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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在中共口区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中共口区委书记　刘丹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９日，根据录音整理）

同志们：

这次全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会议明确未来五

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重点

任务，提出了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发出了全面开启
口复兴新征程的动员令、出征号。２０２０年即将过
去，“十三五”收官在即，必须锚定目标、全力冲刺，

打好“收官战”，全面完成今年目标任务；必须抓住

机遇、乘势而上、开创新局，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必须统筹兼顾、守牢底线，防范化解各种风

险挑战。下面，我再讲四点意见。

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统

一思想行动，凝聚智慧力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

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

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总揽全局，鼓舞人

心、催人奋进，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

性文件，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行动指南。

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号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嘱托，努力“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

着力构建“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的区域

发展布局，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要求，紧紧围绕“三市五中心”

定位，加快构建“主城做优、四副做强、城乡一体、融

合发展”的空间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大武汉。

全区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大的政治任务

抓紧抓好，广泛动员、精心组织，迅速掀起学习宣传

热潮。

一是学习培训要入脑入心。将学习贯彻五中全

会精神与学习落实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以及区委关于

“十四五”规划建议结合起来，学深悟透、入脑入心。

二是宣传宣讲要走深走实。牢牢把握正确方

向，创新宣讲方式，提高宣讲效果。对全会精神开展

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动员各方面

力量为实现规划目标团结奋斗。

三是实践转化要见行见效。坚持知行合一、学

用结合，对标对表、继承创新，完成全区“十四五”规

划纲要编制，做实各类专项规划，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二、总结回顾“十三五”不平凡历程，坚定加快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十三五”时期，是口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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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面对异常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和省委、市委坚强领导下，区委团结带领全区人民克

难攻坚、砥砺奋进，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新的重大成

就。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功能品质实现新提升，生

态建设呈现新亮点，民生改善取得新进步，深化改革

开创新局面，社会治理展现新成效，党的建设取得新

成果，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激情持续高涨。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我们一边做减法、做除法、坚

定不移地破除旧动能，一边做加法、做乘法、全力引

进培育新动能的情况下实现的。我们每前进一步，

都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能跟上全市的

节奏，非常不容易。“十三五”的奋斗，为全面开启

口复兴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尤其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背

水一战、毫不退缩，连续打响疫情防控、防汛排渍、疫

后重振、社会稳定“四场硬仗”，挑战前所未有、斗争

艰苦卓绝、成效好于预期。经历大战大考，我们追求

高质量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意志更加坚定，对未来

也更加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保持疫情防控时那种舍

生忘死的拼劲、一往无前的豪情，增强敢闯敢干的勇

气、坚韧不拔的执着、扎实苦干的作风，就没有什么

困难不能克服，就没有什么沟坎不能跨越，就没有什

么复兴不能实现。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差距

和不足。客观上讲，口经济体量不大，主导产业不

强，城市功能配套还不完善，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

会治理还存在薄弱环节。主观上讲，我们对项目、产

业、空间的谋划还不深，重点工作抓得还不够紧，服

务企业主动性还不够强。充分说明全面从严治党压

力传导还不到位，还存在少数单位和干部抓落实的

标准不高、速度不快、作风不实等问题。对此必须引

起高度重视，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三、面向全局、应对变局、融入格局，全面开启

口复兴新征程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

委全会要求，最重要、最直接的就是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谋划好全区

“十四五”各项工作。

一要在面向全局中找准定位。“十四五”时期，

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

段，省委旗帜鲜明支持武汉做大做强、强化“一主引

领”，武汉多项国家战略叠加聚焦、枢纽地位日益凸

显、城市能级不断提升、科教资源活跃密集，“天时

地利人和”齐备，市委全会提出“主城做优”，为我们

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口处在主中之主的主中心

位置，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全力打造转型发展示

范区、改革创新先行区、三生融合样板区，全面开启

口复兴新征程，这是全市发展大局赋予口的使

命任务，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十四五”战略定

位，也是口应有的担当和作为。

二要在应对变局中抓实支撑。应对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和新的风险挑战，要不断巩固自身的确

定性，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抓实区域发展支撑和

产业发展支撑。要加快建设三大功能区，着力构建

“三区并进、三轴牵引、七点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

做实区域发展支撑。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要打

造城市商脉主轴和汉正复星城、国际消费城，建设国

际地标性商圈。汉水畔·企业总部集聚区要打造城

市商务主轴和同济健康城、宗关枢纽商务城、汉水畔

国际总部城。汉江湾·生态活力新城要打造城市创

新主轴和汉江湾科创总部城、汉江湾生态生活城。

要重点发展三大产业，加快形成三大产业引领、现代

服务业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

做实产业发展支撑。要发挥三大产业的引领作用，

提质发展现代商贸业，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核

心支点，聚焦发展健康服务业，成为全市大健康产业

硬核支撑，突破发展科技服务业，成为服务实体经济

的强劲引擎。要发展以总部、金融、保险等为代表的

现代服务业，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夯实口发展

的四梁八柱。要发展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信息

安全等领域谋篇布局，打造科技引领、迭代更新的产

业增长系统。

三要在融入格局中放大优势。构建新发展格

局，极大地放大了口商贸基因、市场体系、交通区

位等资源禀赋。从聚人、聚企、聚财的核心要素看，

口有四大比较优势。一是城市功能优势。中心城

区的功能成熟完善，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商业

资源、休闲娱乐资源富集，对人才有巨大吸引力。二

是空间载体优势。短期内有好几千亩土地可以出

让，在中心城区绝无仅有，为招商引资、产业重构、功

能再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良性循环的通道已经打

开。三是产业基础优势。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具有

一定基础，发展空间广阔。四是生态环境优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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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污染企业搬迁、“城中村”改造和持续的建设，极

大改善了生态环境，建成５个超千亩大型城市公园。
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我们扬长

避短、顺势而为。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握主动

权，抢占制高点，塑造新优势。

四要在狠抓落实中实现目标。“十四五”时期

口机遇大于挑战，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现更快更

好的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机遇意识，围绕建

设创新口、精致口、幸福口、平安口、活力

口等具体任务，既要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

又要重要任务亲自部署、关键环节亲自把关、落实情

况亲自督查。要按照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的要求，明

确责任、强化担当，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抓推进，一项

工作一项工作抓落实，确保把“十四五”规划蓝图一

步一步变为现实。

四、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奋斗

姿态，扎实推进２０２１年工作

明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１００周年，是区级的换
届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全区上下要增

强抢的意识、拼的精神、争的劲头，凝聚力量、大干快

上、打开局面。具体来讲，做好六个方面的重点

工作。

一是多措并举稳住经济基本盘。坚持底线思

维，稳字当头、进有作为，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抓牢“三驾马车”，多措并举实现经

济平稳运行。一要全力争取国家一揽子政策。注重

时效，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争取政策支持，实现自

上而下的政策做实落地、自下而上的争取提标扩面。

要紧盯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和远大医药小品种药基地

批复，确保落地。二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拓

展投资空间，加快地方专项债项目、长江大保护ＰＰＰ
项目建设，推动在建项目加快投资进度、加大投资强

度，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冲刺４００亿元。三要加快提
升消费能级。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从最高端和大众

化两端发力，支持武汉恒隆广场、新世界 Ｋ１１购物
中心、云尚时尚购物中心发展高端消费、首店经济，

提升宜家、凯德、越秀等商圈品质。四要推动外贸提

质增效。依托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 ＰＳＡ等
骨干外贸企业，扩大对外贸易规模。持续举办汉正

街时尚论坛等展会活动，提升口经济开放度、外向

度。支持葛洲坝、远大医药等企业拓展国际业务、开

展海外并购。

二是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要树

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

工作氛围。一要在项目谋划上拓展思路。围绕三大

功能区建设，谋划建设一批引领性、带动性强的大项

目，建设一批城市地标、核心功能、高端载体，推动优

质项目串珠成线、拓线到面。汉正街·武汉中央服

务区要积极融入全市“两江四岸”发展规划，塑造高

品质城市形象，国家级步行街创建要进一步挖掘文

脉、丰富业态、提升品质。汉水畔·企业总部集聚区

要推动功能性项目建设，发展高端商务、总部经济，

打造崇仁路、口路、汉西路商务总部楼宇群。汉江

湾·生态活力新城要以汉江湾科创总部基地建设为

引领，加快推进“新五大中心”建设，提升区位价值，

打造一批高品质活力社区。二要在项目招引上紧盯

不放。坚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双轮驱动，坚持顶天

立地、铺天盖地双向发力，广发英雄帖。全力争取

３６０公司、友邦保险、浪潮集团等企业总部落地，努
力引进５家以上“三类５００强”企业和项目。三要
在项目征收上快马加鞭。加强要素保障、提高运作

效率，打好收尾攻坚战、挂牌冲锋战。第一，要抓紧

供地，全年实现挂牌供地１０００亩以上。第二，要加
快征收，全年完成征收拆迁６０万平方米。第三，要
尽快启动，启动联谊路片、电缆厂宿舍片、六角南巷

片、石码正巷片、轻机公客片等地块征收。第四，要

积极谋划，谋划崇仁片、皮子街片、军印长酒片、口

路片等项目征收，积极对接社会资本，探索收储开发

新模式。第五，要改革模式，大力推行大员挂帅、干

部上阵、阳光征收、预签约等征收新模式，同步推进

规划、招商、挂牌、开工各项工作，大幅度压缩时间，

降低成本，实现功能效益。四要在项目落地上只争

朝夕。强化落地项目领办制、在建项目承诺制、服务

项目专员制，区领导要全面包保项目、一包到底，形

成服务项目“大合唱”，两天当成一天干、雨天当作

晴天干，做到拿地即开工、建成即运营。

三是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以市场评价为第

一标准，塑造重商亲商富商暖商文化氛围。一要全

面落实纾困惠企政策。发挥“汉融通”“云税贷”“政

银担”等作用，帮助广大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二

要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全力推进“一网通办、一窗

通办、一事联办”集成改革，率先实现“五减五通”。

三要强化担当作为、切实解决企业问题。完善市场

主体服务专员机制，畅通市场主体反映问题渠道，当

好“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四要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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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正司法。着力解决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和暴力

执法、过度执法等问题，让法治成为口发展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标志。

四是加快提升城区功能品质。强化功能引领、

品质改善，持续加大城市建设管理力度。一要提升

城区生态品质，下大力气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

生态口。加快推进张毕湖、竹叶海、古田公园和街

头小景、口袋公园建设，完成铁路沿线、园博大道、长

丰大道等景观改造提升。打好蓝天保卫战，推动

ＰＭ２５、ＰＭ１０持续下降。严格落实长江汉江十年禁
渔各项工作，加强水源地保护。完成１１３５片二期土
壤修复。做好迎接中央第二轮环保督察工作。二要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区配套功能。全力推进

地铁１２号线口段、江汉七桥、南泥湾大道等市政
重点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区级道路建设，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统筹推进５Ｇ等新基建项目落地。三要加
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优化大城管工作机制，巩固爱

国卫生运动成果，实施拆违攻坚行动，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加强城市交通管理。

五是切实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全力做好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要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力

度。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健全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加快推进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二要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区级医院建设，

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构建全域１０分钟
医疗急救圈。三要加快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推

进学校、幼儿园配套建设，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鼓励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做优特殊教育品牌，

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四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深

化街道管理体制、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完成社区“两

委”换届。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下沉社区作用，扩大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途径。五要深化平安口建设。

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持续推进“化积案、

解民忧、促和谐”，推行接诉即办。健全应急管理体

系，创成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区。

六是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为全面开启口复兴新征程提供坚

强保障。一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二要全面

谋划、扎实推进区委换届工作。强化组织领导、把握

换届要求、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

的政治生态，确保换届工作圆满完成。三要加强领

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实施干部能力提升计划，

切实增强“八大本领”、提升“七种能力”。落实好干

部标准，把一切资源、荣誉、职位向能干事、干成事的

人倾斜，让奋斗者吃香、懈怠者遇冷，给干事者舞台、

让平庸者让位。三要用心用力抓好基层组织建设。

机关党建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理论武装、支部建

设、服务基层等方面打造一批典型。街道社区党组

织要着力夯实基础，整合辖区各类资源、各种力量、

各支队伍，为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两新”党建要创

出特色，着力提升品牌影响力。四要持之以恒加强

作风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整治

“推拖躲懒庸”等作风顽疾，加大容错免责落实力

度，旗帜鲜明为干部撑腰壮胆。五要坚定不移推进

反腐败斗争。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快查

严查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问题，加

强重点领域监督和制度建设，持续打造汉水清风廉

政教育品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

对当前几项工作再强调四点。一要确保冬春季

疫情防控万无一失。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坚持人物地同防，加强对冷链物品、关键部位、重

点人员的排查管控。加强社区防控，引导群众养成

良好卫生习惯，确保城区健康安全。二要全力以赴

收好官、开好局。围绕年度目标全力冲刺，抓重点、

抓支撑、抓短板，应统尽统、应报尽报，奋力交出优异

答卷。全面谋划明年各项工作，确保“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三要精心组织开好区“两会”。加强统筹

协调，精心组织准备，统一思想、集中精力、集思广益，

确保“两会”圆满顺利。四要慎之又慎保安全保稳定。

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改，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稳

妥及时处理涉众型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同志们，蓝图已经绘就，目标已经确定，关键是

狠抓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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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

心、锐意进取，全力打造转型发展示范区、改革创新

先行区、三生融合样板区，全面开启口复兴新征

程，以优异成绩向建党１００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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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在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报告

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　苏海峰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连

同《武汉市口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一并审议，
并请区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２０２０年工作回顾

２０２０年挑战前所未有，斗争艰苦卓绝，成效好
于预期。面对历史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和特大洪

水，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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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区人民，弘扬

伟大抗疫精神，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三不怕难，连续

作战、艰苦奋战、日夜鏖战，全力打好打赢“四场硬

仗”，成功经受大战大考的严峻考验。

一、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病毒突袭而至，疫情来势

汹汹，把我们推进至暗时刻。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指挥、亲自部署下，英雄的口人民全员出征、全民

参战，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用１个月时间初步遏制
疫情蔓延势头，用不到２个月时间实现新增病例清
零，用３个月时间取得决定性成果，为打赢武汉保卫
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坚决扛起抗击疫情的政治责任。疫情就是命

令。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动员一切可以动

员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同时间赛跑、与

病魔较量，第一时间密集调度，第一时间成立指挥部，

第一时间实施战时机制，第一时间发布干部下沉命

令。不惜一切代价救治６８５４名患者，从１５名三岁以

下幼儿到３５３位八十岁以上老人，每一例成功救治都
是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诠释！在武汉三镇征用酒店、

学校、医院１２４家，建立方舱医院２个、隔离点６１个，
累计留观１３５８２人次，有效阻断病毒传播。实行最严
社区封控，进行拉网式大排查，创建无疫情小区、社

区、街道，开展全民核酸检测７１３万人次，没有发现
一例确诊病例，口“疫”去春来、山河无恙！

构筑起同心战疫的钢铁长城。病毒无情人有

情。１７支援医疗队、２６７５人千里驰援，雪中送炭；
９８９３名医护人员白衣为甲、向疫而行，以生命赴使
命、以大爱护众生。口人民永远铭记和感恩新时

代最可爱的人！３１５５名社区工作者、３２４７名下沉党
员冲锋在前，“橄榄绿”“守护蓝”“环卫橙”“志愿

红”等各路大军英勇奋战，“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

不退我不退”，鲜红的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全区居民顾全大局，社会各界捐款捐物，齐心守护

“头堡”。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

出的凡人。廖建军、张抗美、吴涌牺牲在抗疫一线，

被追认为烈士。发展社区、城管执法大队等６８个集
体，董骏武、罗光伟等１６４名个人，受到国家和省市
表彰。无数个“小我”组成“大家”，谱写了一曲曲感

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解封不解防。

我们始终绷紧防疫这根弦，压紧压实“四方责任”，

坚持“人物地”同防，建立常态化科学精准防控机

制。以严防输入为重点，强化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

地区来汉返汉人员健康监测，加强进口冷链食品核

酸检测，完善多点触发机制，实现全覆盖全流程闭环

管理。加强检测、流调、管控、救治四支队伍建设，强

化发热门诊改造、应急演练和物资储备。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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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卫生运动“十大行动”，用一个个文明健康的小

环境，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大防线！

二、打好打赢防汛排渍和城市建设攻坚战，改善

城市功能和环境面貌。疫情汛情叠加，城市运行压

力加大。我们防疫情、战汛情，抓建设、强管理，守住

了城市安全、提升了城市功能。

防汛排渍全面胜利。入汛以来，汉江水位持续

上涨，最高达到２８７６米，直逼保证水位。我们启动
二级响应、一级战备，延续战时工作机制，顶烈日、冒

酷暑，两百米一哨、十五分钟一巡，抢险队伍２４小时
待命，确保了汉江安澜。未雨绸缪、周密部署，提前

疏浚管网、及时组织抢排，实现城区无内涝、小区无

大渍。全区上下齐心协力，迎战８轮强降雨、２４年
来最长梅雨季，经受住了特大洪水的严峻考验，守护

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城市功能不断提升。城建投入６７亿元，再创历
史新高。汉江湾桥合龙，南泥湾大道高架开工建设。

丰硕路等１１条道路建成通车，城华路等１６条道路
加快建设，城市微循环更加畅通。建成街头小景１０
处、口袋公园１２个，公园绿地５００米服务半径覆盖
率达８０３％，汉江湾５万平方米花田花海成为市民
“打卡地”。“三清”行动深入开展，建成４４平方千
米海绵城市示范区，改造雨污分流点６２处、二次供
水４２处，“河湖长制”工作被评为省级示范。空气
质量优良率同比上升２３８个百分点，ＰＭ２５、ＰＭ１０
分别下降２１４％、２４％，汉江宗关水源地和张毕湖、
竹叶海水质稳步提升。１１３５片土壤修复一期通过
验收。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

城市管理平稳有序。封城不封管理，市场供应

充足，水电气等正常运转，生活、医疗垃圾日产日清，

消毒消杀面积超过９００万平方米，全力保障居民正
常生活。改造升级农贸市场２０家，关停转１３家，消
除卫生死角７０００余处，拆除违建１３８万平方米，占
道经营、广告立面等专项整治深入推进。打响长丰

大道高架沿线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拆违建、清垃

圾、种绿植、整立面，彻底消除了长期以来的乱象。

三、打好打赢经济发展保卫战，维护经济长期向

好局面。疫情重创经济发展。我们咬定目标不动

摇，争分夺秒、快马加鞭，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遭

受的损失补回来，稳住了经济基本盘。

疫后复苏成效明显。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全力

推进复工复产。全区５４８家“四上”企业、６个重点

产业园区、１６个重点楼宇、４１个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全部复工。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留下来、活下来、强起

来，减免税费４１２亿元、社保费用２１５亿元、国有
资产租金５９８４万元，帮助２５００余家企业获得纾困
贷款４５７亿元，为 ７７家保供企业兑现电费补贴
５７７５万元。凯德、荟聚等大型商场日均客流量超
过去年，汉正街跨境电商拓展美国、欧洲、日本等海

外市场。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四办”改革，实施“五

减”“五通”，７０多个服务事项可凭身份证办理，新登
记企业２８８７家，新增“四上”企业４７家。

经济运行持续向好。搏杀二季度、冲刺三季度、

决战四季度，主要经济指标降幅逐月收窄，部分指标

由负转正，好于预期。预计地区生产总值８６０亿元
左右，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８２亿元，招商引资
实际到位资金５６７亿元，实际利用外资５７亿美元，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０５％，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５５０亿元。３６０公司、浪潮集团等５５家“三类
５００强”企业密集来访洽谈，成功承办第二届世界大
健康博览会健康金融馆，举办汉正街服装服饰博览

会、汉江湾数字经济产业峰会等活动，签约引进神州

数码大数据赋能中心、妙健康武汉２０３０双总部等优
质项目１６个、总投资７５１３亿元，口成为投资的
新风口。成功举办第九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
创新创业大赛，引进高层次人才１７人，口区获批
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项目建设成果丰硕。一批功能性、引领性重大

项目提升口高质量发展水平，新世界 Ｋ１１购物艺
术中心开业，云尚国际时尚中心写字楼等１３个亿元
以上项目竣工，复星外滩中心等２０个亿元以上项目
开工。建一路西片、一职教东片、地大片、汉正西物

流片、万人宿舍片等地块供地，总用地面积８００亩。
完成征收拆迁６０万平方米。强力推进“城中村”改
造，还建房开工３３００套，建成５９１２套，长丰村完成
整村验收，东风村拆迁进展顺利。１８个项目成功发
行专项债。加快实施汉江湾生态综合治理 ＰＰＰ项
目，完成实物投资量１９７亿元。预计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２８０亿元左右。

四、打好打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战，提升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疫情阻挡不住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以更大投入强保障、以更高标准抓建设、以更近

距离优服务，民生福祉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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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千方百计稳岗扩就

业，新增就业２１万人，扶持创业３８９８人，发放补贴
１３亿元，力度前所未有。新增社保参保１７万人
次。低保标准提高６４％，发放救助资金１１亿元，
惠及困难群众１０２万人次。为全区持证残疾人购
买住院医疗补充保险和意外险。慈善救助、社会福

利等工作取得新成绩。完成区老年大学改扩建。建

成“互联网 ＋居家养老”服务网点８个。筹集公租
房２００套、大学毕业生保障房２２万平方米。完成
１２个、启动 ５０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 ２万余
户。依规办理１万多套历史遗留“问题房”不动产
登记。投入１７９０万元，巩固对口帮扶地区脱贫攻坚
成果。

社会民生事业协同发展。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建成Ｐ２实验室２个、专家工作室１０个，创建国家高
血压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完成国家中医药示范区复

审，获评省医卫融合慢病规范管理试点区。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建成武外英中分校、崇仁新时代小学等

学校４所，开办公办幼儿园４所，新增学位３７８０个。
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覆盖全学科、全学段。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举办“与冠军同行”等活动１８０余场，
园博园、汉口里接待游客６０万人次。建成社区足球
场２３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顺利推进。“七五”
普法通过验收。省级双拥模范城区实现七连冠。民

兵预备役、国防动员、对台、民族宗教、侨务、妇女儿

童、档案、科普等工作取得新成绩。

社会治理水平稳步提升。优化基层管理体制，

完成街道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开展社区党组织书记

事业岗位管理试点，转任选聘社区工作者１９０７人，
１６万名党员下沉社区，基层工作力量、服务能力不
断增强。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建设平安口，警

情连续五年下降，扫黑除恶、禁毒等工作取得新成

效。启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整改重大隐

患４１处，打通消防通道６３３处，连续九年未发生较
大以上安全事故。加强市场监管，食品药品、消费维

权、价格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有效推进。开展

“化积案、解民忧、促和谐”活动，化解信访积案５１１
件。市长专线、城市留言板群众诉求实现接诉即办。

圆满完成全国文明城市复检任务，荣获“省级文明

城区”，区人民检察院荣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市

第二十九中学陈琪方同学获评全省唯一的全国新时

代好少年。完善督办、领办机制，办理议提案 ３１８

件，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超过９８％。
各位代表，“成如容易却艰辛”。２０２０年工作成

绩来之不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和亲切关怀的结果，是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

府和区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区人民团结一心、砥

砺奋进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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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民

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向辛勤

奋战在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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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向所有疫情防

控的奉献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成绩弥足珍贵，问题不容回避，主要是：经济体

量小、支撑企业少，抗风险能力较弱；项目数量不多、

建设不快，城市更新改造效益亟待提高；高品质城市

功能需要完善，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待提升，城市价

值、区位价值发挥不充分；公共卫生短板比较突出，

教育、养老、育幼等方面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

足；少数单位和干部抓落实的标准不高、速度不快、

效果不好、作风不实，等等。我们将直面问题，采取

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决不辜负口人民的

期待。

“十三五”主要成绩和

“十四五”目标任务

“十三五”时期是口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

年。我们牢记使命、抢抓机遇、砥砺前行，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转型发展迈出坚实

步伐。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是２０１５
年的１６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１３６７亿元，招商
引资总额是“十二五”的３７倍。功能品质实现新
提升，累计完成征收５５４万平方米、供地３６７５亩，城
建投资２２９亿元，是“十二五”的２３倍。“迎大庆、
保军运”任务圆满完成，城市面貌明显改善。生态

建设展现新亮点，新增绿地面积６５万平方米，汉江
江滩公园全面建成。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８８％。汉江湾纳入武汉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先行示
范区。民生改善取得新进步，民生投入占比达到

７９６％，累计建成保障性住房２３５万平方米，新增就
业１６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前实现翻
番，城市低保标准提高４３１％。改革创新开创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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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国家级改革试点成效显著。新建双创空间１０万
平方米，留下大学生 ８万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１３８家。社会治理取得新成效，积极探索超大城市
核心区治理现代化新路子，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城区

文明程度明显提升，法治城区建设深入推进，社会大

局平安稳定。

“十四五”时期是口蓄势腾飞的关键五年。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省委要求武汉担当

“一主引领”新使命，市委要求“主城做优”，为口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和良好外部条件。口

发展具有城市功能、产业基础、空间载体、生态环境

四大优势，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强化底线

思维，发扬斗争精神，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自

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奋力开

创口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十四五”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

北武汉时的殷殷嘱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落实省委

“一主引领”和市委“主城做优”发展要求，准确把握

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

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

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全市构建新发展

格局重要枢纽中发挥支撑作用，加快建设汉正街·

武汉中央服务区、汉水畔·企业总部集聚区、汉江

湾·生态活力新城三大功能区，重点发展现代商贸

业、健康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三大产业，推进超大城

市核心区治理现代化，全力打造转型发展示范区、改

革创新先行区、三生融合样板区，实现经济能级、城

市品质、民生保障、社会文明整体跃升，全面开启

口复兴新征程。

———坚持“三区”发展定位：加速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产业结构、城市功能、社会治理全面优化提

升，建设转型发展示范区。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推

动科技、产业、消费、体制机制等各方面创新，建设改

革创新先行区。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建设美丽生态口，推动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融合，

建设三生融合样板区。

———深化三大功能区布局：汉正街·武汉中央

服务区打造城市商脉主轴，建设汉正复兴城、国际消

费城；汉水畔·企业总部集聚区打造城市商务主轴，

建设同济健康城、宗关枢纽商务城、汉水畔国际总部

城；汉江湾·生态活力新城打造城市创新主轴，建设

汉江湾总部城、汉江湾生态生活城，构建“三区并

进、三轴牵引、七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

———聚焦三大产业方向：提质发展现代商贸业，

成为武汉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支点；聚力

发展健康服务业，成为武汉打造世界级大健康产业

集群的重要引擎；突破发展科技服务业，成为武汉打

造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板块，形成三大产业引

领、现代服务业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驱动的现代产

业体系。

围绕上述构想，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努力：

加快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扩投资，完成征收

２３０万平方米、供地 ３０００亩，项目竣工面积突破
１０００万平方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１６００亿
元。全力以赴增后劲，着力引进大企业、大项目、大

功能，招商引资总额累计２５００亿元。全力以赴转动
能，强化创新驱动、改革推动、开放带动，成为国内国

际双循环重要节点城区，社会商品销售总额超过

４０００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突破８０％。地区生产
总值到２０２５年突破１２００亿元。

完善高品位功能。建设城市商脉主轴，建成汉

江生态绿轴，承载全市商贸、生态功能。加快路网、

绿网、水网、智网建设，城市建设投入超过５００亿元，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全市领先，轨道交通站点较“十

三五”翻一番，打造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

加强公共配套建设，建成区三甲医院、图书馆、体育

中心、第二福利院、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新五大中

心”。

打造高品质生活。用最好的资源服务群众，民

生投入占比达到８０％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全面完成１７０个老旧小区改
造，建成还建房１万套以上。新增常住人口１５万以
上。１５分钟生活圈、１０分钟公共活动圈、１０分钟医
疗急救圈、１２分钟文体圈实现全覆盖。

推进高效能治理。强化党建引领，重塑基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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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格局，提升城区治理现代化水平。织牢安全风险

化解网，强化风险预防和治理，创建更高水平的平安

口。织牢公共卫生防护网，全方位全周期保障群

众健康，打造公共卫生治理口样板。织牢基层社

会治理网，推动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基层倾斜，推

进共建共治共享。织牢城市应急处置网，坚持平战

结合，提高城市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基本建成法治

城区、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２０２１年工作安排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是“十四
五”规划开局之年，做好全年工作至关重要。全区

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７５％
以上，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１５％以上。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０％以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完成市下达的节能减排

任务。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将着力实施“六大行动”。

一、实施城市更新攻坚行动，拓展发展新空间。

城市更新仍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要拆改并

举、分类施策，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加快老旧小区

改造进度，确保完成征收拆迁５０万平方米、挂牌供
地１０００亩，改造老旧小区１２０万平方米以上。

完善征收工作机制。建立区领导挂点、部门街

道主导、土地整理中心集中攻坚、第三方机构规范运

作的工作机制。强化规划意识、时间意识、成本意

识，提高项目品质和“含金量”。全面精准做好前期

调查，提高征收补偿方案的针对性。加强资金全链

条调度，强化房源全过程管理。推广阳光征收、预签

约模式，倒排时间节点，３００户以下的征收项目一般
在９个月以内完成，其他征收项目一般控制在１５个
月以内。

全力推动挂牌供地。提高供地质量，强化用地、

规划评估，开展配套先行建设试点，最大限度提高投

资强度、提升土地效益。加快供地节奏，集中力量完

善供地前期手续，争取每季度有１至２宗地块挂牌，
确保１１３５片、汉江湾西片、跃进片、汉正街东片扩大
片、６５中北片、工贸仓库及扩大片等地块实现供地。

强力推进征收收尾。集中优势兵力攻坚，完成

丰帆路西片、三特片、长江食品厂片、宗关枢纽西片

等地块征收拆迁，实现东风村整村拆除。整合地铁

１２号线站点周边资源，完成发展社区片、汉水四村
片征收。完成南泥湾大道、古田一路北段、古田二路

北段等市政工程征地征收。

加快启动征收项目。站在全域全局高度，围绕

功能区、城市主轴、重点板块，坚持连点成线、连块成

片，启动联谊路片、电缆厂宿舍片、六角南巷片、石码

正巷片、轻机公客片等项目征收，积极策划崇仁片、

军印长酒片、皮子街片、口路片等项目开发，谋划

建设一批城市地标、核心功能和高端载体。

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坚持需求引领、设计

统领，街道主导、部门统筹，建管并重、长效管理，以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功能配套、拆除违法建设、消除

安全隐患等为重点，启动４３个、完成３２个老旧小区
改造，提升社区养老、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以

点带面推动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品

质社区，形成口老旧小区改造的新模式。

二、实施项目建设提速行动，优化空间新布局。

重大项目是三大功能区的重要支撑。我们要坚持项

目为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确保２０个项目开竣
工，面积超过１５０万平方米。

高标准完善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新功能。

坚持“汉口之根、武汉之心、世界之窗”的目标定位，

建设城市商脉主轴，重点服务保障武汉恒隆广场开

业，加快复星外滩中心、香港中心、长江食品厂东片

等项目建设。争取启动建设汉正街中央绿轴、汉正

街隧道、汉正阳台、多福路步行桥等基础设施。建设

“汉正老街”亮点区块、国家级高品位步行街，新建

汉正街故事馆，整体打造淮盐巷、保寿等２０处文
物和历史建筑，留住城市记忆。

高水平打造汉水畔·企业总部集聚区楼宇群。

坚持多点突破、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的建设思路，加

快融创一江源、万科万维天地、中建御景星城写字

楼、时代新世界写字楼等项目建设，推动地大片、崇

仁Ａ片等地块开工，支持越秀财富中心、葛洲坝国
际中心、武汉城市广场等楼宇发展高端商务、总部经

济，利用好梅园宾馆、同馨商务大厦、花样年写字楼

等楼宇资源，做大做强崇仁路、口路、汉西路商务

总部楼宇群。

高品质加快汉江湾·生态活力新城建设。坚持

创新智城、乐活悦城、生态绿城的发展方向，抓紧推

进汉江湾总部基地项目建设，推动建一路西片、万人

宿舍片等项目开工，依托汉正西物流片建设高品质

·９·

·特　载·



宜居社区。加快华润翡翠中心、龙湖汉江湾、千禧城

等项目建设，推进东风村、易家墩村、舵落口村还建

房建设。坚持顶层设计、先行先试，争取在“城中

村”产业用地开发、工业用地收储改造上实现突破。

补齐公共配套短板，抓紧布局高品质教育、医疗、文

化、养老、生态等基础设施。

三、实施双循环融入行动，塑造发展新优势。融

入新发展格局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

们要积极作为、主动争取，确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１０％、突破３００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８％、达到６００亿元。

深化改革创新。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建设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支

持普罗劳格、联创新锐等科技企业发展壮大，新增高

新技术企业２０家以上。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力争技
术合同交易额突破８亿元。深化全国老工业基地搬
迁改造、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等试点改革。深化

财政体制改革，积极化解政府存量债务。推进城建

机制、投融资机制改革。建立应急抢险救灾工程管

理机制。深化区属国有企业改革。优化资本布局、

放大资本功能，支持国资公司、房集团、口建投、

口环卫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引导开发

企业加快投资进度、加大投资强度。实行量身定制、

合作开发等方式，引进企业投资建设总部楼宇、产业

园区、创新平台。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探索按片

区包装、按主题包装等模式，再组织申报一批专项债

项目，争取走在全市前列。加快专项债项目、ＰＰＰ项
目建设，力争新组织项目１００％开工。

促进消费升级。支持武汉恒隆广场、新世界

Ｋ１１购物艺术中心等发展高端消费、首店经济，打造
国际化消费旅游首选地。提升宜家、凯德、越秀等商

圈品质。重点发展商贸消费、服务消费、健康消费、

绿色消费，培育儿童经济、体验消费、虚拟消费等新

增长点，积极发展线上经济。组织直播节、家居展、

时装秀等活动，带动节假日消费、夜间消费。促进住

房消费，商品房销售面积超过７０万平方米。改善消
费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加快对外开放。积极“引进来”，举办汉正街时

尚论坛等展会活动，争取市内免税店布局，提升口

开放度、影响力。谋划建设国际学校、国际社区。提

高外资引进和利用水平，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５％。

大力推进“走出去”，积极参加进博会、广交会等推

介活动，加快跨境电商示范建设。支持葛洲坝、远大

医药等企业拓展国际业务、开展海外并购。

四、实施招商引智突破行动，壮大发展新动能。

招商引智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我们要聚

焦三大产业，招大引强、招才引智，全年招商引资实

际到位资金迈上６００亿元新台阶。
大力推进精准招商。抢抓大型央企国企民企外

企加大投资武汉的契机，依托武汉恒隆广场写字楼、

云尚国际时尚中心写字楼等，策划组织好世界大健

康博览会健康金融馆、汉正街服装服饰博览会等招

商活动，争取３６０公司、友邦保险等企业总部落地，
力争引进３至５家“三类５００强”企业和项目。密切
跟踪葛洲坝、省石油、标致雪铁龙、远大医药等龙头

企业产业布局、投资方向，依托中技所、妙健康等平

台型企业，争取更多关联企业落户注册。发挥商会、

行业协会等作用，强化以商引商。

启动企业倍增工程。以汉正街为突破口，制定

财政、金融专项扶持政策，支持“超级个体户”成批

量、大规模升级为企业，推动“个转企”３００家，新增
“四上”企业１００家。实施“品牌园区创建工程”，依
托江城壹号文创科技、三新“两用技术”和“Ｄ＋Ｍ”
工业设计小镇等特色园区，聚集一批“专精特新”科

技服务企业。强力推进“扫楼清园”行动，实施“楼

长制”“园长制”，提高楼宇入驻率、企业注册率、数

据纳统率、税收贡献率。全年新增市场主体１万户、
企业３０００家。

强化亲商安商稳商。对标国际国内一流标准，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惠企利企

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大力支持省石油、地铁集

团、标致雪铁龙、中百集团、工贸家电等骨干企业发

展，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发挥“汉融通”

“云税贷”“政银担”等作用，协助企业争取纾困贷

款、贷款贴息。推行服务专员制，发挥企业直通车作

用，实现骨干企业、中小企业全覆盖，更加主动高效

地为企业解决问题。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

企业开办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

制，实行工程建设项目承诺开工制、联合验收制，启

动跨省市通办试点，通办事项办理时间压缩７０％。
开展营商环境专项督查，大力推行“双随机、一公

开”，不断提升企业满意度。

加大招才引智力度。持续推进“千企万人”“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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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英才”“口英才”等人才工程，大力引进培育人

才。支持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中铁大桥科学研究

院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挥陈孝平、马丁等两院院

士、领军人才影响力，依托４个院士工作站，聚集一
批科研项目和创新团队。办好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加快推进口青年创新创业中
心建设，强化人才公寓管理，留下大学生２万人。

五、实施城市建管提质行动，完善城市新功能。

城市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我们要精致

建、精细管，实现城市颜值和气质双提升，城建投资７５
亿元、增长１５％，城市综合管理成绩“进五争三”。

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地铁１２号线口段
征收，积极配合汉江湾桥、南泥湾大道高架等市级工

程建设。建成古乐路等１０条微循环道路，加快梦泽
湖西路等１１条道路建设，启动田正街等８条道路建
设。统筹推进新基建，加速５Ｇ布局，加快世界一流
电网建设，建成古词路、汉江湾２号变电站。新增人
防工程８１万平方米。

提升园林绿化品质。打造汉江湾五彩花园，建

成花田花海１０万平方米，加快环汉口绿道示范段建
设，新增景观驿站２个，成为全市人民亲水赏绿观花
休憩健身的乐园。建成张毕湖公园、竹叶海公园、古

田公园。完成铁路沿线、园博大道、长丰大道等景观

改造提升。建成街头小景１０个、口袋公园１０个，把
“诗和远方”搬到群众家门口。全面完成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创建任务，新增绿地面积１０万平方米。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精准防控工地扬尘、移动污染源，推动 ＰＭ２５、ＰＭ１０
持续下降。维护“一江两湖”水质，落实长江流域十

年禁渔，加强水源地保护，加快张毕湖、竹叶海水体

修复，提升水环境质量。推进土壤修复。做好迎接

中央第二轮环保督察工作，统筹推进环保督察整改。

增强防汛排渍能力。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深

入推进“三清”行动和机场河口流域治理，完成１５
处二次供水、１６平方千米污水处理改造，加快推进
全域海绵城市建设。配合道路施工，同步推进雨污

水主干管网建设。全面完成汉江江滩水毁修复工

程。启动汉江闸口改造，探索建设可移动拼接式升

降型防水墙。

推进城市精细管理。优化大城管工作机制，形

成大城众管、大城智管工作格局。广泛发动群众参

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保持市容环境干净整

洁。持续推进控违拆违，拆除违法建设１０万平方米
以上，创建无违建老旧小区２０个。持续开展占道经
营、广告立面、交通秩序、油烟噪声等专项整治，加大

铁路沿线、背街小巷等区域环境整治力度。全面推

行生活垃圾分类，小区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９５％。
加强医疗废弃物处置。建设智慧城区，构建大数据

平台，积极探索新场景应用。

六、实施民生保障提升行动，满足群众新期盼。

改善民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我们要以

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情

办好，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疫情防控成果来之不

易，我们要倍加珍惜。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各项工作，不断加强和完善闭环管理，强化

多点触发机制，盯住人、管住物、守住地，确保疫情不

出现规模性输入和反弹。引导市民做好个人防护、

养成良好习惯，确保城市健康安全运行。

推进健康口建设。坚持预防为主，加强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应急响应和救治能力。依

托优质医疗资源，加强公共卫生和医疗人才队伍建

设，开展医护人员培训，建立户籍居民电子健康档

案，提升健康教育、慢病管理、中医药、心理健康等服

务质量。与国内顶级医院合作建设区级三甲医院，

完成汉正街、汉中街、韩家墩街卫生服务中心提档

升级。

加大民生保障力度。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新增

就业１８万人，扶持创业 ３８００人、带动就业 ７８００
人，创建无欠薪城区。进一步扩大社保覆盖面，推动

全民参保。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推动慈善

事业发展。建成还建房３０００套，完善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基本解决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加快推进街

道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探索推广养老服务设施社

会化运营，不断拓展养老服务项目。加快区第二福

利院、青少年活动中心建设。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

体系和设施。巩固拓展对口帮扶地区脱贫攻坚

成果。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立德树人，深化教育

体制改革，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促进教育资源

均衡布局，全力推动崇仁路小学等优质学校实施双

校区制，新建中小学 ４所，确保小区配套幼儿园
１００％移交。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加强心理健康
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职业教育，办好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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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规范民办教育。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启动汉江湾体育中

心、口体育中心、区图书馆新馆建设。以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为重点，举办系列文化艺术活
动。承办１０项省市级体育赛事。促进文化遗产和
文物保护传承利用，推动园博园创建国家４Ａ级旅
游景区。推动精神文明创建常态化长效化，形成城

市文明新风尚。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健全基层治理制度体系，加强社区书记、社区工作

者、社区志愿者三支队伍建设，完成社区“两委”换

届，坚持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常态化，用好用活“民呼

我应”信息化平台，拓宽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途径，群

众诉求办理满意率进入全市第一方阵。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口。坚持专群结合、群

防群治，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

定、人民安宁。完善信访制度，推进重访治理，妥善

化解矛盾纠纷。启动实施“八五”普法。加强市场

服务与监管，维护公平市场秩序。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深入推进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健全应急管理体

系，提升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坚决遏制较大以上

事故发生。

做好民兵预备役、国防动员、双拥优抚、对台、民

族宗教、侨务、妇女儿童、档案、科普等各项工作。大

力支持群团组织改革发展。

各位代表，要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目标任

务，必须实打实、硬碰硬，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强化政治引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

委、区委决策部署。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从严从实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

设。强化依法行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把政府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更加自觉接受人大

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主动接受社会

和舆论监督，高质量办好议提案。强化创先争优，推

行对标工作法、极致工作法，每个单位确定创先争优

项目，首战即决战、起步就冲刺，做到重点工作争一

流、创新工作当先进、日常工作有特色。强化执行能

力，修订《政府工作规则》，完善分级分层决策、督办

督查、绩效考核、通报约谈机制，说了算、定了干，坚

决向“推拖躲懒庸”宣战。强化廉政建设，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全面启动城中村

改造专项审计，建立征收拆迁、专项资金等领域审计

整改长效机制。严格“三公”经费管理，一般性项目

支出预算一律再压减２０％。
各位代表，我们现在多么努力，未来就多么壮

丽。过去的口敢为天下先，现在的口能够战胜

一切困难，未来的口必将全面复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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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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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依靠全区人民，大力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加快建

设转型发展示范区、改革创新先行区、三生融合样板

区，以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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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记

抗疫保卫战

【概况】　２０１９年底，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
例，后经检测这种肺炎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单链 ＲＮＡ复制病毒）引起，世界卫生
组织于２０２０年１月将之命名为２０１９新型冠状病毒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下，在中央指导组和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坚强

领导下，作为全市抗击疫情难度最大、压力最大的

口区，紧急行动、全民参战，打响了一场抗击疫情的

人民战争，经过 ３个月克难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果。
其中，用１个月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５０天实
现每日新增病例清零；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不

惜一切代价救治６８４０名新冠肺炎患者，充分展现了
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疫情之

后，口区大力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推进复工复产

复市复学，全区经济运行趋势向好，重大项目建设有

序展开，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成绩，为打赢武汉保卫

战、为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做出了口

贡献。

【建立区级指挥体系】　面对突如其来、严峻复杂的
疫情形势，口区迅速建立集中统一、上下协同的指

挥体系，根据疫情发展，适时调整防控策略、工作重

点和组织结构，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组织

保障。

２０２０年１月４日，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发
《口区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防控工作方案》，成立

全区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全区防控工作。１月
１７日，口区召开疫情防控专题调度会。１月 ２１

日，正式成立口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由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任指挥长，下

设若干工作组，并建立战时工作机制。１月２６日，
区机关干部开始下沉社区。１月３０日，全区机关干
部提前结束春节休假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区防疫指

挥部加强统筹调度，聚焦分级救治、阻断传播、全面

保障三大任务，每天研判疫情形势，下达重点工作提

示，制发工作动态。落实层层包保责任制，区级领导

分工包保街道，坚持每日调度；街道党政负责人为街

道抗疫第一责任人，坐镇一线指挥；社区居委会统筹

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物业管理人员和下沉

机关干部、民警等多方力量，构建联防联控的防控体

系。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维护社会稳定，确保

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口区防疫指挥部对全区疫情防控工作实行统

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

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投入到防疫第一

线。疫情期间，在武汉三镇征用酒店、学校、医院

１２４家，建立武汉体育馆、新华印务２家区级方舱医
院，隔离点６１个，累计留观１３５８２人次，有效阻断病
毒传播。召集７８３名医护人员，对接２６７５名援汉医
疗队员，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医疗救治；组织３１５５
名社区工作人员，３２４７名省、市、区下沉干部，２７００
余名民警、辅警，１６６７名志愿者和群团组织、物业公
司以及广大群众投身于抗疫一线，构筑起群防群控

的严密防线。把疫情防控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

事，强化救治阻隔线、社区基础线两线工作，全面落

实应收尽收和“五个百分之百”（确诊患者百分之百

应收尽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检测、发热病人百

分之百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百隔离、小区村

庄百分之百实行２４小时封闭管理）工作要求，全力
·３１·



打好抗疫阻击战。

２０２０年３月下旬，随着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
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按照中央决策和省、市统一

部署，口区及时调整区防疫指挥部组织架构、工作

重点和应对举措，将２０个工作组调整为１２个，工作
重心转为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开

辟抗疫情、促发展、保稳定三大战场，努力做到“三

手抓、三不误”。为此，制定了口区《关于进一步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科学精准防控工作的实施

意见》，全区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开展全民大

排查和集中核酸检测的“十天大会战”。坚持推行

出门佩戴口罩、垃圾分类投放、保持社交距离等有效

防控措施，促进群众自律自控的良好习惯形成。落

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四早”措施，做

到有序防控。突出公共场所防控、特殊机构防控、医

疗机构防控和重点群体管理、校园管理、社区管理、

薄弱地区管理，强化精准防控。巩固集中核酸检测

成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宣传教育、防控

指导，抓好科学防控。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四方”

（属地、部门、单位、个人）责任，做到长效防控。

【推进救治与防控】　疫情期间，口区坚持生命为
重、救治为先、关口前移，牢牢抓住救治和阻隔两个

关键环节，着力推进拉网排查、门诊管控、核酸检测、

隔离观察、转送救治、康复出院和医疗秩序恢复，切

实控制传染源，不断巩固成果、扩大战果。疫情暴发

后，辖区内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第三人

民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等多家医院立即启动战时

机制，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和疫情防控指挥部，调整医

护人员配置、设立发热门诊、改造门诊病房、开辟单

独的隔离病区，认真落实“四早”要求，提前打响抗

疫阻击战。全区采取了多种救治和防控措施：

加强发热门诊管控。从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开始，
口区防疫指挥部进一步加强对发热门诊源头管

控。成立工作专班，与辖区５家发热门诊部紧密对
接，对门诊确诊的轻症病人、疑似病人进行分类收

治，２４小时发热门诊就诊量由高峰时的３０００余人
逐渐降至１０余人。落实专班责任，落实医院首诊负
责制，落实街道社区陪同制度，完善发热病人“发

现—接诊—筛查—转诊—上报”的管理闭环，确保

哨卡全覆盖、流程全管理、处置全到位。

开展拉网式大排查。按照全市统一部署，２０２０
年２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口区投入３８８０人，对１１个
街道、１３２个社区采取逐一上门入户、电话问询、微
邻里统计、公安协查等方式，集中开展拉网式大排

查，对排查中发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患者，

及时分类收治；对密切接触者、无法排除的发热患

者，及时进行隔离。

全力收治各类患者。在疫情最严重时刻，口

区一方面积极争取市定点医院和市方舱医院床位，

一方面加快区级方舱医院建设，做到患者应进尽进。

针对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无法收治的失能失智、高

龄、哺乳期幼儿等特殊患者，设法拓展收治渠道，安

排辖区内武汉广发肿瘤医院、武汉现代女子医院等

民营医院，收治确诊的特殊患者。每日由区级领导

带队，安排专人专车，做好患者转送过程中各环节的

统筹协调、宣传引导、服务保障和情绪安抚工作，确

保患者及时有序转运。

加强流行病学调查。组建流调工作专班，开展

全区流行病学调查。在疫情前期，克服重重困难，开

展电话流调。当条件允许后，第一时间开展精准调

查，查本家，寻上家，找下家，穷尽密接者。从发热门

诊源头抓起，及时准确掌握辖区确诊病例、疑似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检测阳性病例信息，深入医疗机

构、病人家庭、社区等场所，通过查阅病案、面对面询

问、公安查找、社区协助等方式开展追踪调查，分析

可能的感染来源，判定密切接触者。调查完后，迅速

落实集中隔离措施，在隔离点组织开展核酸检测。

各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密切配合，确保流行病学调查

工作闭环运行。

实行全民核酸检测。疫情前期，由于检测力量

有限，口区有针对性地加大筛查力度，实行重点人

群“应检尽检”、自愿检测人群“愿检尽检”和“能检

尽检”。２０２０年５月中旬以来，调动各方面力量，合
理配置资源，加大查缺补漏力度，加快推进集中核酸

检测筛查工作。６月２日，全区集中核酸检测全面
完成，累计完成采样５５４６万人次，加上前期检测人
次，口区开展全民核酸检测７１３万人次，没有发
现一例确诊病例。通过进行全民核酸检测，提振了

全区人民抗疫必胜的信心，有助于尽快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

提高病人救治和康复能力。２０２０年１月初，面
对数量激增的病患者，口区内各医院迅即制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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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案，规范相应诊疗流程。１月２２日，同济医院
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快速指南》，为

