１０５
起，接受消费者咨询１０００余人次。

１６日
口区召开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会议，总结２０１６

年工作，部署２０１７年任务。区领导刘丹平、刘传、
尹天兵、宫志中参加会议。韩家墩街、汉正街、区建

管站、区城管委作交流发言。

１７日
△口区与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以及建银国

际（中国）有限公司中南业务分部、建信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武

汉业务中心、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口支行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全面推进口园区建设、基础

设施建设、企业发展、招商引资和民生工程等方面

开展合作。会上，区委、区政府向上述企业负责人

阮国良、刘学勤、舒怀、陶霄云、魏利文和李长城等

６人颁发口区“金融招商大使”聘书，助力口
区招商引资工作。

△口区召开２０１７年统计工作暨统计业务培
训会。武汉市统计局局长潘建桥到会指导，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苏海峰，各街道、开发区和相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共计６０余人参加会议。会上重点总结
２０１６年各项统计工作，部署２０１７年全区统计工作。

△口区召开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
职评议大会，对街道、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抓基层

党建工作进行述职评议。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景新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１１个街道和经济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分别作述职发言，展示上年工作亮

点，分析当前工作难点，提出下一步工作重点。１４个
区直单位党（工）委作书面述职，并进行现场测评。

△国家重点课题子课题《基于云平台大数据的
校园足球课程与实验》课题论证会在安徽街小学举

行。全国青少年新时代健康体质促进中心副主任陈

智勇、中国教育科学院体育卫生艺术研究所所长吴

键、中国教育科学院大数据可视化研究室副主任郭

旦怀、《中国教育报》编审李小伟等参加论证会。

１８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刘红鸣、潘利国、徐盛敏、徐

岗调度长丰街、汉正街信访积案化解工作，推动口

区信访积案化解。对武汉市交办的２０７件信访积
案，口区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区委、区人大常委

会、区人民政府、区政协领导全员上阵，包案到人，确

保按期完成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２０日至２４日
中共口区委统战部联合武汉市社会主义学

院、陕西省社会主义学院举办全区各民主党派负责

人统战理论培训班。培训班在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

开班，各民主党派３５名学员参加培训学习。培训围
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这一主题，进一

步提升新一届区民主党派负责人“五种能力”，推动

各民主党派组织健康发展。培训采取课堂教学与校

外异地教学相结合形式进行。

２７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徐盛敏、赵宏亮听

取口区养老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要求全面实施

居家养老服务“１３３工程”，按照“构建一个平台、突
出三项服务、强化三大支撑”总体思路，明确任务，

细化措施，提高全区养老服务水平。

２８日
△武汉市“千名局级干部联系服务千家企业”

活动动员会后，口区迅速响应，第一时间传达学

习、动员部署。景新华、刘丹平、周付民、严学彬等区

委、区人大、区人民政府、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及其

他在职市管干部３６名局级干部人员分别深入对口
联系企业，首次入企对接收集各类意见建议９８条。
区考评办第一时间认真梳理，形成９８项问题清单，
其中，需协调市级相关部门办理的２５件、区直相关
部门办理的７３件，上述问题已全部分解到区城管
委、区建设局等３３家单位分类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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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武汉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口
区拼搏赶超交流会和集中整治行政执法队伍作风纪

律大会精神，着力整治城管执法队伍思想作风、工作

作风、队伍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区城管委在

口区城管执法队伍中大力开展“强基层、转作风、树

形象、出业绩”作风纪律整顿活动。

２９日
△口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第

一期集中轮训班在区委党校举办。中共口区委书

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主持开班式并作《学

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的专题辅导报告。

△口区政协十四届二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湖北省政协十

一届五次会议和武汉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精神，

听取并讨论《区纪委（监察局）关于口区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情况的通报》《区发改委关

于口区重大建设项目 ２０１６年计划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７年计划安排的通报》，审议通过《口区政协关
于加强委员履职能力建设的意见》和《口区政协

委员述职办法（试行）》，印发２０１７年区政协工作要
点。会议由区政协主席周付民主持。区政府副区长

徐岗介绍口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３０日
△口区人民检察院驻汉正街中央服务区（

口总商会）检察服务站正式挂牌成立。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万诗雄与区工商联党组书记曾宪涛签署协

议，建立服务非公经济工作联系制度。

△第十五届（２０１７）中国优秀政务平台推荐及
综合影响力评估总结大会暨首届中国智慧政府“互

联网＋政务服务”创新发展大会在贵阳举行。口
区作为唯一区县代表做交流发言。会上，口区政

府门户网站荣获“２０１６年度中国政务网站领先奖”，
位居计划单列与副省级城市所属区县政府网站第四

名，区智慧政务平台被评为“２０１６年度‘互联网＋政
务服务’创新平台”。

△按照“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的要求，口
区行政审批局与建设银行口支行签署代办工商注

册登记协议，联手打造工商执照无偿代办平台。该

平台将充分发挥建设银行点多面广、服务时间较长

的优势，为辖区企业提供便捷的代办服务。

３１日
口区召开２０１７年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

会议，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与４家安全生产责任
单位和消防安全责任单位签订责任状。

４　 　月

１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徐盛敏、刘斌率

区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对汉

江口段进行巡查。重点查看宗关水厂反冲口迁移

改造工程和水损修复情况、江滩综合整治及港口岸

线资源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研究汉江湾体育公园江

滩无人机专业飞场及足球场设计方案。

△荣华街中山社区获得 ２０１６年度“国家地震
安全示范社区”称号，湖北省仅２个社区获此殊荣。

５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徐盛敏深入易家街工农

社区、古田街古南社区、韩家墩街公安社区开展暗访

暗查。针对暗访暗查中发现的部分社区环境卫生较

差，占道经营扰民；部分社区管理、服务不到位，树枝

树叶清理不及时；部分网格员工作不深入，入户走访

不到位；“万警进社区”活动开展不经常，工作力度

不够等问题，督促街道、社区和相关单位抓紧整改。

△为迎接４月９日举办的２０１７武汉马拉松，口
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实地查看口赛段道路设施建

设、环境氛围营造等工作情况，听取筹备工作汇报。

６日
△中国凤链发布会在武汉园博园长江文明馆举

行，全国首家开展旅游景区场景应用的区块链平

台———中国凤链在口诞生，武汉区块链产业园正

式挂牌成立。武汉市副市长刘英姿、市科技局局长

吴志振、口区领导景新华、徐盛敏、张智出席活动。

△由中共口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区妇联联
合举办的女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区

委党校举行，来自全区区直部门、街道的３３名女干
部参加培训。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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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日
△口区人民政府召开廉政工作（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廉政工作

会议精神，部署２０１７年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区长刘丹平参加会议并讲话。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苏海峰主持会议。区监察局、区发改

委、区财政局、区行政审批局、长丰街作交流发言。

△口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培训会，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区人大机关、区人大

街工委工作人员２４０余人参加培训。会上，代表们
集中观看《２０１６年口区政法工作纪实专题片》，区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红鸣通报口区平安建设

工作情况。会议邀请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代工委副主

任刘颖萍作题为《充分认识代表职务，切实履行代

表职责》的专题讲座。

△口区近几年先后涌现出董明、杨小玲、官东
等一批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截至２０１７年３月，
口区共获全国道德模范３人，提名奖１人，位居武汉
市各城区之首；获湖北省道德模范３人，武汉市道德
模范３人；获中国好人９人，湖北好人９人，武汉市
“模范市民”“文明市民”１８８人次。为充分发挥道
德模范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榜样引领

作用，区文明办编撰出版《道德的力量———口好

人故事汇》一书，作为口区道德讲堂、市民学校的

学习教材。

１７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在

古田街召开万人宿舍片征收工作调度会。区委常委、

区委办公室主任徐盛敏，以及街道领导班子成员、相

关社区负责人参加。万人宿舍片项目征收总建筑面

积３９４２万平方米，征收总户数５３１２户，截至４月１７
日，共预签约１７７０户，占总户数的３３３％。

１８日
△通过网上公开竞拍，武汉市首个模拟征收项

目———内燃机宿舍片由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以１８３亿元成功摘牌。内燃机宿舍片是全市率先
试行模拟征收的项目，位于古田路与古画路交汇处，

规划净用地面积４４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１８６
万平方米。该项目作为棚改还建房项目，开发建设

的全部商品房将由区房屋征收部门统一回购，用于

内燃机宿舍片、万人宿舍片等房屋征收项目的还建

安置。

△口区政协举办第十四届全体委员培训班，
２００余名新任政协委员、各专（工）会主任、各界别联
络员参加培训。湖北省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梅雪作题为《做一名合

格的政协委员》的专题辅导报告，围绕“懂政协、会

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六个方面，

就如何提升政协委员履职能力进行系统阐释。

△口区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开门红”，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５５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９％。在武汉市中心城区中，投资总额排名第四，
增幅和完成目标进度排名第二。

２０日
由中共口区委宣传部主办的２０１７年“武胜书

香文化”读书节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口区２０１７年
度全民阅读活动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表扬２０１６
年度最佳书香机关、最佳书香校园、最佳书香企业、最

佳书香社区、最佳书香家庭、最佳青年书香号、最佳阅

读推广人，宣读“传承武胜书香文化·建设美丽家庭”

倡议书，并开展领导荐书、校长荐书活动。

２１日
△口区迎“五一”健步行活动在张公堤绿道

举行，来自口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工会的

６０支代表队、５００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此次活
动全程约６千米，采取团体赛方式，每支代表队由８
名队员组成，男女混合编队，积极倡导“我运动、我

健康、我快乐”的生活理念，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的

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

△２０１６年武汉市首届“大城工匠”评选结果揭
晓，２９名在本职岗位做出卓越贡献的一线职工，被
命名为武汉“大城工匠”。口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龙从发荣膺该称号。龙从发从艺６０
多年来，在继承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将武汉木雕船模

制作技艺发扬光大，多件作品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国家军事博物馆等单位收藏。

△口区领导刘丹平、刘传、赵宏亮率相关部
门和省级文明单位东方航空武汉公司相关负责人赴

黄陂区罗汉寺街皇庙村调研精准扶贫工作，实地查

看村委会兴建的苗圃基地和太空莲项目，看望慰问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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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队员，详细了解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２３日
武汉市召开第三次拼搏赶超交流会，交流各区

一季度经济工作情况，部署二季度和下一步经济工

作。一季度口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招

商引资总额、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服务业增加

值、外贸出口６项指标增幅超过武汉市预期目标。

２４日
△口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研究部署

主任会议成员联系街道和领衔督办代表建议，以及

区人大机关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工作，通报上门

走访联系、协调解决问题等具体情况。区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严学彬，副主任许以华、刘国利、

余雅明参加会议。会议还讨论修订《区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履职守则》等４项规章制度修订稿，并对
下步区人大工作制度修订作安排部署。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常务副区长苏
海峰，副区长刘斌率相关成员单位领导调研口区

“四水共治”工作，实地查看福新泵站、江滩综合整

治及堤防建设情况，听取区水务局关于口区“四

水共治”进展情况的汇报。

△中共口区第十二届区委第一期区管干部进
修班在党校１４０２教室开班，４５名学员参加开班仪
式。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党校校长

彭前旭出席开学典礼并作动员讲话。

２６日
武汉市“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宣讲

活动走进武汉纺织大学。活动以“时尚汉正·霓裳

飞扬———汉正街服装创意设计集聚区招才引智”为

主题，推动政校企合作，促进高校人才与汉正街有效

对接，为时尚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活动由武汉

市委宣传部、口区委、区人民政府和武汉纺织大学

主办。区领导景新华、苏海峰、刘传、郭建敏，武汉

纺织大学党委书记韦一良、校长彭育园、副校长罗锦

银与大学生共话成长。

△口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执委会。其中主席（会长）１
人，常务副主席１人（由统战部副部长兼任），专职
副主席２人，企业家兼职副主席７人，总商会副会长

１３人，常务委员１０人，执行委员６３人，圆满完成换
届工作任务。

△本日是第十七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口区工
商（质监）局在汉正街开展“创新创造改变生活，知

识产权竞争未来”为主题的“２０１７年口工商（质
监）局知识产权宣传周商标宣传活动”。

２７日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协、湖北省政

府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７年“创响中国”首站活动在武汉
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湖北省首批１４个省级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名单出炉，口区荣膺湖北

省首批区域“双创”示范基地，武汉市仅口区、江

岸区入选。

２８日
△凯德·西城开业仪式暨“汉江湾国际生态乐

活季”启动仪式举行。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 １６
万平方米，是新加坡凯德集团在华中地区最大的一

站式家庭购物中心，拥有武汉西部唯一的开放式顶

层空中花园和华中地区最大的奥运赛事标准真冰溜

冰场。已完成签约商户近４００家，亚洲知名零售企
业永旺集团旗下综合百货超市等２００多家商户实现
同步开业。开业当天客流量达１３６万人，刷新凯德
集团所有项目开业当天客流量新高。

△口区召开拼搏赶超交流会，学习贯彻武汉
市第三次拼搏赶超交流会精神，总结一季度重点绩

效完成情况，部署二季度和下一步经济工作。区委、

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

区长刘丹平主持会议。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景新华参加会议并讲话。区发改委、区经信局、区

统计局、区财政局、区统筹办、古田街、韩家墩街、宗

关街作交流发言。会上还下发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项
目汇编、２０１７年度绩效管理推动发展专项目标。

５　 　月

８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

到区教育局调研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工作，分析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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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区领导刘传、徐盛敏、赵宏亮参加调研。区教育局

以及新合村小学、安徽街小学、第二十七中学３所足
球特色学校分别介绍工作推进情况。

９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

华就实施“红色引擎工程”与部分街道、社区、非公

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座谈，调查了解各方面情况，明

确下步工作重点。区领导彭前旭、徐盛敏参加座

谈。会上，区委组织部介绍口区“红色引擎工

程”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下步工作计划。宗关

街、汉正街、开发区、宗关街发展社区、宝丰街公路

社区、六角亭街游艺社区、远大医药有限公司、汉

正街品牌广场商会党组织负责人分别介绍具体工

作推进情况。

９日至１１日
口区连续３天开展打击非法传销行动。在区

综治办的统一指挥下，口区工商（质监）局、公安

分局以及长丰街、社区等部门联合开展打传清查行

动，共出动执法人员７５人次、车辆１４台次，检查紫
润明园南等４个社区、清理出租屋２３间，查获涉嫌
传销人员４４人。

１１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

到六角亭街政务服务中心、区行政审批局实地调研，

详细了解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改革

工作推进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研究部署下

一步工作。

１６日
△口区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组长调

度会，研究分析近期口区招商引资工作推进情况，

部署下一步工作。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苏海峰、

徐盛敏、徐岗、张智、赵宏亮、肖军生参加。会议就青

龙化工厂改造、“同济医学院校友资智回汉聚”恳

谈会、永辉中百超市进驻等工作进行部署。

△口区领导景新华、徐盛敏、刘斌实地察看江
发路立交、城华路、张毕湖公园等城建重点项目进展

情况，了解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明确下一步工

作要求。区委书记景新华要求，再加力度，确保江发

路立交２０１７年建成完工，城华路建设取得新进展，６
月中旬前解决宜家片区排水问题。

１７日
口区政协召开界别负责人会议，研究探讨加

强界别工作的方法和途径，部署下一步工作。区政

协主席周付民，副主席程宏刚、邹仕芳参加会议。会

上，各界别组负责人交流本界别组年度工作安排，就

进一步发挥界别组作用提出意见和建议。

１８日
△第三届武汉国际电子商务暨网络商品博览

会举行，口区组织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内３５
家企业和单位集中参展。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

化司司长骞芳莉，省商务厅厅长邱丽新、副厅长胡

道银，武汉市政府副市长徐洪兰，口区委书记景

新华参会并到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实地考察

一路乐、九州通两家电商企业，详细了解电商企业

发展情况。

△口区领导景新华、苏海峰、刘传、徐盛敏、
赵宏亮调研区基层医疗体制改革工作推进情况，剖

析存在的困难、问题，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

记景新华强调，口医疗资源丰富，基层医疗体制改

革基础很好，下一步要做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

探索推行分级诊疗模式。

１９日
口区辖区同济医学院“校友资智回汉聚”

恳谈会召开。此会是为贯彻落实武汉市委“百万校

友资智回汉工程”，向广大同济医学院校友借势、借

力、借脑，加快推动口赶超发展。活动由口区委

区政府、同济医学院共同举办，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孙志军，口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苏海峰、彭前

旭、张智、赵宏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副院长

胡华成参加座谈会。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胡丙长、

同济医学院海外校友总会主席向惠云、武汉同济现

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亦武等５０多位
同济医学院海内外知名校友代表、知名企业家代表

齐聚一堂，从医疗、资本、产业等多个维度，为建设武

汉、建设口、建设环同济健康城支招，并带来一批

领衔的尖端项目。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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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至２１日
口区组织机关干部参加全市机关羽毛球大

赛，获得全市城区组第一名。

２２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徐盛敏就武汉城市留

言板网民留言办理及“四水共治”工作推进情况开

展暗访暗查。截至５月２２日，口区承办城市留
言板网民留言共１２７件，已回复９８件。口区的
网民留言数量在全市中心城区位居第六，仅高于

青山区。

△口区第三届校园足球校级联赛开幕式在汉
江湾足球场开幕，武汉市足协秘书长付翔，中共口

区委书记景新华，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刘传，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徐盛敏，

副区长赵宏亮等出席开幕式，区政府办、区教育局、

区文体局领导参加开幕式。来自口区６３所学校
的球队将在汉江湾足球场开展为期５天的比赛。

２３日
口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平安城市大会，总结前段工作进展情况，部署下阶段

重点工作。区委、区人大、区人民政府、区政协相关

领导，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

议。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参加会议

并讲话。区长刘丹平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刘红鸣，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传，副区

长赵宏亮分别部署平安建设、文明创建和创卫复审

工作。区建设局、区食药监局、区文体局、区卫计委、

区城管委、区教育局、六角亭街、宝丰街、荣华街作表

态发言，区公安分局作交流发言。

２４日
口区举办“春风十里画中游·陪你骑行汉江

湾”活动，该活动是汉江湾国际生态乐活季系列活

动之一，以健康生活、绿色出行为主题，共有乐活、乐

商、乐道、乐创４个主题方阵约４００人参与，分别是
网上报名的市民代表组成的乐活方阵，志愿者们组

成的乐创方阵，企业代表组成的乐商方阵，以及社区

代表组成的乐道方阵。选手们从张毕湖公园出发，

沿张公堤绿道，骑行至园博园东门汉口里，全程共计

１０２千米。

２６日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

校园足球试点县（区）签署推进校园足球改革发展

备忘录仪式在北京举行，口区作为试点区参加签

约仪式。

△口区公车改革后保留的执法用车、应急用
车、机要通信用车及其他车辆共３６８台。按照省、市
要求，截至５月２６日，５２台需要喷涂的公务车已统
一喷涂完毕，车身侧面喷涂有“公务用车”标识和监

督电话。涉及国家安全、侦查办案等有保密要求的

执法车辆不喷涂标识。

△经与华夏幸福基业·火炬孵化集团多轮磋
商，博济·武汉智汇园项目落户口。该项目拟投

资２０００余万元，改造旧厂房面积１２万平方米，引
进８０—１００家工业设计类企业，吸引３００名大学生
留汉创业就业，建成后将成为全市独具特色的工业

设计产业集聚区和新型文化、科技创新示范园区。

２７日
△第六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项

目大赛开幕式在汉江湾体育公园韩爱萍羽毛球馆举

行，市区有关领导、各高校、风投机构、企业孵化器、

入孵企业代表等１００多位武汉创新创业中坚力量出
席开幕式。

△口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授权支付业
务正式上线运行。首批试点单位为区教育局、区建

设局。通过实施支付电子化，改变传统支付模式，技

术手段更先进、业务办理更高效、资金拨付更安全。

３１日
口区与汉正街控股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汉正街控股集团公司落户口。汉正街中央服

务区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誓保，区领导

景新华、刘丹平、潘利国、徐盛敏，汉正街控股集团公

司董事长胡承启参加签约仪式。

６　 　月

２日
△口区召开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暨整区推进“红色引擎工程”工作部署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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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主要领导和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区委书记、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参加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长刘丹平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彭前旭全面部署工作。区直机关

工委、汉正街党工委、宗关街发展社区党总支、远

大医药公司党委、市第四医院党委、绿升物业公司

武汉分公司作交流发言。

△口区召开防汛排渍动员部署会，贯彻落实
国家防总和省、市防指指示要求，部署防汛排渍工

作。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防汛抗旱指挥

部政委景新华，区人民政府区长、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指挥长刘丹平，各副指挥长及相关成员单位负责人，

各街道分指挥部指挥长参加会议。

３日
由武汉市经信委、口区委、区人民政府和武汉

纺织大学联合主办的汉正街“时尚跨界、产业重构”

高峰论坛在园博园长江文明馆开幕，中国·汉正街

时尚创意联盟正式成立。

６日
２０１７年度高考，口区设有第四中学、第十一

中学、第十七中学、第二十六中学４个考点，３１９６名
学生参加高考。

８日
武汉市改革办简报刊发《一切以群众体验为导

向———口区在“三办”改革中创新举措出成效》一

文，在全市推广口区“三办”（马上办、网上办、一

次办）改革经验做法。

１２日
中共口区委、区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全面

深入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谋划下半年经济工

作。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刘红鸣、苏海峰、徐盛

敏、徐岗、张智参加会议。会上，区发改委、区财政

局、区经信局、区招商局、区统计局介绍上半年全区

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分析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提出工作建议。

１４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

就企业反映的凯德西城广场周边交通问题进行现场

调度，研究解决古调路、田正街和轨道交通１号线古
田二路站地下通道建设问题。

１６日
△口区举行年轻干部座谈会，区委书记、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与年轻干部开展集体廉政谈

话。区委委员参加会议。会上，４３名４０岁以下年
轻干部代表分别围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项目建

设、产业发展、亮点区块打造、“四水共治”等重点工

作，结合工作实际作交流发言，汇报思想，交流感悟。

△口区总工会组织的２０１７年职业创业就业
培训班在武汉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开班。区总工会

坚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从数十种培训课目中选取

西餐、中式面点、西式面点、美容美体、电子商务５个
课目，由参训学员自主选择，满足职工培训的个性化

需求。

１８日
同济医学院１１０周年系列校庆活动海外校友专

场在美国波士顿举行。同济武汉校友会会长张明向

海外校友介绍武汉市“资智回汉”相关政策、口区

健康服务业发展现状及“环同济健康城”建设情况，

引起海外校友共鸣。

２０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刘传、徐盛敏、

赵宏亮调度健康产业工作，了解健康产业推进情况

及存在的困难，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强调，健康产业专班及相关

部门要紧密对接、大力支持、持续跟进，确保同济现

代精准医疗项目、国家健康大数据应用示范中心项

目、平安健康城项目、“资智回汉聚”后续跟进项

目等重点工作落实落地。

△口区举办全市美容美发行业职业技能大
赛。由武汉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口区人力资源

局主办，武汉环亚美容美发职业培训学校独家承办

的武汉美容美发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武汉万松园路

西园宾馆举行。大赛邀请来自法国、韩国的数十名

友人作为大赛的裁判。口区人力资源局党委书

记、局长郭军代表主办方致开幕词。大赛共有来自

全国各地美容美发行业的１０９名选手参赛，比赛分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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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论知识竞赛和实操技术竞赛，经过一天紧张的

比赛，共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４名。

２２日
为纪念建党９６周年，口区直机关邀请武汉党

史宣讲团成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

武汉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

导师李斌雄教授，作《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

新形势，新思路，新举措》专题宣讲。

２３日
口区政协召开第十四届三次常委会暨区委书

记与政协委员座谈会，就深化平安口建设课题进

行专题协商。区领导景新华、周付民、刘红鸣、张晓

红、徐盛敏、尹天兵、程宏刚、郭建敏、邹仕芳、宫志

中、肖军生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口区平安建设工

作汇报，以及区政协课题组关于深化平安口建设

的调研报告。区政协常委、委员积极建言献策。会

议审议通过《政协武汉市口区委员会委员履职量

化综合评价办法（试行）》。

２７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

资源研究所荣誉所长、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王浩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聂凯签署合作共建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协

议，成立口区首家“院士（专家）工作站”，双方将

在污水治理、污泥治理、流域治理、城市地下空间、城

市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武汉

市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张捷为王浩院士颁发“院士

（专家）工作站”驻站院士特聘聘书。市科协副主席

陈光勇，区领导刘丹平、苏海峰、潘利国参加活动。

揭牌仪式前，王浩院士为集团公司２００余名科技工
作者作中国水环境问题及治理对策专题讲座。

２９日
东方红二小、南垸坊小学、崇仁寄宿学校、武汉市

第四初级中学新增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３０日
△“七一”前夕，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

委书记陈一新来到口区市政排水设施维修队宗关

站点作业现场，看望慰问维修队党支部的１０位党员
代表，并察看支部党员活动室，代表省委向奋斗在排

渍抢险一线的党员们致以节日问候。该党支部成立

于１９８５年，目前有党员 ２６人，负责口区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及１２７个社区排水设施疏捞维护。

７　 　月

１日
按照武汉市统一部署，口区全面实施“十证

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十证合一”是在

“五证合一”（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

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统计登记证合一）基础

上，整合公安机关的《印章准刻证明》、人民银行的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公积金中心的《单位

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商务局的《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和《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通过部门

共享信息、协同办理，有效解决企业办理证照“部门

多次跑、资料重复交、办理时间长”问题，变企业跑

腿为“数据跑腿”，方便企业“快入准营”。实施“十

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以来，口区市场主体呈井

喷式增长，平均每天新增各类市场主体５０余户，新
增企业２０余户。

３日至４日
近期，长江、汉江水位全线上涨，武汉市启动防

汛Ⅲ级应急响应。长江汉口站水位达到２７７０米，
超警戒水位０４米；汉江新沟站水位达到２７４９米，
超设防水位１４９米。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政委景新华，区人民政

府区长、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刘丹平，副区长、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刘斌实地检查汉江

防汛工作，详细了解险段值守、巡堤查险、防汛备料、

后勤保障和防汛责任制落实情况，检查闸口封堵情

况。各街道分指挥部负责人一线指挥，封堵闸口１４
座，搭建防汛岗亭２２座，按每千米２０至４０人标准
上足巡堤人员，共出动巡堤查险人员６４９人次。

４日
△口区召开党政干部大会，学习贯彻湖北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和武汉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重点

·２８２·

·口年鉴·



研讨招商引资工作。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

府、区政协领导，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参加会议。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

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长刘丹平全面部署招商引资

工作。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红鸣传达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和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许以华、区政府副区长张智、区政协副主席肖

军生以及１２家单位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交流招商
引资经验，提出建设性建议。

△口区人民政府与武汉德诺美生物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签约仪式在区政府举行。３位诺贝尔
奖获得者巴里·马歇尔、达尼埃尔·谢赫特曼、阿

龙·切哈诺沃来到口，与落户口区的德诺美生

命科学创新研究院签约，建设中部地区健康产业标

杆园区———武汉智慧生物医药谷。

△口区招才招商专题培训班３９名学员在区
委党校举行开班仪式。这是口区首次举办招才招

商专题培训班，本次培训班采取“党校 ＋高校 ＋行
动学习”的方式进行，即先在区委党校培训，后赴新

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培训１０天，在集中学习后
用４个月时间开展行动学习。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招才局局长、区委党校校长彭前旭

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

５日
△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曙一行到

口区调研督导基层作风巡查和党风廉政建设等工

作。市委巡察办主任刘生华，市基层作风巡查第三

组组长桂敏侦，区领导景新华、周付民、严学彬、邹春

燕、徐盛敏参加调研。张曙一行实地调研宗关街发

展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纪检组织履职情况，对街

道、社区的党风廉政建设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进行

督办指导，并在区纪委信访接待室接访２名上访群
众，认真倾听诉求，仔细解答群众疑虑。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观看中德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并与来自新合村小学的黄宝莹

等小球员合影。

１０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

华到汉中街实地调研崇仁 Ａ片项目征收工作进展
情况，并实地查看长寿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和老年

食堂，听取居民对老年食堂的意见。

△口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专题审议
口区财税工作报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

许以华、刘国利、余雅明、万艳红参加会议，区人大各

办委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严学彬主持。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区国税
局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区地税局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税收征管工作总结》。会议还听取区政府

《关于推行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情况的工作报

告》，研究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常委会会议

方案及“五级代表在行动”活动有关工作，通报机关

有关事项。

１２日
中共口区委中心组开展“学习廖俊波，做合

格党员”专题研学。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景新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中心组成员和区管中

青年干部代表参加学习。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专题片

《廖俊波：扑下身子苦干实干》，集中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对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彭前旭，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刘国利，区政府副区长尹天兵，区政协

副主席宫志中围绕学习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结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以及个人思想和工作实

际作主题发言。古田街工委书记鲁翠玲、区经信局

局长易鹏、区招商局局长孙嘉作为区管中青年干部

代表作交流发言。

１３日
△按照全省开展“聚力脱贫攻坚、五级代表在

行动”活动要求，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景新华前往黄陂区李家集街上古寺村，以区人

大代表身份参加汉正街代表小组活动。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许以华、万艳红等 １０余名区人大代表参
加。景新华和区人大代表们听取上古寺村精准扶贫

工作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村集体脱贫项目收益情况

和贫困户脱贫措施，实地查看 ８０千瓦光伏发电项
目，还到黄陂一中盘龙校区，看望慰问“一对一”结

对帮扶的孤儿贫困学生，询问了解其学习生活情况。

△口区召开党政办公室工作会议，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委办公厅（室）工作的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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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精神，以及栗战书同志在中央办公厅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暨“５·８”重要讲话发
表３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网上群众工作部、
保密、督查、紧急信息报送以及主体责任落实等工作

进行部署。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徐盛敏参加

会议并讲话。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带领相关部门现
场督办金银湖南街、凌云西路、三环线北路、城华路、

丰硕路等保障房配套道路建设情况。

１３日至１４日
台湾苗栗县师生家长参访团参访舵落口小学、

武汉市第一聋校、科技站青少年活动基地、韩家墩小

学、义烈巷小学、东方红小学。

１４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副区长赵宏亮

带领相关职能部门人员进行创卫复审实地检查，先

后检查汉正街宝善生鲜市场、香江家居、同济医院周

边及舵落口村等重难点区域。

△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厅《情况交流》简报发文
推介口区委大力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的经验做法。

１８日
由武汉市打击传销领导小组办公室、口区人

民政府主办，口区综治办、口区打传办承办，

口区工商（质监）局、口区公安分局、长丰街办事

处、天津天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协办的

“打传销反欺诈、共建平安口”大型宣传活动在长

丰街紫润明园南社区举行。活动当日，区打传办共

发放宣传折页２４００张、宣传册４００份，悬挂宣传横
幅８条，受理群众涉传举报线索２条。

１９日
△口区召开迎接全国文明城市复查测评工作

部署会，贯彻落实全市文明城市建设工作部署会精

神，对文明城市复查测评迎检工作进行部署。区领

导景新华、刘传、徐盛敏、刘国利、尹天兵、邹仕芳

等参加会议。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传就迎检

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汉正街、区城管委、区交通大

队、同济医院相关负责人作表态发言。

△武汉市房屋征收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古田街
召开，市房屋和土地征收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宗

华、副区长尹天兵以及７个中心城区、９个远城区房屋
征收办主任参加。与会人员观看万人宿舍片房屋征收

工作专题宣传片，围绕房屋征收工作进行交流。

２０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徐盛敏、张智就德诺美项

目落地相关工作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专题调度。

该项目由口区与德诺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建设，双方合作引进３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及其团
队，成立生命科学创新研究院，引进国际先进水平的

新药物研发、人才培养等优质项目，打造武汉智慧生

物医药谷。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强

调，德诺美项目是此次华创会影响最大的项目，湖北

省委、武汉市委高度重视，其落户口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口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苏海峰、张晓红、
刘传、徐盛敏、万艳红、刘斌、赵宏亮等走访慰问酷

暑中坚守岗位的区建设局、区城管委、区水务局、区

园林局、区公安分局、区交通大队、区消防大队、区政

府总值班室、各街道环卫所一线干部职工，为他们送

去防暑用品。

２６日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孙光骏，党

组成员、纪检组长彭宏一行到口区人民检察院调

研指导工作、检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并与该院全体党组成员、检委

会专职委员、各部门负责人座谈。区领导景新华、刘

红鸣参加座谈。会上，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万诗雄介绍上半年工作情况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回头看”自查情况，分析在落实主体责任、党

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孙光骏检察长对区

人民检察院工作成效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

给予高度评价。

２７日
△口区召开新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就贯彻

落实全市新民营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听取民营企业

家对口区发展新民营经济的意见建议。区委、区

人大、区人民政府、区政协相关领导以及辖区４０多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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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民营企业代表参加座谈会。会上，区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彭前旭传达武汉市委书记陈一

新在武汉市新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印发〈突破性发展民营经济

的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２０位民营
企业家踊跃发言，对优化口发展环境，加快民营企

业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口区人力资源局与口社保处共同召开全
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

议，对２０１７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与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成建制上线运行两项工作进

行部署。会议还传达湖北省、武汉市有关指示要求，

通报全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

题，明确今后的工作重点。

２７日至２８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周付民、严学彬、邹

春燕、苏海峰、潘利国、刘传、余雅明、赵宏亮、宫志

中等率相关街道、区直部门负责人，分四路到海军工

程大学、军事经济学院、武汉警备区、空后武汉办事

处、区消防大队、武警口中队等１１家驻军部队走
访慰问。口区委、区人民政府表示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部队建设，希望军地携手、军民同心，共同推动

口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２８日
中共口区委召开专题推进会，对口区推进

“红色引擎工程”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区领导景新

华、彭前旭、刘传参加会议。会上，区城管委、区教

育局、宗关街、汉水桥街、六角亭街荣东社区、汉正街

品牌服饰批发广场商会等６家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作
交流发言。

８　 　月

２日
△武汉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礼堂

召开军运会誓师大会，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

记陈一新出席会议并向全市发出总动员：坚持以习

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

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赛方针，从现在起，

全力以赴、争分夺秒，以奥运标准、军队作风、工匠精

神，大战８００天，努力办出一届国际水准、中国气派、
武汉特色的精彩军运会。军运会执委会主任、武汉

市人民政府市长万勇主持会议。武汉市政协主席胡

曙光出席会议。

△口区招商引智座谈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
式举行，５０余家企业参加会议，包括标致雪铁龙、
恒隆、凯德、宜家、葛洲坝、中粮置地等世界５００强
企业、大型央企、国企，以及浪尖、猪八戒网、永辉

等民营企业、产业龙头企业。湖北保监局局长王

斌、武汉市卫计委主任陈红辉、市金融工作局副局

长梅林、市商务局（招商局）副局长易仁川和口

区“四大家”相关领导参加活动。会上，湖北保监

局与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口区被授牌全

省首个“健康保险创新示范区”，集中签约 ５个招
商引资重点项目，签约投资金额达 ７０５亿元。葛
洲坝集团将建设葛洲坝口“产城融合示范基

地”；中粮置地将建中粮大悦城首个华中项目，集

团及旗下分公司华中区域总部将落户该项目；中

电数据与口区政府、同济现代共同建国家医疗

健康大数据应用示范中心项目；平安不动产将打

造国际创新标杆“平安健康城”；大龙网将打造龙

工场跨境电商产业园。世界知名房地产咨询机构

仲量联行、浪尖工业设计有限公司、平安集团、猪

八戒网、永辉超市等机构和企业代表发言，为口

招商引资与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４日
△口区召开“红色物业”工作推进会，深入贯

彻落实中共武汉市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步

工作，全面推动物业服务融入社会治理创新。区领

导景新华、刘丹平、刘红鸣、苏海峰、彭前旭、徐盛敏、

赵宏亮参加会议。会上，区委组织部、区房管局、区

民政局、区人力资源局分别介绍“红色物业”有关工

作推进情况，房集团介绍区属公益性企业化物业

服务实体组建情况，宗关街、汉水桥街就“红色物

业”试点工作作交流发言。

△口区政协召开第十四届六次主席（扩大）
会议，对《关于加大力度推进汉江湾·云谷建设工

作的建议案》进行提案办理协商及中期督办。区领

导景新华、周付民、徐盛敏、张智，区政协主席会议成

员、建议案办理单位主要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及受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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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区人民政府

关于１号建议案办理情况的通报，政协委员结合各
自工作实际，对汉江湾·云谷建设提出建议。

８日至９日
“２０１７中国·汉正街时尚男装原创展示暨采购

大会”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吸引全国１２万
客户观展，现场签约订单总额超４５亿元。展会以
“打造时尚汉正街，重振汉服雄风”为主题，３２０家生
产经销商参展，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５所高校
助阵，５８０套汉正街原创服装、９场动态秀精彩纷呈，
吸引２０万网友在线观看。

９日
口区召开十二届区委第三轮巡察工作动员部

署暨基层作风建设推进会，传达学习相关文件精神，

通报前一阶段区委巡察发现的共性问题和基层作风

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动员部署区委第三轮巡

察和下一步基层作风建设工作。区领导景新华、邹

春燕、彭前旭、徐盛敏参加会议。

１０日
中共口区委组织部举办“发展社区服务型党

组织工作法”示范培训班，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及

口区４０名示范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培训。培训
采取交流研讨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理论学习与现场

观摩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学员实地观摩发展社区的

红色阵地及服务功能，听取发展社区党总支书记刘

德荣的经验介绍。４名学员围绕如何借鉴学习发展
社区党建工作经验作交流发言。

１１日
△中共口区委十二届五次全体会议召开。出

席会议的有区委委员３２人，候补委员８人。区纪委
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会议。全会由区委常委

会主持。全会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

部级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系列决策部署以及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

部署下半年任务。口区委书记景新华作全会主题

报告。

△按照中共武汉市委统一部署，为全面提升基
层党建保障力和党组织凝聚力，以实施“红色引擎”

为统领，以党组织和党员为主体，统筹设立市“红色

基金”。口区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区直机关

工委举行“红色基金”现场捐助活动，４４家区直机关
单位、１１１个党支部的１４６２名党员参加，共收到捐
助４０６４万元。

１４日
口区人民政府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中央、省、市有关会议精神和区委全会精神，总结

区人民政府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区

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作讲话。会议要求，要清醒认

清形势，始终保持以我为主的战略定力。强调围绕

全市“十项全局重点工作”和全区“八项全局重点工

作”，在项目、招商、财税、城建、城管、安全、民生 ７
个领域，聚焦十大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力争在年底

取得突破性的显著成效。

１６日
△就８月１５日晚武汉电视台《作风聚焦》栏目

曝光口区“老旧社区脏乱差，整改未见明显改善”

问题，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

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邹春燕到汉水桥街解放社

区现场办公，督促落实问题整改工作。

△口区召开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会议，总结
“六五”普法工作，部署“七五”普法任务。区领导景

新华、余雅明、刘斌、宫志中参加会议。会上，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余雅明传达湖北省第十三次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会议及武汉市“七五”普法工作推进会精

神，安排部署口区“七五”普法工作。区政协副主

席宫志中通报口区“六五”普法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斌部署口区普法工

作。宗关街、区人力资源局、区人民检察院、区教育

局作交流发言。

１８日至２０日
口区在２０１７浙江省金华市全国校园阳光体

育足球班级联赛发展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全国只

有３个试点区发言），新合村小学被评为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学年“全国校园足球班级联赛优秀学校”（全国
共评选出１９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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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日
为促进新提拔区管年轻干部迅速转变角色，尽

快适应工作岗位，加快年轻干部成长，中共口区委

召开新提拔区管年轻干部座谈会，区委书记、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景新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

部长彭前旭与新提拔区管年轻干部进行集体谈话。

２２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祖才，基础产

业司司长罗国三、副司长周小棋，规划司副巡视员马

强等一行来口区调研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项目，

先后考察口区化工企业搬迁和生态修复项目、汉

江江滩治理和水源地保护项目。武汉市人民政府市

长万勇，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陈瑞峰，省、市发改

委主要负责同志，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苏海峰、刘

传、徐盛敏、张智参加视察。

２３日
△口区人民政府组织区经信局、区民政局、区

建设局等议案建议办理部门向区人大汇报区第十五

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议案建议中期办理情况。区领

导景新华、刘丹平、严学彬，区人大、区人民政府相关

领导及部分人大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区人民政府

通报２０１７年议案建议中期办理总体情况。区经信
局、区民政局、区建设局分别汇报１号议案《关于加
快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议案》、２号议案《关于完善居
家养老社会化服务的议案》和３号议案《关于打通
长安路西段断头路的议案》中期办理情况。

△口区在武汉市第七次拼搏赶超交流会上发
言。口区与黄陂区结对共建开展扶贫工作近２０
年，精准扶贫启动以来，累计投入、引进资金１１９５万
元，派遣扶贫干部、工作人员６８名。对口帮扶的２０
个贫困村中，２０１６年实现４个村、２４９户脱贫出列；
２０１７年计划脱贫８个村，村级产业项目已完成，３５１
户贫困户达到脱贫标准；２０１８年８个村的产业项目
也已提前完成。

△截至本日，口区１７６件信访积案全部结案
化解，结案化解率１００％，位居全市第一，成为全市
首个完成积案化解任务的中心城区。

２４日
口区召开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组

长调度会，研究分析近期口区招商引资工作推进

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徐

盛敏、张智、赵宏亮参加会议。截至８月１８日，口
区在谈投资过亿元项目６２个，签约投资过亿元项目
１２个，总投资５６２亿元。新注册投资过亿元项目８０
个，总注册资本１１８亿元。新开工投资过亿元项目
９个，到资额３９亿元。