临床诊治提供参考，并且适时更新。３月２１日，武
汉市第一医院与意大利医疗机构分享治疗方法和用

药经验，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方案”。期间，辖区

各医院开通“发热门诊”免费在线问诊功能，为疑似

患者及轻症居家隔离患者提供诊疗咨询服务。同

时，各医院积极开展新冠肺炎临床研究，参与科研合

作项目，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贡献智慧力量。

２０２０年１月至９月，对全区隔离点的隔离人员
共进行ＣＴ检测３０９７人次，对康复人员体检３７８２人
次，组织专家为隔离点患者巡诊１３１３人次。为保障
非新冠肺炎患者基础疾病救治需求，协调处理此类

患者求助信息１２５２条。加强出院康复人员的康复
保障，对接４６家定点医院、１３家方舱医院，统筹调
配区内外资源，建立康复驿站３１个，筹集病房３７３２
间、床位 ４１３６个，集中转运、安置出院康复人员
４２９７人。先后开辟特殊困难康复人员安置点５处，
为患有基础性疾病、失能人员和婴幼儿等提供保障。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口区易家街宜美社区为居民发放爱心物资

【确保“四应四尽”】　疫情暴发之初，由于病人剧
增，医院出现“一床难求”的窘况。对此，口区千

方百计筹集资源、科学调配资源，从而渡过难关。通

过快速改建方舱医院，开辟集中隔离点，形成定点医

院救治重症患者、方舱医院收治轻症病人、隔离点接

纳密切接触者和康复者的工作闭环，实现从“人等

床”到“床等人”的逆转，确保“四类人员”（确诊患

者、疑似患者、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

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检尽

检、应治尽治。全区隔离点的规划、筹集、使用大体

经历了三个阶段：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６日至２月２２日，立
足于“积极开拓”，充分利用学校、厂房、酒店等资

源，在短时间内筹建各类隔离点，高峰时储备床位

７５５６个，主要用于疑似人员的隔离，做到“宁可床等
人、不可人等床”。２月２３日至３月底，针对大量出
院康复人员，着眼于“资源整合”，推动人员分流分

类，适时调整隔离点功能；全区隔离人数高峰出现在

３月６日，是日在用的各类隔离点５８个，隔离人员
总数３９７４人；康复观察人数高峰在 ３月 １０日，达
２２３２人。４月以后，随着武汉市“解封”，适时将全
区各类隔离点“关停并转”，合理归并人员和点位，

及时返还被征用的社会单位资产并依法给予征用补

偿，促进复工复产。

全力满足隔离床位需求。区、街两级同步推进，

充分利用民营医院、宾馆酒店、中学高校、大型仓库

等资源，先后征用辖区武汉广发肿瘤医院、武汉现代

女子医院、武汉首佳耳鼻喉医院等７家民营医院，区
内外４７家酒店，区内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区
委党校和区外江汉大学、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华

夏理工学院５家学校宿舍，以及湖北新华印务有限
公司、武汉印染厂作为方舱医院、隔离点使用，保证

了前期“四类人员”集中收治和中

后期康复观察的床位需求。严格

实行分类收治，每天根据实际需求

量调度床位资源，及时启用、整合

和关停各类隔离点。

提高隔离点运转效率。对各

类隔离点的隔离人员严格按照《诊

疗指南》开展核酸检测、ＣＴ检查，
做到每日应检尽检。严格执行全

流程医学观察规范，建立隔离人员

健康信息档案，做好康复智能系统

的信息更新，及时对隔离人员健康

状况进行监测评估。强化信息沟

通，采取 “定时报 ＋随时报”相结
合的方式，各隔离点于每晚２４时
报送人员入住、核酸检测、转运分

流等情况，实时报送紧急情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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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由区指挥部统一安排检测、转运和床位。对生活

不能自理的特殊人员、重症人员给予重点陪护。强

化人文关怀，及时安抚、疏解患者负面情绪，关注其

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提供心理咨询和疏导服务。

各隔离点成立医疗协调、物资保障、专业防护、

安全保卫、环境卫生、后勤保障６个工作小组，由相
关部门负责，全力做好隔离点各项保障工作。每个

隔离点配备１名处级干部、２名科级干部、２名派出
所民警、１０名保安和医护人员，均在隔离点现场值
守。严格执行省、市、区防疫指挥部关于集中观察点

管理的相关规定，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群众投诉，保

持隔离点平稳运行。加强对隔离点建筑安全、消防

隐患、物资存储、用水用电用气等各方面的安全排

查，确保安全运行。

【阻断病毒传播】　疫情期间，口区牢牢守住社区
基础防线，压实基层防控责任，全力推进疫情排查、

小区封控、关爱帮扶三个全覆盖，全力推进无疫情小

区创建，务使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切实做好疫情排查。组建社区疫情排查工作专

班和三级排查工作队伍，建立审核签字制度，完善基

础台账，组织下沉干部、民警、网格员、物业人员及志

愿者参与“拉网式大排查”。严格落实“双测温两报

告”制度［居家人员每日两次测量体温，超过 ３７３
摄氏度必须立即如实向社区（村）报告，有工作单位

的人员还应同时向所在单位报告］和“四类人员”一

人一档要求，引导居民通过电话报告、ＡＩ智能语音
电话询问和上门测量等方式，做好跟踪监测。加强

排查业务指导，对“四类人员”分类标准等共性问题

及时培训指导，对排查中的个性问题及时答疑解惑，

提升排查工作的精准性。

强化小区封控管理。坚持路口应封尽封，对

１３３个物业管理小区实行一门进出，对３６５个老旧
小区调集围挡、路障实施全封闭，全区保留４９８个进
出卡口，应封尽封路口１９９２个，封闭围挡总长１６
万米。坚持小区全天值守，调集２３５６名值守人员，
对全区４９８个小区和３９５个点位实行２４小时值守，
落实“口罩必戴、健康码必扫、体温必查、身份必问”

要求，严防隐蔽性和输入性病源传播。调集公安、消

防人员加强巡查，严管“钻、跨、拆”等不法行为，对

在小区内闲聊和集聚人员，及时进行劝阻。坚持门

店规范经营，抽调市场监管、城管人员深入小区周边

巡查，按照无疫情小区分类管理标准规范小门店、流

动摊贩经营。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建立常态化值守

队伍，合理调整物理隔离和值守点设置。

稳步推进无疫情创建。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出

倡议书、动员令，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无疫情社区、无

疫情小区创建活动，通过召开视频会，号召辖区广大

市民参与和监督创建工作。同时建立督导机制，区

防疫指挥部每天对１１个街道无疫情创建工作进行
督查，每日公布无疫情创建进度，总结推广经验和做

法，通报并督促问题整改。在创建过程中，实行动态

管理机制，按照“两个无”（一是从未发生疫情；二是

发生过疫情，但得到有效控制，即从申报之日起上

溯，至少连续１４天以上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且疑
似病例、发热病例和密切接触者都已解除隔离）、

“六个到位”（宣传引导到位、封闭管理到位、排查摸

底到位、卫生消杀到位、供应保障到位、组织发动到

位）标准，严把无疫情社区、小区申报质量关。

全面落实各项帮扶措施。组织工作专班和社区

志愿者，为居民代购、配送生活物资；开展各种帮扶

活动，制发疫情防控期间特殊群体帮扶工作指南，建

立包保机制，为全区１８万名生活困难居民发放救
助金１２５３万元；开通免费心理咨询热线，帮助社区
工作人员舒缓心理压力，为社区工作人员购买意外

伤害保险３１５５份，对因公感染或去世的社区工作者
发放党费专项慰问金；为２００５户医护人员家属送去
健康关怀包。疫情期间，全区共招募１６６７名专项志
愿者，累计发布服务信息７１２万条、电话告知居民
１０万余次、上门排查服务困难居民５５５万户次，涌
现出变电社区易春恒、中山社区余汉明等一批志愿

者典型。这些志愿者为打通小区封控管理期间居民

生活物资配送的最后一百米，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口区张抗美、吴涌、廖建军
３名牺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人员被湖北省人
民政府评定为首批烈士。９月２８日，口区召开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宣读《中共口区委关

于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

定》和《中共口区委员会、口区人民政府关于表

彰全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

定》，刘华等１４８人被授予“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称号，区疾控中心等４９个集体被授予
“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

【特殊场所防控】　疫情期间，口区坚决压实属地
责任、主体责任、主管责任，坚持分类管理、精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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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强化特殊场所重点人群防控救治，严格抓好养老

机构、监管场所、精神卫生医院疫情防控工作。紧盯

“三站一场”等重点部位，构筑全链条、闭环式外防

输入机制，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空白、不留隐患。

做好养老院疫情防控。全面落实养老机构包保

责任制，对全区２４家社会办和１家公办养老机构、
２０００余名老人及工作人员实行封闭式管理。成立
由民政、街道、社区、公安组成的工作专班驻守各养

老机构，对发生疫情的养老机构纳入区级隔离点统

筹管理，由处级干部驻点值守。征用酒店、宾馆设立

隔离分流观察点，为出现疫情的养老机构老人及外

出透析老人实行在院老人单间隔离。对养老机构所

需防护服、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和米面油、肉蛋菜

等生活物资，采取集中采购、外部配送、门外消毒、无

接触交接。对养老机构全体人员进行多次核酸检测

和血清检测，发现新冠病例及时隔离或送诊就医。

协调派驻专业医护人员入驻有疫情的养老机构，提

供专业医疗服务。建立对口医院与养老机构的联防

联控机制，畅通养老机构的送诊就医 “绿色通道”，

满足养老机构非新冠老人就医和用药需求。

做好监管场所疫情防控。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２１日，
口区公安分局召开干部大会，紧急部署监所防疫

工作。次日，启动监所“收押筛查、分区过渡”战时

机制，停止新收在押人员，切断疫情向监所蔓延渠

道。区公安分局分管局长驻所办公、监所班子成员

进入监区工作，制定监管场所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

应急处置预案，成立内部防护、隔离观察、应急管理、

综合保障、监督检查五个工作组，完善“研判调度、

情况报送、督导检查”工作机制，确保疫情防控、羁

押管理“双安全”，做到监所无疫情、人员无感染。

５２６名在押人员、１１３名在岗工作人员核酸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投入８０００余万元，按火神山医院标准９
天建成女子监狱隔离方舱，３个刑满释放人员安置
点１２４人未出现重大安全事件，２４０余名援助狱警
得到妥善安置。疫情期间，口区看守所、拘留所实

现疫情零感染、安全零事故、队伍零减员，中央指导组

现场检查时予以肯定，武汉市公安局给予通令嘉奖。

做好精神障碍患者收治。根据区防疫指挥部的

部署分工，这项工作由区卫生健康局履行主管责任，

各街道履行属地责任，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六角

亭院区）落实主体责任。关闭六角亭院区门诊，对

住院楼和康复楼进行全封闭管理。各病区工作人员

实行每半月轮替，所有用品需求由医院统一配送供

应，避免交叉感染，杜绝安全隐患。对在院患者严格

筛查，收留非新冠肺炎患者，实行不进不出，彻底阻

断病毒传播。加强对在院病人和工作人员的防护，

强化院感管理，防止发生院内聚集性疫情。

做好外防输入工作。各部门与街道通力合作，

加强信息收集、社区排查、驻站值守、转运隔离和督

导检查，把好外地人员入汉关口，筑牢外防输入的严

密防线。组建“三站一场”驻守专班，抽调３３名工
作人员和８台车辆，分赴“三站一场”实施２４小时
驻站值守，严格落实外地入汉人员现场检测、信息核

查、中转移交等工作，实行抵汉即隔离。加强隔离安

置，筹集合适场所３处，容纳量１７０人，用于境外返
汉人员集中隔离。各社区严格执行小区封闭管理

“四必”措施，确保进入小区的境外入汉人员第一时

间发现、第一时间拦截、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

置。严格社区监管，对经审核不需集中隔离的境外

入汉人员全部纳入社区防控体系，每天通过２次走
访、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跟踪管理，记录健康状况，

持续时间（从进入社区算起）不少于１４天。对无核
酸证明的及时补测。全区共排查出有境外经历人员

１８４３人，接收境外返人员５３５人，隔离１７４人，无
一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强化各类保障】　疫情期间，口区坚持突出保医
疗、保民生、保应急、保重点，加强统筹调度，做好应

急物资、交通运输、城市环境、生活物资、援汉医疗队

及滞汉人员服务、心理健康抚慰等方面工作，为疫情

防控提供各类保障，真正做到了“需求有门、服务

有路”。

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区指挥部建立应急物资管

理制度，坚持“保一线、保火线、保重点”的原则，真

正把有限的防护用品安排给确实需要的岗位和人

员，有效保障全区防疫物资供应。加强资金筹措，共

筹集防疫资金１０４５亿元；加强物资供应保障，共接
收省、市平台下拨的价值１４７６４万元的防疫物资和
医疗设备，以及调拨的防疫医疗物资１７１笔；结合疫
情防控需要，自行采购防疫物资总计价值３７３２５９
万元；公开透明地接收社会捐赠，累计接收社会捐款

１２８笔、计 １１９６亿元，接收社会捐赠物资 １４７批
次，接收市级下拨捐赠物资５２７批次。对接收的捐
赠资金和各类物资全部按规定在口区人民政府网

站或“口发布”上公示，并按照捐赠物资管理使用

流程及捐赠方意愿，及时如实地下发到各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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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汉医疗队、隔离点、防疫一线人员和封闭式管理小

区困难居民家庭。

强化交通运输和城市环境保障。坚持交通运输

保障不放松、城管执法不放松、环卫作业不放松、供

气保障不放松、自我防护不放松，全速推进方舱隔离

点建设改造，全力做好涉疫垃圾清运，全心做好隔离

点管理服务，全时办理车辆通行证。全区累计出动

环卫工１４万余人次、执法队员１１５万人次、运管人
员６２６人次，出动环卫车辆２１万余台次、执法车辆
８３０台次、交通运输执法车辆１７４台次，清理卫生死
角７０００余处，完成６个方舱保洁和１３个康复驿站
进出通道隔离围挡设置；进行重点区域消杀作业

１１７处，收运城市垃圾４８万余吨，收运处置涉疫垃
圾４２００余吨，规范摆放共享单车１１９万辆；完成应
急保障任务２６次，完成１５个方舱和隔离点建设，铺
设床位８１６６张，为打好疫情阻击战提供配套的环境
保障。把交通运输作为重要防线，突出保医疗一线、

保群众民生、保联防基层、保突击应急，统筹全区公

务平台车、公交车及５２８辆出租车，增借湖北省客车
集团客车、口环卫公司货车及志愿者车辆等，圆满

完成全区各相关部门、医治点、街道、社区和援汉医

疗队的交通运输应急服务工作，共出动运输人员

２１５万人次、运输物资１４６６吨，为全区防疫工作提
供可靠的运输保障。

强化市场供应和居民生活保障。按照“商场超

市团购保基本、农贸市场做补充、电商渠道保个性化

需求、政府兜底保困难群众”的思路，统筹推进畅通

渠道、保供稳价工作。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９日至３月３０
日连续 ４１天，全区累计下达商场超市团购订单
５０５９７４份，总金额达 ７３７８７２万元。同时，为提高
肉食品供应量，通过从鄂州冷链库自提冷冻肉

２５１４吨（剔除切割损耗，实际发放２４５８吨）和联
系双汇集团供应６０吨冷鲜肉、５吨五花肉等方式，
满足居民生活需求。３月１３日至２３日，通过咸宁
市嘉鱼县捐赠和区政府自购方式，累计向辖区居民

以户为单位免费发放活鱼 ４９５吨，其中咸宁捐赠
２００吨，区指挥部采购２９５吨，实现全区２１０３１２户
在住居民全覆盖。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国网电力公

司、通信公司为疫情期间用电、通信提供全程保障。

强化援汉医疗队与滞汉人员服务保障。２０２０
年１月２５日，浙江省医疗队１７０人驰援武汉市第四
医院西院区随后，河南省医疗队１３７人驰援武汉市
第四医院西院区，海南省医疗队６５人驰援武汉市第

四医院西院区、武汉市肺科医院，浙江省护理队３０
人、内蒙古医疗队１４８人驰援武汉市肺科医院，山西
省医疗队２７０人驰援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体育馆
方舱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２０４人、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１６０人、南京市鼓楼医院１６２人、天津医
科大学总医院１６０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１６０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１６０人、扬
州市医疗队１６４人、徐州市医疗队１６３人、佛山市医
疗队３２２人驰援武汉市第一医院，还有民间医疗队
及社会医护志愿者驰援口。口区为外地援汉医

疗队医护人员提供生活、住宿、通勤、安全服务保障，

想方设法为医疗队员采购配送生活物资、寄送快递，

提供特色美食、文体设施、书籍和生日庆祝、理发服

务，为完成任务的医疗队联系旅游景点、拍摄纪念照

等等。积极帮助滞汉的外地人员解决实际困难，落

实生活、就医、就业保障，累计安置滞汉人员３８８人，
向３２７名申请人发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金９３９２万
元。其中，将８名精神障碍者送往武东医院办理入
院手续，其余人员均有序返乡、复工、就医或者自谋

职业。滞汉人员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强化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保障。疫情期间，口

区采取线上与线下、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形式，全力

做好群众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工作。印制发放１０
万份《致口居民的一封信》，汇集９条热线、５个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心理咨询信息。联合武汉人民广播

电台，在“口发布”开设面向全区所有隔离点和方

舱医院的“隔离不隔爱”专栏、面向全区市民的“健

康加油站”心理健康服务专栏，每天１小时实时广
播。成立由８名心理咨询专家组成的应急指导组，
为重点患者开展线下一对一心理疏导。发动省、市

出版单位捐献内容积极、健康向上的各类书籍近万

册，开设“逆行天使”书吧，丰富方舱医院、隔离点和

市民家庭精神文化生活，以缓解疫情压力，打赢疫情

防控心理战。

【推进城区重启】　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零时武汉正式
“解封”后，口区按照中央和省、市统一部署，在毫

不放松疫情防控的同时，稳妥有序重启城市功能，做

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六稳”工作，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

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

层运转“六保”任务，形成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

社会运行秩序，努力将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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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降到最低，为持续抗击疫情提供坚实保障。

有序按下“重启键”。区防疫指挥部制定《企业

有序复工工作方案》，成立企业服务组，明确行业主

管部门职责，调集部门业务骨干，集中办公，每日通

报，督促部门、街道加大企业服务力度。根据疫情风

险等级变化，适时调整复工流程，精简程序，灵活备

案。初期实施清单管理，中期实施“黑白灰”名单管

理（“黑名单”为省、市明确的限制企业；“灰名单”为

“四必一重”企业，省、市复工关联企业，“四上”企业

及房地产企业，“灰名单”企业经部门协调对接防

控、安全责任后纳入“白名单”）和备案制，及时审核

报批、动态管理。自２０２０年６月起，实施除限制类
外企业自行复工。

拧紧复工复产“安全阀”。口区在推进复工

复产、重振经济的过程中，坚决守住“不发生疫情反

弹、不出现交叉感染”的底线，持续强化企业的疫情

防控主体责任、属地的监督指导和服务责任、卫健部

门的防疫指导责任和行业主管部门的行业监管责

任。开展复工复产现场指导１５１次，出动检查人员
６００余人，检查重点企事业单位２２０２家，整改问题
５００余处，发放新型冠状肺炎健康教育宣传资料
１０１５万份，进行复工企业卫生监督１２３次，均未发
现聚集性交叉感染情况。

织密复学复课“防护网”。组建工作专班，制定

复学工作方案、应急工作预案等“两案九制”，实行

复学工作“六个一”工作机制，即“一校一策、一校一

案、一校一医、一校一警、一校一培训、一校一验

收”，不达标的学校绝不复学。进行健康排查，即对

所有复学的教职员工进行核酸和血清检测，返校学

生进行核酸检测。准备防疫物资，所有复学复课的

学校备足１４天所需的防疫物资。全面彻底消杀，每
天对教室、食堂、厕所、垃圾桶等重点部位预防性消

杀。做好教学准备，坚持小班教学，每间教室学生不

超过３０人，精心准备“开学第一课”。加强封闭管
理，严格执行师生分班上课、分时分餐制度。２０２０
年５月６日高三年级顺利复学，５月２０日初三年级
顺利复学，共涉及学校２２所、学生７４００余名、教职
员工１７００余名。

【疫后重振成效明显】　从２０２０年４月开始，口
区在做好常态化防疫工作的同时，全力畅通产业链、

供应链，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取得较好成效。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全区５４８家“四上”企业、６个重点产业

园区、１６个重点楼宇、４１个亿元以上重大项目全部
复工。为了帮助企业留下来、活下来、强起来，减免税

费４１２亿元、社保费用 ２１５亿元、国有资产租金
５９８４万元，帮助２５００余家企业获得纾困贷款４５７亿
元，为７７家保供企业兑现电费补贴５７７５万元。汉
正街跨境电商拓展美国、欧洲、日本等海外市场。优

化营商环境，深化“四办”改革，实施“五减”“五通”，

７０多个服务事项可凭身份证办理。年内新登记企业
２８８７家，新增“四上”企业４７家。

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２０２０年实现区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４８２亿元，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
５６７亿元，实际利用外资５７亿美元，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０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５０亿元。
３６０公司、浪潮集团等５５家“三类５００强”企业密集
来访洽谈，成功承办第二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健康

金融馆，举办汉正街服装服饰博览会、汉江湾数字经

济产业峰会等活动，签约引进神州数码大数据赋能

中心、妙健康武汉２０３０双总部等优质项目１６个，总
投资７５１３亿元，口成为投资的新风口。成功举
办第九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引
进高层次人才１７人，口区获批国家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示范基地。

项目建设成果丰硕。一批功能性、引领性重大

项目提升口高质量发展水平，新世界 Ｋ１１购物艺
术中心开业，云尚国际时尚中心写字楼等１３个亿元
以上项目竣工，复星外滩中心等２０个亿元以上项目
开工。建一路西片、一职教东片、地大片、汉正西物

流片、万人宿舍片等地块供地，总用地面积８００亩。
完成征收拆迁６０万平方米。大力推进“城中村”改
造，还建房开工３３００套，建成５９１２套，长丰村完成
整村验收，东风村拆迁进展顺利。１８个建设项目成
功发行专项债。加快实施汉江湾生态综合治理ＰＰＰ
项目，完成实物投资量１９７亿元。

（罗　兵）

精 准 扶 贫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简称口区扶贫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作重要论述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

部署，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不断

加大脱贫攻坚工作力度、提升扶贫工作水平，全面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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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提升脱贫成果，取得较好成效。

【落实责任】　２０２０年，中共口区委、口区人民
政府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高度重视并

大力推进全区脱贫攻坚工作。先后审议通过《２０２０
年口区脱贫攻坚工作要点》《中央脱贫攻坚专项

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口区整改工作方案》和

《２０２０年口区运用扶贫和民生领域政策落实监察
系统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就扶贫开发工

作提出指导意见，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保

证。区委、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每月召开扶贫工作

调度会，各成员单位、驻村工作队狠抓扶贫措施落

实，区扶贫办及时协调解决扶贫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构建大扶贫格局。

区领导带头结对帮扶，每人对口联系一个贫困村、一

家贫困户，定期深入贫困村、贫困户开展扶贫调研和

走访慰问。全区共有４８２名党员结对帮扶５１０户贫
困户，常态化保持对接联系，定期到村走访慰问，了

解贫困户生产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困难诉求。

【帮扶措施】　２０２０年，口区各单位驻村工作队将
党建工作与脱贫工作紧密结合，同步推进，规范驻村

党员的日常管理，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切实增强

党组织凝聚力与战斗力。疫情期间，各帮扶单位既

扶贫又战疫，自行筹集大量防疫、生活物资送往对口

帮扶村，帮助村民解决防疫、生活难题。自３月２３
日起，根据全市统一部署，口区各单位驻村工作队

迅速下村，组织村民有序恢复生产，协调村内企业、

扶贫项目复工复产，带动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增加收

入。加强对脱贫检测户和边缘户的精准帮扶，切实推

进“六稳六保”工作，确保无新增贫困户，已脱贫户无

反弹。５月，口区扶贫办组织开展“不忘初心、脚印
万家”扶贫政策落实大调研，对全区对口帮扶的２０个
贫困村的贫困户进行上门走访，对“两不愁三保障”、

饮水安全、生产就业等落实情况开展调研，将贫困户

的困难问题及时反馈给当地政府，并配合做好整改落

实，切实做到“精准扶贫，不落一人”。

组织开展消费扶贫，全力推动“三专一平台”建

设。全区各预算单位食堂通过“扶贫 ８３２”平台和
“中国社会扶贫网———湖北特色馆”平台，采购扶贫

产品总计达７５４６２万元；基层工会发放节日慰问品
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价值

５１４万元；线下采购扶贫产品价值７２万元。“三专”

建设方面，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积极

对接爱心企业，建成１个扶贫专馆、１１个扶贫专区、
５０８个扶贫专柜。加强宣传引导，挖掘脱贫攻坚的
成功案例和基层一线的先进典型。全年在中央级媒

体发稿３篇、省级媒体发稿２３篇、市级媒体发稿２５
篇。通过“口发布”“武汉口扶贫”等区级媒体

发布扶贫信息９０余条。

【驻村帮扶】　２０２０年，口区各单位驻村工作队在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恢复对口扶贫村

的农业生产，做好农资供应保障，加强光伏电运维管

理，推动已开发项目复工复产。各单位帮助贫困村

充分发挥自身农业资源和自然生态优势，拓宽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思路。其中，北新村驻村工作队与村

委会争取到４００亩垦荒种植油茶示范基地项目，收
益面覆盖该村５０％以上村民和１００％贫困户；伏西
村驻村工作队积极联系央网创享（武汉）现代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专家组到村内考察，将伏西村纳入该

公司农副产品供应商项目库。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各驻村工作队及时收集、发布用工信

息，组织村民参加招聘活动，积极为贫困户争取公益

岗位。六家砦村驻村工作队四处牵线搭桥，推荐３０
余名剩余劳动力通过口区公安分局考核录用为辅

警，疫情期间该村大部分被聘人员主动留下来奋战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其中１名辅警因表现突出火线
入党。区卫生健康局组织区妇幼保健院为村民开展

健康义诊、健康知识宣传、免费筛查“两癌”等服务

活动。区城管局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清扫垃圾，美

化环境”等活动。区教育局组织韩家墩小学、崇仁

路小学、东方红ＣＢＤ小学的名师走进罗汉寺街研子
小学，让学生们体会到不一样的上课体验。区文旅

局率区图书馆工作人员，到李家集街冯家河村开展

文化服务活动，指导该村完善农村书屋建设，并为对

口帮扶村捐献图书６０００册。区司法局组织结对干
部、律师一行３０余人到冯家河村开展法律扶贫进乡
村活动，受到群众欢迎。

【督导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扶贫办加强对全区扶
贫攻坚战工作的督导和管理，制定和完善了《口

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和《口区脱贫攻

坚绩效考核实施办法》，从制度上建立健全扶贫资

金监督问效机制、成员单位脱贫攻坚检查问效机制。

构建协调区委、区人民政府督查室与区纪委监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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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一行赴黄陂区罗汉寺街皇庙村
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扶贫办协调联动的督查体系，５月２７日和９月１０
日，区纪委监委两次会同区委巡察办、区扶贫办等部

门成立督导组，采取查阅资料台账与实地走访相结

合的方式，对全区对口帮扶的２０个驻村工作队的工
作情况进行了“拉网式”督导检查。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徐盛敏，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宏亮分别对相关村的第一书记及

队员进行集体提醒谈话。通过５７次日常巡查、２次
联合督查、１次全覆盖交叉互查，确保各单位、各驻
村工作队扶贫档案材料分类规范、内容全面、归档及

时、装订整齐，工作队员对党建理论知识熟、贫困户

情况底数清、扶贫工作业务精。２０个驻村工作队的
第一书记和全体队员严守工作纪律，坚守工作岗位，

吃住在村，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与村委会拧成一根

绳，与乡亲群众打成一片，尽职尽责为贫困户办实

事、办好事。

【扶贫资金投入】　２０２０年，口区级财政统筹安排
精准扶贫专项资金７２８万元，专用于市内对口帮扶、
省内和市外对口支援。其中，向黄陂区李家集街道

拨付扶贫专款１８３万元（街道１５０万元、１１个村每
村３万元），向罗汉寺街道拨付１７７万元（街道１５０
万元、９个村每村３万元），两街共计３６０万元；向十
堰市郧西县拨付３５万元，向恩施州来凤县拨付７０
万元、百福司镇拨付１２８万，向宜昌市五峰县拨付

１０５万元，向神农架林区拨付 ３０
万元，共计 ３６８万元。同时，各单
位筹措资金８９１６万元用于帮扶
地区项目建设，慰问贫困户（现金

或物资）共计６０５９万元。全年全
区共投入扶贫资金８７７７５万元。

【反馈问题整改】　２０２０年，口
区扶贫办认真对照中央第二巡视组

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

意见，主动认领了３类６项１３个具
体问题，结合辖区实际，将问题整改

逐一分解，明确责任单位，明确整改

措施和要求，坚持举一反三，做到标

本兼治，并持续抓好整改落实。为

确保口区脱贫攻坚工作在“国

考”“省考”的各项考核中取得好成

绩，１２月１日至５日，由区扶贫攻
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全区７３家精准扶贫绩
效目标考核单位、１４家派出驻村干部的企事业单位、
２０个驻村工作队开展扶贫成效自查和交叉互查，确
保了各项扶贫任务落实到位。

（刘文杰）

防 汛 排 渍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水务和湖泊局面对疫情防
控和抗洪防汛的艰巨任务，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工作要求，勇担责任、迎难而上，统筹兼顾、

协调推进，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口辖区平

安度汛，为助力疫后经济重振做出应有的贡献。

【防汛排渍】　２０２０年初夏入梅以后，口地区共经
历８场强降雨，累计降雨量达９２９５毫米。长江汉
口站水位于７月７日超过２７３０米警戒水位，最高
时超警戒水位１４７米。口区水务和湖泊局认真
履行区防汛办公室的职能，统筹协调全区防汛职责

部门，圆满完成防汛任务，确保辖区汛期平安。５
月，口区水务和湖泊局对《口区防洪预案》《张

公堤防汛预案》《口区防涝排渍应急预案》和《

口区四大险段防汛抢险方案》等预案进行修订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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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口区水务和湖泊局工作人员开展无人机巡堤

善，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结合防汛排渍工作实际，于６月５
日、６月９日、６月２４日分别对汉
江堤口段的防汛闸口实施封堵

并组织排渍排涝，进行堤防管理

５００米范围内在建工地深基坑防
洪抢险的应急演练，共１４５人参加
演练。对防汛物资备料、深基坑、

通信器材、穿堤管道、人防设施及

其他设施等进行全面检查，完成４
处水毁修复，发现并处置险情和隐

患３２处。对沿河防汛备料全面核
查、登记造册、涂漆标注，存有备料

石１４处，总计 ２１１３８立方米。其
中省、市级备料１１处，计１８０８１立
方米，区级备料３处，计３０５７立方
米。落实“防汛哨棚哨长制”，实

行“一闸一路段、一棚一长”制度，选定街道、社区作

风过硬的党员干部３０人，担任全区３０个哨棚的哨
长。落实巡查“４６５５３”工作标准，做好巡堤查险工
作，累计组织堤防巡查人员７１９人、深基坑巡查人员
２２０人，人防工程巡查人员５０人，实行２４小时不间
断、拉网式巡堤查险。组建抢险队伍，其中应急抢险

人员６６８人，配置应急抢险车辆和大型机械设备５４
台。与此同时，组织大战１００天，开展排水设施管理
维护工作，改造辖区三环线、中御广场、月湖桥武胜

路等易渍水点，确保汛期雨季排水设施发挥正常功

能。按照全区排渍疏捞预案和“一点一策”治理原

则，科学地指挥相关人员，装备、设施及时到位，对

主、次干道和６个易渍水点严防死守，成功迎战６月
２８日、７月 ５日、７月 １８日等多场暴雨，渍水及时
消退。

【堤防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水务和湖泊局加强对
汉水江滩公园绿化、保洁、物业等机构的管理，各尽

其责，基本实现公园路面无暴露垃圾、废弃物等，保

证江滩环境卫生整洁、有序。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

汛后复园工作，积极推进公园水毁修复，以最快的速

度为群众提供安全、美丽的娱乐休闲场地。联合市

水上公安分局、海事局清除岸边停放的残破渔船，成

立专项工作巡查队，全天候巡查劝阻违规垂钓人员，

专门录制禁捕宣传品，广泛宣传江河十年禁捕的

规定。

【服务民生】　２０２０年，口区水务和湖泊局加强对
辖区主次干道、一般道路排水管道的维护疏浚，累计

疏浚排水管网５２２５万余米，维修沟管４千米，疏捞
井孔１１万余座，添置井盖２６３座（包括检查井和进
水井），维修井盖１００余座；加强对背街小巷、易渍
水社区排水管网的维护和疏捞，深入社区１４９次，涉
及社区 １０８个，共疏捞进水井 １３８２５座、检查井
１１５２８座，疏浚管道８０千米。加大汛前排水泵站维
护保养，对区管６座抽水泵站的机电设施进行全面
维护和检修，做到站容站貌干净整洁，设备运行正

常，泵站开机正常率１００％。推进雨、污水分流改造
工作，累计清淤管道 ３１３万米、污泥 ２５９万立方
米，修复功能性缺陷２７４处、结构性缺陷１１２处，新
增混错接点改造１８４处，完成３３个小区雨、污分流
改造。此外，大力推进老旧社区二次供水改造，共完

成改造１９处，解决高楼层居民的用水困难。
（张世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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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事记

１　 　月

４日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发《口区不明原

因病毒性肺炎防控工作方案》，成立全区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宏亮任组长，部署全

区防控工作。

△口区卫生健康局制发《口区不明原因的
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应急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

组，组建医疗救护会诊专家组及疾病预防控制专家

组，就医疗救护、疾病预防控制、应急保障等进一步

明确工作职责。

８日
△口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被司法部评

为“大排查早调解护稳定迎国庆”专项活动表现突

出集体，这是武汉市唯一获此殊荣的行业性专业性

人民调解委员会。

△口区联合中国（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设立武汉市知识产权保护（口区汉正街）工作站，

加强原创认证保护平台建设，为各类商户知识产权

保护提供有力保障。

１７日
口区召开“１·１７”火灾警示会，通报近期冬

春火灾防控安全工作情况，部署下一步消防安全工

作，与会人员集体观看火灾警示片。

２０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做出重要

批示，标志着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全面打响。

△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
周先旺到口区古南社区调研社区卫生服务站发热

病人预检分诊情况，要求全力以赴，坚决做好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

△口区内全部养老机构实行封闭隔离管理。

２１日
△口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简称口区防疫指挥部）成立，由区人民政府

区长刘丹平任组长，其他区领导任副组长，各街道办

事处、区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为组员，负责全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次日零时，

全区启动疫情防控工作战时机制。

△口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总结大会。

２３日
△上午１０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

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中共口区委、口区人民政府对区防疫指
挥部下设机构进行调整，下设办公室及督察、医疗救

治、应急保障、交通管控、运输保障、城市运行、社区

工作、宣传、军方协调９个工作组。

２４日
中共口区委组织部发出《关于号召全区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

范作用，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攻坚战的通知》。

２５日
第一批来自浙江省的国家医疗队入驻口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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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第四医院，该医疗队在汉连续工作５７天，于
３月２２日撤离完毕。

２６日

△口区召开专题调度会，要求聚焦推进分级
救治、有效阻断传播、加强全面保障三大任务，强化

区级指挥体系和社区服务体系两线作战，要求机关

干部、街道工作人员、志愿者下沉社区，以增强社区

防疫工作力量。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布第１号通告，号召广
大市民不离汉、不聚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并

提供紧急就医、用车等求助联系方式。

２７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布第２号通告，公布区内

社会捐赠渠道。

２９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布第３号通告，即日起
对辖区内新冠肺炎疑似病人，由各街道办事处统筹

安排车辆分别送至指定隔离点，进行医学观察和核

酸检测或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口区增加下沉社区一线力量，由 “１＋１＋
３”调整为“４＋１＋１”，即每个社区由４名机关干部、

１名街道干部、１名社区民警包保，配合做好社区防
疫工作，２４小时接受社区调度指挥。３０日，口区、

街全体干部提前结束春节假期，投入防疫保卫战。

２　 　月

１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布第４号通告，公布２４小时

热线电话，受理群众就医及基本生活紧急求助事宜。

２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召开会议，强调要把握关键、

全面排查、集中隔离、疏堵结合、加快检测、关爱帮

扶、切实履职、加强防护。

４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出《关于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动员令》，并发布第５号通告，对进一
步加强隔离观察工作做出说明。

△辖区内民营医疗机构武汉首佳耳鼻喉医院和
武汉广发肿瘤医院根据上级安排，分别开始收治新

冠肺炎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

５日

口区召开疫情防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武汉市防疫指挥部会议精神，部署集中

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工

作任务。

６日

武汉体育馆开始改建为方舱医院，１１日收治首
批病人，１５日晚首批６名患者出院。

７日

△口区召开专题调度会，进一步部署隔离点

和发热门诊相关工作，对迅速征收集中隔离场所做

出安排。

△口辖区内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和中共
口区委党校设立隔离点，武汉现代女子医院隔离

点启用。

８日

口区人民政府与江汉大学、武汉市第一医院

共同筹建江汉大学隔离治疗点作为口区集中隔离

场所，１９日正式收治患者。

１０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布第６号通告，即日起在
全区范围内实行住宅小区人员出入管控。

１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

中央指导组到改建为方舱医院的武汉体育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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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尽收政策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快增设床位并提

高收治能力，宁可床等人，也不要人等床。

１２日

中央督导组到口区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１３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布第７号通告，广泛寻找
居住在辖区的未收治和未隔离的新冠肺炎确诊患

者、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

１４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布《口区在外人员返汉

指南》，接受本辖区在外人员的返汉申请。

１６日

口区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准确排查、应收尽

收、实现五个百分之百［即确诊患者百分之百应收

尽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检测、发热病人百分之

百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百隔离、小区（村）

百分之百实行２４小时封闭管理］工作。同日，对区

防疫指挥部进行调整，下设综合，社区疫情防控，医

疗救治（医疗救治调度中心），应急与物资保障（社

会捐赠），社会稳定与交通防控，城市运行、市场供

应与外事，运输保障与环境整治，方舱医院建设管

理，党建考核，宣传，督导督查，集中观察点筹集管

理，军方协调１３个工作组。

１７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特殊群体帮扶工作指引》。

１９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增设基础疾病救治组，同
日发出《关于集中购买重症用药的通知》，以解决辖

区重症患者购药问题。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武汉市委书记王忠

林等一行到宝丰街葛洲坝社区暗访，督导检查社区

流调排查、社区管控等工作。

２１日
位于江夏区的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口

区级隔离点开始接收隔离观察人员。

２３日

△口区召开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强出院统

筹、收治每日清零、社区管控、流行病学调查、城市生

活供应保障等工作。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出《关于疫情期间生活

物资保障的通知》，在城市运行、市场供应与外事工

作组下成立市场商品保供专班，要求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居民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２４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

区养老院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全力筑牢“防控墙”。

２６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增设监狱、看守所疫情防控工

作组，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监狱、看守所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２９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制发《口区疫情防控期间

滞留在汉外地人员服务保障工作实施方案》，要求

迅速摸清底数、整合和畅通求助通道、分类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

３　 　月

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率中央指导组到武汉女子监狱、口区社会福利院

现场指导督促疫情防控工作。

△中共口区委、口区人民政府对区防疫指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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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部进行调整，增设发热门诊管控、流行病学调查、

基础疾病医疗保障、养老机构疫情防控、监狱看守所

疫情防控、大数据信息、援汉医疗队接待协调７个工
作组；将方舱医院建设管理工作组变更为方舱隔离

点筹集管理（康复保障）工作组，城市运行工作组变

更为城市运行（滞汉人员服务保障）工作组。至此，

区防疫指挥部下设工作组增至２０个。

△武汉体育馆方舱医院休舱，实现零死亡、零事
故、零投诉、零回头目标。同日，口印染厂康复驿

站建设完毕。次日，江汉大学隔离点转为康复驿站。

２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下成立口地区监管场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口区召开疫情防控会议，要求各单位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紧紧扭住城乡社区防控和患者救治

两个关键”的指示精神，打好新冠肺炎患者收治、小

区封控管理两大战役，并对康复驿站建设、养老院等

特殊场所和群体的属地管理、保供稳价、滞汉人员生

活保障、防护物资采购和供应、社会宣传、小区封控

管理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３日

口区建立街道———社区健康码推广工作联系机

制。５日至７日，开展集中推广武汉健康码专项行动。

４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增设精神疾病医院疫情防

控工作组。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时关闭六角亭院区门

诊，暂停部分医疗业务。其后对住院楼和康复楼也

实行全封闭管理。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康复驿站开始运行。

５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制发《口区关于创建无疫情

街道、无疫情社区、无疫情小区的实施方案》。６日，

全市第一批无疫情小区、社区、村（大队）名单公示，其

中口区有无疫情社区３个、无疫情小区１４０个。

６日
位于江夏区的武汉华夏理工学院作为口区级

康复驿站接收首批康复人员。

９日
武汉女子监狱开始实施隔离点改造工程。

１０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并做重要讲话。当晚，口区防疫指挥部召开专题

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为

辖区居民供应水产品工作。１３日至２３日，面向辖
区全体居民以户为单位免费发放活鱼。

△口区正式启动境外返汉人员管理工作。

１１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制发《关于发热病人管理
的工作方案》，要求对发热病人实行分级分类的全

面管理，做到应收尽收、应管尽管。

△口区防疫指挥部征用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部分病区设立口区特殊群体康复驿站，首批设立

床位２００张。

△司法部驻湖北指导组、口区防疫指挥部、武

汉女子监狱相关领导召开联席协调会议，就加强协

同配合，切实履行属地责任、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监

管责任，落实省、市防疫指挥部对武汉女子监狱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进行研究部署。

１２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制发《口区防控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在外人员返汉工作实施方案》。

１７日

口区召开会议，研究布置境外来返人员

管控和服务工作。同日，抽调工作人员驻守“三站

一场”（汉口火车站、武汉火车站、武昌火车站和天

河机场），对居住地在口区且有境外活动经历的

出站（场）人员逐一查验登记，并将甄别出的需集中

隔离人员对口转送至专门隔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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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日
武汉市４０家医院已恢复普通门诊，其中包括

口区内的同济医院、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武汉市第

四医院武胜院区。

１９日

△派驻口区的首支援鄂医疗队开始撤离。

△口区防疫指挥部制发《口区关于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的工作方案》，

引导全区企业分类分时复工复产。

２１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成立企业服务工作组。当

日，辖区内重点楼宇越秀·财富中心正式复工。

２４日

△位于口区古田四路的江汉七桥正式复工，
这是武汉市首个复工的桥梁工程。

△口区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１０天为
零，随同武汉市被评估为中风险城区。

３０日
口区召开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加

快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秩序相关工作。

３１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２０１９年度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及重点建设项目目标完成情况的通

报》，全省共有２５家单位被评为全省投资和项目建
设突出贡献单位，其中口区为武汉市唯一获此殊

荣的中心城区。

４　　 月

２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评定１４名牺牲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一线人员为首批烈士，其中有口区的张

抗美、吴涌和廖建军。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出《关于严防境外疫情
输入强化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

４日
上午１０时，口区在区行政中心大院举行哀悼

活动，表达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

世同胞的深切哀悼。

６日
口区第３２个全国爱国卫生月活动启动仪式

在长丰街丰美社区华生城市广场举行，活动主题为

“防疫有我，爱卫同行”。

７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出《关于建立疫情防控长

效机制持续做好小区封控管理工作的通知》。

７日至１０日
口区先后在高投创慧大健康产业园、Ｄ＋Ｍ

工业设计小镇、艳阳天酒店为辖区健康企业、工业企

业、商贸企业举办３场银企对接活动。

８日

△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汉正街各市
场逐渐开门营业。

△中共口区委、口区人民政府对区防疫指
挥部进行调整，下设综合、社区疫情防控、医疗救治

与康复保障、涉疫大数据与流行病学调查、复工复产

与企业服务、社会稳定、运输保障与环境整治、境外

疫情输入防控、宣传与心理疏导、党建考核、督导督

查、军方协调１２个工作组。

△２０２０武汉市“云招商”首场活动通过视频连
线方式举行，在口区分会场，海创汇、吉利优行、利

济北路综合体、瑞邦生物、百老汇影城５个项目签
约，签约总金额３６８亿元。

９日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赴

口区调研督导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强调要适应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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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精准化防控工作要求，慎终如始、毫不松懈抓好疫

情防控。

１０日
△口区政务服务大厅恢复对外服务，鼓励

“网上办”“云端办”，对确实需要在政务大厅现场办

理的事项，实行网上（电话）预约、分时办理。

△武汉市召开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会，以视频连
线的方式集中开工１００个重大项目，其中有口区
万科东风村开发项目等４个重大项目。

１３日
口区召开廖建军、吴涌、戴胜伟、张抗美先进

事迹报告会，号召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弘扬担当精神，

发扬务实作风，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全面胜利。

１４日
口区举行楼宇复工复产扶持政策解读会，辖

区１７个重点楼宇企业参与。

１８日
口区被调整为疫情低风险城区。

２２日
△口区召开二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全面落

实“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

转）要求，分析研究口区二季度经济形势，部署下

一阶段经济工作。一季度，受疫情影响，１０项 ＧＤＰ
支撑指标中“规上”工业产值等９项降幅超过２０％，
其中“限上”批零销售额等３项降幅超过５０％，商品
房销售面积降幅近１００％。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
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抓紧调整工作状态，掌握熟悉各

项政策要求，快速行动、每周调度，确保目标不偏离，

搏杀二季度、冲刺三季度、决战四季度。

△武汉市召开金融支持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政企
银对接会，口区设立分会场。口区国有资产管

理公司、口建设投资公司、远大医药（中国）有限

公司、武汉爱瑞迪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泽丰机电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分别与邮政储蓄银行、工商银

行、湖北银行、浦发银行、农业银行现场签署信贷支

持协议，签约总金额达１２１１亿元，支持项目８７个。

２５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文件，决定增设国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该中心落户在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２７日
△口区人民政府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汉江湾

生态综合治理 ＰＰＰ项目及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进
展情况。汉江湾生态综合治理 ＰＰＰ项目于２０１７年
纳入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融资规

划，项目包括水环境保护、企业搬迁改造、道路排水

工程、排水泵站、老旧社区环境改造和新兴产业园区

建设六大工程，计划总投资１２４４７亿元。
△湖北省总工会发布“２０２０年湖北五一劳动

奖”名单和“２０２０年湖北省工人先锋号”名单。口
辖区内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荣获湖北五一劳

动奖状，口区公安分局宝丰街派出所民警赵闯荣

获湖北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口大

队获得“湖北省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２９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出《关于切实加强“五一”

期间社区疫情防控尤其是小区封控值守工作的通

知》，文件指出，当前武汉市疫情防控已由应急性超

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要求进一步严格落实

包保责任、加强小区封控管理、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加大巡查督导力度。

本月

位于口区西部的张毕湖公园开工建设。

５　 　月

２日
△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

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到
口区江汉七桥项目工地和汉正街商业街区调研

“五一”期间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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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日
按照武汉市统一部署，口区普通高中高三年

级及中职学校、技工学校毕业年级开学复课。

９日
口区纪委十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

区誓夺“双胜利”推进大会召开，会议要求大力弘扬

敢打必胜的抗“疫”精神，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

１０日
在“百星·百亿助力武汉”苏宁专场公益直播

间，口区防疫指挥部指挥长、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

平向全国网友推介口企业的“源头好货”，宣传

口区的产业活力、人文魅力和美食吸引力。

１１日
口区召开全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传达落实武汉市防疫指挥部会议要求，部署医疗

救助、复工复产常态化疫情防控、社区管控和外防输

入等工作。

１２日
湖北省商务厅公示全省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名

单。全省共有两条步行街入选第一批省级步行街改

造提升试点，其中口区汉正街是武汉市唯一入选

的步行街。

１３日
根据武汉市统一部署，口区开展集中核酸检

测排查工作。集中排查期间，全区累计完成采样

５５４６万人，累计报告检测结果５５４６万例，未发现
确诊病例。

１５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制发《口区关于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实施方案》。

△武汉市举办 ２０２０年“云招商”央企专场活
动，深化央地合作。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口区签订合作协议，总

投资额逾５００亿元。

１６日
口区内吴涌家庭、李清龙家庭、罗永昌家庭荣

获２０２０年“全国抗疫最美家庭”和“荆楚抗疫最美
家庭”称号。

１９日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交易中心以网站揭牌

和视频竞拍方式顺利“云拍卖”７宗地块。其中，
口区建一路西片地块由招商局地产（武汉）有限公

司以５８８７亿元成交价竞得，出让面积约１０２万平
方米。该地块用途为住宅、商业服务、交通运输、公

园与绿地。

２０日
按照武汉市统一部署，口区周密组织，做实做

细各项工作，辖区１４所初中学校、４５５４名初三年级
学生顺利开学复课。

２１日
口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切实做好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就全区人口普查的组织

实施、经费保障等工作进行部署。

２２日
口区社会福利院开放家属探访。

２５日
２０２０年全国夏季服装新品现货交易会暨“百星·

百亿助力武汉”直播公益活动在汉正街市场开启。

２６日
口区作为武汉市唯一入选“全省投资和项目

建设突出贡献单位”的中心城区，获得省级固定资

产投资及重点建设项目目标考核专项奖励资金５０
万元和湖北省人民政府督查激励资金２５万元。

２７日
中共口区委召开政协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

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大会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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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以及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研

究部署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区政协工作。

本月

口区财政财务一体化监管大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６　 　月

１日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主持召开全区经济

运行调度会，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阶段经

济工作。

２日
口区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号召全区上下直面挑战，在非常之年，奋

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４日
经国家专家组评估确认，武汉市肺科医院最后

３名在院新冠肺炎患者（东西湖区三民小区５月新
增病例）均达到出院标准。这标志着武汉市在院新

冠肺炎患者再次清零。

５日
口区中小微工业企业纾困专项资金银企对接

会在位于口路的武汉Ｄ＋Ｍ工业设计小镇举办。

９日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委会４０周年纪

念大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及对地方

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回顾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在口建立和发展的历程，总结历史经

验。会议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

展，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谱

写新时代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凝聚力量。会后，

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专

题报告会。

△根据中共武汉市委巡察办工作要求，十二届
口区委第十轮（交叉）巡查工作正式启动。武昌

区派出三个巡察组进驻口区，对区委宣传部等９
家单位党组织开展为期６０天的驻点巡察，同时口
区派出巡察组进驻江岸区对相关单位开展巡察。

１０日
口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李某某等涉嫌刑讯逼

供罪侦查案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评选为２０１９年度
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精品案件，该案系全市

检察机关自行侦办的首例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案件。

１１日
口区防疫指挥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口

区新冠肺炎疫情社区常态化科学精准防控工作的通

知》。

１３日
△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

由二级降至三级。

△按照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部署要
求，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始连续多日对辖区

内的超市、农贸市场、公共厕所等环境样本进行采样

检测，核酸检测结果全为阴性。

△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组织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中央支持一揽子政策推进落实等工作，

强调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面对接、全力落实好

中央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真正把政策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

１４日
口区降雨量达到大暴雨级别，口区坚持防

汛、防疫工作两手抓、两不误，积极开展防汛备汛工

作。７月６日，全市启动防汛及排涝Ⅱ级应急响应；
７月７日，长江汉口段水位达到２７３０米警戒水位，
汉江新沟段水位达 ２７９２米，防汛进入关键时刻。
是日，口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区人民政府区

长刘丹平召开防汛工作会议，传达市委会议精神，强

调要拿出超常规措施，全力迎战大洪水，确保全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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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度汛；７月８日，刘丹平带队检查巡堤查险、排涝、
危房排查及居民转移等防汛工作，重点检查艾家咀

闸口、清远巷闸口、杨家河闸口、邱家
!