２５日
中共口区委召开双月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关于推进环同

济健康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区领导景新华、彭前

旭、刘国利、赵宏亮、郭建敏参加座谈会。

２９日至３０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刘传、徐盛敏

分别深入易家街、荣华街、六角亭街暗查暗访迎接全

国文明城市复查测评工作。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景新华一行实地查看易家街东华社区、常码

头汽配市场、雅斯特酒店等点位。针对黑网吧、暴露

垃圾以及汽配市场环境卫生脏乱等问题，他要求，相

关责任单位要对标整改，全面落实创建工作任务。

举一反三，全方位开展排查，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建立常态化机制，确保文明城市建设持续健

康发展。

△口区政协召开十四届七次主席（扩大）会
议，就区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加强街

头园林小景建设的建议案》（２号建议案）进行督办。
区领导周付民、刘斌、郭建敏、邹仕芳、宫志中、肖军

生，部分政协委员，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区政协各专

（工）委主任、副主任参加会议。建议案主办单位区

园林局，协办单位区规土分局、区水务局分别就建议

案办理情况作通报。参会政协委员对区政府在加强

街头园林小景建设方面所做工作给予肯定，并提出

意见、建议。会上对２号建议案办理情况进行满意
度测评。

３１日
口区在营北社区召开“红色物业”现场推进

会，对整区推进“红色物业”工作进行再部署。区领

导景新华、彭前旭、徐盛敏参加会议。会上，区委组

织部介绍口区“红色物业”推进落实情况，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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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区房管局分别介绍“红色物业”有关工作推进情

况，安公司介绍公司构架和运作方式，营北社区就

“红色物业”试点工作交流发言。

９　 　月

１日
△口区召开财税工作专题调度会，通报１月

至８月的财政收入和税收完成情况，并分析形势，研
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领导景新华、苏海峰、徐盛敏

参加会议。区财政局、区国税局、区地税局、区统筹

办、区房管局、区建管站、各街道和开发区分别发言。

△口区委、区政府召开主体责任调度会，研究
分析１月至８月份口区安全生产工作和消防安全
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张

晓红、徐盛敏参加会议。１月至８月份，口区安全
生产工作事故起数、受伤人数上升，死亡人数、直接

经济损失下降，没有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消防安全工作火灾起数、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

失全面下降，未发生亡人及有影响的火灾事故，火灾

起数在武汉市中心城区排名第五。

４日至７日
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中学组田径比赛在杭

州师范大学隆重举行，由口区教育局负责组队的湖

北省田径队（２５名学生）在全国学生运动会中学组田
径比赛中以２金２银１铜的奖牌数，总分９０分的成
绩荣获运动会中学组田径团体总分第七名，创近几届

全国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湖北省最佳成绩。

６日
△教育部督导局副局长林仕梁率队到口区开

展贯彻落实《教育督导条例》和深化教育督导改革

暨第十届国家督学聘任工作会议精神专项督查，实

地查看崇仁学区、四中学区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等相

关工作。湖北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督学谢新

松，武汉市教育局副巡视员莫占祥，口区领导刘丹

平、刘传，部分督学代表、校长代表全程参加督查。

△口区妇联召开全区妇联组织区域化建设改
革创新工作推进会和业务工作培训会。来自１１条
街道的分管领导、妇联主席和开发区分管领导、妇委

会主任以及１２７个社区妇联专职副主席等１６０人参
加了会议。

８日
△口区在武汉市第四中学隆重举行教师节庆

祝活动。口区委、区人大、区人民政府、区政协相

关领导，海军工程大学副政委戴晖，武汉市教育局副

局长田文江，区教育局机关全体干部、中小学幼儿园

负责人、优秀教师代表等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主题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做好学生引路人”。大会分为

“梦想篇”“成长篇”“感悟篇”“收获篇”四个篇章，

通过师生自编自演的歌舞、民乐演奏、诗朗诵等艺术

形式，生动展示教师的职业生涯，讴歌和赞美广大教

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因江汉四桥拓宽工程施工需要，位于口路的
１１层虹锦公寓被整体爆破拆除。公安、城管、消防等
部门和街道提前两小时疏散人员车辆，爆破公司采取

定向、分区爆破的方式，运用覆盖防护与近体防护相

结合的防护方案，将爆破最大影响范围控制在６０米
内。爆破后立即现场洒水降尘，降低粉尘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当日现场及周边恢复正常交通和生活。

１２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和

口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全面掌握优秀干部资源，

精准选拔工作急需的干部，口区召开“狮子型”

“老黄牛型”干部大调研工作动员部署会，努力在

口区范围内发现和掌握３０至１００名可担任处级干
部的“狮子型”和“老黄牛型”干部。区领导景新华、

刘丹平、苏海峰参加会议。会上，区委副书记苏海峰

传达《中共口区委办公室关于开展“狮子型”“老

黄牛型”干部大调研的通知》精神，区委书记、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作动员讲话。

△口区政协召开十四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和
提案征集工作部署会。区政协主席周付民，副主席

程宏刚、郭建敏，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界别、区

政协各专（工）委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印发《政协

口区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区政协十四届二次会

议提案征集工作的通知》《提案征集工作责任分工

表》等文件。

△中共武汉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大会，部署武
汉长江大保护工作。口区作为城区唯一代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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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作交流发言。

１４日至１５日
中共口区委统战部在区委党校举办全区党外

年轻干部培训班。全区３４名４０岁及以下党外干部
参加培训学习。培训的目的主要是帮助近年来新进

机关的干部进一步加深对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理论

的认识和理解，掌握党外干部必备的有关知识。

１９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北省分行与口区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计划未来５年内，向口区提供总额
不少于２００亿元的中长期意向性信用额度。依据
“政府协调、公司运作、收益覆盖、风险可控”的原

则，为口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四水共

治”、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提供便利的金

融服务。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苏海峰、徐盛敏、尹

天兵、刘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北省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胡世财，副行长吴登芬参加签约仪式。

△为适应档案信息化管理要求，进一步提升全区
档案系统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技能，口区档

案局联合口区委党校举办全区档案工作人员岗位

资格培训暨继续教育班。来自全区各机关、各团体、

企事业单位的８２名档案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

２０日
△武汉市政府秘书长刘志辉、副秘书长李涛带

领市政府办公厅、市外办、市体育局、市仲裁委办、市

旅游局、武汉发展战略研究院等市直部门负责人，到

口区开展“市直机关干部联系服务社区和企业”

活动，指导口区在党的十九大期间信访维稳工作。

区领导刘丹平、龚伟、刘斌参加对接活动。

△以“时尚之耀·世界看到”为主题的云尚·武
汉国际时尚中心亮相发布会暨中国服装大会启动仪

式在武汉知名文化符号“知音号”游轮上举行。云

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位于银丰片项目，由复星集团

成员企业、复星地产旗下的星泓控股开发建设，总建

筑面积约５７万平方米，涵盖高端办公、商务交流、产
业孵化、时尚发布、商业贸易、生活娱乐等功能，是华

中首席时尚产业综合体，预计２０１９年８月底开业。
△国家食药监总局领导及各级媒体３０余人，对

口区食品安全工作情况进行考察，采访团参观崇

信路小餐饮便民服务区、感受中百仓储生鲜食品二

维码追溯系统，观看“食药健康行”食药安全宣传。

２１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副区长、长丰街

党工委书记徐岗召集区规划分局、建设局、城管委、

审计局、教育局、统筹办、城改办、消防大队、建管站

及长丰街等部门和街道负责人，召开现场办公会，研

究解决长丰街“城中村”还建房及配套设施建设、还

建房手续办理和产业用地等方面问题。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武汉市分会与香
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办的香港时尚产品博览·武汉

工展会在武汉会展中心开幕。会上，香港中华厂商

联合会与口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以“香

港中心”项目为平台和载体，围绕汉正街中央服务

区、环同济健康城等重点区域，聚焦金融保险、健康

医疗、教育体育、文化娱乐等产业，积极参与口区

经济发展。计划在５年内，引导旗下会员企业在
口投资兴业，总投资约２００亿元。

△三新孵化器入驻企业———武汉维舜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治疗耐药细菌感染疾病的国家Ⅰ类新药
β－内酰胺酶抑制剂（ＷＶＢＬＩ）”，获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１７年度中国留学人员
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

２２日
△口区召开党的十九大期间安全生产暨消防

安全工作会议，传达全市党的十九大期间确保不发

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工作部署会议精神，部署下阶段

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

丹平、副区长刘斌参加会议。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召开２０１７年
武汉市大学生实习（训）见习基地授牌仪式。口

区二电线、工贸家电、中百仓储、精英盛华、兰卫医学

检测等９家企业被认定为２０１７年武汉市大学生实
习（训）见习基地。

２５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一督查组在督查专员何丽君

的带领下，对口区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省

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开展实地大督查。督查

组实地察看口创谷计划首批重点项目创智园、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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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汉正街项目、紫润学校，了解“双创”、重大项

目、“放管服”改革、降低企业成本、中央预算内投资

项目建设情况；走访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电力装

备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听取工业经济运行及工业

服务业产业打造情况介绍；察看张公堤孝高速施

工现场、宗关水厂水源地等点位，勘查环境保护工作

和治理情况；深入四新社区、宝丰街派出所、区政务

服务中心等基层单位，万人宿舍片、紫润明园等棚户

区改造项目和经济适用房小区，询问民生事业相关

工作落实情况。

２６日
△为进一步激发新民营经济组织拼搏奋进的生

机活力，营造新民营经济发展和“两新”组织党建的

浓厚氛围，向党的十九大献礼，“唱响汉江湾·口

区新民营经济组织喜迎十九大歌咏大会”在汉江湾

体育公园举行。口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苏海

峰、彭前旭、潘利国、刘传，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二

处处长何慧超参加大会。１４支参演队伍、２０多家新
民营经济组织、１２００名党员和职工为现场观众献上
一场视听盛宴。逾１０万名网民收看网络直播，数千
名党员通过“先锋口”微信公众号为自己最喜欢

的节目投票。

△沿河大道（口路至三环线）工程开工，打通
沿河大道至三环线的断点，形成沿汉江１１５千米新
通道。

２７日
△中共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召开。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区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严学彬，副主任许以华、刘国

利、余雅明、万艳红以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副区长

刘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万诗雄、区人民法院副院

长梁述桥和部分市、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上，９
名市人大代表向区人大常委会述职，接受原选举单位

监督。会议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６
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报告》

《关于口区市政道路建设“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

的报告》《关于口区科技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批

准《口区政府２０１６年度财政决算的报告》，审议通
过《口区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办法（草案）》。

△口区新政务中心大楼装修改造工程正式启

动，该中心位于解放大道原楚天大厦，建筑面积约

１６万平方米，建成后将开设行政审批、房管、公安、
国税、地税等办事窗口，率先成立新民营企业服务中

心和大学生服务中心，实现“一门式”服务，为口

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创造优良政务环境，进一步方便

企业和居民群众办事。

２８日
△中共口区委常委、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晓红

到古田客运站检查指导党的十九大期间安保维稳工

作。重点检查客运实名制管理情况、客运站微型消

防站运行、反恐装备配置、收缴治安违禁物品管理等

工作情况。

△口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在区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挂牌成立。区委常委潘利国与区妇联主席

王纯共同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的成立揭牌。区

民政局局长徐春林、区妇联副主席张晓虹、区司法局

副调研员关晨晖以及口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全体成员参加揭牌活动。

２９日
武汉市首个武汉好人圈孵化基地“好人馆”在宗

关街发展社区挂牌。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严

宏，口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传，以及全国道德

模范代表吴天祥、王争艳、杨小玲、刘培等出席仪式。

１０　 　月

９日至１０日
受丹江口水库调度和汉江流域上游降雨影响，

汉江水位迅速上涨，１０月８日１５时，汉江新沟站水
位涨至２７７２米，超警戒水位０２２米，市防指发布
汉江防汛Ⅲ级（黄色）预警。中共口区委书记、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政委景新华，区

人民政府区长、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刘丹平，副

区长、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刘斌实地检

查汉江防汛工作，详细了解险段值守、巡堤查险、防

汛备料、后勤保障和防汛责任制落实情况。

１０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徐盛敏深入长丰街、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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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对党的十九大期间信访维稳工作落实情况开展

暗访暗查，主要检查省、市、区相关会议精神落实情

况，２４小时领导带班和干部值班制度落实情况，各
类涉稳信息分类处置情况，重点人员“五包一”稳控

措施落实情况等。通过暗访暗查发现，上述单位信

访维稳工作总体情况较好，但仍存在个别接访领导

不在岗、接访室环境较差等问题。

△武汉市举行招商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出

席武汉市主会场活动。口区分会场活动在中建御

景星城项目现场举行，总投资达２４４亿元的龙湖汉
江湾综合体、中建御景星城 Ｄ地块、Ｄ＋Ｍ小镇等７
个项目在口区落地开工。区领导刘丹平、周付民、

严学彬、苏海峰、邹春燕、彭前旭、张晓红、刘传、徐

盛敏、龚伟、杨卿、刘斌、叶祯祥参加分会场活动。

２０１７年，口区新签约过亿元项目１５个，计划总投
资５９０８亿元；新注册过亿元项目９６个，总注册资
本１３４２８亿元。

１３日
△中共口区委、区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

全面深入分析口区１月至９月主要经济指标运
行情况，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谋划下一步经济

工作。区领导景新华、徐盛敏、杨卿、尹天兵、叶祯

祥参加会议。

△口区领导景新华、彭前旭、徐盛敏、赵宏亮
到汉口春天小区和宗关街井南社区实地查看“红色

物业”开展情况，了解居民对“红色物业”工作的知

晓率、满意度及意见建议，并在井南社区召开“红色

物业”工作现场会。会上，井南社区介绍推进“红色

物业”工作的具体做法，各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分别

介绍工作推进情况和下一步举措。

△湖北省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蓝
天宾馆举行，参加单位有口区人民政府、区委宣传

部、区政府值班室、区食安办、区卫计委、区食药监

局、区公安分局、区教育局、荣华街办事处。此次演

练有效提高了口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能

力及食安委各成员单位协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１５日
由中共口区委宣传部、区文体局、区书画摄影

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之颂”书画摄影展在区群众

文化活动中心举行。本次展览以颂为题，歌颂口

人“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集中展现

口５年来城市建设的新风貌，描绘人民和乐安居的
幸福生活，抒发热爱口的赤诚情怀。此次展会共

收到各类作品２７０余幅，遴选１５０余幅优秀作品展
出并编辑成《之颂———书画摄影作品集》，由武汉

出版社出版发行。书画摄影展为期１个月，区文体
局将组织进社区、进学校、进工地巡回展出。

１７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苏海峰、徐盛敏

到区公安分局，慰问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并召开座

谈会分析当前安保维稳形势，部署下一步工作。区

委常委、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晓红，区公安分局政委陈

建祥参加会议。

△口区领导景新华、张晓红、徐盛敏深入水厂
客运站、宝丰路欢乐迪ＫＴＶ、长堤街Ｄ级危房、汉正
广场和银丰片建筑工地暗访督查安全生产工作，对

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抽检。

１８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开幕。口区１１７７个党支部、３万多名
党员集中收听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式盛况，聆听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

１９日
湖北省贯彻落实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现场会在汉召开。口区作为武汉唯一城

区代表在会上作交流发言，其创建全国残疾预防综

合试验区试点工作经验在全省推广。

２０日
第六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项目

大赛大健康专项赛在同济医学院举行。市、区有关

领导以及２００余名来自市内外的风投机构、创业团
队、医疗界代表和新闻媒体代表参加此次大健康领

域创新创业的盛会。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口区承办的武汉大学生

“互联网 ＋”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已成功举办五届。
为响应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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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计划”和“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结合口

区规划建设“环同济健康城”的契机，大赛组委会增

设以“互联网＋大健康”为主题的专项赛。

２３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徐盛敏、杨卿、张智先后到

浪尖园区施工现场调研标致雪铁龙、麦当劳、中粮置

地、蒙牛、Ｔｏｄａｙ、普罗格、德发电子、猪八戒网等辖区
重点项目和企业，解决项目进展和企业经营状况、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服务企业发展。

２６日
台湾苗栗县代表团参访武汉市第一聋校。

２７日
口区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动员全区上下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动力，决战决胜四季度，确保全

年目标任务完成，并以新作为新业绩展现区党员干

部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

周付民、严学彬、苏海峰、邹春燕、彭前旭、潘利国、张

晓红、刘传、徐盛敏、龚伟、杨卿参加会议。区委书

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在武汉市领导干部大会

上的讲话精神。会议书面通报口区前三季度绩效

目标执行情况，区城管委、区财政局、区建设局、汉中

街作交流发言。

３０日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口区各单位迅速掀

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中共口区

委组织各界代表和区直有关单位召开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座谈会。党的十九大代表、武汉市第一聋校

副校长杨小玲，口区领导景新华、邹春燕、彭前旭、

刘传、万艳红、叶祯祥、宫志中及１０位口区各界
代表参加座谈。会上播放“启航新时代，党的十九

大巡礼”纪录片和杨小玲老师走上党代表通道的视

频片段，党的十九大代表、市第一聋校副校长杨小玲

老师等区各界代表畅谈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收获

和体会。

△２０１７年国际足联———中国足协“ＬｉｖｅＹｏｕｒ
Ｇｏａｌｓ”活动、２０１７年武汉青少年足球“四进校园”活
动走进安徽街小学。

１１　 　月

１日至２日
由中国服装协会、口区人民政府主办，武汉复

星汉正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办的２０１７中国服
装大会成功举办。本届大会以“连接新消费、赋能

新商贸”为主题，来自全国服装行业的５００余名企
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未来纺织服装产业的

发展趋势，聚力打造时尚中国新坐标。

６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张晓红、徐盛敏赴古田街专

题调度万人宿舍片征收工作。会前，区委书记景新

华就企业反映的凯德西城广场周边交通问题进行现

场调度，研究解决田文路及轨道交通１号线古田二
路站地下通道建设问题。

７日
中共口区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

中央和省委、市委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有

关会议精神，以及湖北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班精神，研究部署口区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关工作，审议并原则通过

《口区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方案》和《关于举办全

区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班的

实施方案》。

８日
为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树立安全发展

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提升减灾

防灾救灾能力”要求，口区人民政府应急办在

口消防大队宗关中队举行为期３天的应急消防演练
培训。各街道、应急专案预案主责单位及社区居民

代表１５０余人参加。
９日

口区召开老干部工作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中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

部工作的意见》和全国、省、市老干部工作表彰会议

精神，部署口区老干部工作。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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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日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曹松、国家开

发银行湖北省分行副行长鲁红、武汉市发改委副主

任刘新华一行到口区调研长江大保护汉江湾生态

综合治理项目，实地查看福新泵站、楚天创意产业

园、张毕湖公园水环境保护工程等项目进展情况。

口区领导景新华、尹天兵、张智参加调研。

１１日至１４日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武汉市

第四中学举行，口区再次包揽全市中小学生运动

会全部６个组别第一名，蝉联“２１连冠”。

１２日
武汉市“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大型

校园巡回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招聘会在华中科

技大学光谷体育馆举行。口区组织葛洲坝集团、

武汉地铁集团、远大医药（中国）集团、中铁大桥科

学研究院、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公司等１７家辖区企业
参加，提供岗位６５６个。来口区招聘展位求职登
记的高校毕业生共计１３８７人，其中有２５１人现场达
成就业意向，部分岗位年薪达１０万元以上。

１４日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武汉市

第四中学落下帷幕。口区代表队继上年包揽全部

组别团体总分冠军后，再次囊括中学甲组、高中甲

组、初中甲组、小学组、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全部

６个组别的团体总分冠军，并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中学代表队以９４０分、领先第二名１５６５分的优势，
连续第２１次捧回团体总分冠军奖杯。

１５日
△根据中共武汉市委和口区委统一部署，

口区领导带头到基层一线宣讲，推动党的十九大精

神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站。区委书

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走进经济开发区新民

营经济园，带头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大型校园
巡回招聘活动在武汉大学举行。口区组织市第四

医院、中船重工、武汉建工、兰卫医学集团等１３家辖
区企业参加，共提供岗位４５５个，年薪１０万元以上

的高薪优岗达２６３个，吸引３０００余名大学生前来应
聘，１２６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１６日
在第六批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武汉大学专场

上，口区与深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融创中国控股

有限公司、武汉中海庭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分别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６０５亿元。深圳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将投资５００亿元，建设科创总部基地；融创中
国控股有限公司将投资１００亿元，打造融创联想科
技城、金融科技文化城、环同济健康城项目；中海庭

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将投资５亿元，建立智慧汽车大
数据中心。

１７日
口区举行口区科技成果转化局成立暨成

果转化项目签约大会。武汉市科技局局长李记

泽，口区领导景新华、刘丹平、周付民、严学彬、

彭前旭、张智、赵宏亮，同济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邓

静萍参加会议。会上，市科技局局长李记泽、口

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副区长张智以及同济医

学院、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武汉材料保护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等单位负责人共同为区

科技成果转化局揭牌。同济医学院与区政府，中

科产业育成（湖北）公司与区科技成果转化局，武

汉理工大学与蓝焰自动化应用技术公司，中南民

族大学与武汉旭日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场

签署科技成果转化协议。

２０日
为进一步落实冬春季火灾防控工作，确保

口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深入东风村“城中村”改造拆

迁区域、长丰街财源工业园、汉正街全新片仓库等

消防安全重点区域、重点单位现场督导检查消防

安全工作。

２１日
△为深刻汲取北京“１１·１８”火灾事故教训，全

面宣传贯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加强

冬春季火灾防控工作，口区召开今冬明春火灾防

控工作部署会。区领导刘丹平、苏海峰、赵宏亮，以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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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区消防大队、２３家行业监管职能部门、各街道、开
发区分管负责人、派出所所长、辖区重点单位负责人

２００余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消防安
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北京“１１·１８”火灾事故情况
及省市领导批示精神，分析口区１月至１０月火灾
警情，研判近５年来火灾形势。

△口区召开基层作风巡查和腐败治理工作推
进会，传达武汉市基层作风巡查工作推进会精神，通

报口区信访积案化解情况，对基层作风巡查和信

访积案化解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在第八批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武汉纺织大学
专场上，上海星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口区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拟投资２０亿元打造星荟时尚产业孵
化中心。

２３日
口区人民政府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专题讨

论通过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稿）》。

２４日
口区戏曲进校园嘉年华展演在武汉市园博

园汉口里山陕会馆举行，并通过人民网、新华网等

向全国直播。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汉桥，区委书

记景新华，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严学彬，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刘传等领导及近６００名师生、市
民观看演出。

２８日
口区第３４届金秋菊展在汉江江滩公园万人

广场开幕。本届菊展主题是喜庆党的十九大召开，

体现菊聚庆贺、欢乐、美在生活的办展理念。由１１
个街道办事处等共计２１家参展单位参加，占地面积
达２０００余平方米。

２９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武汉市委理论宣讲

团宣讲报告会在口区会议中心举行。中共湖北省

委、武汉市委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教授作题为“新时代、

新使命、新思想、新征程”的专题辅导报告。

△口区直机关举办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宣
讲，邀请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道德模范、武汉一聋

校副校长杨小玲作专题宣讲。

３０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景新华

到汉正街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理论宣讲。

汉正街全体机关干部，社区、企业等基层党支部书

记，市场商户代表等２００余人参加报告会。

１２　 　月

４日
△口区２０１７年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班在

口区委党校开班，６９名新录用公务员参加此次
培训。

△口区司法局在南国西汇广场设立主宣传
点，举办２０１７年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治宣传日大型
法治文艺演出和现场咨询活动，同时在全区１１个街
道、区公安分局和区人民检察院设立分会场进行法

治宣传，掀起法治口学法用法新高潮。

△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２０１６年度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考核评价结果，武汉三新材料科技企业

孵化器连续３年获评国家级 Ａ类优秀科技企业孵
化器。

８日
口区领导景新华、徐盛敏、赵宏亮深入汉中街

军工社区、韩家墩街公安社区、古田街汉口春天社

区、长丰街长丰社区等７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对“幸福食堂”运营情况、覆盖范围、饭菜质量、收费

标准、卫生状况、志愿者队伍等进行走访调研，并在

长丰社区“幸福食堂”体验用餐。

１２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景新华、区人民政府区长刘

丹平召集第６次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调度
会，听取招商引资指标完成情况、近期重点招商项目

推进情况。会议充分肯定近期招商引资工作成果，

并提出３个年终收官目标：紧盯目标，全面完成市、
区绩效指标、年度任务，力争在全市争先进位；加强

调度，服务跟踪重点项目落地、见效；科学谋划，紧紧

围绕三大产业，紧盯龙头企业，盘活载体资源，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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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２０日
△口区妇联十届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在区

行政会议中心召开，区妇联十届执委、街道区域化妇

联主席、专职副主席、区直单位妇委会主任等８０余
人参加会议。大会选举产生区妇联十届挂职和兼职

副主席，张敏当选为挂职副主席，沈慧、毛玲当选为

兼职副主席。会议还替补、增补 ８名执委、５名常
委，新增补的执委、常委中，新领域、新阶层、新群体

成为主力军。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和省、市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方案，口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反贪局预防

科、反渎局２３名干警，２９个政法专项编制整体转隶
口区监察委员会。

２１日
△口区总工会召开十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总结回顾２０１７年
度工会工作，按照有关程序增（替）补全委会委员、常

委、副主席。区总工会十二届委员会委员、经审会委

员、各街（系统）工会主席、基层工会主席代表等参加

会议。会议同时选举武汉市劳模杜艳平等４名来自
区直单位和企业一线的同志为区总工会兼、挂职副主

席，增（替）补出缺的工会委员会委员１２人。
△口区总工会十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召

开。非公企业武汉市劳模杜艳平当选为口区总工

会兼职副主席。会议选举４位兼职、挂职副主席，分
别来自区直单位和企业一线，所属领域与工会业务联

系紧密。配备兼职、挂职副主席是贯彻落实中央群团

改革工作精神，完善工会领导班子结构的具体措施，

充分体现工会领导机构的广泛性、代表性和群众性，

在口工运史和工会组织建设历史上均属首次。

２６日
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在区行政中心隆重开幕。来自口区２５个界别的
政协委员围绕口转型创新升级发展协商议政、建

言献策。开幕大会由区政协副主席邹仕芳主持。武

汉市政协副主席彭富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

联党组书记耿洪山，中共口区委书记景新华，区委

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区委副书记苏海

峰，区委各位常委，区人大、区人民政府各位领导、区

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其他区级领

导及离退休区级正职老领导特邀出席开幕大会。各

街道党工委书记，区委各部委办、区级国家机关各委

办局、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应邀列席开幕大会。

市政协副主席彭富春代表市政协向大会致辞。区政

协主席周付民向大会作常委会工作报告。区政协副

主席程宏刚向大会作提案工作报告。区政府办公室

主任姚碧波向大会通报关于区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以来建议案提案办理情况。

２８日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在区会议中心二楼一会召开，来自社会各界的

２２３名区人大代表出席。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
会全体委员、区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口地区市人

大代表列席会议。大会听取《口区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和《口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大会表决

通过《关于设立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城乡建设和环

境保护委员会》的决定和《大会选举和表决办法》的

决定。大会书面报告《口区 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情况与２０１８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口
区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议案和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口区统计局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
统计局授予“全国统计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２９日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

产生口区首位区监委主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区

监委副主任、委员，口区首届监委班子产生。

３０日
口区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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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与领导人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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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中共口区委员会

中共口区第十二届常务委员会

书　记：景新华

副书记：刘丹平　刘红鸣

苏海峰（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常　委：邹春燕（女）　苏海峰　彭前旭　潘利国

张晓红　刘传（女）　徐盛敏

龚　伟（２０１７年９月挂职）

杨　卿（２０１７年９月挂职）

尹天兵（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区委办公室

主　任：徐盛敏

副主任：张　兵　陈宗坤

范　宁（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罗　俊（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刘　剑　陈宗坤（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区国家保密局

局　长：刘　剑

副局长：陈宗坤　周方莉（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任职）

区委机要局

局　长：周方莉（女）

区委研究室

副主任：张惠菊（女，２０１７年６月任职）

中共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书　记：邹春燕（女）

副书记：陈洪波　舒　浩

常　委：金拥军　肖　岚（女）　汪　涛

梁卫华（女）　周晓东（２０１７年５月任职）

黄尚华（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口区监察委员会

主　任：邹春燕（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副主任：陈洪波（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舒　浩（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委　员：周晓东（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黄尚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张　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章铁军（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区监察局

局　长：陈洪波

副局长：舒　浩

章铁军（２０１７年５月任职）

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依上级精神，区监察局撤销，职能

划归口区监察委员会。

区纪委办公室

主　任：梁卫华（女）

区纪委组织宣传室

主　任：齐　蔚（女）　王中兴（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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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纪委信访室（区监察举报投诉中心）

主　任：肖　岚（女）

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区治庸问责办、区纠风办）

主　任：汪　涛　戴定凯（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区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

主　任：金拥军　黄尚华（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区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

主　任：陆智勇

区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

主　任：程　煜

区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

主　任：周晓东

区纪委案件审理室

主　任：胡　旭（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区纪委派出第一纪工委、区监察局派出第一监察分局

书记、局长：章颂平

区纪委派出第二纪工委、区监察局派出第二监察分局

书记、局长：丁元清

区纪委派出第三纪工委、区监察局派出第三监察分局

书记、局长：吴　红（女）

区纪委（区监察局）派驻区教育局纪律检查组

组　长：雷志锋　齐　蔚（女，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区纪委（区监察局）派驻区城管委纪律检查组

组　长：阮小满

区纪委（区监察局）派驻区卫计委纪律检查组

组　长：孔庆娟（女）

区委组织部

部　长：彭前旭

副部长：邹清彪（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杨小莉（女）　陈汉忠

刘　燕（女，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陈华勇（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区绩效管理和干部考评工作办公室

主　任：杨小莉（女）

刘　燕（女，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副主任：陈　蓓（女）

区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

书　记：陈华勇（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副书记：李应君（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区委宣传部

部　长：刘传（女）

副部长：杨　丽（女）　谈宇贤

区媒体传播发展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祝文艳（女）

副主任：徐　力　王志龙

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夏桂芳（女，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主任：夏桂芳（女）　翁宝贵（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部　长：彭前旭
副部长：肖　波　杨　丽（女，２０１７年５月）

曾宪涛　刘　军
区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　任：刘　军
区委政法委员会

书　记：刘红鸣　苏海峰（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专职副书记：谢晓凤（女）

副书记：乐智敏（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陈奕尘　周泽胜（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乐智敏（２０１７年８月兼职）
副主任：刘　倬
区委法治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谢晓凤（女，兼职）
专职副主任：高万兵

区委巡察办

主　任：金拥军（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主任：马　任（２０１７年３月任职）
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郑志平
副书记：吴丽华（女）　周　洋（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区信访局

局　长：张春生
副局长：刘连生　周明记（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任职）
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刘建青
副主任：修顺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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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老干部工作局

党组书记、局长：邹清彪

副局长：彭　方（女）　耿君骅（２０１７年２月任职）

区委党史（区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毕成国

党史办副主任：罗　兵

地方志办副主任：肖　莉（女）

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

区委党校第一校长：景新华

区委党校校长：彭前旭

区行政学校校长：苏海峰

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江志明

华锦山（２０１７年５月任职）

副校长：戴定凯　汪　翔

张兰英（女，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党组书记：严学彬

主　任：景新华　严学彬（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党组副书记：许以华

副主任：严学彬　许以华　刘国利　鲍春峰

余雅明（女）　万艳红（女）

靳远涛（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鲁翠玲（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杨志华

副主任：雷雨晨

区人大法制委员会

主　任：鲁志扬

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主　任：王明星

区人大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委员会

主　任：李　为　陈　明（２０１７年５月任职）

区人大代表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

主　任：何中波

副主任：吴　燕（女）

区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主　任：吴晓国　李昌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副主任：吴双墩

口区人民政府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政府

党组书记、区长：刘丹平

副区长：苏海峰　尹天兵
喻长兴（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刘　斌　徐　岗　张　智（女）
赵宏亮　叶祯祥（２０１７年９月挂职）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主　任：姚碧波（２０１７年１月任职）
副主任：范　宁　张　晋　崔　翼　王　凯

王朝晖（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廖　飞（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吴　双（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刘国伟（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程　崴（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岳　峰（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副局长：易　英（女）
区城改办

副主任：陈卫国　汪　钰（女）
区政府研究室

副主任：曹世文（２０１７年６月任职）
区人民政府总值班室

主　任：熊芳俐（女）
区公共事务中心

副主任：叶　芳（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副主任：张　艳（女）
区人民政府督查室

主　任：张　弛
区机关综合保障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张君英（女）

副主任：陈绍晏　代　伟（女）
熊文全（２０１７年６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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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胡立武

副主任：刘　燕（女）　童　伟

詹文萍（女，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区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詹文萍（女）

章国伟（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何　博

区物价局

副局长：林　琳（女）　李　坚（女）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商务局、区中小企业发展局）

党委书记：周呈斌（２０１７年１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局长：易　鹏（２０１７年１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徐金祥

副局长：郭永中　韩俊峰（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总工程师：黄景浩（女）

口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工委书记：雷汉平

主　任：聂俊航　吴德有（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纪工委书记：吴　勇

副主任：可　巍　韩俊峰

胡丽萍（女，２０１７年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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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华

副局长：胡振双　华锦山　胡生彬

但海剑（２０１７年９月挂职）

工会主席：肖思维（２０１７年６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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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进（女，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局长：田莉莉（女）　苏雪峰

朱晓萌（２０１７年９月挂职）

区民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徐春林

副局长：王道勤　么满生　张兰英（女）　宋　雄

区财政局（区国资办、区金融办）

党组书记：刘文杰（女，２０１７年１月任职）

局长（主任）：刘文杰（女，２０１７年１月任职）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主任）：

曾籦珉（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副局长（副主任）：万惠龙　曾籦珉　谢芳敏（女）

郭家龙　张江善（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总会计师：张江善　徐　玲（女，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区人力资源局

党委书记、局长：郭　军（女）

党委副书记：潘武洁（女）

副局长：彭长征　章铁军

匡　明（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刘绮霞（女，２０１７年９月挂职）

口社会保险管理处

党支部书记、处长：陈　晖（女）

副处长：梅　鑫（２０１７年３月任职）　易　斌

党支部副书记：李　济

口国土规划分局

党组书记、局长：康　春

纪检组长：钟卫东

副局长：朱明乔　邓国伏（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任职）

邹　磊

区建设局

党委书记：陈　明　江　兴（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局长：张　彬

罗　威（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局长：江　兴　雷　磊

彭元齐（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总工程师：彭元齐

区环境保护局

党组书记、局长：叶奇超

副局长：项　琳（女）　马晏平

总工程师：刘利娜（女）

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区民防办公室、区人民

防空办公室、区地震工作办公室）

党组书记、局长（主任）：吉广心（２０１７年３月任职）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副主任）：喻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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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副主任）：程　崴　周　红（女）
总工程师：王建明

区园林局

党委书记：徐　彬（女）

党委副书记、局长：张　彬（２０１７年１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韩守君

副局长：舒丽文（女）　杨少斌　周　洋

总工程师：舒丽文（女，２０１７年５月任职）
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蒋昌洪

副主任：曲红亮　程　骏　岳　峰

区征收办副主任：袁文均（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总工程师：游华强（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区建筑管理站

站长：曾　军（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区交通运

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党委书记：蔡先成

党委副书记、主任（局长）：姚碧波

严　栓（２０１７年１月任职）

副主任（副局长）：戴淑珍（女）　舒保祥

王爱书　张　波　代　彦　翁宝贵
孙泰屹（挂职）　杜志刚（２０１７年９月挂职）

总工程师：张　宁（女）
督查室主任：丁建雄（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执法大队大队长：丁建雄　赵　飞（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区水务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党委书记：肖家华　江世红（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局长（主任）：江世红

赖　辉（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副局长（副主任）：杨其红　杨　柳（女）　江志涛
总工程师：杨　柳（女，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区招商局

党组书记、局长：刘文杰（女）

孙　嘉（女，２０１７年２月任职）

副局长：张　杰　张　弛（２０１７年４月挂职）
区文化体育局（区旅游局、区新闻出版局、区版权

局、区文物局）

党组书记、局长：杨　斌

副局长：王干武　彭　菁（女）　蔡　刚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党委书记：张　泉（女，２０１７年１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主任：张　泉（女）

张　晋（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潘跃林

副主任：童　翔　成亚平（女）　吴清平（女）

张德群（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区审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姜　雯（女）
张　兵（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局长：黄维松　刘运华
周　繁（女，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总审计师：高兵武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高　雷

副局长：李　钢　田　波
总工程师：蔡建中

区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聂俊航（２０１７年１月任职）

局　长：曹　燕（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副局长：杨华颖（女）

总统计师：佘德孝

区档案局

党组书记、局长：刘　剑（２０１７年３月任职）

副局长：杜　丽（女）
区行政审批局（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党委书记：陈汉忠（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局长（主任）：李　勇
党委副书记：肖　岚（女，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局长（副主任）：肖　岚（女，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汪英玲（女）　陈　舜（２０１７年２月任职）

区国家税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冯贤祥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钟汉光（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局长：刘效模　严国生
谢定波（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张晓波　雷　露（女）
纪检组长：贺启绍　李建民（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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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计师：陈幼文　郑绪元（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总经济师：韩海梅（女）

区地方税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丁建华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周东泉

纪检组长：张文侠（女）

副局长：郭　力　李日鸿

总会计师：陈　怡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党委书记、局长：葛建桥

熊芳俐（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吴　双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童　伟（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局长：万跃胜　柳四元　付远华

韩志慧（女，挂职）

总经济师：党　玲（女）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玉红（女）

副书记：王汉滨

副局长：赖　辉　张德群

吴清平（女，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总工程师：汪　英

政协武汉市口区委员会

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席：周付民

党组副书记：邹仕芳

副主席：程宏刚　郭建敏（女）　邹仕芳
宫志中　肖军生

秘书长：袁　玲（女）
区政协办公室

主　任：袁　玲（女）
副主任：钱锦贵

区政协提案委员会

主　任：柴厚杰

副主任：詹学明

区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

主　任：吴晓娟（女）

副主任：李之东（女）

区政协社会法制与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主　任：陈启勇
副主任：康小汉

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主　任：李　斌

副主任：唐颂华

区政协民族宗教和台港澳侨暨海外联络委员会

主　任：余镇平

副主任：金志兵（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区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

主　任：张菊芳（女）

副主任：邹慧来

口区人民武装和司法机构

区人民武装部

部　长：张烨耀

政　委：姚中阳　黄　海（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副部长：付春蕾

口公安分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晓红

党委副书记、政委：陈建祥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高明德

纪委书记：胡曙军

副局长：姚　昕　杨　斌　王洪涛
吴万桥　胡宏洲　王　晖（挂职）

政治处主任：张　涛

警务指挥室主任：孙　军
警务保障室主任：李奎矩

区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万诗雄

纪检组长：邹志祥

副检察长：刘　明　李耿东（女）　孟汉民

政治处主任：吴文斌

反贪局局长：张　伟
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谢莉波（女）

杭秀明（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反渎局局长：兰康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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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胡诗云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梁述桥

纪检组长：陈平安

副院长：彭文华　沈革非
政治处主任：陶丽蓉（女）

执行局局长：赫　斌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黄文利（女，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区司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余钢益

潘　璇（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纪检组长：向德潮　刘连生（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副局长：程蔚隽（女）　胡学勤　孙毅明（女）

刘亚斌

政治（警务）处主任：岳　勇
依法治区（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和平

区交通大队

政　委：严新华
大队长：杨　斌
副大队长：罗明杰　黄顺生　许一桥
副政委：谭文革

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冯洁菡（女）
副主委：程煜方　吴云鹏　高正浩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孔　峰
副主委：余水平　柯　春　朱再娥（女）　黄泽平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主　委：张　智（女）
副主委：杨莉华（女）　黄　旭　涂　斌　贾洪武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夏　新
副主委：张　莉（女）　张　文（女）　罗光伟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王　岚（女）
副主委：柴厚杰　贺　漪（女）　梁明华　董骏武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陈素华（女）
副主委：陈　辉　宋晓东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主　委：胡晓华
副主委：蔡　伟　

!