闸口等处，详

细询问各街道分指挥部巡堤情况，仔细调阅巡堤查

险记录，全面检查哨棚防御措施；８月９日，武汉市
防汛应急响应等级下调至Ⅳ级，全市实现安全度汛。

１７日
口区组织１０家商贸企业举办２０２０年复工复

产线下招聘会商贸专场。

１９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成员、民政部慈善

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副司长孟志强一行到口区

调研指导社区常态化疫情防控等工作。

２３日
“闪耀武汉之夜”———２０２０中国城市夜经济影

响力暨武汉仲夏消费季启动仪式在武汉举行，

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设置口区分会场。

３０日
△口区被命名为无疫情城区。
△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武汉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与中共口区委、口区人民政府承办

的第九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项目大
赛在武汉Ｄ＋Ｍ工业设计小镇开幕。

△口区东风村“城中村”综合改造还建房项
目动工，东风村是辖区内最后一个“城中村”。

７　 　月

１日
口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被湖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评为全省检察

机关先进部（局）室，口区人民检察院干警刘剑红

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先进检察官（检察人员）。

３日
中共口区委、口区人民政府对区防疫指挥

部进行调整，下设综合、社区疫情防控、医疗救治与

疾控、物资与市场保障、宣传、社会稳定、企业服务、

外事、学校开学工作、运输保障与环境保护（城市运

行）、督导督查和爱国卫生运动１２个工作组。

１０日
按照武汉市统一部署，口区９所高中（含中

职学校和技工学校）的高一、高二年级８３９７名学生
全部复学，１３日正式复课，３１日高一、高二年级学生
开始放暑假。９月初，全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按照
往年惯例全部开学。

１２日
“武汉之心”规划展览馆正式落户武汉 ＢＦＣ复

星外滩中心超级体验中心。该展览馆作为长江主轴

规划及汉正街中央服务区的展示窗口，将系统展示

汉正街商贸、民俗、艺术、金融文化的历史底蕴。

１４日
△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委市直机关

工委、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武汉警备区政治工作

处主办的首届“武汉楷模·最美退役军人”评选活

动结果揭晓，口区葛卫龙等２０名退役军人入选。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口区支持现

代商贸业发展的政策十八条》。

１９日
口区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区委主要负责人职

务调整决定。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决定：刘丹平

任中共口区委书记。

２２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

平参加区委双月座谈会，就“争取国家重大政策和

项目，促进口高质量发展”问计于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无党派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２７日
口区召开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动员部署

会，中共口区委书记、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

做动员讲话。会议要求，全区要铆足一股劲，拧成一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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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绳，以高水平创建为抓手，努力实现一流治理、提

供一流服务、展示一流形象。

２９日
口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带领区“双拥”成员

单位，走访慰问海军工程大学、武汉警备区、武警武

汉支队、武警口中队、武汉总装军代局、陆军勤务

学院训练基地、区人武部等口共建部队，以及参战

退伍老兵代表、优抚对象，共庆八一建军节。

３１日
口区被评为全省服务业发展突出贡献单位，

获得奖励补助资金３００万元。

８　 　月

６日
△中共口区委召开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审议通过《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２０年工
作要点》和《区委２０２０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清单》，研究部署下半年党的建设工作。

△中共口区委召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审议通过《２０２０年全区人才工作要点》，要求全面落
实全区人才工作重点项目，为口疫后重振和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

１０日
口区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迎检工作推进

会，全面部署口区精神文明创建“十大行动”，全

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复查测评工作。

１２日
△口区举办“抗疫有我，感恩有你”同心抗疫

故事会，辖区医务工作者、下沉干部、志愿服务者和

爱心捐赠企业、复工复产企业、重点建设项目单位代

表分别讲述抗疫故事。

△２０２０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武汉特别峰
会成功举办，１８个项目现场签约。其中，神州数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口区人民政府签约，拟建设

神州数码城市数字经济项目，总投资额１０亿元。

１４日
△中共口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

召开，审议通过《中共口区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超大城市核心区治

理现代化的决定》和《中共口区委、口区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见》，中共口区委书记、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

平讲话，并就《决定（讨论稿）》《意见（讨论稿）》起

草情况向全会做说明。

△口区政协召开十四届二十四次常委会议
暨区委书记与委员座谈会，就“我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建设”课题进行专题协商。会议审议区政协

各专（工）委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听取区人民
政府关于加强口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情况

的通报，区政协课题组就课题调研情况作专题

报告。

１９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

平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

推动口疫后重振、高质量发展”为题，为第十二届

区委第七期区管干部进修班学员上党课。

２２日
口区召开全国文明城市迎检工作调度会，对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再动员、再部署。

２５日
第四届中国·汉正街服装服饰博览会暨首届中

国·汉正街电商直播节在武汉 ＢＦＣ复星外滩中心
开幕，以“古今汉正街、货到汉口活”为主题，通过线

下展示和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共同呈现。

２７日
口区一职教中心东片地块成功出让，由武汉

鑫东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１３５亿元竞得。该
地块位于利济北路和京汉大道交会处，规划用地面

积约１３万平方米，分 Ａ、Ｂ两个地块，其中 Ａ地块
规划为商业、商务用地、居住用地、公园绿地，Ｂ地块
规划为公园绿地。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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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湖南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口区挂牌成立，

为武汉市首家商会人民调解组织。

９　 　月

８日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湖北省２００名个人、６０个集体受到表彰。其中，
口区有４个集体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１５人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４人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

１６日
２０２０大健康创投发展论坛暨中技所医疗技术

转化中心启动仪式在口区举行。口区正式设立

首期规模为５亿元的大健康产业引导基金，搭建大
健康产业金融服务平台。

２８日
口区召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会

上，全场肃立，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

胞默哀，随后宣读《中共口区委关于表彰全区优

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和《中共

口区委、口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口区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区领导

刘丹平等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代表和

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奖牌和

证书。

１０　 　月

８日
口区召开全区作风建设暨决战四季度誓师大

会，通报前三季度全区作风建设情况、市级目标完成

情况和重大项目完成情况，区发展和改革局、区商务

局、区建设局、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和易家街、六角亭

街负责人分别做表态发言。

１０日
口区召开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加强基层社会

治理工作推进会，通报社区党组织书记实行事业岗

位管理试点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

作、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社区工作者队

伍建设以及小区治理工作情况。

１１日
“创意乐汇，绿色相约”环保主题宣传活动在

口区内宜家荟聚购物中心举办，全市首台全自动垃

圾分类智能投放箱投入使用。

１２日
口区召开专题会议，通报青岛疫情相关情况，

传达湖北省和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工作要求，要求以

青岛为镜鉴，警钟长鸣，对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再部署，对区防疫指挥部防控工作机制进行再明确。

１４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刘丹平一行赴黄陂区罗汉寺

街皇庙村、李家集街六家砦村参加“扶贫日”活动。

１６日
中共口区委召开全区年轻干部座谈会，４７名

年轻干部围绕当前口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任务，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工作实际，

畅谈思想感悟、工作体会和工作建议。

２５日
口区２０２０年秋季校园招聘活动华中科技大

学专场在光谷体育馆举行。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举

行，共有４４７家企业参与，其中７２家企业参与现场
招聘。招聘会现场，２０２０年“就”在口·拥抱未来
大学生就业活力季活动正式启动。

２７日
武汉市举行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口区设立分会场。在第四季度，口区易家墩村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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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舵落口村“城中村”改造、建一路西片、一职教中

心东片等６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资额为
１５７８亿元。

１１　 　月

２日

△口区领导刘丹平、徐盛敏、喻长兴、张智会
见湖北省山东商会、浪潮集团相关负责人，共商共建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营项目，打造以浪潮集团为

核心的科技产业集群经济体，为口区智慧城市、智

慧环保、汉正街改造、智慧政务等提供服务。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文彤、武汉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局长盛洪涛，口区领导刘丹平、苏海峰

等会见深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共商以辖

区１１３５片为基础，共同打造汉江湾科创总部基地，建
设以产业生态运营为核心的世界一流科技园区。

４日

△口区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纾困资金的贴息公
示名单在武汉市融资担保平台“汉融通”正式发布。

此次公示的个体工商户有９７家，申报贷款金额共计
４６５９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总额２７９３万元，贴息
总额２２５３万元。

△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区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中心、战友集团、星冠联健身培训学院举办退役

军人健康体验暨就业推进会活动，吸引近百名退役

军人前来咨询应聘，现场初步达成就业及培训意向

５５个，签订意向书１８份。

１０日
口区举行“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续聘仪式

暨业务培训会，进一步加强“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

续派管理工作，切实提高党建指导员的履职能力和

水平。

１１日至１４日
以“健康共同体，科技创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

世界大健康博览会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口

区承办的健康金融馆围绕“金融助力大健康产业”

主题，展示“医疗技术成果转化交易平台”和“健康

保险服务平台”两大平台，以同济医院、中信医疗健

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细胞治疗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健康机构和中国光

大集团股份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国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等５０多家金融企业联合参展，提供多样化的技
术转化产品和健康金融产品展示。

１１日
口区领导刘丹平、徐盛敏、喻长兴、陈隽罡调

度督办全区“四办”（即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

次办）改革工作，实地查看区政务中心政务服务情

况，调研导办台、商事登记、不动产、房管、公安、税务

等窗口办理的便民化服务事项，召开“四办”改革工

作推进会。

１３日

△口区领导刘丹平、喻长兴、张智会见中信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ＡＥＣＯＭ医疗板块主要
负责人，共商共建口西部“汉江湾国际医疗健康

港”，打造国际大健康产业园、国际大健康产业基

金、国际大健康研究院、“一带一路”长江健康论坛

“四位一体”的产业生态。

△口区领导刘丹平、苏海峰、喻长兴、张智会
见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共商共建神

州数码武汉云基地，成立神州数码云赋能创新科技

有限公司，承接软件开发项目交付工作以及开展基

于本地化的ＩＴ人才培训和专业认证服务等工作。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重大专项“十四五”规划
研究课题组组长到口区韩家墩街“阳光家园”调

研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服务工作。韩家墩街“阳光家

园”为日间照料托养机构，建筑面积约６００平方米，
自２０１０年开园以来，一直秉承“让社会放心，让家
长安心，让学员开心”的宗旨，为残疾人提供精准有

效的服务。

１４日
武汉市首场“大汉口”专场招聘活动在武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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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学马房山校区西院体育馆举行。该场招聘会由

口区、江岸区、江汉区联合主办，现场参会企业

１００余家，提供就业岗位近５０００个，其中口区３６
家企业组团进场，提供岗位１４００余个。

１６日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到

口区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主持召开座谈

会，围绕“十四五”规划编制听取市民意见建议。

１７日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中共口
区委、口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汉江湾高

层次人才项目洽谈会暨数字经济产业峰会，在口

区楚天智汇创业孵化生态基地举办。会议以“创新

驱动新经济，人才赋能新生态”为主题，邀请部委专

家、院士、知名投资人汇集武汉、聚焦口，为武汉数

字经济突破性发展加油赋能。

△口区人民法院判处武汉市首批违禁捕鱼
案，３名被告人涉及两宗案件：一宗为被告人熊某、
胡某２人两入长江，电捕鱼２０６４千克，被渔政人员
截获；一宗为被告人汪某在长江电捕鱼５６５千克，
被民警抓获。法院判令被告人汪某在判决生效之日

起１０日内向案发水域放流成鱼 ２２６千克、苗种
４２３７５尾；判令被告人熊某、胡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日内向案发水域放流成鱼 ５１１６千克、苗种
９５９２５尾。

１９日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朱库成率

市“七五”普法总结验收第三检查组，对口区“七

五”普法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

２０日

△中共口区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对区“十四五”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区八个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

士分别从探索智慧养老新模式、科学编制“十四五”

规划、建设智慧城区、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对区

“十四五”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２１日，中共口区
委书记刘丹平组织召开“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座

谈会，相关职能部门分别对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

展以及规划纲要提出意见和建议。

△口区人民检察院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单
位”称号，是武汉市检察系统唯一获此荣誉的单位。

２６日
江汉七桥工程主拱顺利合龙，江汉七桥位于知

音桥和古田桥之间，全长约２７５千米，主桥长６７２
米，主跨４０８米，是汉江武汉段上第七座公路桥梁，
也是汉江上最宽、跨度最大的桥梁，在国内同类桥型

中跨度居第二。按照城市次干路双向６车道标准建
设，主桥预留远期拓宽至双向８车道条件，两侧设置
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

２８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刘丹平主持召开重大项目调

度会，研究辖区中小学布局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３５年）、
建一路西片一期规划设计方案、汉江雅苑项目验收、

长丰大道发展三村屋顶拆违及平改坡等相关事宜。

３０日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武汉

市委副书记、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周先旺会见深圳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勇健一行，就

该公司在口区设立科创基金、落户科创产业园等

事宜进行洽谈。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张忠军，

口区领导刘丹平、苏海峰参加座谈会。

１２　 　月

２日
口区召开第十五届人民政府第十次全体（扩

大）会议暨区政府廉政工作会议。会议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

议精神，讨论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共口区委副

书记、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苏海峰讲话，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徐盛敏主持会议并传达有关会议精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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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大会讨论通过《口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３日
湖北省庆祝第２９个“国际残疾人日”暨全省残

疾人自强模范与助残先进表彰颁奖仪式在武汉市第

一聋哑学校举行。武汉世佳伟业科讯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怀佳荣获“湖北省自强模范”称号，

口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三级调研员杨丽君荣

获“湖北省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韩家墩街

“阳光家园”荣获“残疾人之家”称号。

７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曹广晶到位于口区的

湖北普罗劳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加快

传统物流产业数字化改造升级，促进物流产业高质

量发展。

８日
中共口区委书记刘丹平到口区看守所、区

社会福利院、国玉食品经营部冷库、幸福时代幼儿

园、崇仁路小学新时代校区等重点场所，督导检查辖

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慎终如始抓好冬春之际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１１日
△口区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颁发第三

届口创新奖学金，同济医学院６１名优秀学子获奖。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残疾人轮椅舞蹈比赛开赛。

口区残疾人轮椅舞蹈队再次夺冠，口区残疾人

轮椅太极队获优秀奖。

１２日
位于口区内解放大道与利济北路交会处的武

汉Ｋ１１购物艺术中心开业迎宾。Ｋ１１购物艺术中
心总投资额３２亿元，总建筑面积逾２４万平方米，其
中８６万平方米的购物艺术中心和５６万平方米的
写字楼已汇集 ３０余家知名品牌首店及特色体验
馆等。

１７日
口区内竹叶海公园一期改造工程全面开工，

预计２０２１年底建成开园。改造后，竹叶海公园面积

将扩至４１１万平方米，并引进１００多个竹类品种，
打造一座“百竹园”。

１８日
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获得２０２０年度中国

政务网站领先奖，该网站连续５年获此殊荣。

１９日
中共口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

召开。全会审议了区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

《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关于制定全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中共口区委书记刘丹平就建议（讨论稿）向

全会做说明。全会高度评价“十三五”时期口区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提出口区到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提出“十四

五”时期口区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遵循原则、

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及重要举措。

２２日
口区在口警察公园举行首批党员教育示范

基地命名授牌仪式暨区公安系统“红色警营”活动。

２３日
口区举行楼宇经济发展高峰论坛暨武汉恒隆

广场办公楼启幕仪式。活动现场，口区人民政府携

手恒隆地产有限公司共同举行企业入驻签约仪式。

２４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第三批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通知》，湖北省共有３家单
位获批第三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其中口区是武

汉市唯一获批创业就业方向双创示范基地的城区。

△由长江日报长江财经智库联合武汉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武汉市科技局等推出的“新地标·新航

向·新征程”第二届武汉产业新地标再发现系列报

道及评选活动结果揭晓，全市有１２个在建项目入选
武汉产业新地标，其中有口区云尚·武汉国际时

尚中心和ＢＦＣ复星外滩中心２个项目。

２５日
位于口区建设大道与航空路交会处的地质大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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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片地块（规划用地面积１０６９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４４９万平方米）以９４３亿元由武汉华发睿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功竞得，溢价１４３亿元，溢价
率１７９％，楼面地价超２１万元每平方米，成为
口区总价、单价双料地王。

２７日
中共口区委召开出席区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和区十四届政协五次会议的中共党员代表、委员会

议。出席本次“两会”的代表、委员中，中共党员占

人大代表总数的 ７７８％，占政协委员总数的
３８４％。

２７日至２９日
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

中共口区委书记刘丹平代表口区委向大会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区政协主席周付民向大会做常委会

工作报告，区政协副主席程宏刚向大会做提案工作

报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向大会通报关于区政协十

四届四次会议以来建议案提案办理情况。会议审议

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口区第十四

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建议案的决议》，选举郑

学军任区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副主席、金拥军任秘

书长、谢晓凤任常务委员。大会期间共收到提案原

案２０７件，其中集体提案２８件，提案委员会将根据
提案工作细则审查立案后交有关部门办理。

２８日至３０日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

开。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苏海峰代表区人民政府

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大会表决通过《口区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和表决办

法》《关于设立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

委员会的决定》《关于口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

决议》《关于口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关于
口区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２１年计划的决议》《关于口区２０２０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１年财政预算的决议》《关于口区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口区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口区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的决议》和《关于议案审查报告的决议》。大会

选举苏海峰为口区人民政府区长，胡亚非为区第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建青、李之东（女）为

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表决通过区第十五届

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２９日
在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电视电话会议

上，口区被评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度全省文明城
市（区）。

３０日
口区人民政府召开第十一次全体（扩大）会

议，贯彻落实区委第十一次全会和区“两会”精神，

部署相关工作。中共口区委副书记、口区人民

政府区长苏海峰出席会议并强调，要高质量完成

口区《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向口

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３１日
口区万人宿舍片１７６号地块被广州华川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华发集团）低价竞得，成交总价

７４６９亿元。汉正西物流片１７５号地块被湖北恒泰
天纵置业有限公司以总价 １７５０４亿元竞得，溢价
１２５亿元。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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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综 述

概 述

【基本情况】　 口区位于武汉中心城区西部，东邻
江汉区，西、北与东西湖区接壤，南临汉江与汉阳区隔

江相望。２０２０年，全区土地面积４１４６平方千米，户
籍总人口５４１９４７人，有汉、回、满、土家等３６个民族。
区辖１１个街道，１３５个社区、１个行政村。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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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８８ １４１６７ ７ １
古 田 街 道 ５２２ ６７５２９ １４
长 丰 街 道 １０１７ ４２８０８ ２０
韩家墩街道 ４５９ ７２７７５ １１
宗 关 街 道 ３７１ ４９６０６ １２
汉水桥街道 ２６４ ６１５３９ １２
宝 丰 街 道 １８８ ５４８５０ １１
荣 华 街 道 ０８１ ４１１４３ ９
汉 中 街 道 １３３ ４８４３５ １１
六角亭街道 ０７４ ２７５０１ ９
汉 正 街 道 １５７ ６１５９４ １９

【自然环境】　口区地处长江中下游江汉冲积平
原，无丘陵山坡，地势平坦开阔。历史上原为河湖水

域，芦苇丛生，经汉江入江口变迁，河沙冲洗，沙土逐

步堆积、填充形成陆地，地面标高１９～２２米。
口区邻近汉江和长江的汇合口，是汉口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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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先后建有玉带门、汉

西车站。１９０７年，拆除汉口城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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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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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条、主干道 １８
条、次干道２２条、支路６８条，武汉轻轨１号线、地铁
６号线通过辖区，汉江口区段有６座桥梁连通汉
阳，口成为武汉地区重要交通枢纽。

口区的气候类型为亚热带季风气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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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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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署仍设在汉阳。清康熙年

间，汉口巡检司由汉阳迁至汉口。清末，汉口设置为

夏口厅，从行政管理上与汉阳正式分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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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口境域反复隶属于汉口市政府和汉口特

别市政府。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６日，武汉解放。７月，中
共武汉市第二区委员会成立。１９５０年１１月，武汉
市第二区人民政府成立，管理口片区。１９５２年６
月，武汉市第二区改称口区，辖街道人民政府２０
个。１９５４年，街道人民政府改为街道办事处。１９５５
年３月，口区人民政府改称口区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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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口区人民委员会改为
口人民公社。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口人民公社解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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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化 改 革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共口区委、口区人民政府
坚持新发展理念，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拓宽视野、抢

抓机遇、破解困局、开拓新局，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谋划推进一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为全面

夺取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

强大动力。在全年推进的９８项改革项目中，２项国
家级改革试点工作按照要求和时序持续推进，７项
省级改革项目顺利完成，４１项（配合参与的市级重
点改革项目有２０项）市级重点改革项目全面完成；
４８项区级改革项目中，２项区级特色改革项目取得
阶段性成效，６项重点改革项目成果显著，其他项目
均按时间节点全部完成。年内，中央和省、市主流媒

体专题报道口区改革工作达７０余次。

　　口区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全景

【责任落实】　２０２０年，中共口区委扛起全面深化
改革主体责任，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先后制发《区委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２０２０年改革工作要点》《区领
导领衔推进２０２０年重点改革项目》《２０２０年全区改
革工作要点任务分解表》和《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专项小组设置方案》，调整完善９个改革专项
小组。进一步加强对全区改革工作的领导，实行层

层责任制，区委书记承担第一责任，各专项小组组长

对相关领域负责，其他区领导对职责范围内的改革

工作负责，承担改革任务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协

调解决改革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区委改革办公室负

责对全区改革工作和项目的全面协调。

【精准施策】　２０２０年，中共口区委坚持把２项国
家级和７项省级改革试点作为重中之重，主动对标，
创新作为，集中力量，寻求突破，加快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新经验、新做法。以制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体制机制问题和短板为主攻方向，先试先行，大力

谋划区级特色改革项目、区级重点改革项目。贯彻

落实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针对新冠疫情暴露

的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卫生体系问题，召开区委十

二届十次全会，出台“１＋１＋Ｎ”系列政策文件，着力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确保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古田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

青少年校园足球、“四办”改革、居家养老“１３３工
程”等工作抓出特色，形成口样板。积极推广项

目化管理等特色工作，打造口亮点。

与此同时，加强对改革工作项目的督办与协调，

建立重大改革事项定期调度机制，

对国家级改革试点项目、“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改革、创最优营商环

境、“四办”改革等重点改革项目

进行研究调度。建立区级领导领

衔推进重点改革项目机制，区委常

委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每人至少

领衔１项重点改革项目，主动协调
解决困难问题，确保各项领衔改革

项目顺利推进。区委改革办公室

对全区承担改革任务的牵头单位

进行跟踪督办，联合区委督查室、

区人民政府督查室对相关重点改

革工作进行督办，下发督办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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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通报，形成联合作战、集中攻坚的工作格局，并

采取随机抽查资料台账、实地查验和个别交流等方

式，对各单位承担的改革任务进行检查，推动改革项

目落实。

【国家级改革试点】　２０２０年，口区按照要求和时
序持续推进两项国家级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新的进

展。一是持续推进古田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国家级

试点。常码头小学异地新建、张毕湖水环境治理、宜

家片区海绵城市建设等３个项目获批老工业地区振
兴发展专项（老工业城市更新改造）２０２０年中央预
算内投资补助３９３９万元，完成重点产业项目８个，
新引进电子商务企业５３家；中成航投产业园、高投
创慧产业园集聚优质企业３８家新注册企业３２６家，
完成招商引资１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在疫情造
成经济形势下滑严重的情况下，基地招商引资增长

率先由负转正。二是深化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国

家级试点。全区２５家电子商务及相关企业被评为
市级疫情防控市场保供做出突出贡献企业。聚集

“猪八戒网”华中总部等服务型电商项目，建成猪八

戒电子商务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注册平台企业近

３００余家，服务型电商产业具备规模优势。全年完
成重点产业项目８个，新引进电子商务企业６８家，
完成进度９７％；新登记市场主体４１３家，完成目标
的１３７７％。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文创设计招
商，引进龙头型企业，强链、补链、伸链；依托现有

楼宇、园区资源，借助大招商平台，引进重点产业

项目１０个，建立汉江湾（口）创业中心，打造新
工厂高新产业园、中航产业园２个主题特色园区。
年内，完成商务部２０２０年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综合评价，口区的得分居全国第八名、湖北省第

一名，新增申报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１家（皇冠
幸福里）。

【区级特色改革项目】　２０２０年，口区积极探索、
全力实施两项区级特色改革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一是探索汉江湾生态新城建设机制，加快建设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先行区。突出“科创”特

色，推动工业设计、大数据、健康医疗、电子商务、区

块链、智慧城市集聚发展，形成工业服务业全产业链

发展新气象。“Ｄ＋Ｍ”工业设计小镇、新材料及电
子信息产业园、环同济健康科创产业园（海尔国际

广场）、“新工厂”大数据产业园、国家电子商务示范

基地服务贸易产业园、武汉区块链产业园共入驻企

业近３００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４家、高新企业
１５家、纳税在口的企业２１５家，全年新增企业６２
家。以开发区北区７７７亩（合５１８公顷）地块为载
体，策划申报发债规模３０亿元的汉江湾大健康产业
基地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建设内容包含道路、管网、

绿化升级、原有工业厂房新建改造，总投资３８６亿
元。该项目已完成“一案两书”编制，入财政外网

库。二是推动汉正街加快全面复兴，打造中部地区

强大市场。依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汉正街复兴总体设计方案的通知》及创建省级、国

家级高品位汉正街步行街规划工作方案，按照商旅

文创融合发展工作要求，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文化传

承创新和治理模式创新，推动汉正街加快全面复兴，

成为武汉建设全国商贸物流中心的核心引擎。以汉

正老街为纽带，以创建省级、国家级高品位步行街为

契机，从点、线、面多层次提升片区商贸、服务、文化、

旅游等功能，优化内外交通组织，改善整体空间品

质，将历史传承与时代风貌相结合，推动片区整体提

档升级，致力打造中部地区强大市场。年内，已完成

汉正街省级高品位步行街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制定三

年建设行动计划；完成汉正街步行街建设政府专项债

发行申报、录入、资料提交、审核工作，通过政府专项

债已解决资金问题；已经启动与知名品牌旗舰店、体

验店商家洽谈引进事宜和步行街设计改造工作。

【宣传推广】　２０２０年，口区在改革工作宣传方面
取得新成绩。全年市以上主流媒体对口区改革工

作的专题报道达７０余次，其中，《文化赋能 百年汉
正街焕发时代新风尚》等被新华社报道，《口力推

“四办”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办理施工许可证平均用

时仅需０７５个工作日》《“汉水清风”抖音短视频展
播叫响口廉政品牌》等被省级媒体报道。利用微

信公众号“口发布”，全面、系统、实时发布口改革

各类政策、成果和动态信息。《口区全面深化改革：

９８项改革项目纵深推进》在“学习强国”平台区县新
闻推介。利用《口信息》及时总结报道改革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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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的好经验、好做法，共刊发各类改革信息４０余
篇，全区上下形成抓改革工作比学赶帮的浓厚氛围。

（李　劲）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国民经济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 ８０１１６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下
降８４％，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２１５９亿元，比上
年下降６３％；第三产业增加值 ５８５２６亿元，比上
年下降 ９２％。第二、三产业结构由上年 的
２６５３∶７３４７调整为２６９５∶７３０５。

【工业】　２０２０年，口区完成工业增加值７４４１亿
元，比上年下降１１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
值１４５６３亿元，比上年下降０４％。全区有个体私
营工业企业９４３８６个。

【建筑业】　２０２０年，口区共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
建筑企业７１个，从业人员４８３８１人。有资质的建筑
企业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７１３３６亿元，比上年下
降１０１％，完成建筑业增加值１４１７４亿元，比上年
下降２５％。建筑工程结构验收合格率１００％，竣工
验收合格率１００％。建筑企业施工项目５１个，竣工
项目５４个；施工面积 ６００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２５％，竣工备案面积 ７０５５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５６４％。

【国内贸易】　２０２０年，口区完成批发和零售业增
加值比上年下降１５９％。商业企业完成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５６２３亿元，比上年下降３１９％。限额
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
企业、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２００万元及以
上的住宿餐饮企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３２８８亿
元，比上年下降２３８％；限额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总额完成１２９４３亿元，比上年下降 ４９７％。其
中，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完成零售额４２２１７亿
元，比上年下降２３８％；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完成
零售额１０７亿元，比上年下降 ２２５％。全区有注

册商品交易市场７９个，商业从业人员１１万人。

【对外经济贸易】　２０２０年，口区完成外贸进出
口总额４７６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８％。实际利
用外资５７２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０１６％。年内新
增“三资”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三类

外商投资企业）８６个，截至年底，全区存续“三资”
企业４６５个。

【财政收入与支出】　２０２０年，口区实现一般公共
预算总收入 ６７６８亿元，比上年下降 ３１７％，占全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１１７％下降到８４％。
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４８６９亿元，比上年下降
１９１％。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７５４３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０４％。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２０２０年，口区植树３万
株，新增绿地面积３２万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６９３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３４９％。昼间区域
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５３７分贝，比上年增加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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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５分贝，比
上年增加１４分贝，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
道路清扫面积 １４２８２２万平方米，垃圾清运量
６３０２６吨每日，门前三包覆盖率９６％，主次干道机
械化作业率９５％。

【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共有幼儿园７８所，在园幼
儿１５６６６人；小学４４所，在校学生３６９２７人；普通中
学２５所，在校学生２４１９７人；中等职业学校２所，在
校学生３７１５人；特殊教育学校１所，在校学生１１０
人。６～１１周岁人口入学率１００％，１２～１４周岁人
口入学率１００％。小学在校学生辍学率为零，初中
在校学生辍学率为零。初中毕业生合格率１００％，
普高率达５５％以上，保护分数段学生居全市前列。
高考实现清北双突破，６００分以上学生快速增长，增
幅达４２％，文理一本上线率超５０％。

【科学技术】　２０２０年，口区专利申请７８２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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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长３１６５％，专利授权量１９８件，比上年增长
２２９８％。全年累计获批高新技术企业１３４个，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１４００７亿元，增幅９９％。有国家
级孵化器１个（武汉三新新材料科技企业孵化器）、
国家级众创空间１个（ＥＣ创业社），全年新增孵化
面积１７３６平方米，全区孵化器总面积达９６１３２平方
米。全年技术市场签订各类技术合同５２０项，合同
成交额１００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０％。

【文化】　２０２０年，口区有区属文化事业机构 ２
个，其中文化馆、图书馆各１个，图书馆藏书 ４３万
册，从业人员１９人。全年开展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２０项（次），文化市场管理稽查覆盖率达１００％，音
像制品案件查处率１００％。年内，口区文化和旅
游局获武汉市第４３届“武汉之星”“戏曲达人秀”比
赛最佳组织奖，彭才德获该项比赛三等奖；赵秋萍在

第十五届“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中获三等奖，并

获中国京剧“优秀票友”称号。

【卫生】　２０２０年，口区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３６３
个，其中，医院５１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１个，社区
卫生服务站２４个，其他医疗卫生机构２７１个。有卫
生技术人员医护人员２２２２８人，其中执业医师７９７０
人；有医院病床 １６７９０张，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生
１４６６人、医院病床３０９８张。法定报告传染病发
病率为１０８５８５６９人每 １０万人，儿童免疫接种率
９９％。食品安全监督覆盖率１００％。

【体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开展大型群众性体育活动
１３次，参加活动人数２５万人。体育人口达到３６万
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４０９％。组队参加市级以上
体育竞赛３０７人次，获得金牌６０枚、银牌３０枚、铜
牌３３枚。参加了１１项武汉市青少年比赛，其中足
球获得总分第一，摔跤、田径、乒乓球三项获得金牌

第一、总分第一。

【人民生活】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４６６３１元，比上年下降 ２７％。参加社会养老
保险单位８５２６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职工２９４０万
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单位８６０１个，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人员５７０８万人；参加失业保险单位８５０２个，
参加失业保险职工２０６５万人；参加工伤保险单位
８５３０个，参加工伤保险职工２１７１万人；参加生育
保险单位８５６６个，参加生育保险职工２４６３万人。
有７１１３５户次城乡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贴，比
上年下降５０４％，共计 １００５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６３４％，最低生活保障费实际发放金额７９０７２７万
元，比上年减少１４４９２万元。发放物价补贴、水费、
电费、春节慰问等各项补助２３２７０１万元。人口出
生率７３３‰，人口死亡率１０８‰，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３４８‰。

（曹海霞）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共口区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口区委文明办）深入贯彻落

实全国、省、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实施公

民道德建设工程，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持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

的时代新风，为口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良好的社会

环境。

【公民思想道德】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文明办大力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深入贯彻落实《新时

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持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积极开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培育时代新人。

拟制下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志愿服务工作助力基层

社会治理实施意见》，进一步强化新时代志愿服务

工作。积极推进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

设，打通党的群众工作落地落实“最后一公里”。进

一步挖掘辖区各领域中涌现出的贡献突出、事迹感

人和体现时代精神风貌的“最美人物”，六角亭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罗浩、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六角

亭院区护士长艾萍、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口分公司

经理汪勇、武汉市肺科医院主任医师杜荣辉４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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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２０２０年“中国好人榜”。积极在全区开展“口
新时代楷模”推评活动，评选出１９名新时代楷模。
至年底，口区先后有３３人被武汉电视台《一城好
人》专栏报道。积极开展“我们的节日”春节、元宵、

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口区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调度会

【文明城区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文明办积极开
展精神文明创建“十大行动”，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

用，组织召开调度会、协调会及培训会６次，全力迎
接中央、省、市各类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制定下发

《关于在全区公共场所实行网格化包点包片责任制

的通知》和《重点公共场所实地考察测评标准》，区

委常委挂点街道，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负责分管战线，

２０名区领导开展拉练、明察、暗访３０次，建立五级
巡查督导机制，下发问题责任清单９４个；紧盯电视
问政、行风连线、作风巡查和市区督导组督办的问

题，紧盯辖区８个迎检路口、２７条迎检路段、公园广
场、集贸市场、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积极开展 “五

项集中行动”。成立９４０人的市民巡访团，巡访３９５
次，发现解决问题５３９个。年内，辖区同济医院、崇
仁路小学、区人民检察院荣获新一届“全国文明单

位”称号，张定宇家庭荣获新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称号，口区荣获新一届“省级文明城区”称号，区

人民法院、区审计局、区城管执法局等２５家单位荣

获新一届“省级文明单位”称号，崇仁路小学、武汉

市第十一中学、武汉市第四中学、东方红小学荣获新

一届“省级文明校园”称号，刘敦谦家庭、谈雯丽家

庭荣获新一届“省级文明家庭”称号。

【疫情防控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文明办响应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的号召，扎实开展“志愿服务关爱

行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区紧急招募

１４７４名志愿者，落实志愿服务“三个一”关爱行动，
累计发布志愿服务信息７１２万条、电话告知居民
１０万余次、上门排查困难居民５５５万户次，累计上
岗志愿者近５万人次。其中，涌现出以央视采访报
道的变电社区志愿者易春恒、中山社区“００后”志愿
者余汉明等为代表的一批志愿服务典型。推评武汉

市志愿服务四个一批典型８个，武汉市最美防疫志
愿者４人。武汉市第三医院急救转运中心护士长肖
芳被评为２０１９年度全国最美志愿者，武汉地铁集团
“文明伴你行”项目被评为２０１９年度全国最佳志愿
服务项目。

【未成年人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文明办着力推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学校内外社会文化环境

进一步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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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开展“新时代好少年”

学习宣传活动，武汉市第二十九中

学陈琪方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

年”，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吴梓彰、

崇仁路小学牟卓然、武汉市第一职

业教育中心张安欣３人被评为武
汉市新时代好少年。积极开展系

列爱国爱党、立德修身、战疫故事

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形式多样

的文体活动，大力开展查处校园周

边２００米经营性场所，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

环境。

【文明宣传】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
文明办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宣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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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学生陈琪方被
评为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是湖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少年

度，全方位弘扬文明新风。坚持将核心价值观、中国

梦、志愿精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讲文明树

新风”公益广告宣传、疫情防控宣传、“文明健康有

你有我”公益宣传作为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的重要举

措。全区１３５个社区充分运用小喇叭、宣传折页、宣
传栏、横幅、电子屏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市委、区委

文明办的各项指示要求，切实做到家喻户晓。组织

制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６个方面、２４项
宣传画面的模板，下发各街道和相关部门进行广泛

宣传。全区共制作宣传海报 ７４４０张、宣传横幅
３８２３余条，发放《致市民一封信》１３万份，利用各种
电子显示屏宣传栏２００多个，组建社区宣传小分队
近５００支，推动文明新风走进群众、融入日常生活。

【文明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有各级文明单位、文
明街道、文明社区及文明诚信市场３７０个。其中，国
家级文明单位３个，省级文明单位２５个，省级文明
校园４个，省级文明家庭２个，省级文明诚信市场
１２个，市级文明单位８３个，市级文明校园１３个，市
级文明街道１１个，市级文明社区６３个；武汉文明市
民３５人，武汉市最美志愿者２人，最佳志愿服务项
目２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１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１个。

（袁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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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口区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共口区委员会（简称口区
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武汉、参加湖北代表

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工作要求，

加快建设三大功能区，重点发展三大产业，推进超大

城市核心区治理现代化，全力打造转型发展示范区、

改革创新先行区、三生融合样板区，全面开启口复

兴新征程，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的成绩。

【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口区委召开全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武汉市委第四巡回指导

组全体成员，区四套班子成员，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会上，武汉市委第四巡回

指导组组长许国胜讲话强调，口区主题教育政治站

位高、学习教育实、调查研究深、检视问题准、整改落

实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主动作

为，展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下一步，一要坚持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不松劲；二要坚持强化党的政治建设不

动摇；三要坚持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不走

样；四要坚持抓好整改落实不放手；五要坚持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停歇。口区委副书记、区人民

政府区长刘丹平强调，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

来；二要全面总结口区主题教育取得的成果和重要

经验，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三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作为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持之以恒抓实抓好。

【区纪委十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誓夺

“双胜利”推进大会】　２０２０年５月９日，中共口区
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口区纪委）召开十二届五次

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誓夺“双胜利”推进大会。大

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十九

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省纪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市纪

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精神，总结２０１９年绩效管理工作，
研究部署常态化疫情防控、２０２０年经济社会发展和纪
检监察工作。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参加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一要充分肯定成绩，坚定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信心决心；二要准确把

握当前形势，切实增强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大力

弘扬敢打必胜的抗疫精神；三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四要以

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效推进治理能力提升，为誓夺

“双胜利”提供坚强保障。随后，口区委常委、区纪

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邹春燕代表区纪委常委会作工作

报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前旭通报２０１９年度全
区绩效考评结果；被评为“十优”的单位进行书面经验

交流，１９家单位书面报告２０１９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工作情况，汉正街道办事处、区发展和改革

局分别代表街道、区政府职能部门表态发言。

【全区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暨组织工作会议】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１日，口区委召开全区党（工）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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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暨组织工作会议。区委

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参加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２０１９年全区组织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突出重点、创新举措，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全面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水

平稳步提高。做好今年组织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全面贯彻全国、全省、全市组织部长会

议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抓

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突出抓好干部队伍治理能力

建设，突出抓好人才制度和政策创新，有力推动全区

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口夺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重点做好四个

方面工作：一要建立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

度；二要打造治理能力强、专业水平高的干部队伍；

三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四要提高人

才工作科学化水平。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苏海

峰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前旭总结部

署全区组织工作。六角亭街、易家街、汉正街和区教

育局党（工）委书记大会发言述职，其余单位党（工）

委书面述职，并进行现场测评。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　２０２０年 ５月 １１
日，口区委召开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传达

落实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会议要求，研究布

置医疗救助、复工复产常态化疫情防控、社区管控和

外防输入等工作，对全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再动

员、再部署、再落实。会议强调，要继续绷紧疫情防

控之弦，坚决防止疫情反弹逆转。要迅速行动，全面

开展所有单位、所有区域、所有人员疫情风险大排

查。要细分单元、压实责任，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强督查检查，确保

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要坚定信心决心，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区委常委，区人

大常委会、区政协主要领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相

关职能部门、各街道、经济开发区党政负责人和区疫

情防控指挥部相关工作组负责人参加会议。

【区委政法工作会议】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口区

委召开政法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政

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湖北疫情防控工作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

中全会，以及中央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政法工作会

议精神，全面总结２０１９年政法工作，研究部署２０２０
年工作任务，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稳定工作

硬仗，推动平安口建设再上新台阶。区领导苏海

峰、张晓红、余雅明、宫志中、胡诗云、万诗雄、陈建祥

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

政治安全铜墙铁壁；要坚持防范化解涉疫风险，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要坚持法治引领，提升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要坚持“五个三”行动，打赢扫黑除恶

收官之战；要坚持试点突破，着力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要坚持深化改革，全面提升执法司法综

合效能；要坚持忠诚干净担当，锻造高素质政法铁

军。会议通报２０１９年度全区平安建设检查考评
工作情况，传达２０２０年全国“两会”期间信访稳定
工作方案。

【宣传思想统战工作会议】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９日，
口区委召开全区宣传思想统战工作会议，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全

国和全省、全市宣传、统战部长会议精神，总结２０１９
年宣传、统战工作，部署２０２０年工作任务。区领导
苏海峰、潘利国、刘传、刘国利、宫志中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始终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

主动权，努力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最强正能量；要

始终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彰显作为、交出合

格答卷；要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全力支持辖区民营企

业做大做强做优，打造民营经济强区，团结引导民营

企业为口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区委政协工作会议】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口区
委召开政协工作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

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７０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口区政

协工作。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在会

上讲话。他强调，一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指

导推进口政协发展实践；二要充分肯定全区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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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绩，切实增强做好口政协工作的信心决心；

三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政协工作重点，切实推动口

政协高质量发展。口区政协主席周付民总结近年

来政协工作，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任务。会议传达学

习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
大会精神，以及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苏海峰主持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
口区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鼓励全区上下认清形势，把握要求，直面挑战，

团结一心，奋发有为，在非常之年，奋力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区委副书记、区人民

政府区长刘丹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一要深

入学习、深刻领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上来；二要坚定信心、振

奋精神，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奋力夺取“双胜

利”；三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敢打必胜、勇往直

前的英雄气概落实、落实、再落实；四要增强忧患意

识、危机意识狠抓落实，努力干好自己的工作、做好

自己的事情。会上，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苏海峰

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学彬传达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精神，区政协主席周付民传达全国政

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精神。

【全区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２日，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指挥长王忠林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

会，号召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防汛救灾、防灾减灾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把防汛救灾

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发扬连续作战、敢打敢拼、

从严从实、尽锐出战的精神，全力迎战大洪水，确保

江河不决堤、确保湖库不溃坝、确保城市不内涝、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不受损失。会后，口区人民

政府区长、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刘丹平迅即主

持召开全区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传达市防汛工作

视频调度会精神，部署辖区防汛工作。他强调，全区

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

作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整改防汛工作中精神不紧张、

行动不迅速、任务不明确、要求不严谨等问题，尽锐

出战，连续作战，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一要把防大汛、抗大洪、救大灾作为当前全区

工作的重中之重和首要任务，全区动员，集中力量，尽

锐出战；二要做好打大仗、打恶仗、打持久战的思想准

备和工作准备，备足力量、设备、材料，全面做好各项

保障工作；三要立足于防，以更高标准、更严措施强化

巡堤查险，进一步明确巡查任务，提高巡查频次，扩大

巡查范围，发现隐患及时上报处置，迅速解决人在心

不在、人在能不足等问题；四要全面开展应急抢险工

作综合演练，首批抢险突击队即刻集结到位；五要坚

持防汛、排涝两手抓，两线作战，统筹兼顾，决不能顾

此失彼，要谨防发生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六

要严肃防汛纪律，各级指挥长要确保到岗在位、通讯

畅通，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

【区委十二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

会议】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口区委召开十二届十
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出席全

会的有区委委员３１人、区委候补委员５人，有关方
面负责人、区纪委常委、区第十二次党代会部分代表

和部分社区书记、主任列席会议；全会由区委常委会

主持。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口区委关于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超大城市核心

区治理现代化的决定》和《中共口区委、口区人

民政府关于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实施

意见》。区委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在会上

讲话，并就决定（讨论稿）和实施意见（讨论稿）起草

情况向全会做说明。

【全国文明城市迎检工作调度会】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２
日，口区委召开全国文明城市迎检工作调度会，对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调度，打赢打

好创文迎检攻坚战。区领导刘丹平、苏海峰、邹春

燕、刘传、喻长兴、陈隽罡参加会议。会前，现场查

看辖区建筑工地、集贸市场、老旧社区等重点场所文

明城市迎检工作开展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整

改意见。会上，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

就各单位对文明城市迎检工作还存在决心不大、工

作不细、卫生较差、被动应付等问题指出，全区上下

要进一步振作精神、下定决心、对标提标、查找问题、

压实责任、狠抓落实。一要下定决心，坚决打赢创文

迎检攻坚战；二要抓细抓实，扎实开展“四项行动”；

三要紧盯问题，完善全民攻坚的传导机制。区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苏海峰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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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长刘传通报近期全区创建迎检工作情况及存

在问题，部署下阶段工作。各街道、区建设局、区城

管执法局、区交通大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汇报近期

工作、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安排。

【口地区廉政教育大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
口地区廉政教育大会召开，以“强化清廉实干担当、

聚力决胜全面小康”为主题，开启党风廉政建设宣

传教育月活动。口区委、区人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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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家口地区纪检组织工作联席会成员单
位的党政领导、纪委书记和党员代表，各街道、各部

门和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参加会议。区

委书记刘丹平对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

作动员，并以《以案为鉴，筑牢制度和思想防线》为

题，给党员干部讲廉政教育党课。他强调，一要把握

形势要求，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

重要性；二要注重以案为鉴，切实增强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坚定性；三要强化综合施策，切实增

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针对性；四要坚持

廉洁自律，不断提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

自觉性。

【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２０２０年９
月２８日，口区召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大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湖北省、武

汉市表彰大会精神，表彰全区抗疫先进个人和先进

集体，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动员全区上下凝聚力量、

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上午９时整，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国歌
唱毕，全场肃立，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

胞默哀。区委书记刘丹平参加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人民政府代区长苏海峰主持会议，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彭前旭宣读《中共口区委关于表

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徐盛敏宣读《中共

口区委、口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口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区领导为

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代表和优秀共产党员、

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奖牌和证书。

【全区作风建设暨决战四季度誓师大会】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８日，口区委召开全区作风建设暨决战四季
度誓师大会。会议主题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湖北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武

汉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切实转变作风，坚决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会上，区委书记刘丹平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人民政府代区长苏海峰主持会议，区委常

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邹春燕通报前三季度全

区作风建设情况，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

徐盛敏通报前三季度市级目标完成情况，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徐岗通报前三季度重大项目完成情况。区

发展和改革局、区商务局、区建设局、区城区改造更

新局及易家街、六角亭街道负责人分别表态发言。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推进会】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
１０日，口区委召开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加强基
层社会治理工作推进会，会议主题为：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湖北省委十一届七次

全会、武汉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和口区委十二届

十次全会精神，推动全区重点任务落实。区领导刘

丹平、彭前旭、徐盛敏、喻长兴、胡立武参加会议。会

议通报社区党组织书记实行事业岗位管理试点和机

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深化街道管

理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以及小

区治理工作情况。会上，区委书记刘丹平讲话强调，

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责任感和紧迫感；二要进

一步明确工作目标，推动重点工作提质增效；三要进

一步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２
日，口区委书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刘丹平

主持召开会议，通报青岛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情况，传

达省、市防疫指挥部工作要求，以青岛为镜鉴，警钟

长鸣，对涉青岛疫情应急处置工作进行再落实，对秋

冬季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对指挥部防控工作

机制进行再明确。区领导苏海峰、周付民、邹春燕、

潘利国、徐盛敏、喻长兴、陈隽罡、胡立武参加会议。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晚，
口区委书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刘丹平主

持召开会议，贯彻落实１１月３日下午全国和全省、
全市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对秋冬季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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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认识，进一步梳理工作机制，进一步落实责任分

工，进一步强化应急演练，进一步加强督察督办，确

保防控不松懈、疫情不反弹、发展不停步。区领导苏

海峰、严学彬、周付民、邹春燕、徐盛敏、喻长兴、张

智、胡立武、敖明华参加会议。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口区委书记、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指挥长刘丹平主持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十

九届五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听取区防疫指挥部各工作组及相关部门

工作机制运转、工作流程梳理、自查问题整改及下步

工作安排等情况汇报，对全区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会议强调，当前境外

疫情持续蔓延，国内疫情反弹风险仍然存在；要不断

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对工作机制、工作流程再强调、

再演练、再提升，保证区指挥部架构不松散、机制运

行顺畅、工作不生疏；要紧盯目标、扫清障碍、真抓实

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城市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

展和“十三五”收官各项工作；认识要再提升，机制

要再严密，流程要再梳理。区领导苏海峰、严学

彬、周付民、邹春燕、彭前旭、潘利国、张晓红、刘传

、徐盛敏、杨贤礼、喻长兴、胡立武、敖明华，各街

防疫分指挥部指挥长参加会议。

【区委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　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１９日，口区委举行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
一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区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

议通过《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关于制定全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区委书记刘丹平在会上讲话，并就建

议（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全会要求全区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中

央决策部署在口落地见效。全会充分肯定了今年

以来区委常委会的工作，深入分析了口区发展环

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提出了口区到２０３５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十四五”时期

口区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口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及“十四

五”时期口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和重要举

措。全会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

挥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干

部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落实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充分发扬民主，凝聚最大发展合

力，为实现口区“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
标提供坚强保障。全会强调，２０２０年工作即将收
官，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冬春季疫

情防控万无一失；要围绕目标全力冲刺，全力以赴收

好官、开好局；要加强统筹协调，组织开好区“两

会”；要慎之又慎保安全保稳定。

【督查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继续完善督查工作
机制，统筹督查工作力量。制定《关于大力推动全

区干部“主动作为、狠抓落实”的实施意见》，明确目

标任务、责任分工和标准要求，推动全区形成主动作

为、狠抓落实的氛围。研究制定区委、区人民政府综

合性督查检查考核计划，全年共实施区级督查检查

考核３９项，比上年减少２２％。加强统筹安排，建立
周安排制度，确保督查工作重点突出、规范有序开

展。明确工作重点，对市委全会、市委常委会、区委

全会、区重大项目调度会等重要会议议定事项和市

委、区委重要文件进行责任分解，细化目标、明确责

任和时间节点，及时交办、跟踪督办、定期督查，推动

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围绕疫后重振复工复产、重大

项目等重点工作，深入一线，对惠企政策落实、重大

项目推进、消防隐患整改等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组

织开展“回头看”，督促全区各责任单位梳理排查有

关事项落实情况，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落地落实。开展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督查，围绕全区

应收尽收、小区管控、干部下沉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项

督查，全年制定督察通报１９期。参与方舱隔离点筹
集管理（康复保障）组综合协调，督促５８家隔离点
完成医疗、物资、床位、安全排查整治，组织开展隔离

点市长热线投诉处理，全年办理案件５００余件。及
时按要求办理疫情领导批示件７２件，参与省、市信
息动态报送，连续７９天收集区领导工作动态，发送
重点事项提示５次。跟踪督办汉西小学异地新建项
目建设，确保建设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定期督办

９月至１２月市委重点工作，跟踪督办鲁商大会签约
等项目，做好市委主要领导批示件的办理，对区重大

项目调度会议定事项进行跟踪督办，倒排工期、挂牌

作战，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围绕复工复产、复商复

市，实地走访调研企业，推动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法规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进一步加强区委文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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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起草审核把关工作，优化区委文件审签流程，健全

前置审核机制，切实把好政治关、政策关、文字关、格

式关，杜绝文件“带病上会、带病通过、带病印发”，

切实提高区委文件质量。针对文件制发中“上下一

般粗”“照抄照转”等形式主义顽疾，对与上级文件

重复率超过６０％的代拟稿作退文处理，倒逼各单位
高质量开展文稿起草工作。扎实做好党内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工作，严格落实区委党内规范性文件自

印发之日起３０日内报请市委备案要求，全年向市委
报备２１件党内规范性文件，实现“应备尽备”“有件
必备”，通过率１００％。季度文件目录规定在该季度
次月７日内报送市委办公厅审核，确保工作无遗漏、
不延迟。持续抓好精简文件工作，完善文件限额管

理和目录季度报备制度，及时对精简文件效果不明

显、突破发文限额的单位进行预警提醒，防止反弹回

潮。全年累计制发区委文件１６５件（发１１件、
文２２件、办发９件、办文２８件、区委小红头１７
件、区委办公室小红头７８件），其中纳入精简范围
的文件７０件，比上年下降１８６％。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口区首批党员教育示范基地命名授牌仪式暨区公安系
统“红色警营”活动在口警察公园举行

【安全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坚持学习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成功举办区委第八期区管干部培训班

暨国家安全主题培训班，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

任、区委国安办主任喻长兴为学员讲国家安全专题

党课。推进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七进”活动，顺利完

成“４·１５”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推广活动，累计转
发“点亮２０２０，争做公共安全卫生守护者”专题活动
链接５２００余次，宣传覆盖辖区居
民３３万人。发动机关单位、街道
社区、大型商业超市等具备条件的

１３０余处场所持续滚动播放国家
安全宣传短片和标语，全区 ２６００
余人集中收看国家安全宣传短片

和国安网络活动直播，７０余所中
小学校的近５万余学生家庭参加
“４·１５”国家安全法治宣传教育
活动。联合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

及群团部门，组织开展总体国家安

全观知识线上问答活动，参与人数

达５万余人，并被《长江日报》宣
传报道。年内，制发国家安全宣传

资料１５万余份，下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法律读本

１０００余本，组织全区各单位、各街道订阅《国安知识
百问》１０００余册。

（李晓雪）

·组织建设·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共口区委组织部（简称口
区委组织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应对疫情

和汛情的双重挑战，真抓实干、主动作为，突出抓好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加快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

伍建设，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和政策创新，不断加强和

改进全区组织工作，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证。

【思想政治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组织部建立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常态化机

制，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武汉重要讲话

精神和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年举办线上线下培训班１３
期，培训班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史、新中国史等为内容，培训区

管干部、机关事业单位和社区党组织书记 ２０３４人
次，推动全区党员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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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位，深入推进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完善支部“三会一课”制度，开

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坚持把疫情防控、疫后重振、

防汛抗洪等重点工作作为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的

重要考场和实践战场，全年共推选１３名在疫情防控
一线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火线入党，推荐上报３８名
优秀党员、２２个先进党组织获得区级及以上表彰，
通过正向激励，筑牢党员思想根基；动员１７００多个
党组织、４万多名党员奋战抗疫抗洪第一线，调度成
立４１个方舱医院、隔离点临时党组织和１３５个下沉
干部临时党支部，汇集５６８１名下沉党员干部和志愿
者，共同筑起联防联控的严密防线；大力推进无疫创

建工作，全区１１个街道共有１３５个社区、４９８个小
区实现无疫情。发动全区党员和干部踊跃捐款共计

２５１万余元，为疫情防控奉献爱心和力量。在抗疫
中献身的廖建军、吴涌、戴胜伟３名烈士被追授为优
秀共产党员，有６８个集体、１６４名个人分别获得全
国及省、市级抗疫荣誉称号。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组织部依托
党建大联盟、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选定６６家先
进示范党组织，打造区域党建共同体，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的治理格局。年内完成社区“两委”班子及个

人届中综合评估工作，调整“两委”成员２１人，发展
党员３２０人，５个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全部整改
到位，打造标准化、规范化的党建工作体系。探索以

小区党建为引领的精细化治理体系，打造汉水熙园

小区、汉口春天小区等党员群众活动驿站样板。在

全区５４３个小区（片区）全覆盖成立党支部，由６３３
名社区“两委”成员和社区党员骨干担任社区党支

部书记、网格片组长等职，８８名优秀下沉干部担任
党支部第一书记；在１７１个物业小区推广“双强、两
帮、五好”工作法，在３７３个自管小区推广“五微”工
作法，选配１０７６名楼栋党小组长，确定２８１３名党员
中心户，打造以“民呼我应”为核心的治理新格局；

建立社区人才库和人才储备机制，建强基层骨干队

伍，推动落实２８名社区党组织书记落实事业编制，
公开招聘社区干事３９３名，社区工作者队伍扩充近
３０％，达到１９０７人；续派“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７１
人，招聘党建专员１２名。依托区委党校、示范社区
和名书记工作室等场所，对全区社区党组织书记进

行集中培训，推动党务工作者队伍向“专兼结合、以

专为主”转变。统筹指导１６８５１名党员到居住地社

区报到，全年开展服务活动３６万余次，推动党员干
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建立刘德荣名书记工作室

“１＋１３”传帮带机制，联合高校专家团队提升社区
书记“做项目”能力，推动基层治理项目取得实效。

坚持质量提升，培育党建特色品牌。以“一楼一圈

一特色”品牌创建工作为抓手，选树“两新”党建示

范点２４个，建强集聚区综合党委，提供“一站式”服
务３０余项。推动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形成
“不看品牌看党牌”的市场效应，国家电子商务示范

基地电商党建与电子商务互促共赢，同济健康城商

务楼宇形成党建促招商促提升的“双促现象”。发

挥律师行业综合党委等８个区级行业系统综合党委
的龙头作用，落实惠企政策措施，为企业纾困解难，

全年开展“稳企赋能”活动１２０余场，服务企业１１００
余家。持续加强“四库”建设，用好用活“先锋口”

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平台，升级打造警察公园、罗

家墩社区政治生活馆、汉中越港湾等３３个党员教育
活动阵地，命名首批１５个“口区党员教育示范基
地”，在全市率先升级打造党员教育立体课堂。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组
织部认真落实《武汉市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察实施

办法》，把政治表现纳入区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年度考核工作内容，结合干部考察民主测评和征求

意见环节，开展干部政治表现情况测评，深入开展领

导班子运行情况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表现调研分

析。部门人事集中调整扎实进行，全年调整区管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１７１人次，其中提拔重用 ４１人
次，职级晋升４９人次，选优配强区直部门、街道“一
把手”１５人。围绕中心工作，分层分类开展干部教
育培训，补齐短板和弱项，专题学习加强应急管理、

应对突发事件、防范重大风险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等方面知识，干部防范化解风险、推动区域发展能力

得到提升。坚持在重大工作、重大斗争中培养锤炼

干部，持续加大优秀年轻干部源头储备和培养选拔

力度。组织召开年轻干部座谈会和年轻干部挂职动

员会，分批次选派３５名优秀年轻干部到关键岗位、
吃劲岗位和基层一线困难艰苦岗位任职、挂职。注

重源头储备，统筹做好年轻干部招录招聘工作，全年

招录重点高校专项选聘计划２５名，接收安置选调生
１１名，招录公务员７６名（其中街道公务员１０名），
加速干部队伍结构优化。进一步畅通干部交流渠

道，提拔７名事业干部担任区管领导职务，提拔科级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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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４７人，职级晋升３０７人次，平职调整１３３人，
转任１７人，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严
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制作《填

报易漏点》政务短视频，加大“两项法规”宣传力度，

组织３８０名区管干部进行集中填报，实现报告覆盖
率１００％，累计抽查核实１３０人。结合区委巡察对
２４家区直单位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及回访督查
工作，反馈和督促整改问题６０个。开展违规办理和
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专项清理、领导干部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专项整治行动等，畅通举报渠道，处理问

责３７人，受理办理１２３８０举报件４８件。突出考准
考实，实行“一张成绩单”考核，合理构架考评体系。

密切监测各项指标动态变化，压紧压实责任不放松，

制发绩效专报８期，在重点工作会议上调度绩效工
作１２次，做到精准研判、精准发力，在全区营造上下
抢抓机遇、全力奋战的拼搏赶超氛围。

【人才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组织部主持召开区
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创新人才工作考核方式，

改进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区领导带队走访慰

问辖区内史琳、崔培强、王从义等３０名产业领军、科
技创新人才。年内，举办第九届武汉大学生“互联

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第三届高层次人才项目
洽谈会暨数字经济产业峰会等系列招才引智活动，

对优质项目颁发“楚天科创新星”奖；推荐申报国家

“千人计划”、湖北“百人计划”专家２人，新增获评
湖北“百人计划”专家１人、“武汉黄鹤英才”１６人，
其中产业领军人才３人；组建口区大学生留汉攻
坚行动指挥部，举办“首以盼·逐梦汉江”华中科

技大学口专场招聘会、“就在老汉口·畅享新未

来”武汉理工大学汉口区域专场招聘会、大学生留

汉空中招聘活动等线上、线下招聘会２８场，参与教
育部“２４３６５校园招聘服务”湖北·武汉专场招聘
会，共筹集优质岗位５４８３６个；开展人才公寓专题调
研，全流程优化服务，全年办理人才档案托管手续

５１５次，发挥“海燕直通车”作用，累计新增社保大学
生１１１３３人、新增落户大学生５１４２人；优化人才服
务环境，实地走访调研７１家辖区重点企业，组织召
开２场专题座谈会，问需于企、问计于企。增强“钱
变纸”（指将资金投入转化为科技成果的知识创新过

程）的能力，大力推进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

举办武汉国家级双创基地人才发展分享会和６场科
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签订合作意向书２份、签约项

目２４项；深化与同济医学院、海军工程大学、武汉纺
织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高校战略合作，有效

利用汉江湾创新中心、汉正商学院等４２家大学生实
习实训基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市场化应用。

（洪　丹）

·宣传思想文化·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共口区委宣传部（简称口
区委宣传部）围绕夺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胜利，全面践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积极开拓创新，全力

做好各项宣传工作，为促进口区加快疫后经济重

振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精神力量。

【理论学习】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宣传部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落实“思

想引领、学习在先”机制，重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等内容，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教育干部群众，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全年举办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活动

２１场次，其中集中研学６场次。全区各级中心组开
展集中学习１０００余场。同时，积极探索疫情防控常
态化情况下理论宣讲的方式方法，通过微信公众号

等新媒体平台，开创线上宣讲模式，开设“‘理’响汉

江湾”和“云课堂·微宣讲”两个专栏，以微视频、推

文等形式面向全区不同受众，广泛开展覆盖面广、形

式生动、组织便捷的微宣讲，先后录制理论百姓微宣

讲视频８０多个。充分发挥宣讲队的作用，组织各级
各类宣讲队进行宣讲８００余场。坚持每月通报理论
学习情况，督促党员干部使用“学习强国”平台加强

学习，全区党员干部日人均学习积分长期位列全市

城区前三名；全年在“学习强国”平台发稿 ６００余
篇，居全市前列。年内，在“我与学习强国”武汉市

职工征文及演讲比赛中，口区委宣传部获得特别

贡献奖。

【意识形态工作】　２０２０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重影响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的严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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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委宣传部坚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捍卫党

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牢

牢守住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先后４次召开意识形态
联席会议，总结疫情期间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经验

和问题，研究制定防范化解舆论热点及敏感节点意

识形态风险工作措施。对维稳、反邪教、国家安全、

综治等重点领域工作，注意把握敏感节点，进行风险

点分析研判，确保重点领域意识形态安全。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中共口区委宣传部联合区公安、文化、教育、工商、街道
等部门检查校园周边书店

扎实开展“扫黄打非”工作。全年检查辖区各

类经营单位１０００家次，取缔出版物展销会１处、非
法放映电影１起，收缴非法教辅图书多册。查处违
法违规印刷企业、书店、场所４家，查处违规物流企
业１家，办理行政处罚案件３起。加强意识形态工
作考核与督查，对全区７２家单位开展意识形态工作
绩效考评打分和问题反馈，对１９家单位开展意识形
态专项检查，完成第八、第九轮（交叉）巡察意识形

态专项检查的回访督查，推动各单位高质量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建立网络联防联动机制，推动形成网

络正面传播、舆情管理、舆论斗争、应急处置四位一

体的工作格局。

加强对舆情监测、研判与处置，及时回应民众关

切，凝聚社会共识。对网络谣言与不实信息迅速发

声，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实现网上无负面舆情炒作。

全年发现涉舆情４５９２条，删除不实舆情８０７条，
发送舆情告知函５９２件，制作《涉网络舆情专报》
１１８期，组织跟评引导８９７次。积
极开展网络安全宣传进机关、进社

区活动，组织区属企事业单位开展

网络平台安全攻防演练，不断提升

安全防护水平。加强外网邮件安

全管理，全面排查清理外网邮箱安

全情况，共关停７５个外网邮箱问
题账号。

【抗疫宣传】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
宣传部针对疫情期间复杂的舆论

形势，围绕强信心、筑同心、暖人

心、聚民心的大局，坚持传统媒体

与新媒体协同发力，全力做好正面

宣传，形成立体宣传效应。全年先

后在中央和省、市媒体发稿 １４００
余篇。其中，围绕疫情防控主题，

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

社等中央主流媒体刊登报道２４１篇，省级媒体刊登
３１２篇，市级媒体刊登６２８篇。“让我记住你的脸”
为援汉医护人员留影主题在《人民日报》ＡＰＰ推送，
当日点击量达１３亿次。围绕复工复产、优化营商
环境主题，累计发稿６０余篇。围绕防汛主题，发布
相关报道３０余篇。自１月２３日全市“封城”至４月
８日“解封”的７６天里，“口发布”政务微信、微博
共发稿８０１篇，日均发稿超过１０篇。制作“战疫群
英谱”“健康加油站”“口无疫地图和“心理疏导”

等多个专栏，把口区抗击疫情的最新讯息广而告

之，使“武汉加油”“中国必胜”“守望相助”“风月同

天”的口号成为主旋律，“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不

退我不退”的豪言壮语成为“最美声音”。

【宣传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宣传部注重教育和
引导辖区干部群众不忘初心，担起口人的使命，为

疫后重振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色添彩。深

入挖掘、培育、推评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城市建设攻

坚战、经济发展保卫战、全面建成小康收官战中的道

德模范、时代楷模、身边好人，引导全区干部群众学

习先进、见贤思齐，不断强化口“道德高地”影响

力，提升口美誉度。年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先后１６次报道口区抗疫工作和先进典型人
物；口区有４人荣登中国好人榜，１人被评为湖北
省唯一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３人和１个集体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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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半年武汉楷模，１人当选为武汉楷模年度人物，
４人被评为武汉市最美防疫志愿者，３人被评为武汉
市新时代好少年，３３人的典型事迹在武汉电视台
《一城好人》栏目报道，１９人被评为口新时代楷
模。深入宣传伟大抗疫精神，召开廖建军、吴涌、戴

胜伟、张抗美先进事迹报告会，邀请武汉市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辖区获得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代表、民主党派人士等讲述

战疫故事，传递伟大抗疫精神；广泛征集宣传“我身

边的抗疫英雄故事”，大力营造学习英雄、崇尚英雄

的浓厚氛围，邀请“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张定宇为口区干部群众代表作事迹报告，在全区

掀起学习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热潮。采取微宣讲、

小喇叭、红色轻骑兵、网络故事汇、群众性文艺创作

等形式，讲述口区干部群众在疫情防控、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城区治理等工作中的感人

故事，传播更多口好声音，促进全区干部群众厚植

家国情怀，自觉热爱口、建功口，为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力量。

【文明创建】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宣传部把文明创建
作为推动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按照加快推

进超大城市核心区治理现代化要求，广泛开展精神

文明创建“十大行动”，传播文明新风尚，引导市民

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动形成文明新常态。

建立五级巡查督导机制，紧盯电视问政、行风连线、

作风巡查和市、区督导组督办的问题，以及辖区８个
迎检路口、２７条迎检路段、公园广场、集贸市场、校
园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 “五项集中行动”，高标准

完成全国文明城市复查测评。辖区内同济医院等３
个单位荣获新一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成为全市

新申报的７个“全国文明单位”之一。张定宇家庭
荣获新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口区荣获新一

届“省级文明城区”称号，区人民法院等２５家单位
荣获新一届“省级文明单位”称号，崇仁路小学等４
所学校荣获新一届“省级文明校园”称号，刘敦谦家

庭、谈雯丽家庭荣获新一届“省级文明家庭”称号。

疫情期间，全区紧急招募１４７４名志愿者，组织开展
志愿服务关爱行动，累计发布志愿服务信息７１２万
余条，上门排查困难居民５５５万户次，志愿者上岗
４９８万人次，涌现出以变电社区志愿者易春恒（中
央电视台曾采访报道）、中山社区志愿者余汉明等

为代表的一批典型。注重传播文明新风，推动文明

新风走进群众，融入生活。广泛开展“防疫好习惯、

文明新常态”网络宣传活动，被中国文明网评为

“２０２０年度地方文明网优秀网络文明传播活动”。
设计制作的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２４幅公益宣传广
告被武汉市委文明办选用，在全市线上线下各大平台

展出。积极探索展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

创新“１＋２＋Ｎ”结构模式，积极探索搭建理论宣讲、
教育服务等８个平台，开展先行示范建设。年内，已
建成４家试点街道所、站，５４家站点正在建设中。

【文化发展】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宣传部以高质量的
文化供给助推口高质量发展，注重抓好主题公园、

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红色基因库建设，进一步完善

区、街、社区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全覆盖。加强社区文化、

广场文化建设，全年举办文化惠民活动７０余场，红
色经典影片进社区放映１３０场，“武汉之夏”惠民演
出２０场，充分展示口疫后重振新形象。广泛开展
“冠军回家”“书香口”“我们的节日”和戏曲进校

园等活动，引导市民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举办汉正街电商直播节、口非遗云展览、

“我们的节日———中秋”口茶韵等活动２０余场。
积极开展服务企业活动，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化解

“疫后综合征”。积极走访调研企业，协调媒体宣传

推介企业、帮助企业对接市场，为企业发展助力。组

织９８家企业参加线上线下招聘，为求职者提供就业
岗位。注重用好用活文化产业扶持政策，为２９家文
化企业发放扶持资金总计１８８６５万元。

（袁本学）

·统一战线·

【概况】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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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统战部

长会议精神，一手抓抗疫、一手抓统战，围绕口区

委、口区人民政府中心工作，拓展工作思路，凝聚各

方力量，彰显优势特色，推动各领域统战工作取得新

发展，为口疫后全面复兴做出积极贡献。

【抗击疫情】　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
口区委统战部紧急发出《同舟共济、共抗疫情———

致口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倡议书》，号召全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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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统一战线成员坚定胜利信心，履行社会责任，担负

起政治责任，贡献统一战线的力量。全区医疗卫生

界的党派成员毫不犹豫地写下“请战书”，１４７名党
派医护人员表示“不计报酬、无论生死”，与疫情抗

争、与时间赛跑，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尽心尽力。疫情

期间，全区各民主党派成员撰写建言献策信息３０余
篇，此外，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副主

委、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罗光伟，中国农工

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副主委、武汉市普爱医院

肾病内科主任董骏武被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另有２３人各被所在的民主党派中央委
员会评为抗疫先进个人，２５人各被民主党派省委员
会评为抗疫先锋称号。

为了抗击疫情，口区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积

极协调各方，捐款捐物，总计价值２１７０万元；区工商
联７０余家会员企业、１５家基层商会捐款近１０００万
元；区侨联荣誉副主席、澳大利亚湖北总商会会长计

建民向武汉紧急援助价值１８００万元的抗疫物资。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第一时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

通过公益援助、组织志愿活动、提供专业服务，成为

抗击疫情的一支生力军。区民族宗教部门切实维护

疫情期间涉及少数民族和宗教场所的安全稳定，区

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积极应对疫情防控期间各项涉及对台服务工作，安

排两批共２７位台胞及其配偶子女等乘坐包机安全
返台。全区各条战线的统战成员共克时艰，汇聚成

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强大力量。

【多党合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统战部贯彻落实协
商民主制度，围绕区委中心工作，制定政党协商会议

主题和计划，会同区委办公室承办政党协商会，就热

点、难点问题与辖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

和无党派代表人士进行座谈，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

年内，各民主党派先后围绕“争取国家重大政策和

项目，促进口高质量发展”“补短板堵漏洞强弱

项，健全我区公共卫生防控机制”“加快老旧社区改

造，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和区人民政府的《政府工作

报告》（征求意见稿）等主题，到相关部门和单位开

展调研，为大会发言做好充分准备，为政府决策提供

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全年共召开４次区委双月座
谈会和１次政党协商会，共收集意见建议５０余条，
并将解决办法和落实措施及时向各民主党派反馈。

１６名区级领导每人与３名党外代表人士联系交友，

全年与交友对象联系或面谈６次以上。截至年底，
口区８个民主党派共有５０个支部，成员１４１６人。

【建言献策】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统战部积极支持民
主党派外出调研、与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开展对口

联系，了解社情民意，全区各民主党派撰写的多份调

研文章或提案获得上级领导的采纳和签批。中国国

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主委冯洁菡撰写

的《应对新冠疫情国际法律风险的若干建议》《打好

疫情国际法律赔偿责任问题的法律战、舆论战、外交

战》和《建议细化完善一线医护人员保障金政策》３
篇稿件分别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和

民革中央采用，撰写的《推动中国抗疫经验进入国

际卫生条例的关键点》《警惕歧视湖北人的国内国

际不利后果》等４篇稿件被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转
报中央统战部重要期刊《零讯》。中国民主建国会

口区委员会李一辉撰写的《湖北民族地区以职业

教育发展促进精准脱贫调查报告》得到湖北省政协

副主席杨玉华签批。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

员会副主委、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罗光伟

３月２２日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与意大利连线，分享
中国抗疫经验，其提出的“鉴于目前已出现扩散趋

势，建议省、市政府加强传染病专科医院应急救治能

力，积极引导群众科学应对疫情，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战”的建议被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尔肯

江·吐拉洪批示。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

会副主委贺漪、董骏武撰写的《关于对临产孕妇进

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筛查的建议》和《加强发热定

点医院的警备力量，严防扰乱就诊秩序的行为再次

发生的建议》先后被中国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员会

采纳。九三学社社员丁玮发表的《关于提高重度脊

髓损伤截瘫患者社会保障水平的建议》被全国政协

《每日社情》采用。

【民主党派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统战部推荐安
排张海玲等５名党外干部到相关单位挂职锻炼。主
动联系中南民族大学并物色合适人选１名，拟挂职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解决该院领导班子中无党外干

部情况。发展５名优秀公务员加入区各民主党派及
无党派队伍。做好安排使用党外干部工作，全年向

区委组织部推荐正科级党外干部７人、副科级党外
干部８人，提拔使用正处级党外干部１人、副处级党
外干部３人、正科级党外干部１人，推荐符合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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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名党外人士担任区政协委员。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３日至２４日，中共口区委统战部在武汉大学举办全区各民主
党派骨干成员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培训班，图为培训期间学员参观烽

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战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统战部按照武汉市
委统战部的统一部署，落实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引导口区党外知识分子

联谊会（简称区知联会）和区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

（简称区新联会）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不断

加强自身建设，深入调研、服务社会、参政议政，各项

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８月，区知联会和区新联会
协助区委统战部举办大型活动———“抗疫有我、感

恩有你”同心抗疫故事会，由区知联会负责联系会

场，区新联会会员共同出资向全区各民主党派中的

医护人员赠送慰问品。区知联会还组织会员开展以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为主题的学

习教育活动，参观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中山舰博物馆，

缅怀先烈，接受红色教育。区新联会带领会员看望

奋战在防汛一线的宗关街、汉水桥街、汉正街的干部

职工，送去慰问品和防汛物资。为配合市新联会开

展“江城新力量·凝心助企航”法律体检活动，区新

联会邀请律师服务团走进口区，解读《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帮助民营企业预防和化解疫后法

律风险，为疫后经济重振保驾护航，并就企业经营发

展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咨询解答。

【服务非公有制经济】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统战部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

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切实为辖区民营企业服务。

引导区属商会及会员企业积极投身于疫情防控，全

年累计向市、区慈善总会和全市各医疗机构、结对联

系社区、扶贫结对村等捐款捐物近３０００万元，展现
了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责任担当和大爱精神。进一

步扶持鼓励商会建设和发展，指导２家区属商会完
成换届。对标推动“四好”商会创建，汉正街市场商

会等６家商会被评为武汉市“四好”商会。制定并
完善《对口联系和服务会员企业》和《对口联系基层

商会》２项制度，全年走访联系对口会员企业 １００
次，走访联系商会２２家，帮助和协调解决企业融资、
子女上学、政策补贴、企业维权等难题。优化营商环

境，辖区内武汉工贸有限公司等 ４家企业被评为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民营企业１００强，远大医药（中国）有
限公司等２家企业被评为武汉市民营制造业５０强。
动员会员企业参加民营企业调查点暨社情民意信息

工作，注册登录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调查系统，提交

集体提案１篇、委员提案初稿１８篇。

【服务统战对象】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台湾事务办公
室积极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各项涉台服务工作。摸排

滞台胞情况，引导台胞遵守国家防疫政策，及时高

效解决疫情期间滞留台胞办理健康证明、生活服务

等相关问题。截至４月８日，安排两批共２７名台胞
及其配偶、子女等乘坐包机安全返

台。疫情期间，辖区内台资企业湖

北元祖食品有限公司共向省内４０
余家医院和救援机构捐赠食品 ３
万份，价值５０余万元，其他台联会
企业或个人捐款捐物价值１０万余
元。深入了解台资企业在疫情期

间受损及疫后复工复产情况，积极

向台资企业宣传和解读政府相关

部门出台的优惠政策，全区台资企

业于４月底全部复工复产。在武
汉市与台湾苗栗县共同举办的“云

端相约 汉苗情深”城市间大型网

络交流活动中，口区委台湾事务

办公室主动对接国民党头份市党

部，采购头份地区的农产品。

【推进民族团结】　２０２０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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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分层分级开展民族宗教理论知识

的培训学习，提高做好宗教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全

年共举办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培训６场次；全面落实
民族优惠政策，接待全区８８名（初中５６名、高中３２
名）少数民族中、高考生办理优录手续；为辖区清真

饮食家庭发放清真牛肉补贴共 ５１３７万元，惠及
２５２２人。常年深入辖区内少数民族困难户家庭走
访慰问，为新疆、甘肃籍来汉务工经商的维吾尔族、

回族等少数民族经营户解决随迁子女就近入学、转

学问题，为他们在汉安心经营解决实际困难。全年

共编制报送民宗工作信息４１期，解决涉少数民族因
素的矛盾纠纷１１起，调处成功率１００％，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年内，口区教育局、宝丰街葛洲坝社区被

授予２０２０年“全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称号。

【侨务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侨务工作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展开，诸多侨界人士奋战在抗疫第一线，

做出贡献。口区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区侨联）

副主席、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戴淑珍下沉社区，后又

被抽调负责区防范境外输入专班工作；区侨联副主

席、区行政审批局主任仰光斌负责隔离点酒店运行；

区侨联副主席、湖北闽商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小

虎组织商会捐款，为援汉医疗队医护人员提供送餐

服务；区侨联荣誉副主席、澳大利亚湖北总商会会长

计建民向武汉紧急驰援价值１８００万元的抗疫物资。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区侨联改变传统做法，采

取上门和邮件快递的方式，向３６位困难老归侨及侨
眷发送慰问信和生日蛋糕票，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

与问候，全区７０位老归侨享受每人每月１５０元的生
活补贴。积极组织参与第二十届“华创会”，为海外

侨胞和侨企提供了拓宽视野、创新创业发展和参与

全球化竞争的新机遇。在对侨日常工作中，认真做

好普法教育、行政审批、信访维稳工作，不断追求为

侨服务新成效。

（唐　军）

·政策研究·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共口区委政策研究室（简称
口区委政研室）履行政策研究、深化改革、财经调

度、党委信息等重要职能，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不断

创新工作思路，提高工作质量，为区委决策当好参谋

助手，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以文辅政】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政研室全面总结
“十三五”期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参与“十四

五”规划调查研究与规划编制工作，起草完成区委

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深化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汉水畔·企

业总部集聚区、汉江湾·生态活力新城三大功能区

建设，构建“三区并进、三轴牵引、七点支撑”的区域

发展格局，重点发展现代商贸业、健康服务业、科技

服务业三大产业，加快形成三大产业引领、现代服务

业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

建设创新口、精致口、幸福口、平安口、活力

口，推进超大城市核心区治理现代化，全力打造转

型发展示范区、改革创新先行区、三生融合样板区，

全面开启口复兴新征程等系列政策建议，为区委

决策提供参考。全年高质量完成区委重要会议、重

要工作、重要汇报等综合文稿１１０余篇，其中反映
口区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等多篇文稿在《长江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刊登。

【改革落实】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政研室积极谋划、
持续推进一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以重点

改革项目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撰写的《口区全面

深化改革：９８项改革项目纵深推进》在“学习强国”
平台上刊载。推动国家级改革从试点走向示范，持

续推进古田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国家级试点，宜家

片区海绵城市建设等３个项目获批２０２０年中央预
算内投资补助３９３９万元。加快推进国家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试点，口区汉正街服装和小商品出口

业务已开拓到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推动辖区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任务落实落地，

实施“四个一批”企业成长计划，建立市场主体梯次

培育机制，指导武汉旭日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批湖北省支柱产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培育企

业、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等４家企业项
目列入“科技助力经济 ２０２０”重点专项项目，２０２０
年高新技术企业区级补贴资金７１０万元已经全部拨
付到位。建立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

制度，全年有１５３家省、市单位党组织，４４０６名区直
机关党员干部到辖区社区报到。加强社区工作者队

伍建设，开展社区党组织书记事业岗位管理试点，有

２８名社区书记落实事业身份，新招聘社区干事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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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社区工作者人数增加近 ３０％。调整优化全区
９９２个网格，综治中心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明显提
高，“一感一度一率一评价”稳步提升，基层治理基

础进一步夯实。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指挥、萌动、预

警、救治等机制，加大力度补齐医防融合等短板，重

塑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运行体系

持续优化。年内，口区获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湖

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科技创新工作被中共湖北

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通报表扬。

【财经调度】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政研室落实区委财
经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注重研究

全区重大问题、紧迫课题和重点工作，不断提高区委

财经委员会领导经济工作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在督促重大经济工作落实上，围绕统筹全区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狠抓重大项目、重点工作落实落

地，搏杀二季度、冲刺三季度、决战四季度。深入企

业和项目现场开展督办，协助企业获批贷款，有效缓

解企业经营困难，促进项目顺利推进。在调度全区

重大经济工作上，组织召开区委财经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研究“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参与组织召开

区委经济工作会议，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

口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号召全区上

下直面问题、正视困难，用实干来迎战、用业绩来作

答，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在

进一步强化区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上，充分学习领

会上级精神、深入调研区内实情，起草《中共口区

委领导经济工作办法》。

【调查研究】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政研室围绕区委中
心工作，认真落实加强调查研究提高调查实效的实

施意见，加强对全区调查研究工作的统筹，坚持问题

导向，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调查研究的主要目

的，推动各项调研成果转化为促进实际工作的政策

举措。针对疫情暴露出的辖区公共卫生、民生保障、

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存在的不足，加快强弱项、补短

板、扬优势，推动构建超大城市核心区治理现代化

“１＋１＋Ｎ”政策体系。针对困扰街道更好发挥作用
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入街道开展调研，详细分析研究

后，形成了《中共口区委街道工作委员会议事和

决策规则（试行）》。围绕主要工作，加强调研工作

的组织协调，推荐两篇调研报告参加省级优秀调研

成果评选。

【信息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政研室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纪念建党９９周
年、创最优营商环境、深入走访服务企业、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等主题，主动策划“疫情工作动态”“初心

如磐·使命在肩”等信息专栏，全年共编发《口信

息》９０期和《决策参考》１０期，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向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厅上报信息３００余篇，其
中，《全国首个工业设计质量服务站在口区挂牌

成立》《口区越秀财富中心２０１９年纳税突破１４
亿元》和《口区设立５亿元大健康产业引导基金》
等重大项目建设情况及时上报市委办公厅，全年被

采用５５篇；《老旧小区防控工作存在薄弱环节》等
意见建议被市委办公厅《每日汇报》单篇采用。《月

饼浪费严重亟须加强监管》被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

采用。紧跟市委信息综合室步伐，及时调整更新

《口信息》内容，宣传推介口的力度进一步增

强。制定下发《关于加强紧急信息报送工作的紧急

通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紧急信

息报送工作，全年报送紧急信息５０余起，未发生迟
报、漏报、瞒报、误报的情况。

（胡勇超）

·机构编制·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口区委编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区委工作部署和要求，

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贯彻学习《中国共

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为着力点，持续深化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体制机制改革，统筹配置机构编制

资源，扎实有效地做好机构改革后续工作，为加快建

设转型发展示范区、改革创新先行区、三生融合样板

区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编办根据
湖北省和武汉市关于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

意见，多次深入辖区街道和职能部门收集意见和建

议，稳步推进改革工作。积极向上级反映口区街

道改革调整的重点难点，重点围绕内设机构和事业

单位调整设置，以及汉正街历史特殊情况争取政策

支持。结合辖区实际，进一步明确街道职责，完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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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口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走访调研长丰
街、古田街、易家街，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有街道内设机构设置，精简事业单位，深化街道综合

执法体制改革。组织城管执法人员转隶及资产移交

工作，建立完善以街道综合执法队伍为主体的执法

体系，实现街道“一支队伍管执法”。此外，制定印

发全区街道“三定”“九定”方案，督促各街道完成人

员编制及职数调整，起草全区街道通用权责清单和

街道赋权事项指导清单。

【区级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编
办按照省、市关于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要求，积极推

进改革工作落地落实。开展相关领域执法机构人

员编制核查工作，争取武汉市委编办支持，确定

口区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为副处级规格。

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改革工作，厘清执法和公益服

务的职责，编制“三定”方案，完成改革工作。同

时，同步调整规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属二级事

业单位。

【编制不见面审批】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编办逐步推
广机构编制综合管理业务平台向基层延伸，推进机

构编制业务网上办理。选定口区直机关工委、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和易家街道

作为试点，发放实名制系统 ｋｅｙ，实施机构、人员信
息调整网上申报、编办审核的模式，提高工作效率。

结合编制年报工作，对各单位人员信息进行全面梳

理核查，对错误信息实行不见面修改。

【机构改革调研】　２０２０年，口
区委编办继续落实区级机构改革

后续工作。根据省、市相关部门工

作要求，按照“一类事项原则上由

一个部门统筹、一个事情原则上由

一个部门负责”的标准，全面厘清

部门职责边界，集中清理部门之间

职责事项，逐步解决部门在履职过

程中存在的职责交叉、边界不清、

衔接不到位、推诿扯皮等问题。广

泛征求部门意见，印发《区级高龄

津贴审核发放等职责部门分工意

见》，推动机构职能更加优化、协

同高效。严格按照机构“三定”

“九定”方案进行全过程监督，加

强机构编制动态调整。年内，全

区共有６个机关事业单位调整编
制、４个机关事业单位调整职数和内设机构、２０个
行政机关调整分管领导职数，新增设部门所属事

业单位１个。

【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编办圆
满完成口区市政工程总公司转企改制工作。加强

组织领导，调整区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领导专班成

员，下设资产评估、人员编制、资金审计３个小组，明
确各牵头单位职责。加强改革调度，分期推进改革

落实。经市和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研究，简化经

营类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程序，督促区市政工程总公

司制定改革方案，按时完成审计和资产评估并报送

评估报告。年内，口区市政工程总公司事业单位

法人已按要求完成注销。

【严控财政供养编制】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编办采取
有力措施，严格控制财政供养的编制人数。坚持编

制总量控制，强化编制总量硬约束，不擅自增加编制

种类，不突破省里下达、明确的各级各类人员编制总

量。完善用编核准制度，将用编核准作为机关事业

单位进人的第一环节，促进编制合理有序使用。建

立编制管理动态调整机制，优化编制资源配置，加大

部门间编制统筹调配力度，打破编制分配之后部门

所有、单位所有的模式，进一步优化各单位内部人员

力量分布。加大控编、减编和消化超编人员力度，尽

快完成消化结构性超编问题。做好２０２１年公务员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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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参公管理人员）招录计划申报，全区共申报计划

６４名、选调生计划９名。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全区
共有行政编制１４６４名、事业编制６９９２名。

【机构编制监督检查】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编办深入
贯彻《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进一步严肃

机构编制纪律，巩固机构改革成果。按照湖北省委

编办《关于开展超审批权限设置机构等问题自查自

纠的通知》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认真核对

全区机关事业单位领导职数管理台账和机构编制实

名制情况，排查机构编制管理存在的各类问题，做到

底数清、数字准、情况明。对于机构编制中超职数配

备领导干部的问题，积极配合区委组织部开展调整

工作。

（张　萍）

·机关党建·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共口区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
会（简称口区委直属机关工委）下辖４８个区直属
机关党组织，其中机关党委４个、机关党总支１１个、
机关党支部 １１６个。截至年底，共有党员 ２１１６人
（其中在职党员１３６５人、离退休党员７５１人，新中国
成立前入党的离休党员５名）。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直属机关工委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

服务辖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

设大局，全力打造转型发展示范区、改革创新先行

区、三生融合样板区为主线，努力提高机关党建工作

质量，为促进口经济社会发展凝心聚力。

【下沉社区抗疫】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直属机关工委
率领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战斗在

抗疫斗争第一线，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得到充分体现。１月２６日至５月
１８日，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全体在职党员听从命令，
统一下沉辖区韩家墩街公安社区参加疫情防控工

作。在社区成立临时党支部，组建抗疫突击队，由区

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担任党支部书记和突击队长，

带领省、市、区下沉社区的５６名党员，为保障社区居
民生活提供服务，如买菜送菜、买药送药等。下沉

期间，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各机关１６０３名在职党员

共捐款１９７８万余元，其中机关工委 １３名（在职
和退休）党员共捐款３２００元。组织广东相关企业
向口捐赠８０吨８４消毒液用于抗疫斗争。５月
１９日，区直机关工委组织１２００余名党员干部深入
辖区基层，扎实为企业、社区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慰问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社区工作人员和医

护人员。

【政治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推动区直机关党的建设，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提高争做让党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和合格党员自觉性。全

面提升机关党员在依法执政、联系群众、驾驭风险等

方面的业务能力。

【组织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全面
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进一步完善机关党组织设置，做好机关基层党

组织按期换届选举，持续深入开展忠诚教育，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在践行“两个维护”上带好头、做表

率。加强机关党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推动党的

一切工作到支部，加大优秀党务干部、年轻党员干部

的培养，提升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监督的质量，严格

党费收缴管理。把党员参加“三会一课”、民主生活

会、组织生活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纳入重点考察内

容。年内，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分别参加区残联、区生

态环境分局、区科协、区委老干局、区融媒体中心、区

发展和改革局等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区直机关

１１个基层党组织（区妇联机关党支部、区工商联机
关党支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口分局机关党支

部委、区政府办机关党总支、区委统战部机关党支

部、区纪委机关党支部、区青少年宫党支部、区人民

检察院机关党委、区统计局机关党支部、区委老干部

局机关党总支、区文旅局机关党总支）按期完成换

届工作。

【思想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直属机关工委认真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思想

建设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抓。坚持高质量发展要

求，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队伍，提振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严格落实意识形态风险点分析研

判制度，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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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主题党日活动中不断检视初心、过好党员政

治生日。做好机关党员思想政治工作，建立机关党

员思想动态分析报告制度，把机关党员的思想统一

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上来，不断提

升党员服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中共口区委直属机关工委举办“我为党徽添光彩”宣讲会

【廉政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直属机关工委深入
开展创建廉政模范机关建设，引导机关党员少说多

干、真抓实干、敢于担当、埋头苦干。提倡不怕苦、不

怕累的优良作风，倡导党员对最危险、最繁重、最关

键的工作任务应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展现共产党员

的良好形象。要求机关党员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

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１２
月４日，口区委直属机关工委与区司法局联合组
织开展“国家宪法日”法律知识比赛活动，区直机关

２６家单位７８名选手参赛，通过比赛活动，有效增强
广大机关干部学法、懂法、守法意识。此外，组织机

关全体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并在节假日前夕

坚持开展廉政提醒谈话。

【作风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直属机关工委严格
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围绕提

升党员干部综合素质，让每个党员都成为全区各项

工作的坚强组织者、执行者和服务者。组织党员重

温入党誓词、接受党史、党性教育，采取集体宣誓、过

好“政治生日”等形式，强化党员组织观念，规范党

员政治言行。把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工作

重点，加强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要求党员干部自觉

做到“心中有党、心中为民、心中有

责、心中有戒”。年内，口区委直

属机关工委组织相关巡查８次，涉
及３１个单位。

【理论学习】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
直属机关工委组织机关各单位，按

照“机关党建要发挥龙头示范作

用”的要求，积极参与区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理论学习，并采取集中专

题学习、支部研讨学习，“学习强

国”平台学习等多种形式，推动机

关党员理论学习不断深入。开展

“学习强、理想坚、勇担当、比奉

献”活动，加强党员专业知识、专业

能力的培训。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活动，把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作为党员重要的政治责任，做到思想

上自觉、政治上清醒、纪律上严明、行动上坚定。年

内，区委直属机关工委举办第三届迎新春拔河比赛、

疫情先进事迹材料征集、垃圾分类知识竞赛、民法典

知识竞赛等活动。

【工作创新】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直属机关工委为提
升机关党建工作质量，建立“活页”制度，把机关各

单位每月党建工作创新点、亮点工作进行“活页”式

纪录，到年底汇总装订成册，成为详实的党建工作台

账。以“活页”为载体，采取化整为零、攒零为整，双

向抓好机关党建，覆盖机关各基层党组织。自５月
开始，先后发布６期党建工作活页。该制度实行后
效果明显，各单位对党建工作的重视度明显提升，促

进党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我为党徽添光彩”活动】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口区委直属机关工委组织开展“我为党徽添光彩”

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９９周年。活动内容
有：开展岗位建功、技能竞赛、立足本职、争当先锋

活动；开展支部建设和党员质量“双提升”行动，争

当红旗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活

动；开展选树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支部书记活动。

此外，组织编印“致敬逆行者”先进事迹材料汇编，

组织５个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进行典型事迹
专题宣讲。

（郑志平　徐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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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　　察·

【概况】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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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全区中心

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察工作

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按照中共湖

北省委和武汉市委部署要求，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

察，坚持严的主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向基层延伸，为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促进

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３日，中共口区委召开书记专题会，听取巡察工作情况汇报

【组织机构】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巡察办内设综合科
和督导科，核定行政编制８名。其中，主任、副主任
职数各１名，正科级职数２名；设立４个区委巡察
组，核定正处级巡察专员职数４名，开展常规巡察工
作。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区巡察工作的

领导，负责区委巡察组人员的抽调、被巡察单位的确

定以及巡察业务培训等事宜，定期听取巡察工作情

况汇报，并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

【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巡察办因地制宜拓
宽用人渠道，抽调具有纪检、组织、财务、审计等专业

背景的优秀干部参与巡察，配齐配强巡察干部队伍。

为了提高巡察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全年举

办两期集中培训班，邀请基层党建、纪检监察、财政

审计等部门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

员给巡察干部授课，共培训巡察干

部８０余人次。成立区委巡察办机
关党支部，以支部主题党日、落实

“党员下沉社区服务”、宣讲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等方式，加强巡

察干部教育，强化理想与信念，打造

政治过硬、素质过硬的巡察干部队

伍。认真落实湖北省巡视巡察干部

“十五严禁”行为规范，对巡察干部

严格监督管理，将纪律作风建设贯

穿于巡察工作始终。

【政治巡察】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

巡察办按照武汉市委巡察办关于区级巡察工作安排

和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相关部署，全年共抽调６２
人，进行两轮巡察，对辖区 １６个区直单位、３个街
道、８７个社区（村）的党组织开展巡察，同时开展对
选人用人和干部担当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和保密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的专项检

查。６月至８月，开展区委第十轮巡察，对区委宣传
部（区网信办）、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区委区直

机关工委、区信访局、区融媒体中心、区公安分局和

汉中街、六角亭街道办事处９家单位开展常规巡察，
同时对汉中街、六角亭街、长丰街、易家街所辖社区、

村改制企业开展社区（村）党组织巡察。按照省、

市、区三级联动要求，对区民政局、区水务和湖泊局

开展巡察“回头看”。１０月至１２月，开展区委第十
一轮巡察，对区委办（区委机要保密和档案局）、区

人大机关、区政府办（扶贫办）、区政协机关、区委政

研室、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医疗保障局、区地方金

融工作局和汉正街道办事处、口经济开发区１０家
单位开展常规巡察，同时对汉正街、古田街所辖社

区、村改制企业开展社区（村）党组织巡察，总计发

现面上问题 ２５７０个（其中区直单位 ７２９个、社区
１８５１个），移交问题线索２１件，区管党组织巡察覆
盖率９２７５％，社区（村）党组织巡察覆盖率１００％，
完成武汉市委年初下达的区管党组织、社区（村）党

组织巡察覆盖率均达９０％的既定目标。

【整改落实】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巡察办夯实巡察整
改责任，召开巡察反馈会，区分管领导到会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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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巡察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就落实整改责任现场表态

发言，并将巡察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纳入被巡察单

位的年度绩效考核内容，落实整改责任制，在真督真

改上下功夫，不断提高面上问题整改完成率和问题

线索办结率，达到促进被巡察单位政治意识提升、政

治责任落实、政治生态优化的效果。年内，分别对十

二届区委第八轮、第九轮巡察的８个区属党组织、２
个街道党工委和２０个社区党组织巡察反馈意见整
改情况进行回访督查，对巡察反馈尚未整改到位的

问题进行指导和督办。通过会同区纪委监委、区委

组织部、区财政局、区人资局等有关部门与所涉及的

被巡察单位共同研判，推动疑难问题的解决。对面

上问题严格实行对标对账销号，区委前九轮巡察共

发现面上问题３１３８个，已完成整改３１０５个，整改率
达９８９５％，其中企业改制等历史遗留问题按照督
导意见在有序推进中。对巡察移交的问题线索要求

从严从快办理，按期办结率１００％。

【贯通融合】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巡察办加强与区纪
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审计局的协作配合，在信息