　茜（女）　张　靖（女）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区支部

主　委：雷敏捷
副主委：邓爱丽（女）

区工商业联合会

主　席：李　光　夏　新（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党组书记、副主席：曾宪涛

专职副主席：杨姝颖（女）

饶水生（２０１７年２月任职）
区总工会

主　席：徐盛敏　潘利国（２０１７年２月任职）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姜文舫

副主席：赵　多（女）　肖名实
李凌云（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挂职）
匡　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兼职）
王　静（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兼职）
杜艳萍（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兼职）

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　兰（女）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党组书记、团区委书记：孙　嘉（女）
雷　磊（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副书记：阮晓琪（女）　郭　晶（女）
王　月（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挂职）
刘　希（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兼职）
蔡丽丽（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兼职）

区妇女联合会

党组书记、主席：潘　璇（女）
王　纯（女，２０１７年５月任职）

副主席：刘　纯（女）　张晓虹（女）
张　敏（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挂职）
沈　慧（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兼职）
毛　玲（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兼职）

区科学技术协会

党组书记、主席：张　进（女）
田莉莉（女，２０１７年５月任职）

·２０３·

·口年鉴·



副主席：黄来生　么满生（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冯　霞（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挂职）
孙泽强（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吴　勇（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汪正兴（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陈桂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区残疾人联合会

党组书记、理事长：周　华
副理事长：杨丽君（女）

街道（办事处）

易家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陈　涛
副书记、主任：樊　洁（女）

胡正举（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职）
副书记：金志兵

纪工委书记：何　定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李毅红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李毅红

副主任：韩洪革　付　怡（女）　聂　斌　冯　昭
钟　莉（女，２０１７年４月挂职）

武装部长：杨建斌

古田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鲁翠玲（女）
副书记、主任：朱红兵

副书记：肖宇翔

纪工委书记：方海霞（女）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秦自春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秦自春

副主任：朱祖贵　李咸阳　陈　颖（女）　王家国
武装部长：龙　鹏
长丰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吉广心　徐　岗（２０１７年３月任职）
副书记、主任：徐启平

副书记：王朝晖　边　彤（女，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纪工委书记：张　伟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袁文均

叶代莉（女，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袁文均

叶代莉（女，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副主任：张　慎（女）　边　彤（女）　向德民

龙道斌（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黄　凡（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刘　力

武装部长：李邦顺（２０１７年１月任职）
韩家墩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谢建斌
副书记、主任：夏　天
副书记：王德义

纪工委书记：崔晓勇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王会显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王会显

副主任：梁莉萍（女）　朱建军　刘增建
秦　晗（女）
郭婷婷（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任职）

武装部长：刘劝红

宗关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胡　俊（２０１７年２月任职）
副书记、主任：胡　俊　崔　翼（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书记：袁兆东

纪工委书记：鲁连忠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刘　侠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刘　侠
副主任：彭传高　罗彩英（女）　王　珂

张　艳（女）　顾　伟（挂职）
武装部长：李　辉
汉水桥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雷艳国　肖　波（２０１７年５月任职）
副书记、主任：周呈斌　张　虎（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书记：张　虎　何禧彤（女，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纪工委书记：徐建平　胡学勤（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乐智敏

姚光琴（女，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乐智敏

姚光琴（女，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副主任：何禧彤（女）　姚光琴（女）　李荣胜

郑厚敏　蒋　琳（女，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蔡　刚（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姚　红（女，挂职）
钟颖新（女，２０１７年４月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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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部长：许　凌
宝丰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杨小莉（女，２０１７年５月任职）
副书记、主任：李若飞

副书记：陈华勇　张　伟（２０１７年５月任职）
纪工委书记：潘　坦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张良先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张良先

副主任：肖坤才　张　伟　曹　燕（女）　曾跃祥
段　勉（女，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闻弋波（２０１７年４月挂职）

武装部长：康永辉（２０１７年１月任职）
荣华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吴茂杰
副书记、主任：操俊峰

副书记：马　任　张　燕（女，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纪工委书记：闫本华　刘志忠（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廖　飞

姚石迁（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廖　飞

姚石迁（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副主任：张　燕（女）　李　斌　李　林

葛　蓉（女）　王　磊（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吴　婧（女，２０１７年４月挂职）

武装部长：江　涛
汉中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叶　青（女）
副书记、主任：张　波（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书记：袁宏玲（女）

纪工委书记：徐　锋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匡　明

梅建华（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匡　明

梅建华（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副主任：宋晓林　赵云峰　余文安　王　静（女）
武装部长：管伟华

六角亭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严　栓　邱华威（女，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书记、主任：邱华威（女）

王　凯（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书记：胡正举

纪工委书记：李运明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秦文华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秦文华

副主任：马　勇　关晨曦　周尧清　陈　娟（女）
邓　冰（２０１７年４月挂职）

武装部长：吴幼春

汉正街党工委、办事处

书　记：胡亚非（２０１７年２月任职）
副书记、主任：胡亚非　曲红亮（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副书记：王　纯（女）　刘国伟

周　玲（女，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市场管委会副书记：罗　俊

何　博（２０１７年７月任职）
纪工委书记：李德志

人大街工委专职副主任：李洪新

政协街道联络委专职副主任：李洪新

副主任：鲁　速　佟玉方　周　玲（女）
吴红艳（女）

李　欣（女，２０１７年８月任职）
武装部长：潘　涛
市场管委会副主任：吴章发

区属企事业单位

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董事长：姜　雯（女，２０１７年１月任职）
总经理：宋小涛

副总经理：黄文伟（２０１７年４月任职）
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玉林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黎宇宁（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黄文伟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汉宜

副总经理：梁建国　陈正尘　陈汉宝　黎宇宁
（曹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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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先 进 集 体

【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区）】

口区

【中国政务网站领先奖】

口区政府门户网站

【全国“五好”县级工商联】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互联网＋政务服务”创新平台】

口区网上办事大厅

【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第九届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

口区人民检察院

【全国司法宣传工作成绩突出单位】

口区人民法院

【人民调解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口区司法局

【全国统计系统先进集体】

口区统计局

【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武汉市口区东方红小学

【国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社区】

古田街汉口春天社区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古田街古三社区

【全国第一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社区】

古田街汉口春天社区

【湖北省首批省级双创示范基地】

口区

【湖北省健康促进示范区】

口区

【湖北省信访工作先进单位】

口区信访局

【湖北省信访系统人民满意窗口】

口区信访局

【湖北省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

古田街古画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湖北省级青年文明号】

湖北华夏创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湖北省五四红旗团委】

口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团委

【湖北省县市防震减灾工作先进单位】

口区地震办

【湖北省价格监测工作先进单位】

口区物价局

【湖北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市场】

荣华街玉带生鲜市场

【湖北省级食品安全示范街】

长丰街

【湖北省审计信息宣传计划统计工作先进单位】

口区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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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审计信息化工作先进单位】

口区审计局

【湖北省卫生先进单位】

口区财政局　口区国税局

【湖北省财政供给单位人员信息库数据报送工作先

进单位】

口区财政局

【首批湖北省级数字化校园示范校】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湖北省科技企业创业与培育工程优秀集体】

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

【湖北省扫黄打非先进集体】

口区文体局（区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突出贡献奖”】

口区文体局（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

办公室）

【湖北省示范国医堂】

荣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北省卫生乡镇】

易家街办事处

【湖北省第七批省级绿色社区】

古田街古三社区

【湖北省卫生社区】

韩家墩街简易社区、韩家墩街曾家社区、韩家墩

街云鹤社区、韩家墩街古五社区

【湖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宗关街发展社区

【湖北省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示范社区】

宗关街发展社区

【湖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宗关街发展社区

【湖北省食品安全监管标准所】

六角亭食药监所

【湖北省级充分就业社区】

六角亭街游艺社区

先 进 个 人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优秀网评员】

肖融冰

【全国百家健康守门人】

黄　莹

【湖北省纪检监察工作嘉奖】

胡　旭

【湖北省老干部工作先进个人】

刘石刚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系统个人“二等功”】

张　伟

【湖北省军区优秀主官】

黄　海

【湖北省职工和谐家庭】

陈静堂

【湖北省财政监督检查系统先进个人】

梁桂英

【湖北省国家税务局党组巡察组先进个人】

詹　晴

【湖北省人民法院系统个人三等功】

胡爱忠　李玉萍　毛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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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文件目录选编

中共口区委员会文件选目

发〔２０１７〕１号　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口区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

发〔２０１７〕２号　转发《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关于在全区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发〔２０１７〕３号　关于印发《中共口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发〔２０１７〕５号　印发《关于整区推进“红色引擎工程”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

发〔２０１７〕７号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通知

中共口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选目

办发〔２０１７〕２号　关于印发《中共口区委全体会议议事与决策规则》《中共口区委常务委员会会议议

事与决策规则》《中共口区委书记专题会议制度》《关于区委常委会委员及区人大常

委会党组区政协党组书记联系街道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７〕３号　印发《关于建立健全联系服务基层长效机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７〕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四水共治”工作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７〕５号　关于印发《口区特约人员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７〕６号　印发《关于全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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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２０１７〕７号　关于印发《口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７〕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度全区绩效管理综合考评办法》的通知

办发〔２０１７〕１０号　关于印发《口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实施办法》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１号　关于建立口区干部教育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２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区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３号　印发《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细则》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５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６年区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整改清单》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６号　关于成立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７号　关于转发《口区公安分局“万警进社区”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８号　关于开展２０１６年度全区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９号　印发《关于组织开展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项目）活动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１０号　印发《关于在全区开展集中整治行政执法队伍作风纪律专项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１１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７年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１２号　关于在区级领导干部中推行暗访暗查制度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１３号　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全区法治建设绩效考核情况的通报

办文〔２０１７〕１４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法治口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１５号　关于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１６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１７号　关于转发《区委宣传部２０１７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点》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１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口区协商工作计划》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１９号　关于２０１６年全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检查考核情

况的通报

办文〔２０１７〕２０号　印发《口区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２１号　关于成立区“四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２２号　关于印发《全区第十八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２３号　关于调整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领导成员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２４号　印发《关于开展全区评议机关科室和基层站所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２５号　转发《区纠风办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加强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２６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放管服”改革工作任务及责任分工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２７号　关于印发《口区招才引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及职责》《口区推进落实“百万大学

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实施方案》《口区“校友资智回汉聚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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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文〔２０１７〕２８号　印发《关于在全区运用大数据开展精准扶贫等惠民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２９号　关于成立口区执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３０号　关于成立区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３２号　关于做好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宣讲工作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３５号　印发《关于开展“十大效能示范岗”和“十大勤政廉政标兵”创建评选活动的方案》的

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３６号　关于开展“狮子型”“老黄牛型”干部大调研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３９号　关于成立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４０号　关于组建区委法律顾问队伍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４１号　印发《关于开展基层作风巡查、治理“微腐败”专项行动的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４３号　关于举办全区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班的通知

办文〔２０１７〕４４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８年度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严格规范报刊发行秩序的通知

口区人民政府文件选目

政〔２０１７〕１号　关于下达２０１７年全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及资金计划的通知

政〔２０１７〕２号　关于印发《口区妇女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口区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政〔２０１７〕３号　关于印发口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规〔２０１７〕１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拆除工程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政规〔２０１７〕２号　关于调整和规范区级行政权力清单的通知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选目

政办〔２０１７〕１号　关于转发武汉市２０１７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２号　关于转发《口年鉴》（２０１７年卷）编纂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３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武汉年鉴》口区情编纂工作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４号　关于成立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５号　关于印发口区安全生产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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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办〔２０１７〕６号　关于调整区湖泊保护与污染治理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７号　关于切实加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８号　关于印发区第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９号　关于印发区政协第十四届一次会议建议案、提案办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１０号　关于印发《口区行政审批与监管工作协作制度（试行）》《口区审管互动信息交流

制度（试行）》《口区行政审批专项会商制度（试行）》《口区行政审批联合踏勘工

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１１号　关于调整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１２号　关于印发口区２０１７年拥抱蓝天行动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１３号　关于转发《口区２０１７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１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１６号　关于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主要职责及组成人员名单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１７号　关于调整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成立十八个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１９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

政办〔２０１７〕２０号　关于成立区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２１号　关于印发口区招商引资奖励办法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２２号　关于印发口区促进新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２３号　关于印发口区街道志编纂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２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２５号　关于印发口区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１７〕２６号　关于公布口区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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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宣 传

题　　录

舒卷绿色文明图画／记者　禹伟良　郝　洪　崔　佳　程远州／／《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１０．１３（１）
为了８５万人安居乐业／撰文　谢晓凤　李放军　王　辉／／《湖北日报》２０１７．０６．１３（８）
马上办　网上办 一次办／／《湖北日报》２０１７．０８．０８（１２）
为了２０个贫困村／撰文　李放军　梁明华　余亚心　杨　彬／／《湖北日报》２０１７．０９．２５（１６）
口招才引智积蓄发展新动能／撰文　刘　燕　李应君／／《湖北日报》２０１７．１２．０５（０８）
口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撰文　李放军　张惠菊　曹世文／／《湖北日报》２０１７．０９．２７（１６）
给生命以尊严和快乐／记者　胡　蔓　龙　华　通讯员　成亚平／／《湖北日报》２０１７．１０．０９（１３）
口打造新民营经济发展新高地／记者　汪　洋　通讯员　李放军　柳　中／／《湖北日报》２０１７．１１．１６（３）
口飞出一批红色头雁／记者　汪　洋　通讯员　袁　琼　余文利／／《湖北日报》２０１７．１２．２６（４）
新设一个局 激活新经济／记者　汪　洋　通讯员　李放军　柳　中／／《湖北日报》２０１７．１１．２１（３）
为了１３万老年人的幸福生活／记者　汪　洋　通讯员　郑园园　阮　华／／《湖北日报》２０１７．１１．２１（３）
以人民为中心化解信访积案／记者　汪　洋　通讯员　曹林发　陈　洁／／《湖北日报》２０１７．１２．２６（４）
口率先打造健康示范区／撰文　杨　丽　摄影　马　巍／／《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２．２０（８、９）
推进口信访积案化解工作作风转变／撰稿　纪／／《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３．０３（３）
口打造“汉水清风”廉政教育品牌／撰稿　肖融冰／／《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５．１２（３）
渴求良才诚相邀　携手共建健康城／撰文　桥宣　摄影　胡冬冬／／《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４．１２（１０）
双百万助力时尚产业集聚　新才俊激活汉正老街商魂／供稿　桥　宣／／《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４．２７（４）
口区激活“红色细胞”服务基层群众／撰文　陈汉忠　涂盛林　罗　希　张　莹　宗　伟　刘　彦／／
　《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５．０３（８）
以极致服务追求群众极致体验／撰文　李　勇　王方圆　朱纯艳／／《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５．２２（７）
口将建世界顶级体育训练科研和健身中心／撰文　李放军　唐若飞　供图　口区委宣传部／／
　《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８．２８（６）
时尚汉正街重构产业对标全国领先世界一流／撰文　董晓勋　朱玲萍／／《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６．０６（４）
“校友资助回汉聚”恳谈会热议“环同济健康城”／撰文　蒋　哲　杨晋文　郭海清　张云鹭　摄影
　胡冬冬／／《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５．２２（８、９）
第六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开幕／撰文　蒋　哲　杨晋文　郭海清　摄影　胡冬冬／／
　《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５．３１（８、９）
口法治惠民惠企／撰文　贾雪梅　高万兵　夏　菁　王　辉　朱　丹／／《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７．２１（６）
口拼搏赶超推进“一号工程”／撰文　董晓勋　李放军　张惠菊　曹世文　柳　中　王　媛　供图
　口区委宣传部／／《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７．３１（２８）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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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放大示范效应　密织服务群众之网／撰文　董晓勋　李应君　涂盛林　罗　希　艾　歌　沈奕凌
　供图　宗关街党工委／／《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８．０１（４）
口区智慧城管精确制导实现城市综合管理无盲点／撰文　董晓勋　赵志宏　李　静　摄影　胡剑波／／
　《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８．０７（１０）
口力推９大法治项目筑好民心工程／撰文　贾雪梅　谢晓凤　高万兵　夏　菁　供图　口区委法治办
　口区公安分局　口区人民检察院／／《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８．０７（１６）
口激活“红色细胞”创新志愿服务／撰文　蒋哲　杨晋文／／《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８．２１（４）
复兴新征程口篇／撰文　董晓勋　李放军　张惠菊　曹世文　王方圆　叶　芳／／
　《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９．２８（２９—３６）
口区新民营经济组织歌咏大会成功举办／撰文　杨晋文　蒋哲学　李应君　摄影　詹　松　胡海燕／／
　《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０９．２８（４）
“大学之城”搭上大健康行业风口／撰文　杨晋文　郭海清　摄影　陈　亮／／《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１０．２３（１４）
中国服装大会首次在汉举办／记者　郑汝可　徐章龙　通讯员　朱玲萍　李放军　柳　中／／《长江日报》
　２０１７．１１．０２（１）
同心健康产业园吸引世界５００强入驻／记者　徐章龙／／《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１１．０４（３）
口区：高点站位　立地落实／撰文　杨晋文　李应君　涂盛林　摄影　陈　亮／／《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１１．０７（４）
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全力以赴开启教育事业新征程／撰文　陈晓彤　秦光鼎　摄影　彭　年／／《长江日报》
　２０１７．１１．１０（１０）
她为５００位居民当“健康班主任”／记者　刘睿彻　通讯员　成亚平　熊　雯／／《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１１．２１（３）
月薪直追北上广吸引毕业生“转向”回汉／记者　章　鸽　杨佳峰　徐章龙　通讯员　李放军　柳　中　
　徐　燕　实习生　刘志成　艾晨光　严莹莹　摄影　胡九思／／《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１１．２６（４）
世界冠军在口打造“大湖＋”典范之作／撰文　徐章龙　曲宗文　李放军　朱冬琴　摄影　胡海燕／／
　《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１１．２７（６）
老工业基地变身工业设计小镇／记者　贺　亮　陈　诚／／《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１２．０３（３）
大学毕业生从事建筑行业最低年薪写入合同／记者　徐章龙　通讯员　李放军　柳　中　李　兰／／
　《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１２．１０（４）
第六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揭晓／撰文　徐章龙　李月明　郑　涵　摄影　詹　松／／
　《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１２．１０（４）
口区全面全域全力推进“红色引擎工程”／撰文　徐章龙　李应君　涂盛林／／《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１２．１４（６）
向人民报告（万名警察进社区 口分局）／记者　姚传龙　通讯员　余志洁　王　辉　摄影　王　辉／／
　《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１２．１５（６）
推进全域生态绿化　打造一流园林城区／撰文　李放军　程　鸣　张世明　徐章龙／／《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１２．２１（１１）
汉正街大力发展时尚产业／记者　徐章龙　章　鸽　通讯员　李放军　马　巍　郑　涵／／《长江日报》
　２０１７．１２．１９（３）
口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成全国典范／撰文　徐章龙　李放军　供图　马　巍／／《长江日报》２０１７．１２．２８（１１）
口区文化惠民由群众点单／撰文　张　亮　李放军　徐章龙　供图　陈焱斌　胡海燕／／《长江日报》
　２０１７．１２．２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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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资 料

人 口 状 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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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８６０４ ２６３５９２ ２６５０１２ ５１８９５９ ９６４５ －

易家街 １２９２９ ７０９１ ５８３８ １０９７５ １９５４ －

古田街 ６５５８６ ３２９２７ ３２６５９ ６５２６６ ３２０ －

韩家墩街 ６６９７９ ３３８０７ ３３１７２ ６５９４９ １０３０ －

宗关街 ４８３８６ ２４２１９ ２４１６７ ４７９１４ ４７２ －

汉水桥街 ６１０４２ ２９８０２ ３１２４０ ６０５５２ ４９０ －

宝丰街 ５３８９６ ２６２８１ ２７６１５ ５０５６０ ３３３６ －

荣华街 ４２４５６ ２０６９６ ２１９６０ ４２３３４ １２２ －

汉中街 ４９２４９ ２４１７２ ２５０７７ ４８５８１ ６６８ －

汉正街 ６６８６６ ３３７２８ ３３１３８ ６６５９８ ２６８ －

六角亭街 ２９５０９ １４５５３ １４９５６ ２９１１５ ３９４ －

长丰街 ３１７０６ １６３１６ １５３９０ ３１１１５ ５９１ －

其中：农业人口 ５９０ ３００ ２９０ ５９０ － －

人口按年龄分组表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合　计 男 女

全　区 ５２８６０４ ２６３５９２ ２６５０１２

０—１０岁 ４４２４６ ２３３７３ ２０８７３

·４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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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合　计 男 女

１１—２０岁 ２９６３４ １５５８０ １４０５４

２１—４０岁 １４２１７１ ７２３０６ ６９８６５

４１—５０岁 ７５３７７ ３６９９８ ３８３７９

５１—６０岁 １０７３２９ ５３７９１ ５３５３８

６１—７０岁 ８０７６６ ４０２２６ ４０５４０

７１—８０岁 ３１１０４ １４０３５ １７０６９

８１—９０岁 １６１７３ ６６４９ ９５２４

９０岁以上 １８０４ ６３４ １１７０

人口增减情况表

单　位
出生数 死亡数 净增或净减数

人数（人） 增长率（‰） 人数（人） 增长率（‰） 人数（人） 增长率（‰）

合　计 ５４２７ １０．２７ ５３０７ １０．０４ １２０ ０．２３

易家街 ９４ ７．２７ ９８ ７．５８ －４ －０．３１

古田街 ７０９ １０．８１ ６４６ ９．８５ ６３ ０．９６

韩家墩街 ８１９ １２．２３ ５４５ ８．１４ ２７４ ４．０９

宗关街 ４６０ ９．５１ ４６６ ９．６３ －６ －０．１２

汉水桥街 ６５３ １０．７０ ５８６ ９．６０ ６７ １．１０

宝丰街 ６２１ １１．５２ ５２０ ９．６５ １０１ １．８７

荣华街 ４１７ ９．８２ ４５２ １０．６５ －３５ －０．８２

汉中街 ４８４ ９．８３ ５５７ １１．３１ －７３ －１．４８

汉正街 ４９４ ７．３９ ８６２ １２．８９ －３６８ －５．５

六角亭街 ２４０ ８．１３ ３５３ １１．９６ －１１３ －３．８３

长丰街 ４３６ １３．７５ ２２２ ７．００ ２１４ ６．７５

·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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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人口密度表