互通、人员协作、沟通协调、成果运用、巡察整改监督

等方面建立工作机制，构建分工负责、贯通衔接、协

同配合、统筹联动的工作格局。区纪委监委、区委组

织部将巡察反馈问题整改纳入日常监督，采取下发

纪检监察建议书、约谈单位主要负责人、纳入领导班

子年度考核等方式，持续传导整改压力。区委巡察

办、区审计局探索巡审结合工作模式，制定具体实施

方案，对先巡后审、巡审同步、先审后巡情况下如何

进行业务支持、成果互用、人员配合、工作流程进行

探索创新。发挥综合监督平台优势，以巡察监督带

动其他各类监督，形成监督合力。区委宣传部、区委

机要和保密局在巡察过程中，配合巡察组开展意识

形态责任制落实情况、保密工作专项检查，共同推动

重点工作落实。与区委政法委、区委统战部对接，将

网格化管理、党建引领“席位制”、民族宗教和统一

战线等工作纳入社区党组织巡察监督重点。区财政

局充分运用巡察结果，将巡察反馈的财务不规范问

题作为例行检查的重点内容。

【巡察宣传】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巡察办加强巡察
工作的宣传报道，全年在《党员生活》《改革与党

风》分别发表信息和文章各 １篇，在省、市纪检网

站发表信息 ６篇，宣传报道辖区巡察工作的成功
经验、典型做法和实践体会，总结典型案例、讲述

巡察故事１５篇，全面展示口巡察动态。对优秀
巡察干部进行推介，激励巡察干部主动作为、担当

善为、奋发有为。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疫情期间，口区委巡察办充
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巡察干部的带头

作用，坚守防疫第一线。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持续三

个月深入社区和隔离点，以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

神，承担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普通干部闻令而动、团

结协作，先后下沉易家街东华社区、宜美社区和韩家

墩街南泥湾社区，参与三天拉网式大清查，共入户

排查８００余户，张贴防疫宣传单２００余份，协助社
区居委会慰问和帮扶困难群众、医护人员家属５０
余次，发放生活物资 １５００余份。在巡察工作中，
口区委巡察办制定巡察期间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为巡察干部配备了相应的防疫物资和消杀设

备，督促被巡察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和疫情防控要

求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做到工防结合，保证了

巡察工作顺利进行。

（邵　媛）

·信　　访·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信访局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

围绕“群众满意”和“口安宁”工作目标，聚焦“减

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提质量、聚力量”五大重点工

作，着力打造更高水平的阳光信访、法治信访、责任

信访，不断提升信访工作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水

平，奋力开创新时代口信访工作新局面，为确保辖

区社会安定和谐做出应有的贡献。

【阳光信访】　２０２０年，口区阳光信访信息系统共
录入信访事项２１３４件，超额完成录入１８２５件信访
事项的年度指标，录入率１１７％。受理各级转办、交
办信访案件４１３８件，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结率均为
１００％。对信访工作机构评价１０２９件，评价满意件
１０２３件，满意率 ９９４２％；对有权处理机关评价
１０２６件，评价满意件１０１６件，满意率９９０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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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信访“五率”（网上录入率、及时受理率、按期办

结率、群众参评率、群众满意率）成效显著。

【专项治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信访局深入开展非
正常进京访，赴省到市重复访、越级访，非接待场

所涉访和极端访专项整治行动。１月至９月，辖区
市民到市信访局上访登记３２２批、１５３５人次，到省
信访局上访登记１８３批、３２９人次，到国家信访局
上访登记３０批、３４人次，信访总次数比上年下降
５０％以上，赴省、市集体访及时劝返率１００％，全年
进京非访次数为零。

　　２０２０年８月，口区信访局、司法局、老付工作室工作人员共同接待来访群众

【积案化解】　２０２０年，口区信访局按照“压实责
任、清零存量、严控增量、确保实效”的工作要求，区

四大家班子的２７名领导带头包案、约访下访，来自
全区１２个街道（含口经济开发区）和２１个区直
部门的工作专班，通过落实政策和释法明理，加强多

级协调联动，推动信访积案妥善解决。截至１１月
１１日，武汉市第一批信访积案中交办口区的办结
率１００％，化解率９２９％；武汉市第二批信访积案中
交办口区的办结率９２９％，化解率８９％，化解成
效进入全市第一梯队。

【重复信访治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信访局将国家
和湖北省交办的重复信访事项作为治理重点，通

过召开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和全区动员部

署会，专门研判重复信访事项治理工作，第一时间

印发活动方案和包案责任清单，实行挂图作战、销

号管理，力争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把有一定

工作基础，诉求差距不大，踩线不越线的重复件作

为攻坚重点，确保全年实现化解重复信访案件

２０％的工作目标。

【疫情防控期间信访】　２０２０年，口区信访局严格
落实省、市、区防疫指挥部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先后

受理阳光信访系统省、市、区转办件以及微博、微信

等渠道涉及疫情信访２５５件，督办城市留言板、市长
热线等渠道涉及非新冠患者就医、出行、买药事项

５１６件，对这些信访件，确保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全年累计协调６０余人及时入院救治，督
导区内６所医院和各隔离点、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核
酸检测２７１３万人次；负责收治和管理宝丰宾馆观
察点１９７名密接人员，累计拨打３６００余次电话对信
访人进行解疑释惑、稳定情绪和心理疏导，圆满完成

了疫情期间相关工作任务。

【领导大接访】　２０２０年，口区信访局继续发挥区
“四大家”班子领导坚持大接访行动品牌，每月制定

接访安排表，每天有一名区领导到区信访局接访，做

到初信初访必接、进京劝返必接、赴省到市群体访必

接。分街道分类别，推动涉众型、群体性问题进入领

导接访约访、带案下访、调研走访范围。高标准落实

月度市、区领导下基层大接访行动，全年区领导累计

接待来访群众 ５０００余人次、批阅群众来信 ２００余
件，化解突出信访问题４００余件。

【信访制度改革】　２０２０年，口
区信访局优化“集中受理、自动交

办、分级督办、限时反馈”业务流

程，强化线索移交、协调联动、督查

问责机制，不断提高办理实效。实

行“最多访一次”模式，打造“老付

工作室”，推行“日战日清”工作

法，开展零进京街道（社区）创建

行动，健全强化矛盾排查、信访代

理、访调对接、多元化解、教育帮

扶、心理服务等制度，着力提高群

众满意度。

（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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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部工作·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老干部局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党

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干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同全区人民一道艰苦奋战，赢得疫情阻击战的重

大胜利。围绕全区中心工作，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

社会的影响，引导老干部为夺取复工复产和疫情防

控“双胜利”献计献策，全年完成老干部活动阵地改

造，建成全市第一个老干部工作信息化平台“桑榆

云”并上线运行。年内，口区委老干部局被评

为全区绩效管理工作立功单位。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老干部局积极组织
干部、职工投身于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有３名党员
干部参与区防疫指挥部和隔离点工作，其他党员干

部和职工下沉辖区荣华街武胜、幸乐社区，配合社区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局在有限的经费中紧急为武

胜、幸乐社区购买２６箱鸡蛋，并捐赠１５万元助力
抗疫。积极配合社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落实党

员干部下沉社区制度，做到解封不解防。同时，切实

关心老干部的身体健康状况，疫情期间组织多次走

访，为２名离休干部及时解决就医问题，为７名去世
老干部办理好善后服务。

【老干部活动阵地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老干部
局举全局之力，圆满完成全市老干部工作信息化建

设试点目标，并于８月份正式上线运行。信息化平
台“桑榆云”被武汉市委老干部局评为领衔突破

典型项目，也是全市１１个获评项目中唯一的信息化
项目。截至年底，使用“桑榆云”的老干部已达

２１００多人。此外，口区老年大学和老干部活动中
心改扩建项目被列为区级重大民生项目，得到区委、

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全部项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
底竣工，９月投入使用。至此，口区老年大学、老
干部活动中心智能化教学设施及活动器材全部安装

到位，整体功能水平处于全市城区老年大学前列。

【破解企业老干部服务难题】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老
干部局主动作为，承担起全区改制和破产企业离休

干部的服务管理工作，实行集中服务管理，在全市率

先破解改制破产企业离休干部服务难题。建立和完

善改制破产企业离休干部服务机制，制定《关于加

强改制破产企业离休干部集中服务管理办法》，统

一服务管理、统一经费保障，对老干部生活待遇坚持

月查季报和专项督办制度。全面落实老干部政策，

精准掌握老干部信息，畅通老干部信息沟通渠道，确

保改制和破产企业离休干部各项待遇得到落实、服

务管理到位，为改制和破产企业离休干部建立起

“爱心之家”。

【“四就近”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老干部局在
疫情期间开展“敲门行动”，安排专人分组对全区离

休干部、市管局级老领导和年龄在８０岁以上的老干
部进行电话慰问。利用电话了解每位离退休干部的

近况，传达习近平总书记抗击疫情的重要讲话精神，

关于宣传新型冠状病毒防护知识，帮助老干部解决

看病就诊、购药报销和去世安葬等问题。利用网络

平台，在老干部中间开展就近学习和就近服务活动，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家总体安全观等

内容，举办答题赛、分享会等活动，丰富老同志居家

抗疫生活。此外，将口区老年大学远程教学系统

延伸至社区，在试点社区安装远程录播系统，为社区

老年人提供学习资源，解决疫情期间就近学习问题。

向全区１１个街道下发《社区“四就近”服务工作通
知》，将各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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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开展情况上传

至信息化平台“桑榆云”。年内，组织各社区开展

送医、送药、购买生活物资、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等活

动，服务社区老人３０００余人次；结合工作实际，形成
《疫情防控中做好老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的实践和思

考》调研报告。

【来信来访】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老干部局高度关注
和重视解决疫情期间老干部反映的医疗和疫情防控

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对老干部来信来访办结率达

１００％。１月至５月，处理老干部就医事宜３件，为２
名离休干部协调解决新冠肺炎就医住院问题；处理

老干部安葬事宜８件；处理老干部基础疾病就诊购
药、报销事宜２０件。６月至８月，处理老干部关于
买药报销、抗美援朝纪念章发放事宜６件，为１名老
干部申请特困补助事宜。９月至１２月，收到部分老
干部询问关于抗战胜利７５周年慰问和抗美援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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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口区委老干部局在口区老年大学７楼报告厅开展老
干部信息化培训

念章发放事宜，以及咨询重阳节慰

问形式相关问题，口区委老干部

局均按国家相关规定，对老干部耐

心做好回复解释工作。

【发挥老干部作用】　２０２０年，
口区委老干部局在疫情期间，注重

发挥已离休退休老领导们的作用，

通过口区企业联合会、区企业家

协会渠道，与辖区１００多家重点企
业沟通，联系政府相关部门为企业

及企业家排忧解难。同时，鼓励和

引导企业家为抗疫一线奉献爱心，

区企联、企协所属５３家会员企业
共捐款捐物价值达１５２亿元。此
外，组织开展全区离退休干部“我

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建言献策”活动，共收到１０
个单位１３名老干部的书面建言５０多条。将精选出
来１５条建言，在有２００多人参加的全区老干部正能
量活动群开展大讨论，有５６位老干部参加讨论，展
现口区老干部身退志不退的精神和爱党爱国的赤

子情怀。

【老干部文体活动】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老干部局针
对疫情期间老干部防疫需求，将活动阵地由线下转

至线上，充分利用网络共享资源，依托“桑榆云”

和老干部正能量活动群两个平台，通过开设“微课

堂”、设立“创作室”、举办“网络赛”、开展“微宣讲”

等形式，举办作品征集、大学习、大讨论、答题赛、表

演赛、视频报告会等活动１２场。同时，借助“学习
强国”平台、武汉老干部公众号、网络小游戏和问卷

星小程序，组织策划４２场老干部在线上线下都能参
加的各类政治教育、学习宣讲和文体活动，打造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网上文化学习、休闲娱乐主阵地。在

政治教育方面，积极组织参加“同心接力·同舟抗

疫”全市老干部抗疫作品网上评选和“平语近人·

经典再现”展演等主题活动，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让老干部紧跟形势不

掉队。在文化活动方面，利用春节、国庆节、重阳节等

重大节日开展游园会、答题赛、分享节、朗诵节、音乐

节活动，丰富老干部的节日生活。在健身活动方面，

组织老干部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提高环保意识；组织

学习网络操作运用技巧，让老干部跟上网络时代，并

做不落伍的“网络达人”；组织“云端运动会，线上大

比拼”活动，让老干部录制健身小视频、分享多样健身

方式；开展老干部“红色文艺轻骑兵”和健身项目培训

活动，以文体活动娱乐身心，尽情享受晚年幸福生活。

【宣传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老干部局积极向相
关媒体宣传口老干部工作情况，全年在市级以上

宣传媒体发表信息５０余篇。其中，在“学习强国”
平台、“长江日报—长江网”各发表２篇，在《中国老
年报》发表２篇，《老年文汇报》２５篇，湖北老干部公
众号２篇，在武汉老干部公众号发表信息６篇，《调
研论文《疫情防控中做好老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的实

践和思考》获得武汉市老干部工作系统论文一

等奖。

（郑爱民）

· 党校工作·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共口区委党校（简称口区委
党校）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

例》，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干部培训、思

想引领、理论建设、决策咨询四大职能，在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疫后重振三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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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党校办班情况一览表

序号 培训时间 班次名称 办班性质 天数
参加人数
（人次）

委托办班单位

１ １月１７日 口区八党五联工作务虚培训班 专题班 １ ３０ 区委统战部

２ ６月１８日 全区ＧＤＰ统计业务培训班 专题班 １ ５０ 区统计局

３ ６月２２日至６
月２４日 ２０２０年发展对象培训班 专题班 ３ ９８ 区委组织部

４ ７月２７日至８
月２１日

中共口区十二届区委第七期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区管干部进修班

主体班 ２６ ４７ 区委组织部

５ ８月至 １０月
每周四

六角亭街第二届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 专题班 １２ ５０ 六角亭街

６ ８月１２日 口区民宗局宗教政策法规培训班 专题班 １ １８ 区民宗局

７ ８月１２日至８
月１４日 口区２０２０年发展对象培训班 专题班 ３ １２０ 区委组织部

８ ８月２６日至８
月２８日 口区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专题班 ３ １２５ 区委组织部

９ ９月 ９日至 ９
月１１日

口区２０２０年“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
班

专题班 ３ １３９ 区委组织部

１０ ９月２３日 口区民宗局宗教政策法规培训班 专题班 １ ４８ 区民宗局

１１ ９月２３日至９
月２５日

口区２０２０年“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
班

专题班 ３ １２８ 区委组织部

１２ ９月 ２３日至
１０月１９日 口区２０２０年科级干部任职培训班 主体班 ２６ ４２ 区委组织部

１３ ９月２９日 口区民宗委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培训班 专题班 １ １５０ 区民宗局

１４ １０月１３日 口区妇联系统基层领头雁培训班 专题班 １ １５０ 区妇联

１５ １０月２２日至
１０月２３日 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统战调研干部班 专题班 ２ ３６ 区委统战部

１６ １１月２６日 口区统战民宗系统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专题辅导培训班

专题班 １ １２０ 区委统战部

１７ １１月 ２日至
１１月２７日

中共口区第十二届区委第八期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区管干部进修班

主体班 ２６ ４０ 区委组织部

１８ １１月１１日至
１１月１３日 口区２０２０年发展对象培训班 专题班 ３ １１５ 区委组织部

１９ １２月３日 全区社区救助培训班 专题班 １ １００ 区民政局

２０ １２月３日 口区基层统战工作培训班 专题班 １ ４０ 区委统战部

２１ １２月１１日 ２０２０年口区“两新”党建工作负责人及党建专
员培训班

专题班 １ ５１ 区委组织部

２２ １２月１７日至
１２月１８日

２０２０年度全市干部统计和公务员信息更新采集
工资统计培训班

专题班 ２ １２０ 市委组织部

２３ １２月２９日至
１２月３１日 长丰街社区新入职人员培训班 专题班 ３ １３５ 长丰街

２４ １２月２９日至
１２月３１日 口区社区党组织副书记培训班 专题班 ３ １３９ 区委组织部

合　　计 ２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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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口区委党校闻令而动，主动作为。一方面在

封城后积极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协助开展疫情

摸底排查、消毒杀菌、教育宣传、防控值守等工作，始

终奋战在社区疫情防控第一线；另一方面精心部署，

利用假期党校宿舍空置之便搭建隔离点，并主动做

好隔离点服务保障工作。２月７日至４月３日，
口区委党校隔离点陆续接收疑似患者１８９名，转运
病人３３名，处理突发情况３例。隔离点工作人员温
暖贴心、无微不至的服务得到中央和省、市、区督导

组的高度肯定和病人的一致好评。年内，口区委

党校被授予“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和“武汉工人先锋号”等荣

誉称号。

　　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中共口区十二届区委第七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区管干部进修班举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干部培训】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党校坚持疫情防
控和本职业务工作两手抓，举办主体班３期，专题
班２１期，共培训干部２０９１人次，有效促进疫后重
振工作。突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培训，建立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和习近平

党建思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等为内容的党

校特色理论培训体系，先后聘请３０多位专家教授
讲授党性教育专题４０多个，党的理论教育占７０％
以上，党性教育占 ２０％以上（规定为 ７０％和
２０％），切实发挥党校思想引领作用。主体班次培
训课程更新率达 ５５％，教学质量测评优良率
９８％。学员满意率９８％。坚持领导干部上讲台制
度，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和区委常委等 １０位领
导到党校讲党课１０余次，占总课时的２５％（规定

为２０％）。创新“党校 ＋”培训模式，探索与辖区
六角亭街道联合办班，个性化定制教学课程，送课

送教，拓展培训新阵地。

【基层宣讲】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党校坚持“两个结
合”，做到“四个讲好”，深入区直机关、社区、学校

举办“红色讲堂”“百姓讲堂”，即结合区委宣讲团

统一部署，结合党校“两进一讲”进行安排，重点讲

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

力和实践伟力，讲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和口抗疫的生动故事，讲好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讲好区委、区人民政府重大决

策部署，紧密联系口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色，以本

地模范作为宣讲案例，挖掘口故事，打造具有

口元素的宣讲品牌。全年开展各类理论宣讲 ７８
场，培训４５００余人次；开展线上宣讲 １８场，点击
量２０００余人次。

【科研咨政】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党校积极争取湖北
省委党校、武汉市委党校课题，探索导师制课题研

究，上下联动开展党校系统内课题研究，有２名教师
参与湖北省委党校国家级课题组，并被评为良好。

围绕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党建引领等内容，撰写课

题１０个、调研文章２５篇，其中获奖５篇，省、市刊物
公开发表３篇；结项课题２项，申报武汉市委党校立
项课题３项，获得市委党校系统科研工作组织奖。
全年编辑《口论坛》４期，发表６０篇文章，开辟“书
记谈”“学员论坛”等专栏，增加口人文故事、政策

摘编等内容，宣传辖区党建、跨越转型、改革创新的

好经验新特点。紧紧围绕区委、区

人民政府中心工作和重大战略部

署，充分调动参训学员，结合“学员

论坛”开展建言献策活动，精选２３
条建议结集２本呈送相关职能部
门参阅参考，其中有３条建议获得
区委、区人民政府领导的签批。

【意识形态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
区委党校以人为本，全力抓好党的

意识形态工作。利用党校阵地，组

建宣讲员队伍，深入区直单位和街

道基层广泛开展领导干部宣讲和

百姓微宣讲，传播正能量，弘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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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累计受众６０００余人。打造网评员队伍，针对
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主动发声，用网民语言积极主动

回应网民关切，加强正面引导，凝聚共识，全年区委

党校的网评工作一直位居全区前列。严把校内外授

课政治关，守好党校讲台，发好党校声音，全年签订

各类授课宣讲承诺书１２０余份。
（王　金）

·侨务工作·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区
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口区侨办侨联）坚持“以侨

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开拓进取，深化改革，努力

工作，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

侨胞的桥梁纽带作用，有效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

权益。

【抗击疫情】　２０２０年，口区侨办侨联组织侨界人
员投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做出积极贡献。区侨联副主席、区城管执法局

副局长戴淑珍出任局、社区工作组组长，组织局属

１６个党总支和支部的党员，下沉６个社区参与防疫
工作。她亲临一线，被誉为抗疫斗争中绽放在“城

管战线的铿锵玫瑰”，《今日头条》登载她们的抗疫

故事。区侨联副主席、区行政审批局主任仰光斌负

责两个隔离酒店的运行，始终坚守岗位，勤奋工作，

《武汉宣传》报道了他的事迹。区侨联副主席、湖北

闽商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小虎组织商会先后捐赠

爱心款５０余万元，并与商会同仁们一起，为福建援
汉医疗队５５０名医护人员提供送餐服务。区侨联委
员、汉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杨国平所在医院作为新

冠定点医院和清洁医院，先后接待发热病人１７万
余人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５５３人，接诊非新冠病人
８万余人次，开展各种急诊手术１１２５台次。同时，
杨国平还应邀在湖北电视台作“精准施救，保护最

强大脑”的专题讲座。区侨联秘书长岳玉红下沉

社区９６天，一直值守在社区防控卡点，随时劝导
归侨侨眷服从街道、社区管理，配合做好防控

工作。

【为侨服务】　２０２０年，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口区
侨办侨联采取上门慰问和快递邮件方式，向全区老

归侨发送慰问信和生日蛋糕票，送去党和政府的关

怀和问候。侨眷陈颖迟激动地将慰问信拍成图片，

发往散居在澳大利亚、瑞士、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

家的海外亲属。年内，区侨办侨联继续为海外华侨

张兰英办理养老金年审，积极引进加拿大籍华人企

业武汉道生优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口经济开

发区。区侨眷政协委员、协和医院专家童巧霞和金

吉列出国留学武汉分公司联手，举办海外留学生线

上健康专题讲座。认真落实“爱心帮扶”工作。

２０２０年，全区７０名老归侨享受到每人每月１５０元
的生活补贴；同时，对６名生病住院的归侨、去世归
侨的家属及时进行慰问。疫情期间，为特殊困难归

侨邓祖元申报省侨联资助２０００元，为生病归侨郭美
英申报市侨联资助１０００元。

【侨务活动】　２０２０年，口区侨办侨联发挥“侨之
家”“侨之声”“侨之舞”的平台作用，彰显侨界特色。

区侨联委员、发展社区党委书记刘德荣在疫情期间，

组织社区抗疫成效突出，实现社区养老院零感染，获

得了市领导的高度肯定。该社区“侨之舞”舞蹈队

坚持排练，经常组织演出，为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做出

积极贡献。区侨联主席、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专家

罗小江在疫情期间坚守岗位，被评为医院抗疫先进

个人。区侨联委员、同济医学院附属小学副校长徐

皓在抗疫期间，组织攻关线上教学方案，不让学生因

居家隔离而荒废学业。他还积极传授国学，被聘为

省侨务部门创办的“中国文化公益小讲堂”主讲老

师，为加拿大华人的孩子们隔空讲解中国四大名著。

区侨联委员、汉水桥街党政办公室主任沈馨莹工作

认真负责，其女儿吴尚哲（笔名阿念）亲历疫情，以

患者视角发表《阿念日记》，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由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岳玉红）

·对台事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简称口区台办）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要

求，积极落实中央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对台工作各

项指示，紧密结合口实际，妥善应对两岸关系面临

的复杂严峻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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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疫情防控和服务台胞台企工作，促进、台两地

同胞心灵契合。全年共开展对台交流活动１次，为
台企、台胞、台属办实事５件。

【对台交流】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１日，在武汉市与台湾
苗栗县共同举办“云端相约 汉苗情深”城市间大

型网络交流活动中，口区台办主动对接国民党

头份市党部，并联系辖区内企业湖北好聪慧商贸

有限公司现场采购头份当地农户产品，价值 ５３
万元。

【涉台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台办积极落实疫情防
控期间的涉台服务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摸排

滞台胞情况，及时向他们宣传省、市相关政策，引

导台胞遵守国家防疫政策，为辖区台企台胞提供相

关服务。全年，安排两批次共２７位台胞及其配偶子
女等乘坐包机安全返台；联系口区防疫指挥部、区

行政审批局，协助办理台胞黄某（滞汉台属、孕妇杜

某之夫）从上海申请来汉和返沪的相关证明及通行

函；联系口区卫生健康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第二批申请返台的１２名台胞进行核酸检测；跟踪
滞台胞周某（无症状新冠肺炎感染者），掌握从住

院治疗、出院隔离到回原居住地点期间动态情况，并

及时向武汉市台办汇报；走访调研台企在疫情期间

受损情况及复工复产情况。１月至４月，全区台资
企业共计受损额５９７万元，４月底前已全部复工复
产。与此同时，口区台办广泛向台企宣传解读市、

区政府包括经信、人资、发改、商务、医疗保障、住房

公积金等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

（唐　军）

·机要和保密·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共口区委机要和保密局（
口区国家保密局）（简称口区保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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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总

体国家安全观，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准确把握形

势、认真履行职能、锤炼过硬作风、解决突出问题，确

保党和国家秘密绝对安全。

【组织领导】　２０２０年，口区保密局坚持党管保密

政治，不断强化保密组织基础建设。口区委领导

班子通过中心组、常委会议等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审

议通过年度保密工作要点。在十二届区委常委会第

１４２次会议上，传达学习全省贯彻落实中央保密委
员会督查组督查反馈意见专题会议和全市保密工作

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听取全区保密工作的汇报，强调

要常抓教育宣传，狠抓制度落实，严格执行保密法

纪，进一步夯实保密工作基础，确保党和国家秘密安

全。口区保密局严格落实区委提出的工作要

求，从抓好思想引领、服务中心大局、推进重点任

务、做好基础工作４个方面下功夫，重点完善《区
委落实保密工作主体责任清单》机制，健全并落实

保密工作责任制，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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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面，对保密工作责任全面梳理，推动保密工作主

体责任层层压实、落实到人，形成以上率下、上行

下效的良好氛围。

【宣传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保密局坚持以点带
面、分类施策，促进保密宣传教育成效稳步提升。抓

好涉密工作人员这个重点，将保密教育与涉密工作

人员分类确定、资格审查、日常监管等措施相结合，

全面覆盖岗前、在岗、离岗３个关键节点。口区纪
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邹春燕，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

主任喻长兴在全区保密工作警示教育大会上为各机

关、单位分管领导、机要员讲保密课、提要求。邀请

专家学者到区委党校，就商用密码、金融和重要领域

国产密码应用法规政策作宣讲报告。抓好机关干部

这个关键点，将当前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机关单位

失密泄密典型案例作为宣传教育重点，结合“４·
１５”国家安全日、“五法”普法等活动，采取微信公众
号推文、设置展台、公屏投放、发放宣传册等多种方

式，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学

习宣传活动，促进保密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抓好疫

情防控期间保密管理，及时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保密工作的通知》《保密

提示函》，就网上办公、涉密载体管理、信息公开、个

人信息保护等方面保密管理提出具体要求。委派专

人到区防疫指挥部等重点部门，指导设立专门保密

场所、明确专门工作人员，督促在办公场所张贴保密

提示、在计算机上粘贴保密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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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４日，口区保密局在汉中街、荣华街和幸乐社区开展《中华人民
共和国密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宣传，发放宣传资料８００余份

【监督检查】　２０２０年，口区保密局坚持创新保密
手段，加强保密信息管理，促进保密工作水平不断

提高。

逐步完善保密技术检查体系。积极探索解决路

径，一方面完善互联网接入口保密监管系统，把住全

区网络保密总关口；另一方面，依托“智华非涉密计

算机保密检查系统”工具，建好建强全区互联网计

算机保密技术检查系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历时

２个月对全区７２家单位的２１１７台互联网计算机进
行地毯式检查，重点排查使用互联网计算机存储、处

理涉密文件等情况，共查出疑似问题１８４个，向５２
家单位下发督查函，做到违规行为和泄密隐患早发

现、早处置、早整改。

完善考核考评机制。将保密工作责任制纳入全

面从严治党板块绩效目标考评指标，在落实口区

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指标中设置“落实机要保

密工作责任制”项目，打造明责、履责、考责、问责的

全封闭落实链条。将保密工作纳入巡察范畴，会同

区委巡察办制定十二届区委第十轮、第十一轮（交

叉）巡察保密专项检查清单共１７项指标，先后对区
“四大家”、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等

１９家单位开展保密工作专项检查，总结归纳党管保
密责任落实、保密工作领导责任制和保密管理责任

落实３个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形成反馈报告，督促抓
好整改。

　　 持续推进常规性保密检查。
根据保密自查自评常态化工作要

求，组织各机关、单位每年开展保

密自查自评２次。此外，做好高中
考试卷存放保密室安全保密环境

检查，确保国家重点考试安全。

【基础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保
密局坚持抓好保密工作三大基础

管理，落实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管理

要求，做好失泄密风险隐患排查，

进一步夯实保密基础工作。

做好涉密人员管理。在规范

确定工作岗位和人员的基础上，

结合基层人员流动大、更新快的

特点，逐步完善工作人员数据库，

全面推进审查备案、重大事项报

告、离岗承诺的全过程、动态化管理。会同区委国

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对在辖区机关单位工作的

所有编外人员进行摸排清理和保密教育，覆盖全

区万余人。

强化定密管理。印发《关于做好申请定密授权

工作的通知》，明确定密权限、申请流程和工作要

求，组织全区各相关单位按需申请定密权限。以

《涉密文件印制备案表》为着力点，会同区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全面推动“备案 ＋印制”制度落实，实现定
密情况及时掌握、及时监督，全年共备案涉密文件

８６批２６４０份。启动全区国家秘密解密审核工作，
组织各机关、单位对２０１０年后产生的、２０２０年到期
的国家秘密进行集中解密审核。

强化网络保密管理。建立与区委网信办、区大

数据中心数据共享机制，精准对位全区４个非涉密
政务网络，定期开展网站信息安全保密检查。组织

报废３９台涉密计算机，及时更新全区涉密信息系统
电子台账，精准对位全区涉密计算机，确保一人一

机、账物相符。督促落实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明

确领导分管、部门负责、专人实施，从源头防止失密

泄密。强化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管理。以提高防范能

力和技术保障为重点，督促全区保密要害部门部位，

对标《关于加强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管理的通知》，严

格落实保密防范要求。

（周方莉　季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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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与史志编研·

　　２０２０年６月９日，口区档案馆开展脱贫攻坚档案记忆
宣传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档案馆（区史志研究中
心）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强化责任意识，勇于担

当作为，立足主业主责，助推档案史志工作取得新进

展。全年接收档案进馆１１３７６卷（件），比上年增长
４２％，完成馆藏１９８９年度文书档案开放鉴定１４４６
卷，举办“６·９”国际档案日活动１次，均无档案安
全责任事故发生。《中共口区历史》（三卷本）继

续修改完善。２０１９年口区党史大事记、党史资料
汇编完成编纂。《口年鉴》（２０２０年卷）、《湖北年
鉴·口篇》和《武汉年鉴·口区情》编纂完成并

出版。指导《韩家墩街志》《宗关街志》通过专家评

审。全年接待查档群众３０１３人次，查阅档案４０５９
卷次。

【新冠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６日起，口区档
案馆（区史志研究中心）按照区委统一部署，组织全

馆党员下沉对口的汉正街五彩社区，积极参与新冠

疫情阻击战，主动承担社区防疫值守，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检查和登记出入人员信息、测试体温，为社区

居民采购蔬菜、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截至 ５月 １５
日，全馆干部职工下沉社区历时１０５天，共出动人员
值守１０１０人次，助创五彩社区成为无疫情社区。全
馆有１人被评为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

【疫情资料归档】　２０２０年，口区档案馆（区史志
研究中心）及时启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文件材料的

收集归档工作，制定《口区新冠疫情文件材料收

集归档工作方案》，帮助指导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及各街道开展新冠肺炎疫情档案收集，共完

成整理、接收疫情防控档案３１７９３件（张、个），其中
文书档案２９５４４件，照片档案１８４０张，电子档案２６１
件，实物档案１４８件。选送辖区吴涌烈士奖章等３
件实物参加全市新冠疫情材料陈列展览。

【接收国有企业退休档案】　２０２０年，口区档案馆
（区史志研究中心）根据武汉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

社会化管理的相关文件精神，积极配合口区国有

资产管理办公室开展国有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的

接收工作。截至１２月底，已有１３家企业１５３０卷人
事档案移交进馆。

【史志编纂】　２０２０年，口区档案馆（区史志研究
中心）继续修改完善《中共口区历史》（三卷本），

补充收集资料４０余万字，并组织专人审核修改。全
年完成２０１９年党史大事记、口区２０１９年党史资
料汇编编纂工作。《口年鉴》（２０２０年卷）正常出
版发行。《湖北年鉴·口篇》和《武汉年鉴·口

区情》完成组稿上报。指导《韩家墩街道志》《宗关

街道志》的编纂并完成专家评审。完成《武汉战

“疫”———口综述》编纂。１月１６日，召开全区史
志工作培训会，共有 １１２人参会。

【档案史志宣传】　２０２０年，口区档案馆（区史志
研究中心）结合“６·９”国际档案日，围绕“档案见证
小康路、聚焦扶贫决胜期”的宣传主题，通过设置宣

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接受群众咨询、赠送印

有档案小知识的礼品等方式，发放宣传资料、图书

１００余份。结合“１２·４”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向群
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宣传。

【服务民生】　２０２０年，口区档案馆（区史志研究
中心）积极服务民生事业，聚焦“马上办、网上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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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办、一次办”提档升级，实现省、市、区跨馆查询利

用，实现一来即办、一办就好，保证“一次办”毕。按

照在职党员到居住地社区认领服务岗位的要求，投

入社区网格化管理、参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参与

疫情防控常态化，１７名在职党员到居住地社区服务
人均１３小时。９名党员干部主动与结对企业走访
对接，及时了解掌握企业经营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企

业复工复产出谋划策。

【参与精准扶贫】　２０２０年，口区档案馆（区史志
研究中心）安排１名党组成员在黄陂区罗汉寺街沈
黄村驻村扶贫，指导该村村委会开展党建，督促扶

贫。及时给该村５户困难家庭送上慰问金和节日物
资，并从扶贫专网“８４３”平台采购大米、牛羊肉等农
副产品共计５５万元。

　　２０２０年６月９日，口区举行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委会４０周年纪念活动

【档案馆大楼装修改造】　２０２０年，口区档案馆
（区史志研究中心）投资２６４５万元，对面积３４２０
平方米的馆舍大楼进行装修改造。改造后，增加５
个档案库房面积共计８９０平方米，增设６个档案业
务用房及１个中心控制室；完善档案安防系统，在
大楼布设监控摄像头１２０个，实现监控无死角；新
建大楼喷淋消防、库房七氟丙烷系统。档案馆一

楼大厅为纸质档案、电子档案、政府公开信息、音

视频档案查阅区和休息区，方便群众查阅档案资

料。装修改造于９月２１日开工，１２月３１日完工，
历时１０１天。

【获评卫生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年，
口区档案馆（区史志研究中心）

注重加强对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和

健康知识的科普宣传，发动全馆

干部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定

期开展“搬家式”大扫除，实行生

活垃圾分类处置，开展消杀和“除

四害”专项整治行动。积极参加

辖区和对接社区的环境整治、疾

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等工作，发挥

了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的作用。

口区档案馆（区史志研究中心）

被评为 ２０２０年度武汉市卫生先
进单位。

（芮东晓）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简称口区人大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

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扣

口改革与稳定发展的中心任务和人民群众关心关

切的热点问题，强化使命担当，依法行使权力，先后召

开９次常委会会议和３６次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一
府两院”２５个专项工作报告，组织开展１６次视察督
查活动，检查２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依法做出决议
决定５项，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６９人次，探索开展
２项改革创新实践，为加强口区民主法治建设，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冯　畅）

·重要会议·

【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会议】　２０２０年，口
区人大常委会共召开９次常委会会议（第二十六次
至第三十四次）。

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在区行政中心人大议事厅举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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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学彬主持，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许以华、余雅明、万艳红、鲁翠玲、谢建斌及常

委会委员共３１人出席会议。会议接受张锦松辞去
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报

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区行政中心人大议事厅举行。

会议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学彬主持，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许以华、刘国利、余雅明、鲁翠玲、谢建斌及

常委会委员共３３人出席会议，口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徐盛敏、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邹春燕、区人民法院

院长胡诗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万诗雄和区人大

常委会各街道工委专职主任、副主任列席会议。会

议讨论通过口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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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会议议案、建议办理工作方案》。会议通过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异动和

部分代表资格终止的报告，陈龙、钟钊、景新华、魏

国、钱汉、潘兴６名口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资格终
止。至此，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２３９名。会议审查和决定人事任免事项：任命李昌
华为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徐春林为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雷磊为口区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邱

华威为口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委

员；免去李昌华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潘兴口区人大常委会预

算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谢建斌口区人大常委会

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任命毛丽为口区

人民法院长丰人民法庭庭长，李晓丹为口区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谢磊为口区人民法

院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人民法庭副庭长；免去徐岚路

口区人民法院长丰人民法庭庭长职务，唐明口

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李风国

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张明建武汉市口区人

民法院审判员职务，吕俊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

务，危建国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２０２０年８月５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

学彬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以华、刘国利、余

雅明、谢建斌及常委会委员共３２人出席会议，口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徐盛敏、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邹春

燕、区人民法院院长胡诗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万

诗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姚碧波和区人大常委

会各街道工委专职主任、副主任列席会议。会议听

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
政府投资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２０年重点项
目推进及复工复产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区人民政

府提出的２０２０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听取和审议区
政府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
本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情况

的报告和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本区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情况的报告。会议审查和

决定人事任免事项：任命谈毅为口区人民法院立

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董一莹为口区人民法

院审判员；免去王东红口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

讼服务中心）庭长职务。任命秦川军为口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徐英为口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阴伟弘为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杜丽华为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委员；免去李化口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挂

职）、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王英杰口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杭秀明

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王乃

弟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李成章口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薛翔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职务。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人大议事厅举行。会议由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严学彬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

以华、刘国利、余雅明、鲁翠玲、谢建斌及常委会委员

共３２人出席会议，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宏亮、
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邹春燕、区人民法院院长胡诗云、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万诗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

任姚碧波和区人大常委会各街道工委专职主任、副

主任及部分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卢华、

冯贤祥、杨莉华等１０名市人大代表的述职报告，听
取和审议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公安分局、

区城管执法局２０１９年度办案质量检查工作的自查
报告，区人大法制委员会２０１９年度办案质量检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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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报告。会议补选李军、苏海峰为武汉市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结果经武汉市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后，由武汉市人大常委

会予以公告。会议决定接受刘丹平辞去口区人民

政府区长职务，会议决定苏海峰为口区人民政府

代理区长。会议通过代表异动和部分代表资格终止

的报告，因口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杨明银调离本

行政区，其代表资格终止。至此，口区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２３８名。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９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次会议在人大议事厅举行。会议由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严学彬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以

华、刘国利、余雅明、万艳红、鲁翠玲、谢建斌及常委

会委员共３５人出席会议，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
宏亮、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邹春燕、区人民法院院长胡

诗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万诗雄、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副主任胡振双和区人大常委会各街道工委专职主

任、副主任和部分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议听取

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审查批准区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度财政决算；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垃圾分
类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本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情况报告和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本

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情况报告。

会议接受任强辞去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的请求，报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公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三十一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学彬

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以华、刘国利、余

雅明、万艳红、谢建斌及常委会委员共３０人出席会
议，口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敖明华、区监察委员会

主任邹春燕、区人民法院院长胡诗云、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万诗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姚碧波和区

人大常委会各街道工委专职主任、副主任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及区城管执法局、区民

政局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会议对区人民政府、

区城管执法局、区民政局的审计整改情况报告进行

满意度测评，结果均为满意。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

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

告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会议批准

区人民政府提出的２０２０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会
议还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关于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

工作情况报告和区公检法三机关及区城管执法局

２０１９年度办案质量检查整改情况报告。会议通过
《关于召开武汉市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的决定》，审查通过口区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筹备工作意见、代表异动和部

分代表资格终止的报告。会议审查和决定人事任免

事项：任命刘建青为口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

员会主任委员，李毅红为口区人大常委会易家街

道工作委员会专职主任，刘侠为口区人大常委会

宗关街道工作委员会专职主任；免去徐春林口区

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人事任免工

作委员会委员职务，邹清彪口区人大常委会教科

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姚光琴口区人大

常委会汉水桥街道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职务。任

命邱华威为口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局长，免去胡俊

口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局长职务。任命章铁军为

口区监察委员会委员，王中兴为口区监察委

员会委员，胡旭为口区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黄

尚华口区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决定接受

王明星辞去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口区第十五届人大代

表周裕坤调离本行政区，王明星、邹清彪、徐春林、

靳远涛４人辞去口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职务的
请求，已被区人大常委会接受。周裕坤、王明星、

邹清彪、徐春林、靳远涛５名口区第十五届人大
代表资格终止，王明星、邹清彪、徐春林 ３人口
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徐春

林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王明星口区第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相

应终止。至此，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实

有代表２３３名。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人大议事厅举行。会议由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严学彬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

以华、刘国利、余雅明、万艳红、鲁翠玲、谢建斌及常

委会委员共３０人出席会议，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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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盛敏、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邹春燕、区人民法院院长

胡诗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万诗雄、区政府办公室

主任姚碧波和区人大常委会各街道工委专职主任、

副主任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

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议案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报告、关于２０２０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１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讨论区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送审稿），审议通过代表异动和部

分代表资格终止的报告，会议决定接受江汉洪、吴茂

杰、雷磊、董启发４人辞去口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职务的请求，以上４名口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资
格终止，雷磊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口

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

务相应终止。至此，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实有代表２２９名。根据代表出缺情况和工作需要，
会议补选出刘侠、刘建青、李之东、李毅红、崔翼５人
为口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口区第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已依法予以确认。至此，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２３４名。会议
决定接受许以华辞去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其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会议审查和决定人事任免事项：任命余雅明为口

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

员，翁长捷为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委员；任命潘涛为口区建设局局长，彭

菁为口区文化和旅游局（口区体育局）局长，李

若飞为口区地方金融工作局（口区金融领导小

组办公室）局长（主任）；免去罗威口区建设局局

长职务，杨斌口区文化和旅游局（口区体育局）

局长职务，蒋昌洪口区地方金融工作局（口区

金融领导小组办公室）局长（主任）职务；任命王东

红为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杨莉为口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朱少明为口区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柳青为口区人民

法院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人民法庭庭长，熊向清为

口区人民法院仁寿人民法庭庭长；免去朱少明口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杨莉口区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江小武口区

人民法院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人民法庭庭长职务，柳

青口区人民法院仁寿人民法庭庭长职务。任命黄

刚猛为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陈孝翔为口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在人大议事厅举行。会议由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严学彬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

国利、余雅明、万艳红、鲁翠玲、谢建斌及常委会委员

共２９人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许以
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徐盛敏、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邹

春燕、区人民法院院长胡诗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万诗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姚碧波和区人大常

委会各街道工委专职主任、副主任列席会议。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

想。会议听取和初审区人民政府关于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
要（草案）的编制情况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２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１年计
划草案的报告、２０２０年政府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１年政府投资计划（草案）的报告。会议决定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时间调

整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７日至３０日。会议讨论提交区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各项文件及建

议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异动情况和

补选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审查通过区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会议决定，

任命雷雨晨为口区人大常委会汉水桥街道工作委

员会专职主任，免去雷雨晨口区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副主任职务。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在人大议事厅举行。会议由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严学彬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

国利、余雅明、万艳红、鲁翠玲、谢建斌、胡亚非及常

委会委员共３３人出席会议，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徐盛敏、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邹春燕、区人民法院院长

胡诗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万诗雄、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主任姚碧波和区人大常委会各街道工委专职主

任、副主任列席会议。会议决定接受刘国利辞去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

务。会议决定，任命田莉莉为口区民政局局长，免

去张进口区民政局局长职务。会议决定接受田莉

莉辞去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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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至３０日，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口会议中心举行，应到代表

２２９人，实到代表２２１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口区
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批准口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
审查口区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２０２１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口区２０２１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在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任职人员
履行宪法宣誓仪式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批准口区２０２０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１年财政预算（草案）的
报告，批准口区２０２１年财政预算。会议审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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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设立口区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会议补选

苏海峰为口区人民政府区长，胡亚非为口区第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建青、李之东为口区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会议表决通过口区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委

员名单。这次大会收到代表１０人以上联名提出的
议案２５件，其中城区更新方面１１件、经济建设方面
５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４件、社区养老方面２件、
城市管理方面２件、公共卫生方面１件。经过大会
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决定将“关于着力提升重大

项目建设绩效的议案”“关于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

系建设的议案”和“关于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

议案”３件议案作为大会议案，其他议案转为建议、

批评和意见。这次大会收到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

见共计１５２件，分别转交承办单位研究办理，并在规
定时间内答复代表。

（冯　畅）

·职权行使·

【服务大局】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口区人大常委会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湖北省委、

武汉市委、口区委工作要求，认真落实疫情防控政

治责任，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及时组建区人大常委会、区人大代表、区人

大街道工委、区人大机关干部“四位一体”的抗疫方

阵，全力以赴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口区人大常委

会第一时间发出《致全区各级人大代表的一封信》，

号召全体人大代表旗帜鲜明讲政治，以身作则当表

率，立足岗位讲奉献，凝心聚力促稳定，并依法作出

关于延迟召开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的决定，服从服务防疫工作大局。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成员全部参与疫情防控指挥领导体系，对

口联系督导全区１１个街道的疫情防控工作。区人
大各街道工委积极组织辖区资源和力量助力疫情防

控，形成防疫工作强大合力。口地区的各级人大

代表踊跃捐款捐物，奋不顾身驰援疫情防控第一线，

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党员

干部下沉社区，连续３个月日夜奋
战，用实际行动扛起疫情防控的政

治责任。

助力疫后经济社会发展。４
月８日武汉正式解封后，口区人
大常委会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将疫

情防控作为重点纳入年度工作要

点，把公共卫生安全、医疗健康体

系、基层社会治理和经济社会恢复

发展列为监督工作重点。围绕全

省疫后经济重振，配合省、市人大

以“中央疫情防控政策资金落实”

和“疫情期间和疫后恢复的区域财

政经济运行”为主题，开展４项调
研，形成专项调研报告，为科学决

策提供依据。围绕推动上级政策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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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落地，对全区规上企业、重点楼宇和重点园区复

工复岗情况进行跟踪调研，积极协调帮助解决资金

周转、工程款结算、经营户租金减免等问题，督促中

央支持湖北一揽子政策在口落地见效。围绕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全方位、多层次推进《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执法检查，通过暗查暗访、集中视察、

听取汇报和座谈交流等方式，全面检视在口区贯

彻实施情况，特别是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疫情防

控暴露的短板弱项，督促边查边改，力促工作实效。

共谋规划发展蓝图。口区人大常委会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

员领衔，对规划纲要、重大项目库和３５个单位、街
道、群团的３７个专项规划编制开展调查研究。注重
把加强顶层设计与坚持问计于民相结合，调研过程

中，重点聚焦口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

性、长远性问题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充分与

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群众互动，与上级人大互动，

与政府及职能部门互动，拓宽建言献策渠道、汇集各

方智慧力量。区人大常委会结合调研情况，就全区

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等５个方面提出
１８条具体意见建议，为编制一部符合人民意愿、富
有时代特征、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高

质量规划集思广益、凝聚合力，为区人大会议审查和

批准“十四五”规划纲要做好大量前期工作。

【依法履职】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
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履职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规范开展人事任免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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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审议通过人事任免

议案１３件，任免口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６９人次，
保证武汉市委、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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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实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宪法意识。

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认真研究制定口

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度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计划，听
取和审议重点建设项目推进情况、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议案建议办

理情况等１６项重大事项报告，适时作出关于批准
２０１９年度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等

５项决议决定。
加强财政经济监督。聚焦区域经济发展，开展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重点指标跟踪监督和经济

指标运行调研，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听取区人民

政府关于土地整理储备工作情况的报告，问诊把脉

全区发展之基，不断夯实经济发展底盘。聚焦提高

政府投资效益，强化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监督，推动

１６个政府投资项目高标准实施、高质量落地。聚焦
预决算审查监督，开展中央疫情资金使用及政策落

实情况跟踪监督，制发预算执行监督工作提示函，督

促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深化预算审查“五机制一平

台”建设，总结形成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应用的口

经验，被湖北省人大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聚焦政府

债务监督，落实半年报告制度，督促财政部门依法履

行政府债务用途调整程序。聚焦审计整改跟踪监

督，坚持重点单位列席常委会会议和审计整改满意

度测评制度，创新开展现场跟踪监督，治已病、防未

病。聚焦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将“探索完善人大国

有资产监督工作机制”列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重点

推进。制定区人大常委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２０１９
年至２０２１年三年工作方案，督促区人民政府完善国
有资产管理机制，盘点家底，不断提高人大对国有资

产管理监督实效。

突出法治工作监督。围绕助推依法行政，对

口社保处、区行政审批局、区人力资源局、区应急管

理局等部门开展调研，市、区联动组织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

条例》执法调研，召开《武汉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

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题座谈会，将区城管执法局纳

入办案质量检查范围，以点促面，着力推动法治政府

建设。围绕助推司法公正，制度化对区公安分局、区

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法院开展２０１９年度办案质量检
查，推动司法理念更新、工作举措创新、办案质效提

升。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重点，听取区人民法院关

于内设机构改革工作情况报告和区人民检察院关于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报告，支持两院改革创新有突

破、队伍建设有成效。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办理工作，

把信访接待和跟踪监督相结合，着力化解矛盾，维护

社会稳定。围绕助推法制统一，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为重点，完善备案审查制度，督促政府对２０１６年以
来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开展全面清理，依托省人大立法

与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实现网上备案６件。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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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实民生事业监督。听取关于全区生态环保、

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和实施情况、水源地管护及水

资源保护制度落实情况等４个专项报告；对“十三
五”规划中资源环境指标的完成情况开展专项督

查；视察督查垃圾分类工作，对收集到的９类１５个
问题分类督导；开展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及２０１８
年以来省级环保督察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监督检查，

加强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监督，确保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着力推动人民城市建设，开展城市规划编

制、实施情况等重大事项专项督查；开展长丰地区

“出门难”调研督查，视察督办千禧城小学、公路小

区等配套道路建设情况，切实解决居民出行难问题；

调研《武汉市献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协调在汉正

街多福路商业中心地带建成献血站；开展“中小学

校周边环境状况”专题询问整改情况３年回头看。
着力推动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开展爱国卫生监督检

查，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督办双厂巷牛羊肉市场环境

卫生和食品安全问题，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定期

开展物业管理专题询问整改落实“回头看”，以东方

花城小区历史遗留的渍水问题为重点，推动解决该

小区１９６２户居民的排水难题。

【代表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大常委会继续坚持
民有所呼，我必有应，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支

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参政议政。

强化履职服务保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内容为重

点，通过集中培训、网络推送等方式实现代表培训全

覆盖。保障知情权利，全年向代表寄（推）送工作动

态４期，督促“一府两院”向代表通报工作。深化
“两个联系”，坚持和完善每月１５日主任会议成员
集中接待和走访代表日活动，主任会议成员全年接

待和走访代表１１０余人次，收集并督办代表提出的
各类问题２０余条。强化阵地建设，发挥代表工作室
（站）作用，坚持代表接待日、代表接待登记、群众意

见处理反馈等制度。及时补选武汉市第十四届人大

代表２人、口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５人。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辖区各位人大代表按照要

求全年参加代表小组活动５次以上，全年共有 １２００
余人次的全国和省、市、区人大代表，采取集中、分

组、联组等形式，开展“三进”活动１６５次，收集各类

意见建议２２７条，研究归纳形成书面建议２４条，有
力助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组织开展９月集
中接待选民月活动，累计接待选民１４３７人次，收集并
转办各类问题２１９条。加强考核监督，组织１０名市
人大代表、７１名区人大代表回原选区和原选举单位
述职，接受监督。在疫情防控期间，各级人大代表累

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４１００余万元，其中董骏武、邱
华威２名市、区人大代表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称号，多名代表受到省、市、区表彰。

认真督办议案建议。落实《武汉市口区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和建议工作办法》，在制定方案、

落实责任、规范办理和办结评价等环节持续加强区

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人大街道工委、

人大代表和承办部门的互动交流，全年围绕议案建

议办理工作开展座谈、视察、调研等活动 ８３次。
“关于超常规发展民营经济”（１号议案）、“关于进
一步推进学前教育公益普惠优质发展”（２号议案）
和“关于加快老旧小区建设，推进二次供水改造”（３
号议案）均取得实质性进展，１５３件代表建议和２４
条“三进”活动中转办的代表建议，办理结果满意率

和基本满意率均为１００％。
（冯　畅）

 口 区 人 民 政 府

·概　　述·

【概况】　２０２０年，面对历史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和
特大洪水，口区人民政府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区人

民，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全力打好打赢“四场硬仗”，

成功经受大战大考的严峻考验，取得疫情防控阻击

战和经济发展“双胜利”。年初，新冠病毒突袭而

至，疫情来势汹汹，把武汉城市推进至暗时刻。口

人民全员出征、全民参战，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用

１个月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不到２个月
时间实现新增病例清零，用３个月时间取得决定性
成果，为打赢武汉保卫战做出重要贡献。春夏之交，

随着疫情汛情叠加，全区人民防疫情、战汛情，抓建

设、强管理，守住城市安全、提升城市功能。４月，武
汉正式解封后，区人民政府着力畅通产业链、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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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全区５４８家“四上”企业、６
个重点产业园区、１６个亿元以上重大项目全部复
工，帮助２５００余家企业获得纾困贷款４７５亿元，并
实施减免企业税费、社保缴费和公房租金等一系列

扶企壮企政策，辖区经济运营态势持续趋好。全区

全年新增就业２１万人、扶持创业３８９８人，发放补
贴１３亿元。

【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政府
共计召开常务会议２２次（第１１３次至第１３４次），会
议议题共１１０项。
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

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１３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关于建一路西片项目

挂牌供地情况汇报。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
平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１４次常务会议。会议议
题为：传达学习４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
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全区安全生

产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水务和湖泊局关于

《口区防洪预案》和《防汛抗旱指挥部调整组成人

员及职责分工》的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建设局

关于２０２０年区城建投资计划编制情况的汇报，听取
并原则同意易家街办事处关于襄阳市人民政府驻汉

办事处房屋征收及土地使用权收回有关情况的汇

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防疫指挥部应急与物资保障

（社区捐赠）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

作情况的汇报。

２０２０年５月６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
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１５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４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
神、《市纪委关于市防疫应急物资储备仓库违规发

放口罩等问题的通报》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城管执法局关于本区２０２０年城市综合管理工作
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消防救援大队关于全

区消防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力资源局关

于全区稳就业、保民生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城区改造更新局关于口区宗关枢纽西片项目报请

做出征收决定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民政局关于易家街等街道组建社区居委会情况汇

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关

于区生产力促进中心转让所持三新材料孵化器股权

情况汇报。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
平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１６次常务会议。会议议
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民财政局关于有效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切实加强财政“三保”工作汇

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公室关于２０２０年区人
大、政协议案提案办理工作方案起草情况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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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扶贫办关于全区精准

扶贫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地方金融工作局

关于推进口区新型政银担体系“４３２１”建设汇报。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

平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１７次常务会议。会议议
题为：传达学习《中共武汉市纪委、武汉市监委关于

印发〈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２０２０年工
作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委组

织部关于２０２０年绩效目标及绩效管理综合考评办
法情况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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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局关于全区

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

修改完善。

２０２０年６月８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
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１８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２０２０年
全区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

展和改革局关于《口区“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

案》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分局关于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相关工作汇报，

要求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区

改造更新局关于逾期还建处置工作推进情况汇报，

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研

究；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关于道达尔

加油站土地置换工作汇报。

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
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１９次常务会议。会议议题
为：传达学习中共武汉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会议精

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优化营

商环境专题询问”问题整改工作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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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同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口区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禁捕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交通大队

关于全区公安交通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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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关于迎接区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实施情况检查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财政局关于口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

施意见汇报，要求提交区委常委会审议。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口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
平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２０次常务会议。会议议
题为：传达学习《市治庸办关于执行“双评议”工作

纪律专项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市治庸办作风监

督工作情况通报》《市治庸办２０２０年５月“双评议”
通报》和《市治庸办关于印发〈２０２０年度全市治庸问
责考评计分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听取区纪委

关于区“双评议”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本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和《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办法》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

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全区文化旅游体育工作情况汇

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民政局关于全区社区工作者

岗位报酬经费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

善；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首批落实

疫情防控相关企业电费补贴政策工作汇报；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政府债务预
算调整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

口区２０２０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汇报，要求将
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中共口区委书记、口区
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２１次
常务会议。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委组织

部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执行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全区

财源建设工作清单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展和

改革局关于口区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
行情况和政府投资计划执行情况报告，要求将材料

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中共口区委书记、口区
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２２次
常务会议。会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

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支持政策，全面从严从紧加强预

算管理的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起草

《口区财政性资金审批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

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

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２０２０年口区食品安全工作汇报。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中共口区委书记、口区
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２３次
常务会议。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武汉市各区主要

负责同志座谈会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卫生健康

局关于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情况汇报，

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审

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园林局关于创建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区改造更新

局关于《口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土地整理储备工

作的报告》起草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

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汉

正街办事处关于２０２０中国·汉正街服装博览会暨
首届电商直播节活动情况汇报。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４日，中共口区委书记、口区
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２４次
常务会议。会议议题为：传达学习《湖北省人民防

空工程管理规定》文件精神；传达学习市人民政府

关于秋季学校全面开学及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精神，对全区相关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水务和湖泊局关于本区河湖流域综合治理工

作方案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计局关于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

计局关于做好《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重要

文件选编》发送和传达学习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

同意汉正街办事处关于２０２０中国·汉正街服装博
览会暨首届电商直播节活动情况汇报。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苏
海峰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２５次常务会议。会议
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

商务局、行政审批局、城区改造更新局、建设局、城管

执法局关于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招商引资、新

增市场主体、“三旧”改造、城建计划、城市综合管

理、营商环境等情况汇报；传达学习《湖北省关于更

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若干措施》

《湖北省弘扬“店小二”精神“十必须十不准”》和

《湖北省２０２０年全省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清单
和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展

和改革局关于建立全区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服务专

员工作机制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

交区委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

２０２１年部门预算编制有关政策口径工作汇报，要求
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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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审计局关于本区２０１９年度区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情况汇报，要求

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管执法局关于全区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

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卫生健康

局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本区政府

债务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力资源局

关于２０２０年全区事业单位招聘工作情况汇报；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组织编制２０１９年财政决
算报告及草案工作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

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苏
海峰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２６次常务会议。会议
议题为：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９月９日王忠林书记
在全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武汉市委关于

在全市开展向人民英雄张定宇同志学习的决定》等

文件精神，部署近期重点工作；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

展和改革局关于９月１２日至９月１８日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考核情况通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应急管理

局关于安全生产有关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文

化和旅游局关于２０２０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假日
活动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展和改革局、各

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城

管执法局、卫生健康局、园林局、统计局、水务和湖泊

局、教育局、建设局、国资公司、房集团、口建投公

司关于全区９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安排情况汇报。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苏

海峰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２７次常务会议。会议
议题为：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消防救援大队关于全区消防工作情

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生态环境分局关于全区

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整改暨污染防治攻坚

战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卫生健康局关

于口区防范疫情输入工作暨“十一”节日期间疫

情防控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统计局关于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推进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关于推进本区农村乱占

耕地建房问题摸排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

区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国资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
企业国资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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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同意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考核

情况，部署近期重点工作；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监察

委、国资公司关于原口市政总公司办公用房改造

工程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口区人民政府区代区长
苏海峰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２８次常务会议。会
议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教育局关于申请追加

汉西小学异地新建二装及装备预算工作汇报；听取

并原则同意区健康专班关于申请第二届世界大健康

博览会健康金融馆筹办经费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关于“城中村”改造还建对

象认定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青岛新冠肺炎疫情通报，部署了全区疫情防

控工作。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苏
海峰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２９次常务会议。会议
议题为：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在联合国大

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２５周年高级别会议、在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

体学习、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４０周年庆祝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中央和省、市巡视巡察动员部署会及中

央巡视指导督导专题培训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武

汉市人民政府常务会关于巡视工作要求，研究中央

巡视“回头看”、督导（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听取

了区扶贫办、民族宗教事务局、生态环境分局、区委

政法委关于中央脱贫攻坚、宗教工作、环保督察和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四个方面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

况汇报，研究部署常态化疫情防控、信访稳定和长江

禁捕等专项工作；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委组织部关于

前三季度市、区重点绩效目标执行情况汇报；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商务局、行政审

批局、城区改造更新局、建设局、城管执法局关于固

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招商引资、新增市场主体、

“三旧”改造、城建计划、城市综合管理、营商环境等

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生态环境分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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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全区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

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

局关于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和实施工作情况的报

告，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

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关

于我区批而未供清理处置工作汇报；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关于武汉轨道交通１２号线
口段工程项目征收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

同意区国资公司关于易家墩村、舵落口村还建房项

目及武汉化工厂区（二期）改造装修及历史建筑保

护修缮工程项目申报政府专项债券工作情况汇报。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苏
海峰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３０次常务会议。会议
议题为：传达学习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部署落

实有关工作；传达学习《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应勇同志在省优化营商环境专题会议上的

讲话》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１１月１日至１１月６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考核
情况通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建设局关于武汉市

口区市政工程总公司经营类事业单位转企改革工作

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审计局关于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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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财政局关于本区２０２０年第二
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汇报。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苏
海峰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３１次常务会议。会议
议题为：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２０２０中国５Ｇ＋
工业互联网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

坛的贺信精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亚太经

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亚太经合

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

五次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会议精神，部署落实有

关工作；传达学习全市重点项目互观互学互评互促

活动总结评议大会精神，部署落实有关工作；听取并

原则同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情况

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区政府全

会、区委常委会、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２０２０年《区人大议案、代
表建议办理情况报告》和《区政协建议案、提案办理

情况通报》起草情况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

完善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常委会审议。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苏
海峰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３２次常务会议。会议
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

商务局、行政审批局、城区改造更新局、建设局、城管

执法局关于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招商引资、新

增市场主体、“三旧”改造、城建计划、城市综合管

理、营商环境等情况汇报；听取区委组织部关于１月
至１０月重点经济指标执行情况汇报；听取并原则同
意区消防救援大队关于全区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和秋

冬火灾防控情况的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展和

改革局关于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１１日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考核情况通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苏
海峰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３３次常务会议。会议
议题为：传达学习中共湖北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体会

议精神，《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制定全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远景目标的建
议》等文件精神；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及政府投资计划有
关情况的汇报，要求将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依程序

经区委常委会、区人大主任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区人

大常委会审议和区政协协商；听取区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关于全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情况汇报；听

取并原则同意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１１月 ３０日至
１２月１１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考核情况通报；部署
近期冬季低温雨雪灾害天气防范应对有关工作。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９日，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苏
海峰主持召开区人民政府第１３４次常务会议。会议
议题为：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口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和

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草案）》编制工作情况的汇报，要
求将材料进一步完善修改后提交区委常委会、区人

大常委会审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区城区改造更新局

关于武汉轨道交通１２号线口段工程项目报请作
出征收决定相关工作情况汇报。

【人大议案和代表建议】　２０２０年，口区第十五届
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超常规发展民营经

济的议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学前教育公益普惠优

质发展的议案》和《关于加快老旧小区建设，推进二

次供水改造的议案》３件议案。会议期间，区人民政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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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共收到区人大代表建议１５３件。在区人大常委会
的监督和指导下，区人民政府坚持全面统筹、重点突

破，扎实推进议案办理，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这些议案、建议都取得明显的成效。

《关于超常规发展民营经济的议案》（１号议
案）办理情况：支持企业疫后重振。全面落实各项

减税降费政策，减免税费、社保费６２７亿元；落实民
营中小微企业、个体户租金“三免六减半”政策，减

免租金５９８４万元；全区“四上”民营企业上半年全
面复工复产，积极筹措纾困资金，帮助中小微企业及

个体户融资４５７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３８０％。优
化升级营商环境。深入推进“四办”改革，对 １３７５
项行政审批事项开通网上办理渠道；在区政务服务

中心、１１条街道和重点商业楼宇等２８个点位部署
２４小时政务服务自助终端；充分发挥服务企业直通
车平台作用，收集企业反映问题８２９个，督办回复率
１００％，企业满意率达９５％以上。加大援企稳岗支
持。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补贴８３３８６８万元，开展线
上线下招聘会３０场；推荐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民营
企业人才１人，省、市政府专项津贴各１人，推荐１
人入选武汉市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２家民营企业
入选武汉市“千企万人”计划；成功举办第九届大学

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狠抓产业升级发展。制定总部经济和三大产业政

策，畅通政策落实渠道，引进投资３０亿元以上健康
产业项目１个；汉正街步行街纳入省级步行街试点，
“汉正老街”亮点片区开工建设，年内完成两个示范小

区改造；跨境电商服务资源中心加快建设，孵化跨境

电商企业１００余家；经济开发区中心园区建成招商。
《关于进一步推进学前教育公益普惠优质发展

的议案》（２号议案）办理情况：新建成丽泽海尔幼儿
园、华润翡翠城二期鸿蒙幼儿园、蓝光林肯樱桃树幼

儿园、内燃片青青葵幼儿园４所幼儿园；新开办幸福
时代幼儿园、华润翡翠城一期的蒙真幼儿园、鹤琴之

家幼儿园、青禾幼儿园等 ４所幼儿园，提供 １１７０个
学位；全区学前教育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４２％，
公益普惠占比达８０％以上。加强学前教育教师队
伍建设，公开招聘学前教育教师 １２名，并加大编外
聘用教师和保育员、后勤人员补充招聘力度，向内挖

潜教师资源，有效保障了办园需求。加强幼儿园集

团化管理，７５所幼儿园组建１３个共同体，首批６个
共同体成果编印成集；累计创建省、市级示范幼儿园

１０所，等级幼儿园达到５４所，占比超七成。积极为
民办园纾困解难，拨付疫情防控专项补贴１５０８万
元，全覆盖惠及５８家民办园；帮助３１家民办园申报
纾困专项贷款，２７家民办园获租金减免４１７万元。

《关于加快老旧小区建设，推进二次供水改造

的议案》（３号议案）办理情况：纳入年度计划的１７
处二次供水整体改造项目已全部完工并交付使用，

惠及居民７４００户、２６万人。完成楼顶水箱局部改
造６８１处，为年度计划的１０４％，惠及居民７８４８户、
２４万人。建立居民住宅二次供水问题收集、交办、
处置闭环工作机制和快速响应联动机制，有助于及

时有效解决居民供水问题。

口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区人大代表

共提出代表建议１５３件。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代表
建议的办理工作，克服疫情、汛情影响，抢抓工作时

机，将办理人大代表建议与疫情防控、疫后重振各项

工作同步抓，进一步加大跟踪督办力度，集中力量解

决一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至年底，１５３件
代表建议已全部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答复完毕。其

中，直接采纳代表意见或建议的有１１８件，纳入计划
逐步落实的有３４件，因政策法规原因向代表解释说
明的１件。区人大代表对办理工作综合评价满意率
和基本满意率达１００％。

【政协建议案和提案】　２０２０年，口区政协十四届
四次会议期间，各位委员紧紧围绕推动口高质量

发展，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提出２件建议案、
１００余件提案。口区人民政府继续坚持区主要领
导领衔督办工作机制，定目标、定责任、定时限，努力

克服疫情、汛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较好地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全年区人民政府共承办区政协十四届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创优营商环境做好我区安商

稳企工作的建议案》（１号）和《关于规范我区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的建议案》（２号）２件建议案，当年目
标任务全部完成。至年底，交区人民政府办理的

１５９件提案全部按时办复完毕，９８％以上的提案办
理被评价为满意或基本满意。１５９件提案中，已经
解决、基本解决和正在解决的有 １４７件，占总数
９２５％；已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有 １１件，占总数
６９％；因政策法规限制暂时无法办理、已向委员作
出解释说明的有１件。

（陈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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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行政审批局按照上级要
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改革创新，进一步提高

工作成效，落实“五减、一窗通办、一网通办、一事联

办”等新要求，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市场评价

作为第一评价、企业感受作为第一感受，用优质高效

的政务服务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做大做强，促进区域

经济快速复苏。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２０２０年，口区行政审批
局认真落实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各项决策部

署，以守土有责的责任担当，积极行动、冲锋在前，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疫情防控期间，共计向社区

派出党员干部６９６人次，向隔离点派出党员干部５９４
人次，累计办理返汉申请８６７５件、１８５５６人，接听、解
答群众咨询电话６０００余次。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
胜利之后，全局立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全力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上来，通过湖北政务服务网对全区７６０２家
企业复工复产进行了批复，审批率达１００％。

　　２０２０年７月４日，口区行政审批局志愿者在汉口北品牌服装城献血点参加
“致敬武汉，热血助力复工复产”献血活动

【推进“就近办”改革】　２０２０年，口区行政审批
局为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积极牵头推进以“就近

办”等为导向的改革。统一规范街道、社区两级政

务服务事项，每条街道可办理事项平均１４０项、社区
可办理事项平均６６项。加速推进“政务服务自助
区”建设，在区政务中心和１１个街
道及部分社区、商业楼宇等２８个
点位部署自助终端，其中２４小时
自助区有１２个点位，自助终端已
上线办理１６８项便民事项。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２０２０年，
口区行政审批局为前来办事的

企业开展免费复印、免费邮寄、免

费刻章服务，让企业享受到更多

“放管服”改革成果。委派工作人

员专程前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沟通，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中国

葛洲坝集团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名

称核准问题。为武汉赋能产业数字化中心有限公

司、中石化绿能（武汉）科技能源有限公司、神州数

码有限公司等企业提供个性化、高效优质服务，主动

为企业解决落户中遇到的困难，帮助企业快速在

口落户。

【深化项目审批改革】　２０２０年，口区行政审批局
实行建设工程竣工后，“一窗受理、联合验收、限时

办结、统一出件”的验收模式。为辖区内招商引资

重大项目提供“一对一”服务，从项目立项开始到联

合验收结束，全程帮办３１个项目。统筹协调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工作。做好野生动物类行政许可清理，

共完成撤回４２件、注销７７件。顺利完成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核发４６件。优化排水许可办理流程和
审查标准，办理排水许可３０件。

【推广“一网通办”“一事联办”】　２０２０年，口区
行政审批局配合做好国家垂直、省垂直业务系统与

省政务服务网的对接，推广应用统一受理平台。通

过“全市通办”“一张身份证办成事”方式，达到证照

调用和证照归集等证照应用减材料、减时限，全年落

实“一张身份证办成事”事项７０项。对标北京、上
海等标杆城市，以口区行政审批局、民政局、地方

金融工作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史志研究中心５个单
位为试点，探索对标优化具体工作，涵盖试点单位

１０项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同时，区行政审批局按
照“一号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取件”和成熟一件推

出一件的要求，编制“一件事”清单，逐项制定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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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明确涉及事项、责任部门、办理条件、申报方

式、申请材料、受理模式、审核程序、发证方式，为办

事企业群众提供“一事联办”审批服务。年内，探索

一事联办事项３项，优化材料２２份，平均压缩率为
３６６％；减时限６１６天，平均压缩率为８３５％；减环
节８３个，平均压缩率为４０２％；减跑动次数２２次，
平均压缩率为８４２％。

【优化踏勘流程】　２０２０年，口区行政审批局依据
相关文件，优化经营现场踏勘流程，以提高办事效

率。对经营者仅申请网络经营的取消现场踏勘环

节，实行承诺制，窗口受理后直接办结。对新开办事

项开展前置服务、节点跟进，在项目图纸设计阶段给

予设计咨询、现场指导、网上沟通交流、图纸前期审

查等帮助，确保项目一次性通过现场踏勘。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口区行政审批局制定疫情
后期区政务大厅有序恢复服务的工作预案，协调各

入驻部门购置测温、消杀设备，加强管理，严禁涉疫

“四类人员”上岗，全力为复工复产复市服务。坚持

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原则，需到现场办理的事项实

行网上（电话）预约、分时办理。做好对办事群众进

门消毒、扫码、测温等工作。自４月１０日政务大厅
恢复现场服务以来，日办件量由初始的１０００件左右
迅速提高到日均８０００件以上，政务大厅未发现疫情
及疫情传播情况。

【暖企便民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行政审批局制定
“主动服务·暖企便民”行动方案，为企业、群众办

事提供方便。树立“店小二”服务理念，推进“心连

心”精准服务，提供“专业化”咨询服务，开展“不见

面”网上服务，拓展“点对点”预约服务，发展“一条

龙”代办服务，倡导“不打烊”延时服务和“四进”上

门服务。全年共收到群众自发送来的锦旗１０面，表
扬信２８封。

（刘丽芬）

·政府公共服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社会管理网格化服务中心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立足全

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制

度创新，精准发力、高效落实，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全年共受理政府服务热线、市长专线、城市留言

板、荆楚网、数字城管、网上投诉等群众投诉、建议、

留言等各类办件１５２９４９件（其中疫情类办件 ３９５７１
件），比上年增加５３７６％，及时转办率和催办率均
为１００％。其中受理市群工部办件（市长专线、城市
留言板、市委书记留言板）１４０６４６件，比上年增加
６１０１％，按时办结率１００％，群众满意率８６２０％。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市留言板营商环境类办件考核得
分１００分，专项排名全市第一。区社会管理网格化
服务中心被武汉市长专线评为２０２０年度办理群众
诉求优良单位，被中共口区委、口区人民政府授

予“２０２０年度全区绩效管理综合考评立功单位”
称号。

【政务值班】　２０２０年，在疫情、汛情叠加的情况下，
口区社会管理网格化服务中心总值班室统筹安

排，调动全区各单位、各街道、各部门多线作战、忙而

不乱，以坚强的组织保障、有力的制度安排、务实的

工作作风，较好完成区行政大楼和各单位的政务值

班工作。全年，区行政大楼共安排值班７２１个班次，
无空岗、脱岗情况，在岗率１００％；共向市、区发送预
警信息３００余条，报送紧急信息 ９２条，无迟报、漏
报、瞒报或不规范报送现象，上报率 １００％。２０２０
年，区人民政府政务值班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统一

调度。面对疫情、汛情叠加的严峻形势，有效统筹全

区政务值班、疫情防控值班和防汛值班。在深入分

析各单位在岗人数、值班频次后，积极协调区防疫指

挥部、区防汛指挥部，建立全区政务值班、疫情防控

值班和防汛值班三合一机制，顺利完成全区政务、疫

情、汛情值班带班工作任务。二是坚守“两个

１００％”。抓实政务值班日常管理工作，通过制发
《政务值班工作手册》、组织召开全区带班值班工作

会、执行抽查巡查制度等措施，全面落实全区各单位

２４小时值班制，全区政务值班在岗率１００％。坚持
２４小时及时发送暴雨渍水、高温汛期、低温雨雪等
恶劣气候预警信息通知，上报火情、亡人、涉稳等紧

急信息，杜绝瞒报、漏报、误报、迟报等情况，紧急信

息上报率１００％。三是强化“三个沟通”。即对上加
强与市人民政府值班室的联络沟通；对内时刻保持

与区行政中心各值班单位和值班人员的协调沟通，

并结合相关精神要求适时调整；对全区各部门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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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疫情期间，口区防疫热线工作人员在紧张工作

位的值班工作进行督导沟通。全年共对各街道、各

部门、各单位值班情况电话抽查２００余次，均无脱岗
情况。

【公共服务】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各类群众
诉求骤增，口区社会管理网格化服务中心根据市、

区防疫指挥部的总体部署，迅速成立市长专线工作

专班，负责全区疫情防控热线接转和各类群众诉求

的日常受理、综合协调、督促办理等事宜。面对疫情

肆虐的严峻形势和骤增的群众诉求，中共口区委、

口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直接参与调度部署 ，针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硬要求，确保群众诉求

的办理处置工作始终处于“战时状态、一级响应”。

健全工作机制，保证群众诉求渠道畅通。针对

疫情期间办件量激增、办理时限缩短、来电群众高度

焦虑紧张的实际情况，市长专线工作专班紧扣市级

疫情类案件２４小时办结考核目标，不断调整完善疫
情办件的受理、派单、督办的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各

渠道办件预警、督办、考核机制。采取日调度、周小

结、月讲评的方式，共印发工作通报１３９期，确保疫
情期间群众诉求“呼得畅通、应得及时”。为加强接

听人员力量，从区教育局抽调 ２５名工作人员参与
８３７７７７７７发热求助热线接听，边培训边上岗，２４小
时受理群众诉求，并尽力保障每个诉求能迅速得到

回应。疫情期间，共接转疫情类电话５万余次，转办
率１００％，有效化解一批来电群众的焦躁情绪及潜
在矛盾。

强化协调督办，快速解决诉求问题。针对后疫

情时期群体性办件的特点，建立与

市长专线、长江网、区级承办单位

上下联动的办件办理体系，通过组

织召开区内协调会，召开跨区问题

协调会，进一步明确群体性诉求的

分类分流办理的工作意见，分类推

进问题解决，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

烈的留观隔离点环境较差、滞汉人

员求助、民生物资保障不足等一批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诉求。

强化规范意识，不断提升服务

水平。组织召开１１个街道和部分
重点承办单位参加的全区群众诉

求受理办理工作培训会，制发

２０２０年《群众投诉工作长效管理
制度汇编》《口区相关部门和单位职能职责汇编》

和《口区市长专线工作指南》，规范群众诉求工作

办理工作流程、质量规范标准、考核制度办法、申退

件流程及回复模板。制发《关于加强疫情期间市长

专线群众诉求办件办理质量的通知》《关于建立市

长专线群众诉求工作督导联动机制的通知》和《

口区城市留言板营商环境办件考核办法（试行）》等

系列文件，以制度确保办理工作规范高效。坚决落

实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应勇调研“１２３４５市长专线”所
作的指示精神，以群众所急所盼所需所思为工作着

力点，积极创新“五制”（压力传导制、分析通报制、

问题督办制、工作调度制和研判预警制）工作机制，

进一步提升办理质效。全年共办理反馈市作风巡查

第三组移交的群众诉求５８６件，按时办结率１００％。
（徐　靖）

·机关事务服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紧紧围
绕机关后勤服务工作重点，通过压实主体责任，紧盯

工作目标，完善管理机制，合理调配资源，克难攻坚，

打好疫情阻击战和扶贫村脱贫攻坚战，推进节约型

机关建设，提升设施功能，强化后勤保障，为助推

口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初，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承担起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车辆调度、人员就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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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保障和下沉社区等多重应急任务。截至６月底，
共计安排车辆接送医护人员２０余次，保障中央指导
组检查、区纪委督导用车９０余天，协助区招商局、发
展和改革局从孝感、仙桃运送物资１５０车次。武汉
封城期间，为保障防疫一线干部的三餐供应，机关食

堂四处采购食材，职工连续工作７２天，共制作盒饭
５４７万余份。全年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筹措防疫
资金１９９３９万元，为政府其他部门筹集防疫资金
６８６５６万元；组织中心党员干部下沉韩家墩街道古
五、简易社区，协助社区开展守控、入户调查、社区消

毒、垃圾清理等工作，为生活困难群众送菜、送米、送

鱼上门，保障民生需求。

坚持抓好区行政大楼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严

格实行人员体温监测制度，在大楼重点位置安装４
套自动测温仪，对南门、北门、一楼大厅门卫等岗位

人员配备手持式测温仪；严格落实防疫措施，聘请专

业消杀公司对区行政中心进行２６次防疫消杀和除
“四害”消杀，在办公场所配备酒精、洗手液、８４消毒
液等消杀用品，卫生间统一配备洗手液、厕纸、擦手

纸。严格落实口区“两会”防疫要求，制定防疫应

急预案，做好全员核酸检测，增设红外测温站，每天

对会场进行消毒，全力保障区“两会”顺利召开。

【综合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全
力推进机关各项服务工作。提升区行政中心办公环

境。每月对区行政中心的供电、供水、绿化、环卫等

设施和后勤服务进行一次巡查，做到应检尽检，杜绝

安全隐患；维修保养卫生设施，利用节假日对卫生间

洁具逐个排查、错峰检修，共更换４３个破损洁具；改
造洗手台暖水系统，根据冬季需要，安装热水器７０
台，改善机关工作环境。继续办好机关食堂。坚持

供餐服务精心，确保每餐菜肴有１０个品种以上，每
月推出新款或时令菜品，努力让机关职工吃得满意；

突出环境舒心，升级改造机关食堂用餐计费系统，全

年清退账户未圈存款项近４０万元。对厨房内地炉、
灶台、蒸饭车及油烟管道、下水管道等设备设施，定

期进行杀菌消毒和清洗疏通，并更换食堂前后大门

及包间门芯；围绕用餐安心，严把原材料采购关、质

量关，做好食堂员工个人卫生，全程监督菜品清洗、

制作环节，确保食品安全卫生。加强财务管理服务，

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全年口区机关事务服务

中心“三公”经费定额为１９６万元，实际支出１１７万
元，节约支出７９万元；代管的区机关２０个部门 “三

公”经费实际支出额比上年下降２７％，较好地完成
全年预算管理任务。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修订完善

相关制度，加强对支付单据的合法合规性审核。做

好机关部门财务服务，完成各部门工资奖金发放、公

积金核算缴存、日常财务报销及医保核算缴费等工

作。全年办理５１９名机关干部的医药费报销和１２３
名干部子女的医疗统筹事宜。

【公车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进
一步加强公务用车管理，落实《口区公车管理制

度汇编》。持续开展驾驶员安全意识教育，坚持以

制度管车、管人、管事，全年累计各类派车５２００余台
次，安全行驶２３万余千米。加强公车管理，严格日
常监督，利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全天候察看每台公

车的运行轨迹及用车时长，杜绝“公车私用”情况发

生。加强公车的维护保养，建立健全车辆的维修、保

养、保险、年审、过户、燃油等档案记载，实行“定人

定车、一车一档”，做到精细管理，着力降低公车使

用的成本费用。

【安全生产】　２０２０年，口区行政中心未发生安全
事故，被武汉市人民政府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坚持安全生产日常巡查制度，重大节假日前开展重

点安全检查６次，对发现的问题即查即改。加强维
护区行政中心办公环境的稳定，全年组织防恐防暴

和消防演练２次。

【国有资产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贯彻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新规定，认真做好区

行政中心２１个部门的资产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国
有资产入库流程，全年购置资产４２４６件，入库金额
１４６６万元，新购资产记录率１００％。加强国有资产
处置监管，严把国有资产报废年限关和资产调拨、捐

赠出入关，全年资产报废处置１５０件、残值上缴国库
２１６５元，资产调拨处置６９件、调拨金额１０３万元，
捐赠处置４件、价值９３８４元，资产处置登记工作完
成率１００％。

【公共节能】　２０２０年，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加
强节约型机关建设，制订、落实各项措施。为解决区

行政中心办公楼照明灯具故障频繁、能耗高、亮度低

的问题，专门进行照明灯具的节能改造，共投入

９６７万元，更换 ＬＥＤ类节能筒灯９３６盏、节能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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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１２５６盏、节能面板灯５６０盏，改造后照明灯具亮
度提高，能耗下降 ４３９％。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开展“低碳环保、生态文明建设”公益宣讲活动，

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全年清理有害垃圾

００２吨、可回收物０４３吨、其他垃圾３６吨、厨余垃
圾２０吨。

【公文传递】　２０２０年，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按
照“安全、保密、及时、准确”的要求，完成机关公文

传递工作。全年累计为辖区内单位交换传递公文

９０２７９件，无错投、无丢失、无泄密等情况发生。

【内设机构调整】　２０２０年，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为更好地履行全区公务车辆管理和办公用房管理

职责，将原内设的公务车辆管理科更名为车辆调度

科，同时增设车辆检查科和公房科，以加强两方面的

职能管理。

【扶贫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继
续委派干部常驻黄陂区西村开展扶贫工作，共组织

２１名党员干部与黄陂区西村贫困户结对帮扶。在
元旦、春节和扶贫日，购买大米、食用油等物资进行

慰问。组织举办恩施、新疆扶贫特产商品展销会，设

立消费扶贫专馆，助力扶贫产品销售。全年区机关

食堂共采购恩施、新疆扶贫物资１７４５万元，在８３２
扶贫采购网、中国扶贫特色湖北馆采购扶贫物资

４５６４万元。
（刘　艾）

政协口区委员会

·概　　述·

【概况】　２０２０年，政协武汉市口区委员会（简称
口区政协）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论述，铆定新

时代人民政协新方位新使命，聚焦统筹推进全区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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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

推动口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常委会议】　２０２０年，口区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
共召开７次常委会（第二十三次至第二十九次）。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０日，口区政协召开第十四届

二十三次常委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

神及中共口区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听取部分区

政协常委述职，通报区政协疫情防控阶段性情况，审

议通过《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同意邓汉文等４名同志辞去政协委员的决
定（草案）》。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口区政协召开第十四届
二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围绕“加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建设，提高公共卫生应急能力”课题，组织召开

区委书记与政协委员专题协商座谈会。会议听取区

卫生健康局关于辖区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

情况通报和区政协课题组的调研报告。与会人员就

加强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提出了改进性

意见和建议。会议还书面审议并原则通过区政协各

专门工作委员会的上半年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５日，口区政协召开第十四届
二十五次常委会议。会议围绕“关于优化产业发展

思路促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协商。会

上，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区人民政府

《关于我区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通报和

区政协课题组所作的专题调研报告。与会的政协常

委、委员立足口实际，积极建言献策。会议还审议

通过《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同意孙泽强等４人辞去政协委员的决定》和
《政协武汉市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同意夏东海辞去政协常委职务的决定》等有关人

事事项。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口区政协召开第十四届
二十六次常委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协商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口区２０２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１年计
划草案》的报告，审议区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有关

文件和决定事项，审议区政协各专门工作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工作报告（书面）。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区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的决定及其会议议程（草

案）、日程；审议通过区政协十四届常委会工作报告

及报告人建议名单，区政协十四届常委会关于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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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及报告人建

议名单，列席人员范围，会议编组名单及各小组召集

人名单；审议通过区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大会执行

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６日，口区政协召开第十四届
二十七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协副主席任免的

有关人事事项。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口区政协召开第十四届二
十八次常委会议。会议协商区级有关人事事项，听取

各小组审议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

情况的汇报，听取各小组协商讨论区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报告情况的汇报。会议审议通过

有关人事事项，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就有关人事事

项作了说明。会议审议通过大会建议案以及关于建

议案的决议，决定将其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口区政协召开第十四届
二十九次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大会选举结果的汇报

和大会提案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各小组协商讨论

大会建议案的情况汇报。会议审议通过大会建议案

（草案）、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决定将上述文件提

请全体会议审议。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６日至２９日，口区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口区
会议中心举行

【中共口区委政协工作会议】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
上午，中共口区委政协工作会议在区行政会议中

心召开。会上，区政协主席周付民总结全区近年来

政协工作成绩，安排部署下步政协工作任务。中共

口区委副书记、口区人民政府

区长刘丹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

议书面传达学习中央政协工作会

议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大
会精神以及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

议精神。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新时代人

民政协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深刻阐明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

代人民政协工作指明前进方向、提

供根本遵循。通过回顾和学习人

民政协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我

们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时代

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进一步

增强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始终保持蓬

勃生机和活力，更好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聚人心、添助力、增合力，不断开创人民政协工作新

局面。会议指出，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总要求，进一步落实党对

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

商机构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

共识，进一步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进一步健全人

民政协工作制度。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

想，全面指导口政协发展实践；要切实增强做好

口政协工作的信心决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政协工

作重点，切实推动口政协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强党

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切实保障口政协更好地履行

职责。会议由中共口区委副书记苏海峰主持。参

加会议的有：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政协

主席、副主席，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和区公安分局政委，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主任，区政协秘书长，各街道和经济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区委各部委办局、区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及

直属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区级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以及区政协

机关全体干部。

【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２６日至２９日，口区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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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会议在口区会议中心举行。会议听取并审

议通过口区政协主席周付民代表第十四届区政协

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和副主席程宏刚代表第

十四届区政协常务委员会所作的提案工作报告。与

会委员列席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协商讨论并赞同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发展规划纲要和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等其他报告。大会根据《政协章程》规

定和选举办法，选举产生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

会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各１名。会议各项任务
圆满完成。

（吕　盛）

·职能履行·

【坚持党的领导】　２０２０年，口区政协学习贯彻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

若干意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通过多种

形式，组织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委员深入

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

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年初，面对严重的疫情，坚持把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系列重要讲话，以及对湖北、武汉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放在首位，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决策和

省委、市委、区委各项工作部署，凝聚起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政治基础更加巩固。区政协党组始终坚持在中共

口区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党组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紧扣区委中心任务谋划和

开展政协工作，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及时向区委汇报重要工作、

请示重要事项、报告重大活动。研究制定区政协党

组成员联系委员、中共党员委员联系非中共党员委

员制度。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政协工作全过程，

努力实现党的组织对中共党员委员的全覆盖、党的

工作对政协委员的全覆盖。

【投身抗疫斗争】　２０２０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之初，口区政协常委会按照中共口区委统一部

署，第一时间发出《倡议书》和《致政协委员的一封

信》，动员全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

参加政协的各界别、全体政协委员，全力以赴投入疫

情防控斗争。广大政协委员积极响应号召，立足本

职岗位，结合实际工作，为打赢“武汉保卫战”贡献

力量，涌现出一批抗疫先进典型。其中，罗光伟、董

骏武２名委员被评为全国抗疫先进个人，刘识等８
名委员分别被评为市、区抗疫先进个人。按照区委

统一安排，区政协主席会议成员担任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副指挥长，负责社区疫情防控、医疗救护、方舱

医院及隔离点建设管理等相关工作，区政协全体机

关干部在区防疫指挥部、方舱医院、隔离点和社区各

个值守点奋战１１０多天，均交出合格答卷。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全体政协委员以为国履职、

为民尽责的情怀，踊跃捐赠防疫物资，竭尽全力联系

海内外各类资源，利用各种渠道筹集物资善款，全力

保障生活、医疗、防疫物资供应。据不完全统计，疫

情期间，全区政协委员和委员单位、政协机关干部捐

款捐物共计４２００余万元。３月下旬，武汉市解除离
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区政协常委会及时发出“我

为疫后重振献一计”和“我为‘十四五’规划献一策”

的号召，组织全区政协委员围绕疫情防控和疫后经

济重振建言献策，重点围绕争取政策支持、解决复工

复产复商复市困难，围绕保障民生、谋划“十四五”

规划等课题，共提出书面建议１６０余篇，其中被武汉
市委、市政协分别采纳多篇，较好地发挥人民政协人

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展现政协委员的政治担当

和为民情怀。

【建言献策】　２０２０年４月，武汉市进入疫情常态化
防控之后，口区政协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围绕贯彻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组织区各民主党派、

有关人民团体和区政协委员聚焦全区复工复产复商

复市，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围绕创优营商环境，做

好安商稳企工作，结合１号建议案的督办，召开专题
协商座谈会，为辖区疫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把脉

会诊。围绕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政府地方债务风

险和金融风险管控情况，召开主席专题会议，提出意

见、建议。围绕优化产业发展思路、促进口经济高

质量发展，成立调研专班，组织委员深入开展调研视

察，为区委、区人民政府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提

供决策参考。围绕疫后中央支持湖北一揽子政策落

地，抢抓中央支持武汉等１０个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机
遇，就规范辖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结合２号建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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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理，组织委员视察、督办，推动一批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尽快完成。针对疫情期间暴露出的短板弱

项，组织委员围绕加强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召开常委专题协商会。此外，围绕建设汉正街高品

位步行街，组织委员开展视察调研活动，为汉正街·

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建言献策。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口地区廉政教育大会召开

【凝聚共识】　２０２０年，口区政协进一步加强政协
各专委会与各界别的联系与协作，明确重点协商一

起组织、重点视察共同开展、重点提案联合督办。强

化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履职

中的地位和作用，定期召开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

无党派人士座谈会，鼓励和支持他们参与大会发言、

调研视察、专题协商、提案办理、民主监督等协商议

政活动，为促进合作共事创造条件。全年区各民主

党派、各界别共提交大会发言材料２３篇，参政议政
的广度明显拓宽，履职水平明显提高，形成团结合作

的生动局面。对于涉及全区发展和民生的重大问

题，常委会特邀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参加，将政治协

商向基层延伸。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工作

基本方针，发动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宗教界别群众投

身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做好解疑释惑、宣传政策，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促

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组织开展国庆中秋座谈会

暨台海局势宣讲和区内台资企业视察活动，进一步

增进情谊，鼓励台胞台属发挥双重积极作用。认真

落实区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联系界别、联系走访委员

等制度，加强与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及

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诉求。

【自身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政
协按照“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

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要求，

积极引导政协委员为国履职、为民

尽责，不断提高委员政治把握能

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

和合作共事能力。积极探索政协

委员学习和履职新形式，有效提升

委员履职能力。全面开展委员述

职，加强委员管理，把好委员入口

关和出口关，严格选人标准及程序

规范，有效夯实政协履职基础。严

格落实委员履职量化考核办法，将委员参与抗疫及

疫后重振工作纳入年度委员履职评价，不断增强委

员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政协机关制度建设

与规范管理，抓实学习教育、抓严管理考核、抓优环

境营造，提高机关办文办会质量，推动机关作风建设

和服务保障质量提升。

（吕　盛）

纪 检　监 察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口区纪律检
查委员会、武汉市口区监察委员会（简称口区

纪委监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把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的重大实践检验，充分发挥监督保障

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为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后经济发展保卫战、脱贫攻坚决胜战等重大胜利

提供坚强保证。

【抗疫斗争】　２０２０年，口区纪委监委探索建立
“先教育规范、再督促整改、后精准问责”的“三步

式”跟进监督法，助力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聚焦疫情阶段重点，采取“综合 ＋专项
＋机动”的督查模式，先后组织全委力量开展应收
尽收、物资保障、小区封闭管理、养老机构疫情管控、

战时纪律执行、发热门诊管理、疑似患者清零、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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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集中防治等 １２个专项督查，督促整改各类问题
１４２７个。压实防控责任，按照“属地、部门、单位、个
人等四方责任———区防指工作组和行业部门主管责

任———区防指督导督查组监督责任”的防控责任链

条，督促１４４５件群众求助收治到位。凝聚多方合力，
破解防疫物资短缺难题，积极动员口地区纪检组织

工作联席会成员单位向口区捐赠各类防疫物资。

【作风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纪委监委坚持露头就
打、一寸不让，真正管出习惯、化风成俗。主动为基

层松绑减负，坚决纠治基层反应强烈的“表格抗疫”

等问题，整理合并、厘清职能部门职责，将基层填报

表格由１９项精减至８项。严查表态多调门高、脱离
群众、不作为、乱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４１
个，问责４３人。加强廉洁提醒，紧盯关键节点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３１个，问责３６人，点名
道姓通报曝光１４期。助力“六稳”“六保”，聚焦疫
后经济重振，深入贯彻“鄂纪服务保障企业发展十

二条”和“新十条”，监督保障中央支持湖北发展一

揽子政策落地落实，督促相关部门优化、精简各类政

策落地流程２９项。

【执纪审查】　２０２０年，口区纪委监委执行党纪监
察立案１０７件，结案１２９件。精准运用“四种形态”
６８７人次，同比增长４９．３％，其中运用第一、第二种
形态６４４人次、占９３．８％，切实让咬耳扯袖、红脸出

汗成为常态。紧盯“关键少数”，紧盯重点领域、关

键岗位。扫黑除恶毁伞破网，以“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政治担当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克服

疫情影响，对标“六清”要求，以线索清仓和四类重

点案件及陈年“骨头案”清结为主攻方向，中央、省、

市交办件全部办结清零，第三方机构测评群众满意

度９９．６％，切实扛起惩腐毁伞的政治责任。

【纪律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纪委监委与口地区
纪检组织工作联席会２３家成员单位联手开展宣教
月“汉水清风伴我行”四大系列活动。在全市率先

开通“汉水清风”政务抖音号，创作、推送优秀作品

７１部，吸引粉丝近万人。深入开展“十进十建”活
动，设计制作宣传展板５７７块，在全区各宣传栏展
出，发放忏悔录、廉洁家风、案例汇编等读本３４００余
册，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思想堤坝。

【自身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纪委监委着力建设高
素质铁军队伍。全面强化班子成员与党支部的头雁

引领效应，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落实全员培

训要求，拓展“纪论谈”的深度、广度，既加强思想

政治建设，又提升执纪执法专业能力。自觉接受外

部监督，坚决防止“灯下黑”，自觉接受党内和各方

面监督，打造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

洁的纪检监察铁军队伍。

（张雨晴）

·３９·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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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
作委员会（简称民革口区工委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围绕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团结和引领全区民革党员进一步加强组

织建设，认真履职、积极作为，各项工作取得新的

成绩。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４日，中共口区委统战部组织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参观中山舰博物馆

【思想建设】　２０２０年，民革口区工委会组织党员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

述和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引导民革党员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筑牢同心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同时多形式开展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主题教育。年内，组织民革区工委

会班子成员、党员骨干参加中共

口区委统战部组织的赴河南新县

开展“学优良传统、重走红军路”

的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组织民革党

员参加区人大、区政协、区委统战

部联合开展的“２０２０年志愿者抗
疫阻击”系列活动，邀请民革武汉

市委秘书长孙凯参加区民革工委

会班子成员的民主生活会并进行

主题教育宣讲，参加中共武汉市委

统战部、民革武汉市委联合主办的

主题教育暨“同心大讲堂”活动，

上述活动均收到较好的成效。

【组织建设】　２０２０年，民革口区工委会坚持质量
与数量并重、质量优先的原则，谨慎做好新党员的发

展工作，发展新党员４人。１０月，区工委会与下属支
部成员一道，赴民革武昌区工委会交流学习“党员

之家”建设经验，促成民革口区二支部与民革武

昌区四支部结为友好支部。

【参政议政】　２０２０年，民革口区工委会积极履行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职能，围绕抗击疫情中心工作，就

疫情国际环境、关爱医护人员、医疗环境、疫期市内

交通、居家隔离居民生活等问题，通过民革武汉市委

会向武汉市政协报送社情民意１２件，向中共武汉市
委统战部报送建言４篇，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宣传部
和民革中央提交咨询报告４份，其中《应对新冠疫
情国际法律风险的若干建议》咨询报告被中共中央

办公厅采用，《打好疫情国际法律赔偿责任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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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战、舆论战、外交战》咨询报告被中宣部采用并

刊发在《国家高端智库报告》第３３期，《建议细化完
善一线医护人员保障金政策》社情民意被民革中央

采用。全年向市相关部门报送社情民意、统战信息

３０多条，其中民革党员高正浩撰写的《我市疫情后
加强民营企业救助的建议》和《促进后疫情期间我

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分别被武汉市政协

和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采纳；民革党员吴琪玮撰写

的《关于统筹我市国有土地、“城中村”产业用地，谋

划推动“十四五”发展中一批功能性大项目的建议》

被武汉市政协采纳；区工委会主委冯洁菡、副主委刘

晓明撰写的《关于进一步提升我区社区应对突发公

共事件应急能力的建议》被选定作为２０２０年口
区“两会”的大会发言材料，刘晓明撰写的《关于“十

四五”期间探索智慧养老新模式推动解决我区养老

难题的建议》被选为２０２０年口区“两会”书面发
言；民革党员熊燕霞撰写的社情民意《疫情防控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李和平撰写的社情民意