项　目
土地面积

平方千米 比重（％）

人口密度

（人／每平方千米）
居委会（个） 村委会（个）

合　计 ４１．４６ － － １２７ １

易家街 ８．８ ２１．２ １４６９ ４ －

古田街 ５．２２ １２．６ １２５６４ １３ －

韩家墩街 ４．５９ １１．１ １４５９２ １１ －

宗关街 ３．７１ ８．９ １３０４２ １１ －

汉水桥街 ２．６４ ６．４ ２３１２２ １３ －

宝丰街 １．８８ ４．５ ２８６６８ １０ －

荣华街 ０．８１ ２．０ ５２４１５ １０ －

汉中街 １．３３ ３．２ ３７０２９ １１ －

汉正街 １．５７ ３．８ ４２５９０ １９ －

六角亭街 ０．７４ １．８ ３９８７７ １０ －

长丰街 １０．１７ ２４．５ ３１１８ １５ －

地区生产总值表

指 标 名 称 ２０１７年（亿元） 增幅（％）

地区生产总值 ６６８．０６ ８．０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 －

　　第二产业 １５２．２４ ４．１

　　第三产业 ５１５．８２ ９．２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 －

　　工业 ６９．４０ ６．０

·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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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名 称 ２０１７年（亿元） 增幅（％）

　　建筑业 ８３．００ ２．４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３１．４７ ８．９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５７．３９ ５．５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７．６３ ５．７

　　金融业 ３６．４６ ８．８

　　房地产业 ６３．８０ ８．７

　　其他服务业 １８８．９１ １３．８

工业生产、销售总量表

计量单位：亿元

项　目
工业总产值

（当年价）

工业销售产值

（当年价）

总　计 １６３．４１ １６３．９１

总计中：轻工业 ５８．２９ ５５．８７

重工业 １０５．１２ １０８．０４

总计中：国有企业 １９．１１ １８．０３

集体企业 ０．００ ０．０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０．００ ０．００

股份制企业 ６４．１２ ６５．７５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７９．５１ ７９．５１

其他企业 ０．６７ ０．６２

·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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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表（一）

计量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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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６ １８３．９７ ９．０９ －３．３６ ８．４６ １５．９１ １９５１６

国有企业 ５ ２ ３０．１３ －２．８９ －３．２５ １．１６ ３．６９ ７０３７

集体企业 － － － － － － － －

股份合作企业 － － － － － － － －

联营企业 － － － － － － －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３ ５１．１４ １．６０ －０．０５ １．４６ ３．６９ ３９６９

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 １８．０５ ０．９８ － ０．４４ ０．４７ ７９９

私营企业 ５ １ ３．３６ ０．３３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２３ ３５０

其他企业 １ ０ ０．７５ ０．０００５ － ０．０２ ０．０８ ２４５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１ ０ ３９．８８ ５．６９ － ４．０４ ４．５１ ４８９１

外商投资企业 ３ ０ ４０．６６ ３．３８ － １．２１ ３．２５ ２２２５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表（二）

计量单位：亿元

项　目

年末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资产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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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４．７８ １４８．６７ ５２．２０ ２７３．１６ １８５．４０ ８７．７７

国有企业 ３４．２２ ７０．１４ ２８．０３ ９６．２６ ６９．５７ ２６．７０

集体企业 － － － － － －

股份合作企业 － － － － － －

联营企业 － － － － － －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１５ １５．６５ ５．３０ ５８．８２ ４１．２３ １７．５８

·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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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年末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资产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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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２ ０．３１ ０．０８ ６．６１ １．６０ ５．００

私营企业 ３．３１ ０．６８ ０．２３ ３．８１ ２．１２ １．６９

其他企业 ０．２７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３０ ０．１８ ０．１３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２３．６７ ２３．２３ ８．４８ ５５．２８ ３４．８０ ２０．４８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６．２４ ３８．５８ １０．０３ ５２．０８ ３５．９０ １６．１９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消费量表

项　目 原煤（吨） 焦炭（吨） 汽油（吨） 煤油（吨） 柴油（吨）
电力

（万千瓦时）

购进 ８２５８２ － １１４０ ０ ２９０ ３４９１６

消费 ８３１２７ － １１３７ ０ ２８８ ３４９１６

库存 ８７８ － ０ ０ １ ０

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总值表

指标 计量单位
购 进 量 消 费 量

实物量 合　计 生产消费 非生产消费

原煤 吨 ８２５８２ ８３１２７ ８３１２７ －

焦炭 吨 － － － －

汽油 吨 １１４０ １１３７ ６７５ ４６２

柴油 吨 ２９０ ２８８ ２８８ ０

电力 万千瓦时 ３４９１６ ３４９１６ ３４７９５ １２１

·９６３·

·附　录·



建筑业企业年报生产情况表

项　　目 计量单位 总　计

企业个数 个 ７８

一、建筑业合同情况签订合同额 亿元 １９６４．７７

　１上年结转合同额 亿元 ９４３．１２

　２本年新签合同额 亿元 １０２１．６５

二、承包工程完成情况

　１直接从建设单位承揽工程 亿元 ５５１．９１

　２从建设单位以外承揽工程 亿元 １．８１

三、建筑业总产值 亿元 ５４９．５４

四、竣工产值 亿元 ３２０．２２

五、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０１５．９４

六、年末自有机械设备

　净额 亿元 １．４９

　总台数 万台 ５．５３

　总功率 万千瓦 ３４．７４

七、劳动人员情况

从事主营业务活动的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万人） ４．９２

　期末从业人数 万人 ４．８７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万人 １．３４

　　　持有一级资质证书人员 万人

补充资料：企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１６１．１２

·０７３·

·口年鉴·



建筑业企业年报财务状况表

项　目 计量单位 总　计

一、年末资产负债

流动资产小计 亿元 １３２４．９７

固定资产小计 亿元 ２４８．４５

固定资产原价 亿元 ２３１．１３

累计折旧 亿元 ８２．７９

在建工程 亿元 １００．０５

资产合计 亿元 １９５２．１６

流动负债合计 亿元 ９６４．２６

负债合计 亿元 １４０９．４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亿元 ５３９．２５

二、损益及分配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７０７．７９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亿元 ８．７４

管理费用 亿元 ４７．９７

营业利润 亿元 ５１．１８

利润总额 亿元 ５１．９２

三、工资、福利费

本年应付职工薪酬 亿元 ６３．３１

应收工程款 亿元 １２２．０５

投资完成情况表

计量单位：亿元

类　别 完成投资额（万元） 比上年增长（％）

合　计 ２７０．７０ １７．９

·１７３·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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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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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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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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助 企 业 制 修 订 标 准 数

标 准 查 新 数

农 业 地 方 标 准 制 修 订 数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示 范 基 地 数

制 修 订 数

采 标 发 证 数

复 查 发 证 数

采 标 标 表 备 案 数

重 要 国 际 培 训 班 次

资 格 培 训 班 次

Ｗ Ｔ Ｏ ／ Ｔ Ｂ Ｔ 培 训 班 次

检 查 次 数

受 检 商 场 市 场 场 所 数

立 案 查 处 数 ／ 限 期 整 改 数

检 查 企 业 数

合 格 企 业 数

２０
１７
年

度
完

成
数

１０ 户

１０ 户

５３
２
个

９８ ％
４７
６
个

６ 个

４４ 个

４４ 个

１ 个

１６ 个

３ 个

１ 次

８ 次

２ 个

８ 个

８ 个



城镇居民收支表

指　　标 ２０１７年（元） ２０１６年（元） 比上年增长（％）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４０１０８．００ ３６６５２．００ ９．４３

１．工资性收入 ２０３１１．３２ ２００５６．２６ １．２７

２．经营净收入 ８０５４．５０ ６７５５．４０ １９．２３

３．财产净收入 ４３１２．３５ ３３３８．９４ ２９．１５

４．转移性收入 ７４２９．８３ ６５０１．４０ １４．２８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 － －

１．食品支出 － － －

２．衣着支出 － － －

３．居住支出 － － －

４．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 － －

５．医疗保健支出 － － －

６．交通和通信 － － －

７．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 － －

８．其他商品和服务 － － －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目标完成情况统计表

计量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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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２８ ２９０７ ２１８ ９６ ０ ３７６ ２４４ ２１５ ０ １７２ １５６ ０ ２７６ ５８ ３７３８

注：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同时１＝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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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发展情况表

行　业 户数（户）
从业人数

（人）

注册资金

（万元）

总产值

（万元）

营业额（万元）

合　计 其中：零售额

合　计 ５７５７７ １７２７１６ ３１６６３４．５１ ２８７８８．５ ２０３２４６．８１ １５６６０９．４４

工业 ８３０ ２４７５ ６０６０．６５ ４１５ ２９２９．９ ２２５７．６

建筑业 ６５ １９５ ２７０．５ ３２．５ ２２９．４５ １７６．８

运输业 ３２２ ９６６ ２２３４．１ １６１ １１３６．６６ ８７５．８４

商　业 ４５４８７ １３６４６１ ２３７５９６．６３ ２２７４３．５ １６０５６９．１１ １２３７２４．６４

服务业 １０８７３ ３２６１９ ７０４７２．６３ ５４３６．５ ３８３８１．６９ ２９５７４．５６

招商引资情况表

序　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２０１７年 增幅（％）

１ 招商引资总额 亿元 ５１９ ４４．１

２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７．９１ １１．０

３ 外贸出口 亿美元 ３．８８ １６．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

项　　目 计量单位 合　　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９６５．７７

限额以上 亿元 ５６２．３３

限额以下 亿元 ４０３．４４

·４７３·

·口年鉴·



财政收入预算完成情况表

项　　　目 年度预算（万元） 全年收入（万元） 为年度预算（％）

合　计 ６２００００ ６２１９３０ １００．３

一、增值税 １９８６１６ ２００９３０ １０１．２

二、营业税 ４１５ －１０２９ －２４８．０

三、企业所得税 ９６２４９ ８８１８６ ９１．６

四、企业所得税退税 － － －

五、个人所得税 ４７４８４ ４８６４０ １０２．４

六、资源税 － － －

七、城市维护建设税 ２６４１１ ２８５７１ １０８．２

八、房产税 ３３５６９ ３２０７１ ９５．５

九、印花税 ８２５１ ８００９ ９７．１

十、城镇土地使用税 ７７７２ ６５５８ ８４．４

十一、土地增值税 ５４６００ ５７１９５ １０４．８

十二、车船税 ２６４７ ２６０５ ９８．４

十三、耕地占用税 ２８７１ ２８５０ ９９．３

十四、契税 ５６７２８ ５３９６０ ９５．１

十五、专项收入 １２９６６ １４８２７ １１４．４

十六、行政性收费收入 ４９２９ ６６７６ １３５．４

十七、罚没收入 １２９９９ １３５８５ １０４．５

十八、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 － －

十九、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５３３２３ ５５１９７ １０３．５

二十、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 ３０００ －

二十一、其他收入 １７０ ９９ ５８．２

·５７３·

·附　录·



财政支出情况表

计量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度预算（万元） 全年支出（万元） 为年指标（％） 为上年同期（％）

合　计 ６０２４９２ ５６１５４４ ９３．２ １１０．０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４３１１１ ４１８６５ ９７．１ ９５．７

二、外交支出 － － － －

三、国防支出 ３９７ ３９７ １００．０ ８８．２

四、公共安全支出 ４８６０１ ４８５４１ ９９．９ １１２．０

五、教育支出 ２０３９６２ １９４２７２ ９５．２ １１７．５

六、科学技术支出 １２２９２ １２２８２ ９９．９ ５８．５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２０４９ １８７６ ９１．６ ３７．５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７７４６２ ７５７４４ ９７．８ ９６．０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４０２６４ ３７８０７ ９３．９ １１９．６

十、节能环保支出 ２２７１ ２１４４ ９４．４ ２００．２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５２９９９ ５２３８１ ９８．８ ５５．６

十二、农林水支出 ３７００ ３７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２．８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６４４ ６４４ １００．０ ２７１．７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１８１２ １８１２ １００．０ ２８．１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１５６ １０１ ６４．７ ２７３．０

十六、金融支出 － － － －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 － － －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 － － －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７２１１９ ７２１１９ １００．０ ４４６．８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 － － －

二十一、其他支出 － － － －

二十二、债务付息支出 ２６１４ ２６１４ １００．０ １７６６．２

二十三、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 － － －

二十四、文化基金支出 ６０．００ － － －

二十五、社会保障基金支出 １ １ １００．０ －

二十六、城乡基金支出 ３１８１６ ９５１３ ２９．９ ２５０．５

二十七、彩票公益金支出 ２７４１ ２３７５ ８６．６ ８５．９

二十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相关支出
２４２１ ３５６ １４．７ －

二十九、债务还本支出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

·６７３·

·口年鉴·



环境卫生设施情况表

项　　　目 计量单位 区城管委数量 各街道数量（估报）

１．果皮箱 个 ２３００ ６７０

２．公共厕所 座

３洒水车 ２０吨洒水车 辆 １２

１０吨洒水车 辆

８吨洒水车 辆 １２ ５

６吨洒水车 辆

３吨洒水车 辆 ２６ １２

４高压清洗车 １７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１０

１０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５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１４

０．７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２９ １９

５．高压洗扫车 辆 ２６

６．机扫车 辆

７．护栏清洗车 辆 ９

８．自卸车 辆 １９ ６

９．吸粪车 辆 ４

１０．吸污车 辆 ２

１１垃圾压缩车 １６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１０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３２

８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４

５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６ １６

３吨及以下垃圾压缩车 辆 ２０ ４１

１２垃圾密封车 ５吨垃圾密封车 辆 １ ３

３吨垃圾密封车 辆 ３

３吨以下垃圾密封车 辆 ６ ５

１３垃圾勾臂车 １２吨勾臂车 辆 １７ ２

０．７吨勾臂车 辆 １１ ８３

１４铲车 正铲 辆 ８ ５

反铲 辆 １

１５．道路清扫面积 万平方米 ７１９．２８

１６．清运垃圾（全年） 万吨 ７１．９３

注：以上数据为统计到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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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基本情况表

单　位
在编职工人数

（人）

文化技术人员（人）

合　计 副研究馆员 馆　员 助理馆员 管理员

区文化馆 １２ １２ ２ ２ ８

区图书馆 １０ ８ ２ ４ ２

合　计 ２２ ２０ ４ ６ １０

文化活动情况表（一）

类　别
单位个数

（个）

阵地活动

面积

（平方米）

容纳人数

（人）

举办展览

（次）

展出作品

（件）

文化阵地

开展活动

（场次）

文化阵地活

动参加人数

（万人次）

区级文化馆 １ ６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 ６０ ２４０ ２

区级图书馆 １ ２５７１．２ ３３０ ２１ ３４０ ３１ ３．５

居民文化室 １２７ １０９８０ ７０００ ０ ０ ７６２ ２

舞厅、歌厅、卡拉ＯＫ厅 １５ ２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音像发行站，音像放映点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个体书摊 ４５ ３５００ ６００ ０ ０ ０ ０

台球、游戏机经营户 ５ 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　计 １９４ ５８０５１．２ ２０６３０ ３１ ４００ １０３３ ７．５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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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情况表（二）

单　　位
竞赛成绩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奖
集体成绩

市级

区文化馆

个人 １

集体 ３

区图书馆

个人

集体 １

付三元获武汉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

１．２０１７年武汉市
“知识工程”少儿

读书系列活动被评

为先进单位；

２．荣获第十四届高校
文化艺术节组织奖；

３．荣获全市舞龙大
赛优秀组织奖；

４．荣获第四届群众
广场舞蹈大赛优秀

组织奖。

省级

区文化馆

个人

集体

区图书馆

个人

集体 ３

１．第十四届“童之
趣”杯征文大赛，

荣获优秀组织奖；

２．荣获荆楚文化丝
路行———“放飞梦

想”国际少儿书画

展优秀组织奖；

３．２０１７年全国少年
儿童阅读年活动，荣

获优秀组织奖。

全国

区文化馆

个人 ２

集体

区图书馆

个人

集体

１．论文《浅谈加
强文化中心免费

公共服务能力建

设》获文化部《文

化大视野》最高

奖优秀论文奖；

２．论文《建立科学
机制 实现长效管

理》获第２８届全
国城区体育工作

研讨会一等奖。

·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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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情况表（一）

类别 竞赛次数（次） 参加队数（个）
参加人数（人）

合计 男 女

总　计 １８ １８ ５６０ ３３５ ２２５

中学生 ６ ６ ２６０ １８０ ８０

小学生 １２ １２ ３００ １５５ １４５

职工

体育活动情况表（二）

类　　别
竞 赛 名 次 集体成绩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至六名 先进区 先进单位

市级

中小学生
团体 ２８ １０ ２０ ２

个人 ５３．５ ２４ ９５ ２０１

老 年 人
团体 １

个人 １０ ８ ５ ６

省级 中小学生

团体 １

个人 １０ １５ １０ ５

全国 中小学生

团体

个人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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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校舍情况表

学校数（所） 学校占地面积（平方米） 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

总　计 １３１ ９８９４９８．４９ ６４７３３５．１４

普通中学 ２３ ３９６９５０．８５ ２１５７４２．８９

职业中学 ２ １２２１０７．００ ９６９７２．００

小学 ４１ ３２３５５０．４０ ２１７１８２．０７

特殊教育 １ １１１３６．００ ６４４６．００

幼儿园 ６４ １３５７５４．２４ １１０９９２．１８

注：１统计系统调整，特殊教育中职纳入职业教育系统统计，义务教育纳入特殊教育统计；
２２０１５年开始，一聋校区纳入四中周边地块改造，整体在一职过渡。

专任教师年龄情况表

计量单位：人

２５岁以下 ２６—３０岁 ３１—３５岁 ３６—４０岁 ４１—４５岁 ４６—５０岁 ５１—５５岁 ５６—６０岁 ６１岁以上

总　计 ８６ １６５ ４８３ １０１４ ９７８ ８３８ ５５８ １２４ １

普通中学 ２３ ８６ ２８０ ４７８ ４３７ ３７４ ３３５ ８５ １

职业中学 １ ４ １７ ７３ ８３ １０１ ５８ １４ ０

小学 ６２ ７５ １８６ ４６３ ４５８ ３６３ １６５ ２５ ０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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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基本情况表

类别名 校园数（所）

学校 所

其中：

其他部

门办

其中：

社会力

量办

本年毕

业生数

（人）

本年招

生人数

（人）

在校学

生数

（人）

２０１７年
预计毕

业生数

（人）

在校学

生中女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人）

合计
专任

教师

行政

人员

教辅

人员

工勤

人员

代课教

师（人）

总　计 １３１ ７ ５３ １８５２２ １９１８９ ７４１７９ １８４０２ ３３５７０ ６７７６ ５２４３ ４６２ ５２０ ５５１ ２４５

普通高中 ７ ０ １ ２５８１ ２６７５ ７８６７ ２５２４ ３８３３ ９９７ ８８５ ７０ ３２ １０ １

初中 １６ １ ２ ４４５３ ４９１５ １３８２９ ４４３６ ６１０６ １３４９ １２０３ ５９ ４１ ４６ １

小学 ４１ １ １ ５０１５ ５８９３ ３３２７９ ４９２１ １４９７３ １９９３ １８２０ １３９ １５ １９ １５１

职业中学 ２ ０ ０ １１５８ １３０８ ３８８５ １２４３ １６２９ ３６９ ３５１ ６ ４ ８ ０

特殊教育 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６７ ５０ ７４ ３１ ２８ １ ０ ２ ０

幼儿园 ６４ ５ ４９ ５３１５ ４３９８ １５１５２ ５２２８ ６９５５ ２０３７ ９５６ １８７ ４２８ ４６６ ９２

民政优抚事业情况表

项　　目 计量单位 数　量

烈军属人数 人 １５１３

革命残废人员数（伤残人员数） 人 ３９０

民政代管退休人员 人 １０４７

民政局机关离休人员 人 １

准予登记结婚人数 对 ４６８８

居委会个数 个 １２７

村委会个数 个 １

安置残废人员数（福利企业） 人 ０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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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济及优抚事业费使用情况表