《关于加快老旧社区规划改造，进一步提升城市品

质的建议》和《提升我市人民法院系统疫后审判工

作与司法服务对接建议》被武汉市政协采纳。

【社会服务】　２０２０年，民革口区工委会积极参与
新冠疫情阻击战，组织医卫战线的１２名民革党员坚
守抗疫第一线，救治病人，保障后勤。区工委会副主

委程煜方是武汉市第四医院（西区）骨科专家，经过

培训，一直跨科工作在新冠肺炎隔离病房抗击疫情。

该医院分泌科医生符杰和护士长辛红带领科室团队

主动请缨，从东院区支援到西院区隔离病房医治和

护理新冠病人。该医院工作人员石佳、钱雪琼参与

医院后勤保障工作，积极承担医用物资的调度和分

发；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医生钱苏林、邓君、陈健、余

攀、汤军不畏风险，坚持奋战在医院抗疫一线；区妇

幼保健院主任胡爱霞抽调到区卫生健康局协助防控

工作，连续两个月没有回家。在行政岗位的１０余名
民革党员放弃春节假期，下沉到社区和社区防控工

作组人员一起担负起宣传、管控、排查、接送、观察和

关爱社区居民等任务，帮助社区解决防控工作中遇

到的难题。民革口区工委会各支部号召党员为抗

击疫情捐款，２８名民革党员向武汉市和口区慈善
总会共捐款２４１万元。疫情暴发初期，面对全市各
医院医疗防护物资紧缺情况，区工委会和党员积极

牵线搭桥、协调各方捐款捐物，价值约４００万元；通

过民革市委会、民革省委会联系民革中央捐赠防护

物资，为党员所在的武汉市第四医院、湖北省第三人

民医院筹措防护物资，这两所医院各收到民革中央、

泰人华裔协会、中山博爱基金支援的爱心捐款２０万
元、防护服５００件、一次性手套２万双。民革党员邓
君通过朋友从日本购买１０００个 Ｎ９５口罩邮寄支援
武汉，张晓歌通过联系海内外爱心团体，陆续向武汉

的医院捐助一批呼吸机和制氧机。民革口区工委

会主委冯洁菡给通过武汉市政协对接口区企业向

方舱医院捐赠２００套临时淋浴房。此外，民革口
区工委会组织法律服务团队深入辖区红旗村小学、义

烈巷小学、中山巷小学、易家街小学和荣华社区、友谊

社区等处，持续开展法律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在小学

生和居民群众中掀起学法、知法、守法的热潮。

（王玉华　高正浩）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简称民
盟口区工委会）为中国民主同盟武汉市委员会的

派出机构，下设１６个基层支部，共有盟员３７７人（男
２３４人、女１４３人）。盟员中，现有口区人大常委１
名，口区人大代表３名，口区政协常委２名，
口区政协委员１５名。２０２０年，民盟口区工委会
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统

筹推进口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取得突出成绩。

【学习活动】　２０２０年，民盟口区工委会始终把提
高盟员思想政治水平放在首位，持续开展 “不忘合

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组织各支部和全

体盟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增强“三个认

同”。通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

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以及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阐述及其提出的“四

新”要求，切实做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作。此外，推荐盟员参加

各种学习和培训班，多人次地参加中共口区委统

战部、社会主义学院和民盟武汉市委会组织的各类

培训班。１月１９日，组织部分盟员在口区政协会
议室集中收看中央政协会议精神宣讲报告，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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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６月１９日，民盟口区工委会召开传达学习
全国“两会”精神会议，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进行解读；７月８日，参加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
组织的“同心大讲堂”民法典宣讲学习活动；８月１１
日，在武汉市民主党派大楼参加“同心大讲堂”学习

活动；９月５日，民盟界别部分委员前往赤壁市开展
学习民法典活动；９月２３日至２４日，参加“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培训班；９月２８日，参观武
汉市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成果展示会；１１月４日，参
加中共口区委统战部组织的赴江夏区金口中山舰

博物馆参观学习活动；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２日，参
加中共口区委统战部组织的赴河南新乡培训学习

活动。

【组织建设】　２０２０年，民盟口区工委会发展组织
继续保持主要吸收高层次人员和特殊人才的传统，

发展新盟员６人，其中，按职业分有企业骨干４人、
中学教师１人，按学历分有硕士研究生４人，按年龄
分有８０后２人、９０后３人，为组织补充新鲜血液。
另有１０人拟发展为新盟员，正在接受组织考察。年
内，教育科学院支部盟员曹松林被任命为武汉市教

育科学院副院长，市十一中支部盟员朱再娥被提拔

为武汉市第十一中学副校长，盟员王玉海被增补为

口区政协委员，盟员朱再娥、刘思、田爽、蒋肖参加

２０２０年口区副校级后备干部培训班学习。各支
部开展的组织生活形式多样，有专题讨论、座谈学

习、茶话交流、参观考察等等。各支部在组织生活

中注重创新和提高学习质量，盟员参加组织活动

的热情持续高涨，离退休老盟员参加组织活动尤

其积极。

【参政议政】　２０２０年，民盟口区工委会盟员中有
市政协常委 １名、市政协委员 ２名，区人大常委１
名、区人大代表３名，区政协常委 ２名、区政协委员
１５名，另外还有多名盟员担任区级机关特约人员或
政风行风监督员，他们是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

能的主要代表。盟员余水平、柯春各提交２篇提案，
其中《关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本、进课堂、

进校园的建议》作为大会发言材料。盟员中的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多次对关乎口区民生工作的各项

事宜进行调研，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和数据，为

更好地参政议政、有效履行职能奠定了基础。全年

民盟口区工委会盟员认真撰写议案、提案１７篇，

这些议案、提案均针对当前经济建设、社会管理等一

系列热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８月２７日，６名盟员
代表参加督办口区政协２号建议案《关于规范我
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建议案》，视察陈家墩小区、

百姓之春小区和精品园小区改造工程。９月２３日
至２７日，课题调研组就撰写《关于促进中小微企业
发展的几点建议》，专程赴浙江省宁波市进行考察

调研。

【社会服务】　２０２０年，民盟口区工委会发动盟员
利用各种途径，包括专业咨询、学术交流、志愿者服

务等，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为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发展

做贡献。教育科学院支部、文化支部、教育联合支部

和医卫支部等基层组织发挥带头作用，带领支部成

员运用自身业务专长为社会服务，通过参与由民盟

市委会、区工委会及本单位组织开展的公益讲座、义

务诊疗服务、敬老扶贫等公益服务活动，扩大民盟组

织的社会影响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盟员中

许多医务工作者一直战斗在医院一线，众多的盟员

或在社区一线坚守，或参与援汉医疗队生活保障工

作。同时，全体盟员积极响应民盟口区工委会为

抗疫献爱心的号召，踊跃捐款捐物，有的盟员还多次

为医院和社区捐赠防疫用品。

（陈丰盈）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简称民建口区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经济界人士，围绕民

建中央和中共口区委、区人民政府中心工作，贯彻

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同心同德，扎实工作，开

拓创新，在组织建设、参政议政、疫情防控及会务活

动、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做出新的贡献。

【同心抗疫】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
发，民建口区委会及时向全区会员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中央、省、市、区一系列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倡导全体会员从自身防

控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同时，积极发挥民建特色优

势，做好防疫物资保障工作。１月下旬，口区 ８３
名民建会员自发捐赠共计８４万元的爱心款；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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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委会利用会员捐款为辖区兴隆、牌楼等５个
社区工作人员陆续提供８００份爱心盒饭；通过会员
提供的各方渠道，购买２万个口罩、１吨消毒酒精和
８０００双防疫手套捐赠给区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
门调配使用。３月初，民建口区委会与区商务局
建立联动机制，组建口区民建保供巡查志愿队，对

全区１１个街道１３５个社区保供工作进行全覆盖巡
查调研，重点关注各社区低保户、残疾人、空巢老人

等特殊群体的生活情况，兜住底线，全力配合区人民

政府做好居民生活物资的保障供应工作。疫情期

间，全区民建会员累计捐赠防疫物资价值１００多万
元，协调各方捐赠物资价值近６００万元，有４名会员
投身一线医务工作，３０多名会员参与下沉社区及志
愿者服务，充分展现新时代民建会员的责任担当和

大爱精神。

　　２０２０年３月，民建口区委会成员送别辖区援汉医疗队

【思想建设】　２０２０年，民建口区委会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各项工作，学习贯

彻中共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及全国“两会”精神，

让会员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中共中央

保持一致。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

疫后重振的重要指示和系列讲话精神及全国抗疫先

进事迹，深化“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

教育，使全区会员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时刻关注会员思想动

态，每月按时向民建武汉市委会汇报意识形态工作

进展情况。针对疫情期间网络散布的大量不实言

论，在会员中开展思想引导工作，

凝聚思想共识，使会员在思想上认

清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

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制度优

势。全年共向民建武汉市委会投

稿近百篇，其中多篇反映会员参与

防疫、防汛的稿件被民建中央网站

采用。民建口区委会副主委汪

东华撰写的《忆往昔、看今朝、展未

来》荣获民建中央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优秀作品奖。２０２０年，民
建口区委会理论学习成效显著，

副主委贾洪武参与撰写的《民建在

新时代如何更好发挥经济情报研

究作用》和会员李一辉、余红霞撰

写的《关于发挥民建职业教育界别

特色的研究》两篇理论课题被民建武汉市委会立

项，贾洪武所在课题组撰写的《全媒体时代民主党

派宣传思想工作研究》荣获湖北省参政党理论研究

专业委员会第十四届年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组织发展】　２０２０年，民建口区委会注重组织
发展工作，共发展新会员 １３名，圆满完成 ５个在
职支部和１个新增在职支部换届工作。重视后备
干部培养，认真测算分析后备人才队伍情况，深入

开展干部考察，为２０２１年民建口区委会换届奠
定坚实基础。搭建基层管理平台，完成区级组织

“会员之家”建设，为会员提供学习交流的固定场

所，增进会员间的凝聚力，增强会员的认同感、归

属感和履职能力。２０２０年，在庆祝中国民主建国
会成立７５周年之际，民建口区委会副主委汪东
华被民建中央授予“全国优秀会员”称号，民建

口区委会及其下属企业家支部获得“民建湖北省

委先进集体”称号，１５名会员被授予“民建湖北省
委优秀会员”称号。

【参政议政】　２０２０年，民建口区委会聚焦“十四
五”规划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抗击疫情和经济社会

发展等主题建言资政。积极参与区政协开展的“我

为疫后重振献一计”活动，围绕复工复产、疫后重振

等献计献策撰稿１２篇。区“两会”召开期间，民建
口区委会共提交议案、集体提案、个人提案３０余
件，并在区政协大会上作《关于发挥口区委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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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优势，助推武汉打造便利店之都的建议》书面

发言，另有５项课题在民建武汉市委会课题征集立
项；会员李一辉撰写的《湖北民族地区以职业教育

发展促进精准脱贫调查报告》得到湖北省政协副主

席杨玉华签批；会员王怀佳撰写的《疫情之后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研究》在武汉市

政协常委会上做大会发言。年内，民建口区委会

积极组织会员参与界别活动，组织会员中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参加中共口区委双月座谈会、党外人

士座谈会和区人民政府职能部门行风评议等２０余
人次，为区委、区人民政府建言献策。会员彭正文、

徐鸿、姚剑、巢明玉等会员继续发挥“人民法院人民

陪审员”“武汉市政法机关执法监督员”“口区公

安局廉政监督员”特聘人员的作用，积极履行监督

职责。

【岗位建功】　２０２０年，民建口区委会全体会员立
足本职工作，在不同战线、不同领域取得骄人的成

绩。副主委汪东华被华中科技大学校友总会授予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积极贡献个人”称号，并被聘为华

中科技大学武汉校友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会员

姚剑获得武汉市第二届“十佳青年律师”称号；副主

委杨莉华、贾洪武被中共口区委统战部授予“最

美志愿者”称号，会员王晓燕、方建东、杨东、陈诗炎

被授予“爱心捐赠使者”称号；会员王腾创办的湖北

盈创嘉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商务部评为

重点信用认证企业。

【社会服务】　２０２０年，民建口区委会继续推进会
内三大社会服务品牌建设，有效整合资源，根据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各阶段形势，不断调整社会服务模式，

充分发挥社会服务品牌工作成效。疫情防控期间，

为维护学生居家学习身心健康，“同心明眸”工程负

责人、民建口区委会副主委杨莉华带领视防中心

加入市教育局发起成立的“保护学生视力与生命健

康专家宣讲团”，通过沙画、科普文章、视频讲座、顺

口溜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帮助学生和家长掌握

居家健康知识。同时发挥专长，组织成立“疫情防

控，学生健康”专家在线服务工作室，组织编写系列

科普文章。全年举办１２场在线专家讲座并在线提
供学生近视防控咨询服务。为纾解人们在封城后产

生的恐惧焦躁情绪，副主委贾洪武发起成立由全国

各地１００多名心理专家组成的抗击新冠肺炎心理咨

询公益组织“武汉之心”，每天２４小时为群众答疑
解惑，提供心理支持。全年共开展１００场公益心理
咨询直播，受众达 １８００万人，《人民日报》对此进行
报道。会员罗孝春成立的三迪国际帮扶基金，在关

心关爱服刑人员的同时，也时刻关注因疫情导致失

业率不断增高的社会现状，他特地在大悟县创办三

迪国际智能科技（大悟）股份有限公司，帮助１００多
人解决再就业问题。２０２０年夏，武汉遭遇特大洪水，
民建口区委会号召会员捐款捐物，参与防汛抗洪

工作。会员曹昌健、王霆、胡立华、王莹等下沉一线

参与防汛守堤；会员巢明玉在企业组建防汛突击队，

与职工一同协助防汛部门开展堤段查险工作；会员

汪东华、孙嘉良、王霆等积极捐款捐物慰问抗洪一线

人员，其中孙嘉良携手中华志愿者路路联盟，向四川

成都邛崃捐赠价值６万多元的抗洪物资，感谢邛崃
在武汉疫情期间曾给予的帮助。

【会务活动】　２０２０年，民建口区委会在确保防疫
安全的情况下，积极开展会员乐于参加的各种会务

活动。诸如，组织赴武汉视防学生视力健康管理中

心口基地调研学习，举办“抗疫有我，感恩有你”

同心抗疫故事会，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等１０余次内容丰富多彩的会务活动。
（金　琳）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
会（简称民进口区工委会）积极贯彻上级决策部

署，深入落实各项任务，团结带领全区会员在疫情防

控、组织建设、思想教育、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工作

上主动作为，成效明显。罗光伟等多名会员在抗疫

斗争中受到党和政府表彰，多篇社情民意稿件被民

进中央和湖北省委会采纳，星火支部被授予“民进

湖北省先进基层支部”称号，一医院支部被评为民

进省委会抗疫先锋队。

【抗击疫情】　２０２０年，民进口区工委会全体会员
立足本职工作，履职尽责，在不同岗位上发挥积极作

用，涌现出一大批会员抗疫先进典型。主委夏新下

沉六角亭街学堂社区，后转岗宗关街办事处，临危受

命主持街道全面排查、病患转移、居民保供、滞汉人

·８９·

·口年鉴·



员帮扶等工作；副主委罗光伟被评为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民进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市一医院支部荣获民进湖北省委会授予的

“抗疫先锋队”称号，会员张东友获“湖北省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夏新、罗光伟、张东友、

舒玉珍被民进湖北省委会表彰为“抗疫先锋”。经

济支部王春明的企业被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列为全市４００家疫情防控市场保供突出贡献企
业，廖晓东被中共口区委统战部评为 ２０２０年度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最美志愿者，潘波受到江岸

区人大常委会、蔡甸区红十字会、蔡甸区慈善会等多

家单位表彰。综合支部吴伟被评为口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市第四中学支部徐梦蓓获评共

青团武汉市委抗疫志愿者和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疫情防控先进个人。疫情期间，民进口区

工委会通过电话、工委会和支部微信群等开展防控

知识宣传，引导会员献智出力。全体会员在疫情期

间累计捐款６万余元，捐赠医疗防护、爱心蔬菜等物
资价值４３万元，受到民进上级和社会各界的一致
好评。

【学习教育】　２０２０年，民进口区工委会大兴学习
教育之风，组织工委会领导班子学习中共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学习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爱国统一战

线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政党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等内容，学习领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实

践特色和时代特色。同时，区工委会为会员列出学

习菜单，明确学习重点，建立微信学习群，通过“集

中学习＋自我学习”“线下学习 ＋网上学习”“外出
培训学＋支部联合学”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政治
站位和履职能力。

【组织建设】　２０２０年，民进口区工委会落实民进
中央关于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要求，以“强组织、增

活力、有作为”为目标，结合自身实际，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按照民进武汉市委会的总体部署，１０月底
至１２月初，区工委会完成下属７个基层支部的换届
工作，新的支部班子已经履职。重视新会员的发展，

吸引更多既具较高业务素质、又有一定代表性的优

秀人才加入民进队伍，先后向民进市委会推荐武汉

设计工程学院教师易靓、武汉果时元年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芹等５名优秀人才。在吸纳优秀人
才向民进组织靠拢的同时，区工委会为会员的持续

发展寻找途径和创造条件，让会员在民进组织的大

熔炉里得到锻炼。５月，民进市委会同意增补会员
卢静为区工委委员；６月，组织杨伟玲等新会员参加
武汉统一战线“同心大讲堂”培训；７月，组织会员学
习《民进中央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以及

会章学习读本，邀请市委会部门负责人解读《民进

湖北省委会组织工作具体实施办法》。年初，民进

湖北省委会授予民进口星火支部“民进湖北省组

织建设先进基层组织”称号。

【参政议政】　２０２０年，民进口区工委会落实撰写
市、区年度政协会议提案的工作目标，组织开展不同

层面、多种形式的学习考察、调研活动。１月，组织
学习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５月，经济支部开
展复工复产企业调研活动。９月，召开工委会扩大
会议，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蔡达峰

主席在民进中央履职能力建设主题年工作动员会上

的讲话。利用双月座谈会等各种平台，围绕重点、难

点、热点、焦点问题，积极撰写反映社情民意的调研

报告。其中，副主委罗光伟的社情快报“鉴于目前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已出现扩散趋势，建议省、市政府加强
传染病专科医院应急救治能力，积极引导群众科学

应对疫情，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战”获得中共湖北省

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尔肯江·吐拉洪的批示；主

委夏新撰写的《关于提高社区应对突发事件处置和

管理能力的建议》，从疫情出发，对加强突发事件处

置和管理能力提出了真知灼见；副主委张文撰写的

《将湖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重心下移到中

小学》的提议，被民进武汉市委会采纳；王媛媛提交

的《关于利用工业保留用地，建设汉江湾总部聚集

区的建议》，在双月座谈会上发言，得到区领导高度

肯定。同时，民进口区工委会还积极参与区委统

战部“五个一”活动。５月，区政协副主席郭建敏和
部分民进会员一起实地走访驻程岗村居民，了解疫

情防控和精准扶贫工作情况，向该村捐赠口罩、酒

精、“８４”消毒液、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并对坚守在抗
疫一线的村委会班子成员和驻村工作队干部进行了

慰问。

【社会服务】　２０２０年，民进口区工委会将社会服
务活动作为增强工委会凝聚力的重要抓手，组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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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参加赴江夏区扶贫帮教、协和医院白血病患儿爱

心讲堂和市一医院支部的社会公益义诊等活动，让

更多会员了解民进、融入民进、热爱民进，把区工委

会打造成讲责任、有担当、有温度的基层组织。连续

７年坚持开展“爱心课堂 陪伴成长”活动，把同济医
院爱心学校作为社会服务工作基地，定期组织民进

会员给白血病患儿上劳动、音乐、英语口语、阅读等

特色课程；不定期地看望和陪伴白血病患儿，受到患

童及家长的热烈欢迎。８月，民进口区工委会转
发湖北工程学院一名贫困学生求助信，号召全区会

员伸出援手，３天内共收到会员助学捐款６４００元，
区工委会第一时间将全部捐款转交该同学，并收到

该同学真诚的感谢信。

（王媛媛）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
会（简称农工党口区工委会）围绕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疫后重建和编制“十四五”规划等中心工作，

在立足岗位，坚守职责的同时，积极履行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职能，全面开展党派工作和自身组织建设，

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为全市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助推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组织和思想建设】　２０２０年，农工党口区工委会
下辖５个支部，发展新党员８名。在加强班子建设
和党员队伍建设中，坚持注重质量、保持特色，以优

化组织结构、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做好核心人才

储备及培养为主要着力点。积极主动吸收政治素质

过硬，业务表现良好，有奉献精神的中青年骨干，增

强基层组织活力。各支部于１１月底前完成换届选
举，新支部委员的年龄较轻，改选后的支委班子结构

合理，实现了老中青相结合。同时加强对农工党员

的学习培训，采用线上、线下学和集体学、自学等多

种形式，组织党员学习中共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组

织党员参加中共口区委统战部和党派举办的各类

培训班。４月以来，分批次选派１０余名党员参加农
工党武汉市委宣传信息骨干培训班和中共口区委

统战部举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培训

班、党外人士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培训班，并赴

中山舰博物馆参观学习。坚持为各支部订阅下发

《前进论坛》等学习辅导资料，为党员扩大视野、增

长知识、掌握政策、参政议政创造条件。

【投身抗疫】　２０２０年，农工党口区工委会全体党
员积极投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纷纷主动请

缨，要求到最危险的医疗一线和社区防控一线，参与

各项志愿者服务，并踊跃捐款捐物。疫情期间，主委

王岚奋战在医院血库和武汉火神山医院两个战场，

全力保障医院血液供应和血液安全，尤其是对新冠

肺炎康复者血浆的采集，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救

治提供帮助。市四医院支部主委彭晓红日夜奋战抗

疫一线，面对极大的暴露风险，承担重症患者的插管

抢救；医院肾病科主任董骏武率领科室人员，在２４
小时内在全市率先建立血液透析中心，解决了数千

名肾病患者疫情期间的血液透析难题；呼吸科医学

博士胡建武不顾危险，发挥专业优势，全力以赴与病

毒抢时间；医院检验科主任曾吉科学应对繁忙的核

酸检测等工作；支部党员刘瑾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

冠病毒，康复后两次捐献血浆。精神卫生支部的心

理治疗专家马筠、李轶琛利用《长江日报》、湖北之

声、武汉教视等媒体网络平台，开展心理援助与危机

干预培训工作，对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及医护人员

予以情绪疏导。中山医院支部医务科主任皮勇、党

员莫春艳一直坚守医院急诊科，均出色完成医护任

务。综合支部梁明华在发热门诊、集中隔离点值守，

协管纪检监察，随时接受突发事件处理；李峰坚守一

线，参与核酸检测样本和采集和转运。市四医院支

部董骏武、彭晓红、张雪、方真华等党员先后多次为

医院募集逾３００万元的抗疫物资和治疗设备。此
外，各支部有多名党员投身志愿者服务，默默奉献。

诸如为生活物资保供奔走，为医疗队送餐、关注社区

孤寡老人等，为相关单位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出具法

律文书等。年内，董骏武获得全国及省、市“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白求恩式好医生”等称

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８５名党员被农工
党武汉市委会授予“武汉抗疫表现突出农工党员”

称号，其中笱玉兰、张雨、胡建武被农工党湖北省委

会授予“湖北农工抗疫先锋”称号；皮勇被评为湖北

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董骏武、莫春艳、笱

玉兰、周新芳、曾吉、龙利、将迎春、李峰、黄觅９人被
农工党武汉市委会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通报表扬，

林颖被评为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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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议政】　２０２０年，农工党口区工委会始终围
绕全区中心工作，认真参与政治协商、民主坚督，积

极履行参政党职能。全年组织区工委会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党员参加政党协商、专题协商、座谈

会和调研视察活动１０次，提交各类信息、社情民意、
提案８篇，内容涉及公共卫生、市区经济社会发展、
民生热点、医保政策、医养结合等各个方面。其中，

由董骏武执笔完成的《关于加快口区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的提案，《关于将

血透患者定期核酸检测纳入医保重症的建议》被农

工党武汉市委会２０２０年第１２３期《关注》采纳；马
筠提交《加强疫情后社会心理疏导工作的建议》提

案，王岚撰写《关于做好公共卫生医防结合工作的

建议》和《关于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建

议》。此外，区工委会中多名党员受聘担任各类特

约监督员、督导员以及政风行风评议代表，他们认真

行使监督职责，积极作为，不断增强履行参政党职能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王　岚）

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简称致公党口区工委会）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职能，在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参

政议政、服务社会、爱岗敬业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

作，取得新的成效。

【理论学习】　２０２０年，致公党口区工委会积极参
加各级各类部门组织的学习班、培训班和在线平台

学习，重点学习中共十九大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精神、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全国及省市“两

会”精神，扎实推进“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主题教育。１０月，致公党口区工委（扩大）会议召
开，全体党员参加会议，会上，主委陈素华代表区工

委会作《２０２０年度口区工委工作报告》，党员们对
工作报告及市委会主题教育活动推进情况提出了中

肯的意见和建议。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４日，致公党
员万谦参加省级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培训班。年内，

区工委会下属的同济二支部、普爱医院支部被评为

致公党武汉市委会主题教育活动先进集体，党员陈

素华、刘新明、吴川珍、吴玮聪、陶颀被评为市委会主

题教育活动先进个人。全年区工委共发展新党员４
人，其中同济支部３人、综合支部１人。

【岗位建功】　２０２０年，致公党口区工委会全体党
员积极投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立足本职岗

位做贡献，同时在业务工作中取得较好成绩。主委

陈素华自１月２５日起就坚守医院临床一线，为合并
新冠肺炎孕产妇进行诊疗和手术，海外疫情暴发后，

又参与同济医院海外华人义诊咨询群１０余个，坚持
为海外学子、华人义务提供咨询；施春阳坚守医院制

剂现场１个月，加紧生产抗疫中成药；王升、吴玮聪
弃小家顾大家，夫妻同心抗疫。此外，王学仁、宋晓

东、熊娟、彭澍、陈平波、肖军、吴玮聪、马中希、郝?、

许传文、陈维青等致公党员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为患

者服务。刘新明任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院长

助理兼医务处处长，编撰《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

医院工作手册》和《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材

料汇编》，形成一批可供参考推广的方舱医院运行

机制和规章制度，为全国方舱医院采用，得到国家卫

健委等部门的高度认可和赞赏。陈素华参与撰写并

修改定稿的《武汉同济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流行期间孕产妇及新生儿管理指导意见》

（第一版、第二版），《健康报》曾予以报道，其为主

编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产科防护手册》已由人民

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２０２０年，致公党口区工委
会及党员获得诸多荣誉。５月，万谦评为中国化学
会高级会员；１１月，万谦的“糖的合成化学”研究项
目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１２月，万谦获得药
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学者奖）。１１月，刘新明的
《创新性医疗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与实践》论文获得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第五届全国临床创新与发明大赛

二等奖。１２月，致公党口区工委会被评为致公党
省委抗击新冠疫情先进集体，陈素华、彭澍、刘新明、

施春阳、王升、王学仁、肖军、郝?、吴伟聪、陶颀被评

为致公党湖北省委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人，刘新明、

陶颀被评为致公党武汉市委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

进个人。

【参政议政】　２０２０年，致公党口区工委会通过双
月座谈会发言、“两会”提案（议案）、反映社情民意、

完成调研课题、参加民主监督等途径发挥参政党职

能。主委陈素华在中共口区委统战部双月座谈会

上的发言被定为区政协集体提案和大会发言。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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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开展了社区调研活动。全年致公党口区工委

会共提交市政协提案２件、区政协提案８件，中标并
完成致公党市委会重点调研课题２件；提交反映社
情民意的稿件２４件，被中共武汉市委、市政协各采
用１件。陈素华、王学仁被评为致公党市委会参政
议政工作先进个人。

【社会服务】　２０２０年，致公党口区工委会充分发
挥党员业务专长和自身优势，广泛开展社会服务。

疫情期间，党员陈素华利用学术地位和群主身份，在

政治上积极引导微信群成员，服务大局；综合支部陶

颀、罗琳向同济医院捐赠口罩约７万个；潘兴、宋汉
华为辖区汉水桥街赠送生活物资；教育支部周德超、

曲志华、王建峡、林轶纯、韩义明、吴传珍、余虹等坚

持在线教育并积极捐款，赵明坚持支助贫困失学儿

童多年；区工委会发动党员顺利完成致公党中央与

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关爱海外华人捐助活动。

此外，党员曾仁端、陈素华、王学仁、施春阳、董庆建

等应用专业知识，积极撰写提案、社情民意等，报送

市政协以及致公党市委会、省委会和致公党中央。

党员陈平波入选“湖北省第九届博士服务团”到基

层锻炼，自２０２０年８月至次年８月挂职秭归县中医
院副院长，１２月２９日，他带领该院妇产科团队顺利
完成一例经腹腔镜下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为当前

国内妇产科最高等级手术之一。

（宋晓东）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简称九三学
社口区工委会）是九三学社武汉市委员会的派出

机构，下设４个支社，共有社员１２２人，其中在职７９
人、退休 ４３人，男社员 ７３人、女社员 ４９人。社员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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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九三学社
口区工委会深入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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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增强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责，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积极做好基层组织建设和开展活动，各

项工作都取得新的成绩。

【理论学习】　２０００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会积极
开展学习活动。重点学习领会中共十九大以来一系

列会议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爱国统一战线的系列讲话精神，通过学

习，使社员更加明确“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

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更加明确我国的政

党制度及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清楚认识民主党派

的职责职能，更加坚定自己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其次，认真学习九三学社社章，传承九

三学社的优良传统，深化合作共事的能力。组织社

员参加了九三学社中央及湖北省委会、武汉市委会

和中共口区委统战部、口区政协举办的不同层

次的学习班，全年共有３０人次参加。此外，组织新
社员参加九三学社武汉市委会举办的理想信念培训

班，安排每个支社宣传委员参加九三学社湖北省委

会开展的“不忘合作初心”主题教育活动和宣传干

部专题政治辅导活动。这些学习活动都取得了明显

成效，促进社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

信”，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组织建设】　２０２０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会积极
吸纳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推进自身组织建设。全年

发展４名新社员，给组织补充新鲜血液。设置口
“九三学社之家”，聘请社员万炜为“九三学社之家”

家长，以完善区工委的工作，让基层党派工作扎实推

进。年内，九三学社口区工委圆满地完成九三学

社武汉市委会和中共口区委及区委统战部部署的

各项工作。

【参政议政】　２０２０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会积极
参政议政，履行参政党的职能。围绕全区工作中心，

全年制定４个调研课题，成立调查专班，明确责任
人。同时要求各支社围绕参政议政开展调研活动，

积极建言献策，为口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在２０２０
年口区政协大会上的发言有质量，九三学社口

区工委会提出的《关于打造口区三生融合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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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得到中共口区委、区人民政府的肯定。

双月座谈会政党协商见真情，区工委会主委胡晓华

和副主委蔡伟、张靖在中共口区委召开的双月座

谈会上，围绕口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局，利用自

己的专业优势建真言、献良策，得到区委、区人民政

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并被采纳。专题协商有

深度，社员中的政协委员利用参加区委书记、区长与

政协委员的恳谈会，为口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

参政议政有作为，利用各种平台参政议政，全年向

市、区“两会”提交提案１５篇，社员丁玮提交的《关
于提高重度脊髓损伤截瘫患者社会保障水平的建

议》被全国政协《每日社情》采用。同时，号召社员

关注社会民生、社会治理和经济建设等情况，积极

反映社情民意。２０２０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会
报送的社情民意稿件量在全市九三学社系统排名

第三。

【抗击疫情】　２０２０年，面对历史罕见的新冠肺炎疫
情，九三学社口区工委会组织全体社员在各自岗

位上连续作战，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奉献自己的

力量。疫情期间，组织医卫界社员投身于抗击疫情

第一线，共有３１名医卫社员分布在３家新冠肺炎治
疗定点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武

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社员田佳玉、潘静等１７人获
得九三学社中央的表彰，市一医院支社被评为九三

学社优秀基层组织。同时，组织区工委会机关的社

员下沉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协助社区开展封控管

理、拉网式大排查、创建无疫情社区等工作。社员段

飞在建立方舱医院和隔离点中主动作为，获得九三

学社中央“２０２０年度先进个人”称号；社员朱芳、蔡
伟等在国内外积极筹款捐物，累计提供的防护用品

价值达５００万元，朱芳获得中共口区委的表彰；还
有许多社员在基层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

【疫后复工复产】　２０２０年４月起，九三学社口区
工委会积极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复工复产工

作，助力重振辖区经济。组织社员开展 “我为疫后

献一计”活动，累计提出建议２１条，并为市、区两级
政府编制“十四五”规划提建议。组织社员企业带

头复工复产，社员段飞、朱芳、梅佑轩、万炜等所在企

业率先响应政府号召，第一批恢复生产。

【社会服务】　２０２０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会组织

社员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并涌现
"

一批代表人

物。作为参与口区政协科技组的主要党派组织，

口区工委会与口区科协、区科技局密切合作，在

辖区建立科学技术知识普及站，在社区、学校和企业

广泛进行科技知识普及工作。社员汪正兴在中铁大

桥局桥梁科学研究院建立青少年桥梁科普基地，得

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赞誉。组织医卫界的社员开展

义诊活动，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社员

下社区义诊，并送医送药到对口支援的贫困地区。

区工委会主委胡晓华义务承担社区心理咨询室工

作，做到有事必到。此外，组织社员参与社会扶贫，

社员朱芳、梅佑轩在为社会捐赠和对口扶贫工作中

发挥了模范作用。

【岗位建功】　２０２０年，九三学社口区工委会鼓励
社员立足本职岗位，勤奋工作，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

为单位、为国家做贡献。其中，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支社的吴军团队荣获湖北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社

员刘建芳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社员梅佑

轩创办的武汉沃思财务外包服务有限公司被财政部

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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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炜）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支部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支部（简
称台盟口支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支部盟员

在民主协商中的重要作用，就辖区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

题深入开展调研，提出意见、建议和提案，组织开展

视察、学习、座谈等活动，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圆满完

成全年工作目标。

【抗击疫情】　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台盟口支部闻令而动，迅速投入疫情防控阻击

战。第一时间发动盟员积极为抗疫捐款捐物，将募

集到的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护目镜等物品，捐赠

给辖区内同济医院、汉西社区和战斗在抗疫一线的

志愿者们。盟员郑园是长航总医院感染科主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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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５日，台盟口支部组织盟员参观武汉贝思特纸业有限公司

师，自疫情发生后，一直战斗在医院抗疫一线。盟员

金成、周思倩、黄丽华分别下沉到百步亭小区、古田

街古乐社区及宝丰街空后社区，积极参与社区防控

工作。通过投身于抗疫阻击战，增强盟员的社会责

任感和奉献意识。

【学习实践】　２０２０年，台盟口支部按照台盟武汉
市委会、中共口区委统战部部署的主题教育活动

安排，组织支部全体盟员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科学发展观，学习领会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

等一系列会议精神。全年，组织盟员参加主题辅导

讲座、报告会、座谈交流会等学习实践活动７次；组
织盟员围绕疫情防控，积极撰写社情民意信息、提案

１０余件；支部成员参加省、市、区相关培训班４次共
１０余人。

【参政履职】　２０２０年，台盟口支部积极参与民
主协商，履行参政党职能，参加中共口区委统战

部双月座谈会、区委全体（扩大）会议、民主协商

会、界别专委会座谈调研、区政协常委会等会议近

４０次。开展参政议政课题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努
力撰写高质量的提案。１０月，台盟口支部主委
带领盟员赴西安就提案《打造夜经济，助力口经

济发展的建议》进行调研，形成的调研报告提交

口区政协后，被选为区政协大会发言集体提案。

围绕口区“十四五”规划的制定，组织盟员走访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及台资企业，了解疫后企业复

工复产和运营情况，撰写《关于大

力支持我区骨干企业发展的建

议》调研报告。此外，台盟口支

部承接台盟中央的 ３个课题，撰
写的《新形势下促进两岸融合发

展》《持续深化新三板改革为创新

发展注入原动力》和《推动我国中

部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建议》得

到台盟湖北省委的肯定。组织支

部盟员参加台盟中央“我的支部

我的家”征文活动，提交文稿 ４
篇，其中１篇获二等奖。

【公益活动】　２０２０年，台盟口
支部积极参与台盟中央对口贵州

省毕节市帮扶工作，组织盟员为赫

章县金银山街道儿童活动中心建设踊跃捐款。７月
３日，支部成员与台盟武汉市委会共同向朝家山社
区捐赠防疫物资。８月１２日，支部成员参与中共
口区委统战部组织的“抗疫有我、感恩有你”同心抗

疫故事会。年底，台盟口支部获得台盟中央先进

基层组织奖。

（邓爱丽）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口
区工商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聚焦落实复工复产和服

务企业等重点任务，大力推动“五好”工商联和“四

好”商会创建工作，为口经济疫后重振做出应有

的贡献。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口区工商联及时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及省、

市、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明确分工，

压实责任，迅速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按照市、区防疫

指挥部的部署和要求，区工商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

下沉六角亭街学堂社区连续奋战１００多天，为该社
区防疫工作走在口区前列做出贡献。区工商联下

属商会和会员企业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踊跃出钱出力，各尽所能。疫情期间，下属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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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企业累计向市、区慈善总会以及全市各医疗机

构、结对联系社区、扶贫结对村等捐款捐物，价值近

３０００万元，展现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责任担当和大
爱精神。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日，口区工商联组织筹集１２吨“８４”消毒液免费发放给会员
企业和基层商会

【助力复工复产】　２０２０年，口区工商联在疫情防
控进入常态化后，为全面了解掌握会员企业在疫情

中和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武汉市工商

联的指导下通过网上调查、电话了解、实地走访等多

种形式，收集梳理企业在融资贷款、项目申请等方面

的实际困难，针对性开展“银锐互动，助力中小微企

业复工复产”等活动，协调解决会员企业诉求。积

极组织企业参加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网络培训，联

合开展以“江城新力量·凝心助企航”为主题的企

业法治体检公益活动以及“抗疫有我、感恩有你”同

心抗疫故事会。组织筹集１２吨“８４”消毒液免费
发放给会员企业和基层商会，基本满足他们复工复

产防疫消毒的需求。此外，还发放《武汉市支持民

营企业复工复产复市１００问》等政策汇编２００余份，
为企业送政策上门。

【意识形态和廉政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工商联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开展中心组理

论学习８次，其中集中研学４次。积极开展“学习
强国”平台的推广和应用工作，开展“学习强国”推

广使用督查７次，机关干部在“学习强国”注册率
１００％，平均学分达１万分以上。加强党风廉政宣

传教育，学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反面典型通报３
次，领导干部带头讲廉政党课４次，开展节前廉政
教育４次。

【创最优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口区工商联紧紧围
绕《口区创最优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及区人大 １
号议案办理工作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完善《区领导

联系服务百家民营企业工作方案》，深入落实《口

区创最优营商环境行动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和单

位开展多形式的创优营商环境活动。贯彻落实湖北

省劳动关系三方《关于开展２０２０年“和谐同行”百
户企业培育共同行动的通知》，参加武汉市企业培

育培训活动，剖析研究辖区民营企业在劳动关系存

在的突出问题和应对措施。走访武汉精英盛华科技

有限公司等３家企业，指导开展创新型、成长型民营
中小企业申报工作。年内，推荐区工商联副会长胡

华锋为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先进个人，推

荐会员企业重庆医药集团湖北盛适邦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为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先进集体，推

荐武汉工贸有限公司等４家企业成功申报２０２０年
武汉民营企业１００强，推荐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
司等 ２家企业成功申报 ２０２０年武汉民营制造业
５０强。

【服务会员企业】　２０２０年，口区工商联完善《对
口联系和服务会员企业》和《对口联系基层商会》两

项制度，全年走访和对口联系会员企业 １００家
（次），走访商会２２家（次）。在走
访过程中收集整理涉企问题５０余
个，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及时处理，

不逃避、不推诿，凡政策内的沟通

协调，政策外的则耐心解释，年内

已帮助或协调解决企业融资、子女

上学、惠企政策补贴、产业园招商

等难题，全年企业服务直通车协同

办结率９９％以上。积极为会员提
供各类服务，通过云端组织培训会

员企业，组织区属商会参加全国工

商联举办的《民营企业境外疫情防

控专题讲座》培训、武汉市工商联

举办的《２０２０年非公经济组织党
员》培训，参训人数共２００人次；联
合区人民检察院做好汉正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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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服务区（区总商会）检察站工作，实行每周一、周

三、周五现场办公；配合区司法局组织律师开展民营

企业“法治体检”活动，服务站通过普法讲座、法治

体检、法律咨询、发放联系卡等方式，为民营企业提

供法治体检服务。

【商会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工商联制定《口区
工商联关于落实所属商会改革和发展工作的具体措

施》，通过举办商会工作培训会，指导开展“四好”商

会创建活动，进一步扶持鼓励商会的建设和发展。

年内，汉正街市场商会等 ６家商会被评为武汉市
“四好”商会；在对商会会长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

上，指导２家区属商会完成换届。

【扶贫工作】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口区工商联全
体机关干部到扶贫对口村黄陂区李家集街旗杆熊村

开展走访慰问。５月２６日，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周呈
斌带领全体党员干部到对口村开展“３＋１”精准扶
贫调研工作，分别对 １３户贫困户进行入户填写问
卷，了解贫困户情况并针对性实施帮扶措施。

【参政议政】　２０２０年，口区工商联注重对区政协
工商联界别的委员参政议政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引

导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增强大局意识，有序参与政治

生活和社会事务。全年开展营商环境调研２次，参
加区人大议案办理调度会１次，参加区政协提案办
理调度会１次，提交集体提案１篇、委员提案初稿
１８篇。动员会员企业参加民营企业调查点暨社情
民意信息工作，注册登录全国新建的民营企业调查

系统，每季度对民营企业运行情况开展调查分析，调

研报告得到武汉市工商联领导的肯定。

（向　仁）

 口 区 总 工 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总工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决战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总目

标，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大

力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引领职工建功立业。积极协

调劳动关系，强化服务职工意识，促进社会大局总体

稳定。推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

夺取口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做出

新贡献。

【政治引领】　２０２０年，口区总工会着力宣传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全国劳模表彰大会精神，强

化政治引领，凝聚广大职工建设口正能量。上半

年抗疫期间，教育广大职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市、区决策

部署，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下半年，举办抗疫先进

事迹报告会，宣传伟大抗疫精神，召开决战四季度劳

动竞赛大会，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劳动热情。以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推进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组队参加武汉市职工“我与学

习强国”征文演讲比赛，区总工会获得特别贡献奖。

组织汉江湾职工健步行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增

强了基层工会凝聚力。

【弘扬劳模精神】　２０２０年，口区总工会积极组织
广大职工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辖区内远大医药集

团、麦德龙、迪安检测、Ｔｏｄａｙ等企业工会及职工发
挥抗疫主力军作用，弘扬劳模精神，坚守岗位、保产

保供。以“保安全、保稳产、保重点，促发展”为主要

内容，突出“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主题，围绕促

进复工复产复市、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开展安全

生产劳动竞赛，以“安康杯”竞赛为抓手，大力开展

安全知识培训、心理健康辅导等活动，做好职工劳动

保护工作。年内，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口

区公安分局宝丰街派出所民警赵闯等２１个单位、集
体和个人分别获得省、市五一劳动奖章；远大医药

（中国）有限公司的劳动竞赛项目被评为全省重点

非公企业引领性劳动竞赛项目，远大医药集团Ｓｉｒｔｅｘ
中国项目组被评为湖北省工人先锋号先进集体；湖

北尚佳文化创意工程有限公司被评为武汉五一劳动

奖状单位；推荐武汉依翎针织有限责任公司、武汉第

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和常发建设集团参评市级示范

性劳动竞赛项目。

【工会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总工会持续推进百人
以上企业建会行动，聚焦重点企业发力突破，建强

“小三级”工会组织，带动小微非公企业依法建立工

会组织，不断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全年新增工会

组织３４家、工会会员３６５２人，其中农民工会员２３５６
人。辖区内百人以上非公企业已完成建会７０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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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八大群体”企业１家。按照“六有”工会建设标
准，指导基层工会深入开展“职工之家”建设，不断

提高基层工会规范化水平。年内，口区崇仁汉滨

小学、湖北尚佳文化创意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天利包

装有限公司和中共口区委党校４家单位的职工书
屋被武汉市总工会授予“市级职工书屋”称号。推

荐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信息管理部工会小组

申报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并已进入公示期。开展工

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示范点活动，扩

大工会服务范围和提升工会服务专业化水平，推荐

武汉市道能义工服务中心申报市级示范社会组织。

组织参加武汉市总工会“书香女性 幸福家庭”评选

工作。组队参加全市职工围棋比赛活动，区总工会

获得优秀组织奖。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对街

道工会协理员和基层工会干部开展线上培训，培训

内容为工会组织和职工民主管理的工作方法。此

外，还组织基层工会干部参加市总工会组织的非公

企业工会干部培训。

　　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口区总工会负责人到汉中街汉水闸口慰问防汛值守人员

【和谐劳动关系】　２０２０年，口区总工会针对新冠
肺炎疫情对辖区企业和职工的不利影响，积极协助

区委、区人民政府做好稳企保岗工作。推动实施就

业优先政策，聚焦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重点企业、重点

行业，深入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引导企业和

职工通过集体协商，实现企业稳生产、职工稳岗位。

推进民主管理质量自查和星级评估工作，开展职工

代表培训，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

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重点做好企事业单位复工、复

产、复市中的民主管理工作，依法

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命名武汉宜家

家居有限公司等９家企业为职工
民主管理三星级单位。全面深化

和谐企业创建工作，推荐远大医院

（中国）有限公司等４家企业申报
２０１９年度市级模范和谐企业。全
年培育区级和谐企业８家，其中武
汉宜家家居有限公司、武汉世联兴

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中国石化

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水上油站

管理分公司和武汉东运制版有限

公司４家企业被评为２０１９年度市
级和谐企业。

【惠民暖心】　２０２０年１月至３月抗疫期间，口区
总工会筹措近百万元，慰问辖区各街道社区、口经

济开发区和卫健、城管、公安、水务等部门的一线抗

疫人员，发放困难职工生活补助。４月解封后，组织
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春风行动”和“助力荆楚、共创

未来”云招聘活动，组织辖区内湖北恒隆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沃尔玛（湖北）百货有限公司、武汉精

一佳印刷有限公司、武汉金樽日用器皿有限公司等

９８家企业参加招聘活动，为城乡求职者提供１万多
个就业岗位；为招工企业推荐求职者简历１７００份，
达成就业意向人数４７３人。开展元旦、春节“送温
暖”活动，向８６名建档困难职工发放生活补助６５６
万元；慰问区级困难职工和一线职工代表５７４人，发
放慰问金２８７万元。开展建档困难职工脱困解困
评估工作，进一步夯实精准帮扶和动态帮扶工作机

制。全年为５９人申报患重大疾病（恶性肿瘤、肾衰
竭、心脏搭桥和白血病４类疾病）临时补助，每人补
助５０００元，合计２９５万元。进一步规范户外职工
“爱心驿站”建设，不断提高站点服务水平。开展暑

期“送清凉”活动，慰问防汛一线工作人员 ６２０人
次。完成职工医疗互助参保４８６万人次。
２０２０年，口区总工会共受理医疗互助报销

８３８４人次，支付互助金７４８万余元。关心关爱劳模
生产生活，春节慰问劳模１２２人，发放慰问金４７６
万元；选派１３名抗疫一线先进模范到省、市职工疗
养中心疗休养。组织全区各级工会落实省总工会文

件精神，在指定购物平台购买扶贫物资４００多万元，
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区总工会筹措９６３万元，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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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消费扶贫券”９２８６张，覆盖职工５４００人，扩大
职工福利消费，为全区扶贫攻坚工作添砖加瓦。鼓

励基层工会将年内未使用完的节日福利经费，优先

用于购买扶贫物资，支持脱贫攻坚工作。

【维权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总工会针对疫情给企
业和职工带来的困难，全力做好对企业复工复产、劳

动用工、工资支付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助力市、区人

民政府关于稳就业各项政策举措的落实。加大援企

稳岗工作力度，特别关注下岗失业职工、农民工、高校

毕业生、困难退役军人等群体，健全工会参与促进就

业机制。进一步落实“法院＋工会”工作机制，促进劳
动争议调解工作有效开展，职工信访按时办结率达

１００％。全年开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活动２
场，为一线农民工举办法律讲座，由专业律师细致解

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不

断提高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

【工会经费审计】　２０２０年，口区总工会积极开展
工会经费审计工作调研，探索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

工会经审工作新举措。全年完成对区总工会２０１９
年度经费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０年度经费收支预算
的审查，完成对区总工会直属的１５家工会２０１５年
至２０１６年经费收支情况及专项经费使用情况的审
计，共提出整改意见３９条。年内，口区总工会代
表武汉市总工会接受全国总工会对２０１９年度帮扶
资金、送温暖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

接受武汉市总工会对口区总工会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１９
年财务收支及资产管理使用情况、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资金、困难职工帮扶资金和送温暖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专项审计。口区总工会经费审查会被武汉市

总工会评为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优秀单位。

（王全良）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共青团口区委员会（简称共青
团口区委）坚持“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广泛

动员全区各级团组织、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投身

疫情防控第一线，为坚决打好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贡献青春力量。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

学生陈琪方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快递小哥汪勇

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央电视台、《湖北日报》

和《长江日报》以及青春武汉等媒体多次宣传报道

口青年抗疫事迹。共青团口区委被评为２０１９
年全市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

【理想信念教育】　２０２０年，共青团口区委注重开
展“青年大学习”行动，累计组织团员、青年参观学

习４２万人次。依托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１周年和共青
团建团９８周年时间节点，组织开展“五四精神 传承
有我”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５８场次，激发全区青
少年爱国爱党情怀。全年开展“致敬逆行先锋、争

做新时代好队员”网上主题云队会、“以青春之名向

祖国献礼”和以“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争做新

时代好队员”为主题的团队日活动等各类教育实践

活动１２３场次。全区１０家（个）市级托管点共计开
展活动４５１场次，服务青少年６７９７人次。强化“青
春口”两微平台内容创作，开辟“青春心向党 战疫

青说”专栏，讲述优秀青年志愿者余汉明、张安欣

抗疫故事，用榜样的力量引领青少年积极进取，奋发

有为。

【青年成长成才】　２０２０年，共青团口区委大力开
展创业帮扶行动，通过湖北省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

申报，为口区１０个大学生创业项目争取到３８万
元的政策资金扶持。开展创业政策指导，举办首期

“创业链·青年圈”创新创业活动。邀请复工复产

青年企业代表、创业青年代表、在汉大学生代表共同

探讨“在疫情环境之下，中小企业如何渡过难关”，

不断激发青年留在口的创业热情。实施“返家

乡”社会实践项目，面向湖北籍在读大学生，利用寒

暑假时间，采取实习实训的方式，选拔１１名大学生
到口区街道兼任基层工作助理，参与基层党建、精

准扶贫、普法宣传、网格管理、青少年服务等工作，让

大学生走进基层、走进群众，深入体验国情民情

社情。

【青年志愿者服务】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共青团口区委响应中共口区委的号召，迅即

在全区广大青年中招募志愿者６６６人，组建“青春
口志愿服务队”，参与辖区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定点

隔离点等医疗救护工作。疫情期间，有序开展宣传报

道、社区封控、物资运输、便民服务等志愿服务，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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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共青团口区委联系爱心团体为武汉市普爱医院（古田院区）
捐赠Ｎ９５口罩４００个

时长近５０００小时。多方协调资源，筹集医用外科口
罩、医用手套、防护服、消毒液等防疫急需物资，及时

将蔬菜水果、电取暖器、羽绒服等近百吨生活物资送

至辖区定点医院、方舱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援汉

医疗队、街道及社区困难居民家庭。关怀一线人员，

组织青年理发师志愿者为隔离点的医护人员和工作

人员提供免费理发服务，组织１００名团员青年开展援
汉医疗队欢送，以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口青年感恩

之情和对援汉医疗队的崇高敬意。

【青少年帮扶关爱】　２０２０年，共青团口区委针对
疫后就业困难的实际情况，开展“阳光自强就业帮

扶”活动，为５０名染疫青少年每人提供价值２０００元
的学业爱心包，为４５名有就业需求的染疫青年发放
就业资助款１８万元。带领青年投身脱贫攻坚，组织
“青年文明号”团队到蔡甸区索河街龙霓山村开展

“四个一”结对帮扶。持续深化共青团系统“双结双

促”助力精准扶贫、对口支援机制，为来凤县１００名
留守儿童发放米、油等生活物资。吸纳医务人员、专

业社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群体，组建抗疫心理援助

后援团，开展抗疫及疫后线上心理辅导工作，累计服

务８１２小时、服务６５９人次。聚焦疫后青少年成长
成才需求，依托７家硬件设施较好、群众评议较佳的
青少年空间，实施武汉市青少年寒假社区托管项目，

打通服务青少年的“最后一公里”，累计服务青少年

１５００多人。聚焦疫后青少年实际
生活需求，策划开展“同舟共济 青

春偕进”特别行动和“梦圆童心

”系列慰问活动，累计关爱困境

青少年１９１人次，为 ２０名困难青
少年实现微心愿。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０２０年，共青
团口区委及基层团组织共发展

团员１５００名，全面完成２０２０年毕
业学生团员的团组织关系转接工

作。落实《２０２０年武汉市非公经
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团建工作实施

方案》要求，举办新建非公组织团

组织负责人培训班。武汉市四氪

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团支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览”学习活

动、武汉市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团支部“奋力决战四季度”团建活动和武汉睿德乐

学启雅幼儿园团支部秋季团建活动，均被评为２０２０
年度湖北省非公团建工作优秀案例。

（黎尚
!