计量单位：万元

年份 合计
其　　中

抚恤 安置 低保春节慰问 农村及其他社会救济

２０１７ ３１５８．２４４５ ２１４１．４ ４０８．５４ ６０１．２５ ７．０５４５

社会团体情况表

年份
各类社会组织

（个）

其　　　中

协会

（个）
学会（个） 联谊会（个） 研究会（个） 联合会（个） 其他团体（个）

２０１７ ５６ ２２ ２ ２ ２ ３ ２５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情况表

单　位

诊疗人次数

总计

（人次）

其中：

急诊数

（人次）

向上级

医院转

诊数

（人）

上级医

院向下

转诊数

（人）

实有床

位（张）

病床周

转次数

病床使

用率

（％）

入院

人数

（人）

出院

人数

（人）

出院者

平均住

院数

（天）

病人死

亡人数

（人）

医师人

均每日

担负诊

疗人次

总　计 ５０８４７４ ２２８６３ ８７０ ５１ ５０７ １４４．０ ３５．３ ７７６９ ７７６９ ５１．９ ０ ５．９

长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６６９４５ １２８５ ８５ ０ ９８ ５．１ ８．９ ５０２ ５０２ ６．４ ０ ０．２

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８２５１５ ８１１２ ４３ ０ ９９ １８．３ ４３．２ １８１５ １８１５ ８．６ ０ １．３

宗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１０８７１ ２８０６ ８１ ０ ８０ ５１．０ ８１．７ ４０８０ ４０８０ ５．８ ０ ３．３

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３７８９ ３２４７ １００ ２１ ２５ １１．６ ２５．３ ２８９ ２８９ ８．０ ０ ０．２

荣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６４３４ １５７０ １１４ ７ ５０ １４．５ ４．０ １６９ １６９ １．０ ０ ０．０

宝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０３５５７ ４０１２ ８４ １２ ５０ ５．５ １１．６ ２７７ ２７７ ７．６ ０ ０．２

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８６８９ ０ ５５ ０ ３５ ０．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２９７ ０ ０ ０ ４０ ２４．２ １００．０ １３５ １３５ ８．０ ０ ０．４

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０３３５ １９２ ６７ ０ ３０ １３．７ ２６．８ ５０２ ５０２ ６．５ ０ ０．４

汉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７７０３ １６３９ ２４１ １１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易家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３３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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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系统人员情况统计表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总计

按部门分 按编制分 按工种分 专技人员职称

卫生

行政

部门

参公

单位

事业

单位

社区

卫生

服务

中心

公务

员

参公

人员

事业

在编

人员

人事

代理

工勤

人员

临聘

人员

管理

人员

专技

人员

工勤

人员

初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副高

级职

称

正高

级职

称

人员总计 ７１６ １８ ２６ ８１ ５９１ １７ ２６ ２２１ ２２６ ４０ １８６ ９１ ５３０ ９５ ４０１ ９５ ２１ ０

包括：区卫计委 １８ １８ １７ １ １７ １

区计生协会 １ １ １ １

区红十字会 １ １ １ １

区公医办 ２ ２ ２ ２

区卫生执法大队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区疾控中心 ３８ ３８ ３８ ４ ３２ ２ １９ １１ ２

区妇幼院 ４３ ４３ ４３ ７ ３５ １ ２２ １０ ３

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４１ １４１ ４９ ３３ １０ ４９ ６ １１２ ２３ ８５ ２０ ７

韩家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７９ ７９ １６ ２９ １１ ２３ ６ ６０ １３ ４５ ５ ５

汉水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８５ ８５ ２０ ３６ ７ ２２ ６ ６６ １３ ４７ １２ １

荣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９６ ９６ １６ ３８ ３ ３９ ７ ７７ １２ ５５ １３ ３

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６８ ６８ １５ ３４ ３ １６ ４ ５６ ８ ４９ ７

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６３ ６３ １５ ２６ ３ １９ ５ ４５ １３ ４０ ９

汉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９ ５９ ９ ３０ ２ １８ ３ ４７ ９ ３９ ８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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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情况统计表

计量单位：个

机 构 类 别
辖区医疗机构

总数

区管医疗机构数

（开业）

新登记注册

机构数
停业机构数 注销机构数

机构类别

医院（专科防治机构） ４９ ３９ １ １ 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３６ ３６ ２ ０ ０

门诊部 ６７ ６７ １９ ０ ７

诊所、卫生室 １６９ １６９ ９ ８ ３４

其他 ２ ２ １ ０ ０

合　计 ３２３ ３１３ ３２ ９ ４１

已婚育龄女婚姻、生育情况表

全年实际

出生人数

一孩 二孩 多孩

人数

（人）

其中：

计划

外

（人）

一孩

率

（％）

人数

（人）

其中：

计划

外

（人）

二孩

率

（％）

人数

（人）

其中：

计划

外

（人）

多孩

率（％）

计划

生育

率（％）

晚婚率 晚育率

％ ％

出生人口

性别比

５６０２ ３３７１ １３ ６０．１７ ２０９８ ６ ３７．４５ １３３ ４５ ２．３７ ０ ０ ０ １１０．９２

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独生子女家庭情况表

已婚育龄

妇女数

一个子女家庭 已办独生子女证 已采取节育措施 其　中：

人数

（人）
％

人数

（人）
％

人数

（人）

综合节

育率％

男女

绝育

（人）

上环

（人）

皮下

埋植

口服及

注射避

孕药

避孕套 外用药 其他

１３０１０３ ９７０８７ ７４．６２ １２０４１ ９．２５ １０９１８２ ８３．９ ５２８２ ４１１９５ ４８７ ６１０ ６１５６４ ２２ ２２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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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妇女婚姻、生育年龄别表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合计 １５—１９岁 ２０—２４岁 ２５—２９岁 ３０—３４岁 ３５—３９岁 ４０—４９岁

合　计 １７２６３４ ９０７８ １２７５３ ３０８２５ ３７００５ ２９９７０ ５３００３

未婚人数 ５６２２５ ９０５２ １１３６８ １６６４１ ９６８５ ４３０２ ５１７７

已婚人数 １１６４０９ ２６ １３８５ １４１８４ ２７３２０ ２５６６８ ４７８２６

其中：当年新婚 １１６５ ５ ２０３ ６５９ ２５１ ４２ ５

其中：２３岁及以上新婚 １０９１ １３４ ６５９ ２５１ ４２ ５

其中：当年生育 ５６０２ １０ ３１９ ２１１８ ２１２１ ８３７ １９７

其中：２３岁及以上生育 ５５０９ ２３６ ２１１８ ２１２１ ８３７ １９７

采取各种节育手术情况表

计量单位：人

合计 男性节育 女性节育 上环 取环 人工流产 中期引产 大月份引产 皮下埋植

８５５ ５ ２７ ２２６ ５８８ ４３３ ６６ ９８

育龄妇女节育情况表

计量单位：人

已婚育龄妇女

人数

已采取节育

措施人数

其　　中

男女绝育 上环 药物 避孕套 外用药 皮埋 其他措施

１３０１０３ １０９１８２ ５２８２ ４１１９５ ６１０ ６１５６４ ２２ ４８７ ２２

·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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殎

殎殎

殎

　　　　

说 明

　　一、本索引采用主题分析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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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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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载”“大事记”“附录”等部类未作索引。

数字首

１１０联动及智慧城管建设　１６３ａ

１１３５片土壤调查与修复　１５１ａ

１１３５片土壤修复　１４３ａ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口区安全生产相关指标

　统计表　１９２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口区环境质量状况对比表　１４９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口区直机关党组织建设

　情况表　５０ｂ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口辖区五险扩面情况表　２４２

２０１７年口地区律师事务所一览表　１２９

２０１７年口经济开发区税收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

　一览表　１４７

２０１７年口区产值亿元以上工业企业一览表　１４２

２０１７年口区驰名商标一览表　１８５

２０１７年口区初级中学情况一览表　２１０

２０１７年口区党政群法检机关和区直属事业

　单位机构一览表　５３

２０１７年口区高龄津贴发放一览表　２３８

２０１７年口区高新技术企业一览表　２１３

２０１７年口区公办幼儿园情况一览表　２０５

２０１７年口区国税纳税５０强企业一览表　１７７

２０１７年口区湖泊水质状况统计表　１４９

２０１７年口区基层司法所一览表　１２９
·７８３·



２０１７年口区技术合同登记一览表　２１５

２０１７年口区建筑企业既有资质情况统计表　１９６

２０１７年口区街道基本情况简表　２９ａ

２０１７年口区经营性用地出让地块情况

　一览表　１６１

２０１７年口区旧城改造项目一览表　１６０

２０１７年口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情况一览表　２３８

２０１７年口区科普教育基地一览表　１１９ｂ

２０１７年口区民办幼儿园情况一览表　２０６

２０１７年口区“名牌产品”企业一览表　１８５

２０１７年口区普通高级中学情况一览表　２１１

２０１７年口区人民政府十件实事办理情况　７９ａ

２０１７年口区社会单位绿化情况统计表　１５５ｂ

２０１７年口区社区一览表　２３３

２０１７年口区特殊教育学校情况一览表　２１１

２０１７年口区委党校办班情况一览表　５９

２０１７年口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人数一览表　２３８

２０１７年口区小学情况一览表　２０９

２０１７年口区新建污水排水管道长度汇总表　１５４

２０１７年口区新增建筑企业一览表　１９６

２０１７年口区养老机构一览表　２３７

２０１７年口区医院基本情况一览表　２２３

２０１７年口区中等职业学校情况一览表　２１１

２０１７年口区主要湖泊调查情况统计表　１５３

Ａ

艾滋病防治　２２２ａ

爱国卫生宣传　２２２ｂ

爱国卫生月　２２２ｂ

安全大检查　１９２ｂ

安全防范　２１９ｂ

安全监督管理　１９７ａ

安全生产行政许可　１９１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１９１ａ

　　概况　１９１ａ

安全生产　１６７ｂ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１９１ｂ

Ｂ

办事流程精简　８３ａ

帮扶举措　９１ｂ

宝丰街　２５８ｂ

　　２０１７年宝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６０

　　党建工作　２５９ａ

　　概况　２５８ｂ

　　公共安全　２６０ａ

　　公共服务　２５９ａ

　　公共管理　２５９ｂ

　　区域发展　２５９ａ

　　综合工作　２６０ｂ

保密工作　６４ａ

　　概况　６４ａ

保密监督检查　６５ａ

保密宣传教育　６４ｂ

保密重点工作　６５ｂ

保障房房源建设　２４１ａ

保障稳定供气秩序　１６７ｂ

保障性住房　１９３ｂ

本职工作　１０８ａ

编制实名制管理　５５ａ

编纂出版《中共口区党史大事记》（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６８ｂ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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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和计量　１８７ｂ

兵役征集　１３１ｂ

Ｃ

财政　１７３　１７３ａ

　　概况　１７３ａ

财政监管　１７５ａ

财政审计　１８０ｂ

财政收入　１７３ｂ

财政收入与支出　３３ｂ

财政投资评审　１７５ａ

财政支出　１７３ｂ

参与重点建设　９６ｂ

参政议政　１０１ａ　１０２ｂ　１０４ａ　１０５ｂ　１０７ａ　１０８ａ

　１０９ａ　１１０ａ　１１１ａ

餐饮业质量安全管理　１８９ｂ

残疾人就业培训　２４３ｂ

残疾人康复服务　２４３ｂ

残疾人社会保障　２４３ｂ

残疾人事业　２４３ａ

　　概况　２４３ａ

残疾人文体工作　２４４ａ

产业打造　１４１ｂ

产业经济　１３４

长丰街　２５０ｂ

　　２０１７年长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１

　　城市管理　２５１ｂ

　　党建工作　２５１ａ

　　概况　２５０ｂ

　　街道经济　２５１ａ

　　社会事务　２５２ａ

　　项目建设　２５１ａ

　　消防安全　２５１ｂ

常委会议　９２ｂ

诚信创建　１９８ａ

城管执法体制改革　１６２ｂ

城建攻坚　３８ａ

城市管理　２５ｂ　３８ｂ

城市管理与交通运输　１６２ａ

　　概况　１６２ａ

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　１５６ａ

　　概况　１５６ａ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１５８ａ

城市建设和管理　１５６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３３ｂ

城市综合管理　１６２ａ

城乡统筹发展　１５９ｂ

　　概况　１５９ｂ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２３２ａ

初级农产品抽检转型升级　１８９ａ

传染病防治及卫生应急　２２１ｂ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１８８ｂ

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２１２ｂ

创新“海燕直通车”服务模式　１２３ａ

创新科普宣传　１１８ｂ

创新审计方法　１８１ｂ

从严治党　１８０ｂ

Ｄ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１９１ａ

打击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１９０ａ

打造绿色低碳教育品牌　１５２ｂ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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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现代商贸产业　１３８ａ

大病医疗救助　２３２ｂ

“大学生留汉工程”落实　２４０ａ

代表工作　７２ｂ

档案管理　８８ｂ

　　概况　８８ｂ

档案惠及民生　８９ａ

档案建设　１９５ａ

档案数字化建设　９０ａ

档案质量管理　９０ａ

党风廉政建设　５１ｂ　９９ａ　１７２ｂ

党建工作　１９９ｂ

党史编研　６８ａ

　　概况　６８ａ

党史宣传教育　６８ｂ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４７ｂ

党校工作　５８ａ

　　概况　５８ａ

党政干部大会　４０ａ

道路桥梁维护　１６３ｂ

道路运输安全管理　１６５ａ

堤防建设　１５３ｂ

地表水环境质量　１４８ｂ

地方税务　１７９ａ

　　概况　１７９ａ

地方志编纂　９０ｂ

　　概况　９０ｂ

地籍地政　１５６ｂ

地块招商　１３５ｂ

地名普查工作　２３２ａ

地质灾害防治　１５７ａ

电子商务　２６ａ

督促检查工作　４１ａ

队伍建设　４８ｂ　１２２ｂ　１２６ａ　１２８ａ　１６４ａ　１６９ａ

　２０２ａ

对台交流　５６ｂ

对台事务　５６ｂ

　　概况　５６ｂ

对外经济贸易　３３ｂ

多党合作　４６ｂ

Ｅ

儿童系统管理　２２２ａ

Ｆ

发挥主力军作用　１１２ｂ

法规监察　１５７ｂ

法律服务　８１ａ　１３０ａ

法律监督　１２４ａ

法律宣传　１１３ｂ

法律援助　１３０ａ

法治　１２０

法治创建工作　３５ｂ

法治惠民惠企　３５ｂ

法治监督　７１ｂ

法治建设　８９ｂ

法治口建设　３５ａ　１２０ｂ

　　概况　３５ａ

法治政府工作　８０ｂ

　　概况　８０ｂ

反恐维稳　１２２ａ

防汛备汛　１５３ａ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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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　２３２ａ

防震减灾　１３３ａ

房地产市场与房屋租赁　１９３ｂ

房屋安全鉴定　１９４ｂ

房屋测绘　１９５ａ

房屋管理　１９３ａ

　　概况　１９３ａ

房屋交易监管　１９４ｂ

房源分配　２４１ａ

“放管服”改革　１７８ａ

“放管服”改革推进　５２ａ

“放心粮油”市场体系管理　１８８ａ

非公党建　１１１ａ

风险评估　３４ｂ

扶贫资金投入　９２ａ

服务大局　７１ａ

服务非公有制经济　４７ｂ

服务妇女儿童民生　１１７ａ

服务经济发展　１２４ｂ

服务民生　１３９ｂ

服务能力建设　１７０ａ

服务企业　１１１ｂ

服务群众　５１ａ

服务社会　１０７ａ

服务体系延伸　１６７ａ

服务统战成员　４８ａ

服务质量提高　８３ａ

服务中心　８９ａ

服务中心大局　１２１ａ

服装原创设计集聚区打造　２６ａ

妇联改革　１１５ｂ

妇女儿童维权　１１６ｂ

Ｇ

改革机构增添组织活力　１１７ｂ

改革统筹　１８２ｂ

改善空气质量　１５０ａ

干部培训　５８ａ

岗位建功　１０４ｂ

岗位培训　１７９ｂ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２１２ｂ

工会经审工作　１１４ａ

工会组织建设　１１３ａ

工伤待遇审核　２４２ｂ

工商行政管理　１８３ａ

　　概况　１８３ａ

工业　３３ａ

工业服务业　１３６ｂ

　　概况　１３６ｂ

工业服务业载体　１３７ａ

工业企业“两化”融合　１３７ｂ

工业设计产业　１３７ａ

工作成绩　３５ａ

工作监督　７１ｂ

工作举措　６７ａ

公安　１２１ｂ

　　概况　１２１ｂ

公房维修　１４１ａ

公共安全　１２２ｂ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２２１ｂ

公共服务平台工作　８５ｂ

公共节能　８８ａ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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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　２２１ａ

　　概况　２２１ａ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３６ｂ

公务用车平台建设　８７ａ

公务员管理及人事管理　８４ａ

公益广告宣传　３７ｂ

公益事业　１１１ｂ

公用事业　１６５ａ

公租房管理　１４１ａ

公租房接管　１４１ａ

共青团改革　１１４ｂ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１１４ａ

　　概况　１１４ａ

供电　１６５ｂ

　　概况　１６５ｂ

供电服务　１６６ａ

供气　１６６ｂ

　　概况　１６６ｂ

供水　１６５ａ

　　概况　１６５ａ

供水服务　１６５ａ

古田街　２４９ａ

　　２０１７年古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０

　　安全稳定　２５０ａ

　　城市管理　２４９ｂ

　　党建工作　２４９ａ

　　概况　２４９ａ

　　街道经济　２４９ａ

　　民生服务　２４９ｂ

　　项目建设　２４９ｂ

固定资产投资　３３ａ

关爱老干部　６２ｂ

关注民生　７２ａ

管理工作创新　１６７ｂ

广告监管　１８４ａ

规划编制　１５６ａ

轨道交通建设　１５９ａ

国地合作　１７９ｂ

国防动员与国防教育　１３１ｂ

国际生态乐活季　１４２ａ

国家级改革项目　３１ａ

国家税务　１７５ｂ

　　概况　１７５ｂ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２２１ａ

国库集中收付　１７４ｂ

国民经济概况　３３ａ

国内贸易　３３ｂ

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损益审计　１８１ｂ

国有资产管理　８８ａ

国资监管　１７５ａ

Ｈ

韩家墩街　２５２ａ

　　２０１７年韩家墩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３

　　城市管理　２５４ａ

　　党建工作　２５２ａ

　　概况　２５２ａ

　　公共安全　２５４ａ

　　公共服务　２５３ａ

　　区域发展　２５２ｂ

汉江湾古田生态新城建设　２７ｂ

　　概况　２７ｂ

“汉江湾·云谷”建设　２１２ａ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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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水桥街　２５７ａ

　　２０１７年汉水桥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８

　　城市管理　２５７ｂ

　　党建工作　２５７ａ

　　概况　２５７ａ

　　街道经济　２５７ｂ

　　平安创建　２５８ｂ

　　社会事务　２５８ａ

汉正街　２６９ａ

　　２０１７年汉正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７０

　　城市管理　２６９ｂ

　　党建工作　２６９ａ

　　概况　２６９ａ

　　平安创建　２７１ｂ

　　社会服务　２７０ｂ

　　文明创建　２７０ａ

　　重点项目　２６９ｂ

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　２５ａ

　　概况　２５ａ

汉中街　２６４ｂ

　　２０１７年汉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６６

　　安全稳定　２６５ｂ

　　城市管理　２６５ｂ

　　党建工作　２６５ａ

　　概况　２６４ｂ

　　街道经济　２６５ａ

　　民生工作　２６５ｂ

　　社区教育　２６６ａ

　　重点项目　２６５ａ

夯实产业发展要素基础　１８２ａ

行业监管　１４５ｂ

合同监管　１８４ａ

和谐劳动关系创建　１１３ａ

核辐射安全监管和危险废物规范管理　１５０ｂ

弘扬劳模精神　１１２ｂ

宏观经济管理　１８２ａ

　　概况　１８２ａ

湖泊保护与治理　１５４ａ

“互联网＋”政务服务　１４３ｂ

户外广告招牌及亮化管理　１６２ｂ

划转事项承接　８２ａ

华源电力集团汉口分公司　１６５ｂ

“欢乐社区行”活动　２１９ａ

环保宣教　１５１ａ

环境管理　１５０ａ

　　概况　１５０ａ

环境监测　１５０ｂ

环境监察　１５１ｂ

　　概况　１５１ｂ

环境监管执法　１５２ａ

环境空气质量　１４８ａ

环境卫生管理　１６３ａ

环境质量状况　１４８ａ

　　概况　１４８ａ

环同济健康城建设　１９０ａ

环同济健康城建设　２６ｂ

　　概况　２６ｂ

环卫设施建设　１６４ａ

回馈社会　１７０ａ

会务活动　１０１ｂ　１０４ｂ

惠民暖心　１１３ａ

婚姻登记管理　２３３ａ
·３９３·

·索　引·



Ｊ

机动车维修管理　１６５ａ

机构编制　５２ａ

　　概况　５２ａ

机构编制管理　５５ａ

机关事业参保　２４１ｂ

机关综合保障　８６ｂ

　　概况　８６ｂ

积案化解　６３ｂ

积极参政议政　９６ａ

基本情况　２９ａ

基本生育服务工作　２３０ｂ

基层党建　１８０ｂ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４１ｂ

基层建设　１３０ｂ

基层民防工作　１３３ｂ

基层评议　１７８ｂ

基层宣讲　５８ａ

基层组织建设　１１５ｂ

基础文明行为建设　３７ａ

稽核和信访　２４３ａ

计生利益导向政策落实　２３０ｂ

计生协会工作　２３１ａ

纪检监察　９７ａ

　　概况　９７ａ

纪律建设　９７ｂ

绩效考评　６６ａ

　　概况　６６ａ

绩效目标　６６ａ

加强和创新基层党建工作　３０ｂ

加强和规范党内生活　３０ａ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３０ｂ

加强自身建设　９６ｂ

家庭文明创建　１１６ｂ

价格认定　１８８ａ

价格执法监管　１８７ｂ

坚持政治引领　９４ｂ

检察　１２３ｂ

　　概况　１２３ｂ

检察改革　１２５ａ

建立首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１１８ａ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１５２ａ

建言献策　４７ａ

建置沿革　２９ｂ

建筑管理　１９５ａ

　　概况　１９５ａ

建筑业　３３ａ

建筑业市场管理　１５９ａ

建筑质量监督　１９５ｂ

健康教育　２２２ａ

交通　１６８

交通管理　１６８ａ

　　概况　１６８ａ

交通物流整治　２５ａ

交通运输　１６４ｂ

交通重点项目服务　１６４ｂ

交通组织　１６８ｂ

教科研工作　２０３ｂ

教育　３３ｂ　１９９　１９９ａ

　　概况　１９９ａ
·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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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督导保障　２０４ａ

教育培训　１１１ａ

街道　２４６

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５２ｂ

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建设　８３ａ

街道志编纂工作启动　９０ｂ

节能环保工作　１５２ａ

　　概况　１５２ａ

节庆活动　１４５ａ

巾帼建功立业　１１６ａ

金融监管　１７５ｂ

紧密型医联体　２２０ｂ

经济和社会发展　３３ａ

经济和信息化管理　１４１ａ

　　概况　１４１ａ

经济运行　１４１ｂ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８１ａ

经济指标监测调度　１８２ａ

精神卫生　２２１ｂ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６ａ

　　概况　３６ａ

精准扶贫　９１ｂ

　　概况　９１ｂ

“精准化”就业帮扶行动实行　２４０ｂ

竞技体育　２１８ａ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８ｂ

　　概况　１０８ｂ

就业创业　２４０ａ

　　概况　２４０ａ

居家养老　２４４ｂ

举荐宣传优秀科技人员　１１８ａ

捐资助学　１０７ｂ

军事　１２０

Ｋ

开创“防盗诊所”工作模式　１２３ａ

开展“到职工中去”活动　１１２ｂ

开展全国科普日　１１９ａ

开展社会服务　１０３ａ

开展政治协商　９４ｂ

科技　１９９

科技成果转化　２１１ｂ

科学技术　３４ａ　２１１ａ

　　概况　２１１ａ

科研咨政　５８ｂ

客货运管理　１６４ｂ

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　１６２ｂ

跨区域经济合作　２６ｂ

困难群众慰问　２３２ｂ

扩面征缴　２４１ｂ

Ｌ

劳动关系协调　８４ｂ

老干部工作　６０ｂ

　　概况　６０ｂ

老干部活动　６１ａ

老干部“四就近”　６２ａ

老旧社区综合改造　２３１ｂ

老龄工作　２４４ａ

　　概况　２４４ａ
·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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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武装　４３ｂ　５０ａ

理论学习　１０２ａ　１０７ｂ　１０８ｂ　１１０ａ

理想信念教育　１１４ａ

联谊活动　５６ｂ

“两会”中共党员大会　４０ｂ

“两新”党组织建设　４２ａ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３９ｂ　４１ｂ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４２ｂ

领导包案　６４ａ

领导大接访　６４ａ

流动人口管理　２３０ｂ

流动人口监测　２３０ｂ

流动人口融合　２３０ｂ

六角亭街　２６６ｂ

　　２０１７年六角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６８

　　安全综治　２６７ｂ

　　城市管理　２６７ｂ

　　党建工作　２６７ａ

　　概况　２６６ｂ

　　经济建设　２６７ａ

　　民生服务　２６８ａ

　　社会治理创新　２６８ｂ

　　项目建设　２６７ａ

龙头项目　１３５ａ

龙头招商　１３６ａ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４０ｂ

落实党政同责　１８８ｂ

落实“两个责任”　９７ａ

落实少数民族政策　２２９ａ

落实税收政策　１７９ａ

旅游设施　１４５ｂ

旅游业　１４５ａ

　　概况　１４５ａ

绿化执法　１６４ａ

Ｍ

满意度荣登榜首　１６７ａ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２２１ｂ

媒体传播　２１８ｂ

　　概况　２１８ｂ

“门前三包”管理　１６３ａ

民办教育　２０２ａ

民兵组织整顿　１３１ａ

民防建设　１３２ａ

　　概况　１３２ａ

民防宣传教育　１３３ａ

民间组织登记管理　２３２ａ

民商事审判　１２６ｂ

民政　２３１ａ

　　概况　２３１ａ

民主党派　１００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２２９ａ

民族宗教　２２９ａ

　　概况　２２９ａ

母婴设施建设　２３０ｂ

Ｎ

纳税服务　１８０ａ

内部管理　１４０ａ

农贸市场　１８５ｂ
·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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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排号难题破解　８２ｂ

排水建设　１５３ｂ

配套服务　１４６ｂ

平安口建设　１２０ａ

平衡情况　１７４ａ

“普惠制”就业公共服务实施　２４０ａ

Ｑ

“七五”普法　１２８ａ

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　１９１ｂ

企业党建　１４０ｂ

企业发展　１７４ａ

企业服务　１４２ａ

企业服务指导　１３８ｂ

企业管理　１４４ｂ　１７０ａ

墙体改革与建筑节能　１９６ｂ

侨务工作　５６ａ

　　概况　５６ａ

房集团　１４０ｂ

　　概况　１４０ｂ

口地区天然气服务网点一览表　１６７

口国资公司　１３９ａ

　　概况　１３９ａ

口经济开发区　１４５ｂ

　　概况　１４５ｂ

口老年大学　６２ｂ

《口年鉴》（２０１７年卷）编纂出版　９０ｂ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７０ｂ

口区妇女联合会　１１５ｂ

　　概况　１１５ｂ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１１０ｂ

　　概况　１１０ｂ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１１７ｂ

　　概况　１１７ｂ

口区人大常委会会议　６９ａ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６８ｂ

　　概述　６８ｂ

口区人民政府　７３ａ

　　概述　７３ａ

《口区要览》初稿编纂　９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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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２９６ａ

口区总工会　１１１ｂ

　　概况　１１１ｂ

口综述　２９

　　概述　２９ａ

青年成长成才　１１５ａ

青年教师培养　６０ａ

青少年帮扶关爱　１１５ａ

清费治乱　１８８ａ

区级特色改革项目　３２ｂ

区“两会”服务　８７ｂ

区委十二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招商引资

　大会　３９ｂ

区委十二届五次全体会议　４０ａ

区政府常务会议　７３ｂ

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议　１１１ｂ

区直机关工作　５０ａ

　　概况　５０ａ

区总工会十二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　１１２ａ
·７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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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营销　１７１ａ

取缔无证行医　２２０ｂ

全国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创建　２４３ｂ

全面从严治党　３０ａ

　　概况　３０ａ

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３０ａ

全面落实工会改革　１１２ａ

全面深化改革　３１ａ

　　概况　３１ａ

全区领导干部大会　４０ｂ

全域旅游　１４５ａ

群策群力促招商　１３５ｂ

群众体育　２１８ａ

群众文化活动　２１６ａ

Ｒ

燃气管理　１６３ｂ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２０ａ

人才队伍建设　８３ｂ

人才工作　４３ａ

人才公寓　２４１ａ

人才聚集　２７ａ

人才人事　８３ｂ

　　概况　８３ｂ

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办理　８０ａ

人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１３２ａ

人口　２３０ａ

　　概况　２３０ａ

人民生活　３４ｂ

人民调解　１２９ａ

人民团体　１００

人民武装　１３０ｂ

　　概况　１３０ｂ

日常征管　１７９ｂ

荣华街　２６３ａ

　　２０１７年荣华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６４

　　城市管理　２６３ｂ

　　党建工作　２６３ａ

　　概况　２６３ａ

　　街道经济　２６３ａ

　　社会事务　２６３ｂ

　　综合治理　２６４ａ

Ｓ

“三个体系”建设　８８ｂ

“三旧”改造　１６０ａ

“三乡工程”推进　９２ａ

商标品牌保护　１８４ｂ

商业体系建设　１３８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２３０ａ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２２９ｂ

社保网申工作　２４３ａ

社会保障　１７４ｂ　２４１ｂ

　　概况　２４１ｂ

社会服务　１０１ａ　１０４ｂ　１０６ｂ　１０８ａ

社会绿化　１５５ａ

社会生活　２２９

社会事业　１７４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２４ｂ

社会治理　３４ｂ

　　概况　３４ｂ
·８９３·

·口年鉴·



社情民意　１０９ｂ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２３１ｂ

社区矫正帮教　１２９ｂ

社区教育　２０２ａ

社区志愿者工作　２３１ｂ

社区治理　２３１ａ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１８３ｂ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３０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３９ａ

审计　１７３　１８０ｂ

　　概况　１８０ｂ

审判　１２６ａ

　　概况　１２６ａ

生产经营　１６９ｂ

生态环境　３８ａ

生态环境保护　１４８

生态环境品质提升　２７ｂ

生态文明建设　３７ｂ

　　概况　３７ｂ

生育证件便民服务　２３０ｂ

声环境质量　１４９ａ

失业待遇审核　２４２ｂ

石乔乐队登上央视舞台　１２３ｂ

时尚汉正街打造　２６ａ

实施民主监督　９５ｂ

实施循环经济项目　１５２ｂ

食品安全分级监管　１８９ａ

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１９０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１８８ｂ

　　概况　１８８ｂ

市场行为监督　１９５ｂ

市场监督管理　１３９ａ

市场监管　１４４ａ

市场秩序整治　１８４ｂ

市级改革项目　３１ｂ

市政道路工程　２８ｂ

市政建设　１５８ａ

　　概况　１５８ａ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１９１ｂ

事故预防　１６８ａ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及公示　５５ｂ

事业单位“九定”　５５ｂ

事中事后监管　１８３ｂ

收入征管　１７４ａ

双岗建功　１０６ａ　１０９ｂ

双万双联　５１ｂ

水污染防治工作　１５０ａ

水务　１５３ａ

　　概况　１５３ａ

税收征管　１７５ｂ

税务　１７３

税源建设　１７９ａ

司法改革　１２７ｂ

司法行政　１２８ａ

　　概况　１２８ａ

司法体制改革　３６ａ

司法为民　１２７ａ

思想建设　１００ａ　１０３ｂ　１０５ａ

思想引领　６０ｂ

Ｔ

台胞台属服务　５７ｂ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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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支部　１１０ａ

　　概况　１１０ａ

探索创新　１３６ａ

特种设备监管　１８６ａ

提高公民科学素质　１１８ｂ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１９０ｂ

体卫艺科技　２０２ｂ

体育　３４ａ　２１６　２１７ｂ

　　概况　２１７ｂ

体育产业管理　２１８ｂ

体育设施维护　２１８ｂ

调整药械经营监管事权　１８９ｂ

停车场建设　１５８ａ

停止有偿服务工作　１３２ａ

通信　１６８　１７０ｂ

通信服务　１７１ａ　１７１ｂ　１７２ｂ

统计　１９７ａ

　　概况　１９７ａ

统计创新　１９８ａ

统计服务　１９８ｂ

统计工作　１９７ａ

统计监测　１９７ｂ

统一战线工作　４６ｂ

　　概况　４６ｂ

投诉举报及督办　１８９ｂ

投资经营　１３９ｂ

土地储备　１６０ａ

土地利用　１５７ｂ

土壤修复　２７ｂ

推动科技智库建设　１１８ａ

退休年审和发卡开卡　２４３ａ

拓展海外　５６ａ

拓展融资渠道　１３４ｂ

Ｗ

外事审批　１３５ａ

完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赋码换证工作　５５ｂ

完成《中共口区组织史资料》（第六卷）上报本和

　自编本初稿　６８ａ

“万名警察进社区”活动　１２３ａ

网格化工作　１６５ｂ

网格化管理　２３０ａ

网络建设　１７０ｂ

网络建设和维护　１７１ｂ

网络建设与维护　１７２ａ

网络市场监管　１８４ａ

微信平台建设　１６７ａ

为民办实事　１５１ｂ

维护社会稳定　１２０ａ

维稳安保　３５ａ

卫生　３４ａ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３７ａ

文化　３４ａ　２１６　２１６ａ

　　概况　２１６ａ

文化产业管理　２１７ａ

文化发展　４５ｂ

文化建设　５１ａ

文化遗产保护　２１６ｂ

文化阵地建设　２１６ｂ

文明城区创建　３６ａ

文明创建　４５ａ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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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加强　８３ｂ

文明施工管理　１９７ａ

文学艺术　２１７ａ

“五大中心”建设　１２３ａ

武汉供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１６５ｂ

武汉好声音　５１ｂ

物价管理　１８７ｂ

　　概况　１８７ｂ

物流培育和管理　１６４ｂ

物业管理　１４１ａ　１９４ａ

Ｘ

“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开展　２４０ｂ

先进典型　６２ａ

先进个人　３０６ｂ

先进集体　３０５ａ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３０５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２２２ａ

现代商贸业　１３８ａ

　　概况　１３８ａ

项目报送　１３５ｂ

项目创新　１６０ｂ

项目建设　１４６ａ

项目开发　１４０ａ

项目融资　１３９ｂ

项目推进　２７ａ

消防整治　２５ａ

消费维权　１８６ａ

小学教育　２００ｂ

校园建设　６０ａ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４７ｂ

新能源汽车产业　１３７ａ

新闻出版管理　２１７ｂ

新闻宣传　４４ｂ　２１８ｂ

行政处罚　１９２ｂ

行政行为规范　８１ａ

行政监督　８１ａ

行政经费　１７４ｂ

行政审判　１２６ｂ

行政审批　１５６ｂ

行政审批布局完成　８２ａ

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管理　８１ｂ

　　概况　８１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　５２ｂ

行政执法　１９４ｂ

信访工作　６３ａ

　　概况　６３ａ

信访机制体制改革　６３ｂ

信息调研工作　４１ａ

刑事检察　１２３ｂ

刑事审判　１２６ａ

宣传工作　４３ｂ

　　概况　４３ｂ

宣传教育　４４ｂ

学前教育　２００ａ

巡察工作　４８ｂ

　　概况　４８ｂ

Ｙ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３０ｂ

严格依法行政　１５０ａ

严格执行信息公开　１９０ｂ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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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检察　１２５ｂ

阳光执法　１８０ａ

杨小玲出席党代会　２０４ｂ

养护管理　１５５ａ

养老待遇审核工作　２４２ａ

养老改革　２４５ａ

药品质量全程管控　１８９ｂ

药事管理　２２１ａ

业务发展　１７１ａ

业务经营　１７０ｂ　１７２ａ

业余党校建设　５８ｂ

一窗受理落实　８２ｂ

医保生育待遇审核　２４２ａ

医疗　２２０ａ

　　概况　２２０ａ

医疗卫生　２２０

依法行政　１６４ａ　１７６ａ　１９０ａ　８０ｂ

依法护侨　５６ａ

依法统计　１９７ｂ

移动源排气污染防治　１５０ｂ

议案建议办理　７２ｂ

易家街　２４６ａ

　　２０１７年易家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４８

　　党建工作　２４６ａ

　　概况　２４６ａ

　　街道经济　２４６ｂ

　　民生服务　２４７ａ

　　社会治理　２４７ｂ

　　重点项目　２４７ａ

《意见》《条例》宣贯工作　１９２ａ

意识形态工作　４４ａ

营造工业发展环境　１３７ｂ

影像留存　２１９ｂ

应急管理　８５ａ

应急救援工作　１９２ｂ

应急稳控　６３ｂ

优化服务平台　２４４ｂ

邮政　１６８　１６９ｂ

　　概况　１６９ｂ

有证机构监管　２２０ｂ

预算编制改革　１７４ｂ

园林绿化　１５４ａ

　　概况　１５４ａ

孕产妇系统管理　２２２ａ

造价管理　１９５ｂ

噪声油烟污染管理　１６４ａ

渣土管理　１６２ｂ

占道整治　１６２ｂ

战备训练工作　１３１ａ

Ｚ

招商服务　２７ａ

招商引资　５６ａ　１３５ａ　１４５ｂ

　　概况　１３５ａ

招投标管理　１９５ｂ

侦查破案　１２２ａ

侦破“２０１７—２５９”部督特大贩卖毒品案　１２３ｂ

阵地建设　６１ａ

征地拆迁　１５７ａ

征收拆迁　２５ｂ

整改落实　４９ｂ

政策引商　１３５ｂ

政策支持　２６ｂ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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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　１２０ａ

　　概况　１２０ａ

政法队伍建设　１２１ｂ

政府采购　１７４ｂ

政府公共服务与应急管理　８５ａ

　　概况　８５ａ

政府投资审计　１８１ａ

政府网站和网络安全　１４４ａ

政务公开　１７５ａ

政务管理　１８０ａ

政务新媒体工作　２１９ａ

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９４ａ

政协口区委员会　９２ｂ

　　概述　９２ｂ

政治　３９

政治巡察　４９ａ

政治引领　１１２ａ

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　２１３ａ

执法为民　１２５ｂ

执行工作　１２６ｂ

执纪审查　９８ａ

职工素质提升　１１３ｂ

职能履行　９４ｂ

职权行使　７１ａ

职务犯罪预防和打击　１２４ａ

职业安全健康监管　１９１ｂ

职业教育　２０１ｂ

指标控制　１９１ａ

指挥通信建设　１３２ｂ

制度建设　８８ｂ

质量管理监督　１８６ｂ

质量技术监督　１８６ａ

　　概况　１８６ａ

治安防控　１２２ａ

“治超”管理　１６４ａ

智慧城市建设　１４３ａ

智慧养老　２２１ａ

智库建设　１９８ｂ

《中共口历史》（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初稿修改　６８ａ

中共口区委员会　３９ａ

　　概述　３９ａ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区分公司　１７０ｂ

　　概况　１７０ｂ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０ａ

　　概况　１００ａ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口营销中心　１７１ｂ

　　概况　１７１ｂ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５ａ

　　概况　１０５ａ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会　１０３ｂ

　　概况　１０３ｂ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１ｂ

　　概况　１０１ｂ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７ａ

　　概况　１０７ａ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口区分公司

　１７１ａ

　　概况　１７１ａ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７ｂ

　　概况　１０７ｂ

中介招商　１３６ａ

中文域名注册和网上名称管理　５６ａ
·３０４·

·索　引·



中学教育　２０１ａ

中医药服务　２２１ａ

重大项目调度　１３４ａ

重点工程征地征收　１５８ｂ

重点项目建设　１３４ａ

　　概况　１３４ａ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１５１ｂ

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１１８ａ

住房保障　２４０ｂ

　　概况　２４０ｂ

驻村帮扶　９２ａ

专记　２５

专项资金审计　１８１ｂ

专业绿化　１５４ｂ

资产管理　１７５ａ

资产运营　１３９ｂ

自然环境　２９ａ

自身建设　９９ｂ　１００ｂ

宗关街　２５４ｂ

　　２０１７年宗关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５６

　　城市管理　２５５ａ

　　党建工作　２５４ｂ

　　概况　２５４ｂ

　　街道经济　２５５ａ

　　平安创建　２５５ｂ

　　社会事务　２５５ｂ

宗教事务管理　２３０ａ

综合保障　８６ｂ

综合管理　１８２

综合整治　１６９ａ

租赁和租金补贴　２４１ａ

组织承办学术交流活动　１１８ａ

组织发展　１０４ａ

组织工作　４１ｂ

　　概况　４１ｂ

组织和思想建设　１０７ａ

组织活动　１１０ｂ

组织机构　４８ｂ

组织机构与领导人名录　２９６

组织建设　５０ｂ　１０２ａ　１０５ｂ　１０８ｂ　１０９ａ　１１０ｂ

组织领导　６４ａ

组织院士专家进基层　１１９ａ

作风建设　５１ａ　９８ｂ

做好提案工作　９６ｂ

·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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