）

口区妇女联合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妇女联合会（简称口区
妇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一系列重要讲话及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增

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要求，围绕党和政府中

心工作，加强妇联基层组织建设和妇女思想引领，丰

富服务功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并动员广大妇

女发挥”半边天”作用，为口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做

出新的贡献。

【思想政治引领】　２０２０年，口区妇联实施“巾帼
心向党”行动，引导辖区广大妇女坚定听党话、跟党

走的信念和决心。深入开展“百千万巾帼大宣讲”

活动，组建巾帼宣讲小分队１１支，进社区、进企业、
进家庭开展巾帼宣讲活动２６６场。通过“佳人”
官方微信，全年推送关于党的理论、崇德向善、文明

和谐家风的文章２９２篇，引导妇女群众坚定不移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一季度抗疫期间，在全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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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寻找出最美家庭３６３户。其中，有８户家庭（包
括张定宇家庭、宝丰街陈国玺家庭、六角亭罗永昌家

庭、汉水桥街方红家庭、民警烈士吴涌家庭、汉正街

李清龙、张继龙、陈可家庭）荣获“全国抗疫最美家

庭”和“荆楚抗疫最美家庭”称号，谈雯丽家庭荣获

“荆楚脱贫攻坚最美家庭”称号，宝丰街程秀美家庭

荣获“荆楚绿色环保最美家庭”称号。成功推荐辖

区１户家庭荣获“全国文明家庭”称号，２户荣获“全
国五好家庭”称号，１０户荣获“荆楚抗疫最美家庭”
称号，１５户荣获武汉市江城“最美家庭”称号。积极
选树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优秀女性典型，辖区有

１人荣获湖北省“荆楚时代女性榜—战疫玫瑰”称
号，１人荣获湖北省“最美妇联人”称号，３人荣获武
汉市“抗疫巾帼英雄”称号。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口区妇联携手部分女企业家赴汉正街等防汛抗旱分指挥
部慰问一线防汛人员

【巾帼志愿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妇联积极开展帮
扶慰问活动，发挥妇联组织的作用。在区妇联执委

中开展“我为姐妹办实事”活动，为辖区医护人员、

援汉医疗队与基层防疫女性工作人员筹集口罩、防

护服、成人纸尿裤、酒精喷雾器等物资。“三八”妇

女节期间，组织慰问社区工作者、基层民警、环卫工

人、下沉社区干部和巾帼志愿者等参加防疫一线的

女性工作者６００余人；向援汉医疗队女医护人员赠
送“关爱包”“爱心果”和玫瑰花等物品１９０１份。筹
集价值２４８２５万元的家庭健康关爱包赠送给受疫
情影响的家庭；联合湖北省侨联青年联合会实地慰

问３户未成年人家庭，为全区５名因父母感染新冠

肺炎死亡的未成年人家庭发放每人２０００元的生活
补助。疫情期间，针对特殊时期家庭及儿童的心理

问题，成立由１０余名心理辅导专家组成的抗疫心理
援助服务团，在微信公众号开辟专栏，提供心理知识

普及和咨询服务，共计２９７人次。实地调研走访云
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Ｄ＋Ｍ工业设计小镇、同心健
康产业园、创智园等企业和创业女性，了解在复产复

工中存在的问题，并将筹集到的口罩、消毒液等防疫

物资，优先发放给投入复工复产的女职工及其家庭。

结合女性企业家和创业女性的实际困难，发挥妇联

平台的优势，在汉正街的“Ｅ姐·妇女微家”帮助原
创设计师直播带货；通过斗鱼直播，帮助同心健康产

业园带货约３４万元。口区妇联联合武汉市融智
家庭社区指导中心，继续实施“亲果计划———困境

妇女关爱行动”。疫情期间，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全国妇联筹集的４９６５箱每箱价值５００元的家庭
健康关爱包传递给４９６５户困境家庭；对孕产妇家
庭，发放宋庆龄基金会母婴关爱包２８份；在长丰片
区发放防疫生活物资共２００份。此外，按照湖北省
总工会的要求，开展爱心助农行动。在全国第七个

扶贫日，口区妇联携手葛洲坝地产武汉事业部及

“墨香时光”妇女微家代表赴黄陂区李家集街六家

砦村，开展“凝聚巾帼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走访慰问

活动。

【创业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妇联围绕疫情常态化
防控大局，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和创业服务活动。

开展“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活

动，将１５０节家庭教育课程免费送
到社区。深入推进“益童成长”

“战疫情浓暖童心”“童心疫起画”

和“美分美家集市行”等主题实践

活动，对特殊时期下的家庭及儿童

予以心理关怀。推动家政服务提

质扩容，继续开展“授渔计划·妇

女就业培训项目”，联合爱加仁职

校为辖区 １７０余名失业妇女免费
进行育婴、养老护理培训。搭建家

政交流平台，推荐５８名优秀学员
参加武汉市第二届家政服务职业

技能大赛，魏芳被评为十佳最美家

政服务员，口区妇联获得最佳组

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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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维权】　２０２０年，口区妇联结合抗疫、防汛
和复工复产工作，积极为妇女群众提供法治宣传、法

律咨询、心理疏导等维权服务。全年开展“三八”维

权周、“４·１５”国家安全日、“６·２６”禁毒宣传月、
“１１·２５”反家暴、“１２·４”国家宪法日等线上线下
法治宣传活动５场。利用“佳人”微信公众号和
斗鱼直播平台，举办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线上一系列

心理辅导微课，开展以反家暴、学习民法典等为主题

的线上宣传课１３期，增强妇女群众学法用法水平。
组织参加省、市妇联各类妇女干部培训班，举办全区

基层妇联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不断提高维权

服务能力。截至年底，全区 １３５个社区均建立“妇
女之家”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站（原名家事调解站），

实现全覆盖。２０２０年，全区三级妇联组织共接待妇
女群众来信来电来访４７１件，其中承办湖北省妇联
转办件２件、武汉市妇联转办件３件，受理处理率
１００％。开展市级示范妇女之家五星级创评工作，形
成百张特色“妇女之家”服务清单，服务妇女群众万

余人次，宗关街发展社区“妇女之家”被评为市级五

星妇女之家。全区社区“妇女议事会”开展议事活动

５００余次，推荐申报市级示范妇女议事会１０个、省级
优秀典型案例２例、市级优秀典型案例５个、市级议
事“女能人”３人。实施“慧调解”项目，通过空中课
堂、普法情景剧、心理干预、以案说法等方式，使妇女

普法维权服务活动更具针对性、专业性和有效性。

（李雅图）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口
区科协）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新形势，聚焦中心，

突出重点，统筹推进疫情常态化精准防控、决战脱贫

攻坚和绩效目标各项工作任务，“四服务”工作能力

和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为企业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科协深入辖区中铁
大桥局集团武汉桥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武

汉桥科院）、武汉市第一医院等企事业单位，宣传中

办国办关于院士工作站规范发展的要求，传达武汉

市关于撤销部分院士专家工作站的通知精神，共同

探索新形势下院士工作站发展思路。大力支持武汉

桥科院建设协同创新平台，２０２０年该院自主研发的

桥梁结构振动控制和桥梁检测评估、结构监控检测

及健康监测２项技术，成功应用于虎门二桥、湛江调
顺跨海大桥、湖杭高铁富春江特大桥等项目，新签合

同总金额１３６亿元。

【提交科技工作建议】　２０２０年，口区科协进一步
发挥科技工作者调查站点作用，积极开展科技工作

者献计献策活动。针对疫情防控形势，提交《关于

加强公共卫生基层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基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状况调查及队伍建设方向探

讨》和《关于做好积极预防和有效应对秋冬季疫情

防控工作的建议》３篇建议。针对辖区科技人才现
状，提交《留住科研人才，激发创新活力》建议。

【学术交流活动】　２０２０年，口区科协与湖北省科
协、武汉市科协联合主办环境腐蚀规律与防护科学

发展前沿高端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武汉材料保护

研究所、湖北省腐蚀与防护学会和武汉腐蚀与防护

学会承办，采取腾讯视频会议形式，主会场设在武汉

材料保护研究所，分会场分别设在华中科技大学和

武汉科技大学。

【开展疫情防控应急科普】　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口区科协迅速印发《关于开展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科普宣传活动的

通知》，要求辖区科协组织动员“三长”、科普志愿

者、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各方力量，联合开展专题科普

宣传，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疫情期间，向街道、社

区发放疫情防控宣传科普挂图 ３０４幅和宣传折页
４００份，并更换辖区内２７９块宣传栏，广泛宣传疫情
防控科普知识。通过“科普口”微信公众号，及时

发布疫情防控相关通知，向居民普及“８４”消毒液正确
使用方法、全民测体温注意事项、团购的蔬菜怎样取

才更安全、小区有人感染新冠肺炎怎么办等知识，并

针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谣言进行辟谣。此外，组织居

民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武

汉市网络科普知识有奖竞答，举办新冠肺炎防护知识

科普讲座，帮助居民用科学知识抗击新冠病毒。

【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科协根据
疫情防控形势需要和上级科协关于科普信息化建设

的要求，充分利用科协网站、微信公众号、科普 ｅ站
等线上平台开展科普宣传。全年通过科协网站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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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口区科协邀请同济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到玉带社区作
《关注中老年慢病健康管理》专题讲座

８６２篇，发布科普视频１１９个，网站访问量达４１万
人次；通过“科普口”微信公众号登载信息 １１５６
篇，点击量达３３５万人次；举办为期１５天的全民科
学素质网络知识竞答活动，共计１３８万人次参与答
题；通过科普 ｅ站发布宣传视频 ２９４条、宣传图文
１４７３条。

【科普示范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科协组织辖区内
科普教育基地、社区开展科普示范创建工作，推进科

普教育基地建设。武汉血液科普馆长年致力于血液

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被评为武汉市十佳科普教育基

地。长丰街团结社区被评为湖北省科普惠民社区，

六角亭街宝善社区、易家街竹叶海社区被评为武汉

市三星级科普社区，十一滨江初级中学、安徽街小学

被评为武汉市三星级科普特色学校，共获得省、市科

协奖补资金２６万元。年内，在游艺社区、营南社区、
张公堤社区、长源社区、古南社区、古五社区、葛洲坝

社区、荣西社区、万兴社区、顺道社区１０个社区新建
社区科普大学区级教学示范点，从而进一步强化社

区科普服务，为社区发展治理贡献

科协力量。

【宣传优秀科技工作者】　２０２０
年，口区科协积极开展“５３０致
敬科技工作者”活动，在《武汉科

技报》用两个版面宣传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表现优异的 １６名
医务科技工作者，并通过武汉市

科协微信公众号、地铁 １号线车
厢广告等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科技工作

者奉献精神。深入开展“最美科

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向武汉

市科协推荐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优秀社区医生

代表———六角亭街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罗浩，引导

辖区科技工作者学习最美，争当最美。

【巩固“３＋１”改革成果】　２０２０年，口区科协进
一步加强区、街、社区科协组织建设，健全完善三级

“三长”（医院院长、学校校长、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

企业的董事长以及成立企业科协的秘书长）人才信

息库。深入挖掘区科协系统优秀“三长”典型并积

极向湖北省科协推荐，口区科协挂职副主席、华中

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党委副书记冯霞被评为全省

优秀基层科协“三长”，宗关街科协兼职副主席、武

汉好人圈志愿服务协会会长、武汉立新中医院院长

侯立新和六角亭街科协兼职副主席、六角亭街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罗浩被纳入全省优秀“三长”人才库。

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在《武汉科技报》、武汉市

科协官网和微信公众号集中宣传冯霞、侯立新的工

作事迹，激励辖区“三长”学习先进，主动作为。

（李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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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平 安 建 设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政法委面对疫情、社情、
政情、敌情、舆情、汛情“六情”叠加的复杂局面，全

力以赴战疫情、保稳定、护平安，不断加强在创新市

域社会治理、维护平安稳定、决胜扫黑除恶等工作中

履职担当，为口全面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提供法治服务和政法保障。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口区古田街公共安全办公室联合管段民警到海尔国际小
区开展平安口建设宣传活动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初，面对疫情肆虐，口区委
政法委闻令而动、忠诚履职，日夜坚守在疫情防控最

前沿和维护稳定第一线，全员投入社区封控、监所防

控、滞汉返京、疫后重振等战斗，圆满完成各项急难

险重的防疫任务。抗疫期间，下沉社区协助值守，排

查“四类人员”，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等；当好隔

离点管家，２４小时驻守隔离酒店５０余天，做好入住
服务、垃圾清运、安全保卫、保障送

医等工作；维护社会平安稳定，严

格落实“四级联排”机制，启动综

合研判，处置涉疫负面舆情 ６５６
起、涉疫类投诉 ２６件；特殊场所
保障有力，辖区内监所实现疫情

零感染、安全零事故、队伍零减

员；居民小区封控科学规范，设置

硬封闭围挡总长 ２５万余米，实
现封控管理零漏洞，开展每日封

控巡察并及时通报，督促整改问

题２０００余处；滞汉返京人员井然
有序，引导他们核酸检测，帮助护

送上车平安返京。

【维护社会稳定】　２０２０年，口区政法委紧紧围绕
“两个确保、六个不发生”的工作目标，全力做好源

头预防，防范化解各类矛盾风险隐患。建立“每日

会商、每日研判、每日调度”工作机制，做实做好矛

盾化解工作。全年区领导累计接待来访群众５０００
余人次、批阅群众来信２００余件，化解信访问题４００
余个，全年群众上访量比上年下降５０％以上。开展
涉疫矛盾纠纷集中化解专项行动，深化“化积案、解

民忧、促和谐”活动，限期化解、对账销号。年内，区

领导包案的信访积案全部办结。

【平安口建设】　２０２０年，中共口区委成立平安
口建设领导小组，压实各街道、各部门党委“一把

手”的主体责任，联合区委组织部配齐配强１１条街
道政法委员，统筹推进平安建设工作。开展“扫黄

打赌”“禁毒攻坚”“治两卡、端窝点”等专项行动，营

造平安稳定环境；推动铁路护路专项整治，组织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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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违“飓风行动”１０余次，整改各类隐患问题共１４
类７８项。建立医院、学校及社区周边“三圈”区域
平安建设新模式，完善“校园吹哨，部门报到”联动

机制，加强涉校园周边安保巡逻及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开展“鼎星”创建工程，全区共评出１２家五星
级、２２家四星级、４５２家三星级、９４家二星级、１６８家
一星级单位和社区。巩固群防群治力量，组建２５８
支、２７６４人的街道治安巡逻队，开展全天候安全巡
查。丰富“枫桥经验”，完善多元化解体系，开展历

时５个月的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共化解３１９４件各类
矛盾纠纷。

【法治口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政法委继续加
强市民普法教育，全面完成“七五”普法任务。在做

大做强“流动花朵”法制教育园地、“家事法庭”和

“防盗诊所”、爱心“黄手环”和“海燕直通车”的基

础上，加强政法品牌改革创新，打造一批政法工作新

亮点。成立“律企同心服务团”，弘扬“店小二”精

神，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助推企业良好发展，倾力

护航“疫后”经济发展。深化警察公园建设，该项目

获得湖北省五星级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第一名。

“创新工作机制，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入选

武汉市“十大法治事件”，形成“口样板”，使口

法治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社会治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政法委深化市域社会
治理改革，建立健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１０项
工作机制，制发“操作指南”，压实“条块结合”责任

链。推动政法智能化“１２３４”工程，打造政法信息化
平台，实现全区三级综治中心全覆盖，实施综治网格

化月考核制度，激发网格活力，调动基层工作热情。

精准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推广长丰社区智慧

小区经验，新增４０个智慧平安小区。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能力水平，全年刑事案件发案率、治安案件发案

率和火灾事故率比上年分别下降 １６％、１５％和
２６％，群众安全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扫黑除恶】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政法委围绕“有黑
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三年目标总要求，结

合辖区实际谋划布局扫黑除恶工作，全面完成“六

清”“六建”任务。高质效深查黑恶案件，高强度推

进依法严惩，高标准落实行业治理，高起点开启长效

治理。近三年来，通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区社会

生态、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显著改善。

【政法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政法委坚持党
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建立健全政法机关重大事

项报告、政法队伍协管协查、政法干警政治轮训等各

项制度和机制。以区委政治巡察和“学训词、正风

纪”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以“五个过硬”为目标，努

力加强政法机关队伍建设。以廉洁教育破题、问题

查摆引导、作风整治发力、制度建设增效为载体，进

一步压实“两个责任”。全年组织专题党课３４场、
警示教育２１场，督导各政法单位查处违纪违法干警
３１人，实施教育批评、提醒谈话、诫勉谈话 ２４１人
次，不断增强干警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从而打造高

素质的政法队伍。

（王小巍　程宝锋）

公　　安

【概况】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公安局口区分局（简称
口区公安分局）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公安工作总要求，牢牢把握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防疫工

作总要求，忠诚担当、奋发有为，全力谱写新时代

口公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维护稳定】　２０２０年，口区公安分局紧盯“六个
严防、三个确保”主要目标，推进“平安荆楚行动”，

梳理５类４８个风险问题，处置负面舆情６５６条，落
地核查２７１人。落实“一人一策、一家一档、一户一
专班”，主动对接，细致服务，确保１２９９名逝者妥善
安葬。组织“万警进社区、百警进商圈”，开展为期

１５天的综合整治，辖区内汉正街３６个市场、２３万
家商户、３０万从业人员平安稳定。强化情报研判，
落实闭环核处，累计流转情报 ３２００条、预警信息
２８０条，处置群体性事件２４０起，分局领导包案的２７
起信访积案全部办结。

【打击违法犯罪】　２０２０年，口区公安分局聚焦刑
事破案、打击违法犯罪的主责主业，积极治安、主动

进攻，所队联动、合力作战，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紧盯大案攻坚，全年破获积案命案５起、
现发命案６起、抢夺抢劫案件７起。紧盯电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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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新型犯罪活动，组建反电诈专班，纵深推进“治

两卡、端窝点”专项行动，全年刑事拘留涉电诈人员

１３６名，破获电诈案件 １４０起，超额完成“断卡”任
务。紧盯“黄赌毒”治安乱象，组织３轮全区范围集
中大清查，侦破利用寄递渠道运毒案件９起，查处
“黄赌”违法案件７６起，全区“黄赌”警情比上年下
降６６％。全年移送起诉７５１人，刑事拘留８３８人，
行政拘留１０８２人，强制戒毒２７１人。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口区公安分局在武汉、湖州两地抓获李某等２３名犯罪嫌
疑人，捣毁“壹字板”电诈窝点７个

【扫黑除恶】　２０２０年，口区公安分局坚持主动进
攻，线索清仓、案件清结、逃犯清零、伞网清除、黑财

清底、行业清源“六清”任务全面完成，扫黑除恶斗

争圆满结束。全年累计破获９类涉恶案件１３６起，
打掉涉恶团伙６５个，刑事拘留涉恶人员４２７人。高
质效办理黑恶案件，成功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专案

１起、涉恶犯罪集团案件１起，３名主犯获刑均超过
２０年，一批黑恶势力被连根拔起。高标准落实行业
治理，２１４起线索全部申请办结，共抓获在逃犯罪嫌
疑人１３名，查封涉黑资产２４２亿元；举办面积６００
平方米的扫黑除恶成果展，下发公安提示函１３份。
年内，口区公安分局被评为武汉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先进单位。

【为民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公安分局聚焦辖区一
方平安，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入夏，全局迅速启动

防汛应急响应机制，重点值守汉江口段２５千米堤
防、４大险段、２６处闸口，实行一所一段、一段一警，
连续奋战３２天，共出动警力６６００余人次、警车８００
余台次，劝阻群众２１０人次，排查隐患１８０余处，实
现汉江平安度汛。严格落实“五个一”安保举措，对

２６３名校园安保队员逐一审查，排查有前科人员 ６
名；加强学校门口安保防范，保障辖区１５１所中小
学、幼儿园共８万余名师生顺利复学复课。启动夜
间大巡控，开展“精致交通”示范创建，５条区级危险
路段、６个示范路口改造完成，全年拥堵警情比上年
下降２２％。履行消防监督责任，推进火灾隐患排查
整治，火灾事故比上年下降２６％。

【抗击新冠疫情】　２０２０年，口区公安分局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疫

情在前、汉警当先”，全局１５００名民警、１２００名辅警
连续鏖战７６天。在全市率先成立三支突击队，选派
突击队员进驻武汉体育馆方舱医院，开展安全保卫

工作，确保顺利休舱。固定３０台警车、６０名民警，
全力投入“四类人员”应收尽收决战攻坚，转运送治

１７７０人次，处置非正常死亡人员遗体２８６具。对全
区６８家医院、隔离点和５５家医护人员入住酒店，每
天投入６００名警力，全面落实“六个一”措施，开展
２４小时值守保卫。妥善侦办普爱医院“１·３０”柯某
伤医案，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收

编的全国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

组织３００名警力前往武汉天河机
场执行封城任务，组织４００名警力
完成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武汉重大

警卫任务。年内，公安部、湖北省

公安厅先后１０次发简报推介口
公安工作，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７次报道口公安人员的先进
事迹，口区公安分局共获得国家

级荣誉７个、省级荣誉６个、市级
荣誉６９个。

【公安改革】　２０２０年，口区公
安分局直面发展新要求，固本强

基、蓄势储能，持续抓好集中接警、

集中办案、集中办证、集中培训和

警察公园警察历史展示的“四集中

一展示”。深化集中接警，全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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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报警８９万起。古四警务站被评为全国老年法
律维权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２０年又被评为全国“敬老
文明号”。深化集中办案，打造平战结合、平战转换

新模式：上半年实施“三色分区”封闭管理，下半年

实施“三所共建”抗击疫情，公安部、湖北省公安厅

先后推介此项做法。深化集中办证，紧盯“网上办、

马上办、一次办 ”，在全省首创视频申报审批掌上平

台，开辟优化营商环境新途径。全年办证办照２０万
件，分局办证中心被评为全市“群众最满意户籍窗

口”。深化集中培训，紧盯实战实效，组建８０人专
业教官团，制定教学计划２０套、防疫网络微课程１５
期，举办民警轮训班１５期、辅警轮训班８期，送教上
门２０余次。轮训轮值干警连续６年全省排名第一，
入选全省“十大示范实战基地”。深化警察公园建

设，该园获得湖北省五星级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第

一名，并被命名为武汉市党员教育培训阵地、口区

首批党员教育示范基地和湖北警官学院大学生政治

教育实践基地。

【禁毒攻坚】　２０２０年，口区公安分局围绕“一个
目标、两项重点、三大战役”工作重点，不断完善领

导专责、民警专岗、社工专职、轮值专扶、场所专用

“五专”禁毒新模式。充分发挥禁毒大队牵头作用、

派出所禁毒民警尖刀作用、中心戒毒社区禁毒社工

基础作用、区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综治作用、警察公

园禁毒长廊宣传作用、全警集成作用整体作用、区禁

毒委员会主管禁毒领导作用和专群结合全民禁毒作

用“八个作用”，全区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毒情

形势明显好转，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零发

生。口公安禁毒工作受到公安部和湖北省、武汉

市禁毒委员会的充分肯定。

【监所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公安分局严格落实监
所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要求，主动应对打击与收押

矛盾，坚持应急谋远并重，积极争取党政相关部门支

持。９月，将口“关爱之家”１０００平方米的一楼，
改建成可容纳５０人的行政拘留人员收拘点。建立
看守所、行政拘留人员收拘点、新收刑拘人员隔离点

（原拘留所）三所“共建共治共享”的监管新模式，实

行“红色、黄色、蓝色”三色分区管理，落实“战一、备

一、保一”三支力量值守，全年累计收押３３９人次，
实现监所疫情零感染、安全零事故。对此，中央指导

组驻口督导组入所检查予以肯定，公安部发简报

推介此项做法，武汉市公安局给予口区看守所通

令嘉奖，口区公安分局拘留所被评为公安部一级

拘留所。

【交通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公安分局交通大队聚
焦细节，大胆尝试，积极对辖区内路口、路段的交通

组织和设施进行精细化改造，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

效率和交通管理水平。先后完成中山大道利济路、

游艺路等６个交通路口的改造，利济路口改造工程
成为全市首个“精致交通”改造示范路口。全年辖

区道路拥堵报警２６７８起，比上年下降２４％；道路平
均拥堵指数１２１，比上年下降５５％；道路畅通率位
列全市中心城区第三名。１１月１７日，全市道路交
通排堵保畅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口区召开，重点推

介口月湖桥地段的拥堵治理经验。

【精准扶贫】　２０２０年，口区公安分局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扶贫攻坚战略部署，继续做好扶贫脱困工作。

分局党委成员带头访村入户，驻村工作队坚守一线，

进一步落实与黄陂区六家砦村结对帮扶机制，建档

立卡贫困户２２户６４人，新招录６名村民从事分局
辅警工作；投入对口帮扶资金５０余万元，开展美丽
乡村建设、农村疫情防控、贫困户改造等项目；全村

１５０５名村民无一人感染疫情，对口帮扶贫困户全面
脱贫。年底，该村顺利通过中央、省、市三级检查验

收，“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口区公安分局扶

贫工作受到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表彰，先

后８次被中央和省、市媒体报道，并被“学习强国”
平台和公安部新闻宣传局推介。

（杨　磊）

检　　察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检察院践行“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打好防疫防汛、维护稳定

和社会安全主动仗，全力保障政治安全、社会安定、

人民安宁。全年共办理审查逮捕案件 ３９０件、５３３
人，审查起诉案件８２１件、９９２人，诉讼监督案件１２４
件，公益诉讼案件６４件。

【防疫防汛】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检察院始终将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放在首位，积极应对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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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大战大考，闻令而动、尽锐出战、满弓发力。先

后选派１００余名检察人员分别进驻武汉体育馆方舱
医院、驻守４个隔离点、下沉６个社区，全面参与患
者转运、隔离观察、卡点值守、物资保供等工作，夜以

继日坚守抗疫岗位７８天，用心用情服务居民群众，
做到了干警零感染、工作零失误，助力打赢口保卫

战、武汉保卫战。入汛后，第一时间选派中青年干警

组建防汛排涝突击队，参与驻守二船厂闸口责任段，

顶酷暑、冒高温，全时段巡堤排险，全天候严防死守，

助力口安全度汛。

【惩治犯罪】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一
手抓防疫、一手抓办案”，全年批准逮捕４１４人，提
起公诉８８３人，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
强的司法保障。严厉打击破坏疫情防控秩序犯罪，

批捕起诉５人，稳妥办理防疫关键期发生在武汉市
第四医院（西区）的暴力伤医案，有效维护防疫秩

序，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批妨害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坚决惩治故意杀人、抢劫、强

奸等严重暴力犯罪，共批捕起诉６５人。积极参与
“净网”“断卡”专项行动，严惩网络诈骗、网络赌博

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共批捕起诉 ４６
人。其中，批捕为多起网络犯罪活动提供电话卡、银

行卡２６套，支付结算金额达２００万元的方某，净化
电信网络空间。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检察院
保持“出重拳、除黑恶”的高压态势，实行专人专班、

专案专办，强化侦诉、诉审衔接和监检联动，批捕涉

黑涉恶犯罪案件４１件１２９人，打掉犯罪团伙１１个，
成功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和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监督查扣“黑财”２４８亿元，发出综合治理检察建议
８份。以“六清”行动为重点，全力推动深挖彻查和
“打伞破网”“打财断血”，继续追缴“黑财”１５９万
元，依法起诉叶某、赵某等１１人抢劫、组织卖淫、协
助组织卖淫恶势力犯罪集团案，实现案件清结、“黑

财”清底、行业清源。

【反腐败斗争】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检察院加强与
区监察机关的工作衔接，完善提前介入、案件会商机

制，推动政治反腐和法治反腐有机统一，对区监察机

关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８件８人、起诉１０
件１２人，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充分行使司法工作

人员职务犯罪侦查权，依托一体化办案机制，强化上

下联动，细化侦查策略，侦办汉川市公安局原民警陈

某、康某不依法履职导致罪犯未被及时追究刑事责

任的玩忽职守案，营造良好的司法生态。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检察院
着力推进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从严惩处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犯罪，批捕起诉１８人。办理的马某强奸、猥
亵儿童案被评为湖北省检察机关未检精品案件。对

涉罪未成年人实行宽而不纵，批捕起诉６人，不捕不
诉１４人，落实跟踪帮教措施，帮助４名罪错未成年
人回归社会。常态化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号检

察建议”，与相关行政机关会签文件、召开联席会，

推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和入职查询制度落

实，开展校园法治宣传１４场，构筑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防火墙。

【法律监督】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以新
时代检察理念为引领，构建“四大检察”新格局，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匠心做优刑事诉讼监督，全年

监督侦查机关立案３１件、撤案１１件，纠正漏捕３６
人、漏诉２０人，对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
３８件。加强审判活动监督，对刑事裁判提出抗诉４
件，对刑事审判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 ２件。
以恒心做细刑事执行监督，全年开展专项检察、安全

检查２２次，针对可能引发疫情的安全隐患发出防控
及监管安全检察建议８份，对辖区内１６３名刑释人
员开展“必审必谈”，针对矫正不规范情形发出纠正

违法通知书１９件，防止脱管漏管虚管。以民心做实
民事行政监督，办理民事行政生效裁判、审判行为及

执行活动监督案件２２件，发出再审及纠正违法检察
建议１４件。以公心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全年摸排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６５件，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
议６０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１件、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３件，督促整顿排污施工单位４家、关停违法
排污建筑垃圾处置点１处。

【服务大局】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检察院紧紧围绕
“六稳”“六保”中心任务充分履职，为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优质的检察产品。为保护疫后经济发展，

严厉打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和企业家人身权、

财产权犯罪案件２２件，秉持“谦抑、审慎、文明”办
案理念，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涉企人员依法不捕、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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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口区人民检察院联合法院、公安、渔政等部门，在武汉市渔
政码头开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公益诉讼助力长江生态修复”增殖放流活动

１２人，建议变更强制措施５人。开展上门走访、调
研座谈、检察开放日等活动２５次，与３１家企业加强
沟通和交流，有针对性地提供检察服务，精准助力复

工复产。全力化解“疫后综合征”，畅通疫情下群众

信访渠道，全年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１６８件，成功化解
缠访缠诉信访积案４件，为１１名疫情期间信访困难
的群众发放司法救助金２４６万元。持续开展根治
欠薪专项行动，为１１０名工人追回欠薪２１０万元，维
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保护长江生态资源】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办理非法采砂、非法捕捞等案件４０件。批捕、
起诉邓某、陈某等１０人在长江武汉段盗采价值高达
７００余万元江砂的非法采矿案。对３名非法捕捞长
江水产品违法行为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令其增殖放流成鱼７４千克、鱼苗１４万尾，督促修复
受损生态。

【检务公开】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检察院自觉接受
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各界监督，建立经常

性联络工作机制，定期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

监督员寄送检察刊物５００余份，推送工作动态１００
余条，邀请参加检务活动３８场，认真听取意见和建
议。积极推进信息公开，组织公开听证、公开审查、

公开宣告，向社会公开案件程序性信息１１５７条、法

律文书 ６６２份，检务公开率达
９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２０２０年，
口区人民检察院积极承担检察

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

导责任，坚持依法“可用尽用”，办

理认罪认罚案件６６５件，适用率达
８５％，确定刑量刑建议采纳率达
９８％。在奚某、陈某等３８人涉嫌
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一案中，

全部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当庭悔

罪，极大地提升了司法效率。依

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化分案

机制，设置刑事案件简案组、繁案

组，推动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

离、快慢分道。年内，口区人民

检察院“创新工作机制，推进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落实”的举措，入选武汉市“十大法

治事件”。

（郑楚翘）

审　　判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法院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六稳”“六保”

工作大局，忠诚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全年受理各类案件１５９６２件，审结执结１４８０３件，比
上年分别上升３７１％和５６５％。

【参与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法院全力参
与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自１月２７日起，全
院１９６名干警和其他工作人员下沉辖区 ７个社区
１２个值守点，对接５家医院，驻守３个隔离点（康复
驿站）以及值守“四站一场”，协助开展“四类人员”

排查、小区封闭管理等工作。年内，院党组成员、执

行局局长赫斌被评为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梁述桥负责的武汉广发

肿瘤医院隔离点管理团队被授予“口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人民

法庭党支部被评为口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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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疫后重振】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法院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部署，妥善化解涉疫情矛盾纠纷４０３件。疫情期
间，审理的伤医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８起依
法惩处涉医犯罪典型案例，为“最美逆行者”护航。

采取诉调对接、审执衔接的方式，为某担保公司追回

由于疫情导致逾期未还的资金１２０余万元。坚持因
案制宜，在某预付款合同纠纷系列案中，诉前调解团

队促成消费转卡协议，既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帮

助民营企业纾困解难。

【刑事审判】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法院审结刑事案
件７３５件。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对叶某等１１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公开开庭并宣判，在９月底前
实现案件清结。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审结故意

伤害、抢劫、交通肇事、危险驾驶等案件３２６件。巩
固反腐败斗争工作成效，审结贪污、贿赂案件１１件。
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制

度，８０％以上的刑事案件适用刑事速裁和简易程序。
会同区司法局为１６０名被告人指派律师辩护，实现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柯某寻衅滋事案，该案系疫情期间
发生的首例暴力伤医案

【民商事审判】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法院审结民商
事案件９８５１件。审结涉及教育、就业、消费、劳动争
议等民生案件３１０５件，审结涉房屋买卖、租赁、装修
等纠纷案件１４６０件，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多渠道、
多方式化解医患纠纷１０３件，民一庭被国家卫健委
等１０部委通报表彰为全国平安医院工作表现突出
集体。健全家事调解、家事调查、心理测评疏导、案

后跟踪回访等制度，依法审理婚姻、继承等家事案件

７２０件，调撤率７２２２％。开展司法救助，发放司法
救助金３４万元。

【行政审判】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法院审结行政案
件１２３件，行政非诉执行案件４件 。注重行政争议
实质性化解，促成和解并撤诉案件３５件。深入推进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落实，行政负责人出

庭应诉率达８０％。积极参与政府重点工程项目的
法律咨询、风险研判，邀请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旁听庭

审，促进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执行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法院执结案件
４０８６件，执行到位金额２５６亿元。发挥网络司法
拍卖透明、快捷的优势，成交拍品 ３７件，成交额
６２５１０４万元。用好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公开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１３８１人次、限制高消费３４１９人次。升级
改造执行指挥中心，助力实现执行事务性工作集约

化、流程化、规范化办理。开展“护薪”行动，帮助农民

工追讨欠薪５２６７１万元。秉持善意文明执法理念，
助力某公司盘活资产、引入融资，协调解决企业原职

工遣散费问题，被《人民法院报》等主流媒体报道。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法院
制定《关于进一步优化和保障营商环境工作方案》，

成立工作推进小组，狠抓责任落实。主动对标营商

环境评价指标，围绕“办理破产”指标，稳步推进金

马、丰穗和龙华３家民营房地产公司的破产清算工
作。围绕“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审结股东知情

权、优先购买权等案件５６件，维护
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围绕“执行

合同”指标，提升商事案件办理质

效，平均审理天数同比缩短１８天。
落实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

审慎变更强制执行措施，助力抗疫

医院复工复产并促成双方和解，该

案入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营造

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以“定

制式”司法服务为切入点，到武汉

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天然气有限

公司、工贸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法

治讲座，提供法律咨询，将“稳企安

商”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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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打好攻坚战】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法院坚守
底线思维，依法严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

电信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３２件，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审结金融借款、信用卡、民间借贷案件１８９２件，
维护金融安全和经济秩序。坚持惩治犯罪与生态修

复并重，审结邓某等人非法采矿案和王某等人非法

捕捞水产品案，联合相关单位开展鱼苗放流暨生态

保护宣传活动，服务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精准对

接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司法需求，落实人身损

害赔偿统一城乡标准，通过驻村帮扶、普法宣传、消

费扶贫等方式，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助推市域治理现代化】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法院
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与司法、妇

联、劳动仲裁、工会、医调、银行业和金融调解中心等

部门和调解组织的衔接配合，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

务网、１２３６８诉讼服务热线标准化建设，整合查询、咨
询、立案、保全、鉴定、联系法官、收转材料等多种功

能，方便当事人“一次办好”各项诉讼事务。上线集当

事人、律师等３种身份登陆，７类平台对接，９项服务
功能为一体的移动微法院，形成“一网通办”诉讼服务

新模式。畅通信访渠道，开通院长信箱，全年接访１０９
人次。以党员干警下沉社区为契机，开展纠纷调处、

释法答疑，助推基层治理问题的实质解决。组织送法

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发布典型案例和法治宣传信

息２００余篇，抖音更新工作影像小视频９期，讲好“
法”故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司法改革】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法院全面落实司
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管理制度和审判权力运行监督

制约机制。强化“四类案件”监督，采取法官主动报

告、院庭长主动监督与系统自动识别相结合的方式，

促进有序放权与加强监督相统一。落实专业法官会

议制度，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和新类型案件进行

会诊，为案件审理提供法律指导和参考。制定审判

委员会议事规则，全年讨论案件４５件。加强常态化
案件质量评查，自查案件１１３件，促进办案水平和办
案质量不断提高。案件质量检查工作报告获区人大

常委会全票通过。扎实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

改革。围绕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小额诉讼程序、

适用简易程序规则、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健全电子

诉讼规则五个方面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和配套细则。

组建诉前调解团队，建立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

员名册，有８８９件纠纷化解在诉前。对小额诉讼案
件准确把握简易程序适用标准，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和简易程序结案占比分别为１９％和５０％，平均审理
周期为３８天和５７天。科学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
适用独任制审结案件２０３件。加大在线诉讼探索力
度，推行网上立案、跨域立案、电子送达，努力让司法

更加亲民、诉讼更加便民、改革更加惠民。加速推进

智慧法院建设。加快建设信息化“１２３４”工程，提升
诉讼服务、执法办案和审判管理智能化水平。升级

改造机房、局域网、重点区域安防监控，在派出法

庭新建４个科技法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
保障。疫情期间搭建互联网庭审系统，组织当事

人远程开庭、网上调解，规范有序开展在线诉讼活

动。全年累计网上开庭、调解 ３５８次。推广“法
信”、类案检索智能推送等系统应用，为执法办案

再添助力。

【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法院坚持把思想
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扎实开展“两个坚持”专题教

育，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

例》，增强法院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全年有３个集体、５０余名个人获得各级表彰。提升
素质能力，开展各类教育培训４１场８０５人次。鼓励
理论创新，口区人民法院撰写的一篇论文获全省

法院第二十九届学术讨论会一等奖。开展“三个规

定”专项整治、“以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警示

教育和“学训词、正风纪”学习教育等活动，组织专题

党课８场、警示教育６场。向区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
内设机构改革、案件评查质量等工作，自觉接受人大

监督、民主监督、人民监督和各方面监督。持续推进

司法公开，网上公开裁判文书１１９６８份，直播庭审７１３
场，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祝　佳）

司 法 行 政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司法局围绕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维护稳定三大任务，积极发挥“一个统筹、

四项职能”的优势作用，为全面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

·０２１·

·口年鉴·



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口区司法局被评为全国

“大排查、早调解、护稳定、迎国庆”专项活动表现突

出集体和武汉市抗击新冠疫情先进单位。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口区司法局积极响应区防疫指挥部的号召，组

织全局人员下沉９个防疫点位，完成社区疫情排查、
封闭管理、居民物资保障等任务。协助湖北省武汉

女子监狱紧急筹建方舱医院，有效遏制监管场所疫

情蔓延。动员４名干部参加境外疫情防控组，加强
常态化疫情防控。组建疫情防控法律服务专业团

队，对涉疫相关问题进行论证分析和风险提示共４７
条次。成立汉正街复工复产法律服务突击队，编印

《疫情防控期间法律风险防控指南》，抓好疫情期间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办理工作。为疫情期间国内第一

起伤医案件提供法律援助，该案作为有效防范疫情

舆情危机的成功案例入选全国八大伤医案典型

案例。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中共口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法治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司法局持续推动法治
建设“三项重点工作”落地生效。先后组织召开

口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区委全面

依法治区工作推进会议、协调小组联络员会议等，建

立健全汇报、会议、督办、通报、宣传等工作机制。参

与组建市级法治督察人才库，充实全面依法治区专

业力量。进一步规范政府法律顾问选任、聘用、管理

及经费使用流程，真正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前哨、智

库、纽带”作用。严格执行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贯彻《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持续规范重大

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确保区人民政府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合法率１００％。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
度”，开展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依法开展

行政复议应诉工作，全年依法办结行政复议案件

１５２件，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１５９件、区人民政府为被
申请人的市级行政复议案件６件；办理区人民政府
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共２２２件、区政府部门行政
诉讼案件１１２件。其中，全区行政诉讼案件开庭７９
件、出庭７０件，正职出庭１８件，全区负责人出庭应
诉率８９％，区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开庭
１８件、负责人出庭１８件，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出庭应
诉率１００％。积极参与辖区中民置业、盛世公馆、盛
世财富等重大涉稳事务研究，着力化解长华玉带、汉

正街地一大道、治历大厦等历史遗留问题，挽回经济

损失近１０亿元。

【公共法律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司法局着力完善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提高优质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能

力。不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资源配置，建立汉正街

市场、口经济开发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在汉正

街市场管委会轮值点开启“一站式”法律服务。打

造“公共法律服务零距离”特色品牌。年内，口区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荣华街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汉

正街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长丰社区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室被评为市级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点，广东省司

法厅法律援助局来口区司法局考察学习相关工作

经验。深入开展“减证便民”行动，落实法律援助经

济困难证明告知承诺制。全年共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５５１件，为困难
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３３６万余元。
持续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

群众回访满意率９８％，行政投诉件
为零，随机抽取部分法律援助卷宗，

综合专业考评合格率达１００％、良
好率达 ２８％、优秀率达 １２％。深
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刑事辩

护全覆盖先行先试、走在前列。认

真贯彻落实“公共法律服务进园区

进企业，优化营商环境大气候”专

项法律服务行动精神，以“法治专

列”为载体，持续开展民营企业

“法治体检”活动，帮助企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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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法律风险预警及防范规避机制。以《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施行为契机，进一步完善与劳动

监察部门沟通衔接机制，畅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

通道，共开展９场“助力农民工”公共法律服务法治
宣传活动，接待咨询 １９０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１３００余份。创新引入社区律师参与“法指针”试点
工作，探索后疫情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坚持以规范管理促提质增效，先后有１３６名社区律
师被授予“千名社区（村）满意法律顾问”称号，１４
名社区律师被授予“百名优秀社区律师”称号。辖

区内北京德和衡（武汉）律师事务所首次中标承接

市级重点立法项目。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口区司法局举办特邀调解员培训会

【人民调解】　２０２０年，口区司法局紧盯社会矛盾
纠纷隐患，充分发挥人民调解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

强大优势，第一时间回应群众需求，助力治愈“疫后

综合症”。完善“纵向四级”“横向六联”的社会矛盾

纠纷排查调处网络，构建信息采集、梳理预警和调处

预案三大工作机制。全年共调解矛盾纠纷７１１０件，
调解成功７１１０件，调解成功率达１００％，调解重大
疑难纠纷１７件，涉及金额２４１５４８万元。对标“两
个一站式”建设，与口区人民法院联合开通诉调

对接快速通道。建立区级诉调对接平台和长丰、仁

寿、汉正法庭庭前调解室，成立“特邀调解员”专业

团队，有效促进“多调少诉”。依托“所所对接”，加

强与公安部门的互联互通，积极参与处理轻微刑事

案件，助力辖区治安稳定。加强与卫健、妇联、财政、

房管等行政部门沟通衔接，指导医调委、劳调委、物

调委等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委员会开展纠纷调解，建

立医疗、劳资、物业等领域矛盾纠纷快速化解通道。

完善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完成

公调案件３８件、诉调案件２４８件、访调案件２８件，
调解成功率１００％。指导成立武汉市首家商会人民
调解组织———湖南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湖北

省职业经理人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分发挥人民

调解“稳压器”作用。积极适应后疫情“云”时代，

开展“调解 ＋”斗鱼直播活动。全面支撑和配合全
市社会矛盾纠纷集中化解专项行动，探索重点领

域涉疫纠纷线上化解。口区司法局作为汉口３
个中心城区的代表在全市人民调解工作交流会上

发言。

【普法和依法治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司法局继续落
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全面提高普法和

依法治理水平。围绕“法润口、普法惠民”主题，

创新推出“法进机关”“法护成长”“法企同行”“法

惠万家”四大行动，聚力打赢“七五”普法收官战。

全年共开展法治讲座１２场、法治培训９场、法律咨
询２５６场次，覆盖人群达３万人次。全区掀起学习
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热潮，如原创快板

短视频《说说我们的民法典》《受教育的权利》等，创

意解读社会热点，营造“接地气”“有人气”的学法用

法氛围。组织全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年度法律知识

学习和网上法律知识考试，参考率和合格率均达

１００％。建成口区首个宪法主题文化阵地，口警
察公园创新智能法律服务体验。辖区内常码头小

学、建乐村小学被评为全市法治建

设示范学校，荣华街荣华社区、长

丰街团结社区被评为全市法治建

设示范社区，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被评为全市法治建设示范企业。

加大以案释法工作力度，打造多元

普法宣传矩阵，收集案例８０余篇，
向上级推荐优秀案例３６篇；报送
普法宣传信息１２３篇，被中央级媒
体采用９篇、省级媒体采用１篇、
市级媒体采用３０篇。

【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　２０２０
年，口区司法局全面扎紧社区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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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与安置帮教安全网，在特殊人群管控教育中探索

治本模式。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

法》为契机，加强社区矫正执法规范化建设。在全

区范围开展社区矫正案卷普查，严格落实入矫宣告、

走访排查、电子定位、网上巡查、心理矫治等管控措

施，促进社区矫正依法开展、循法而治。大力推进

“智慧矫正”建设，建立人防、物防、技防管理体系，

提高定位准确度、数据调取率和异常情况处置有效

率。加强与公安、法院等部门的联系沟通，深入开展

刑释重点人员排查工作，有效控制失联率和重新犯

罪率。持续深化“啄木鸟———关护计划”，完善在矫

未成年人心理档案，探索开展线上、线下教育团辅、

心理疗愈和心理测评等活动，帮助未成年社区矫正

对象缓解心理压力。全年共开展个案心理辅导３７
次，教育讲座２９次，心理团辅１５次，心理疗愈３次，
心理评估１１２人，矫正实效不断提升。

２０２０年口区基层司法所一览表

单　　位 办公电话 办公地址

易家司法所 ８３３０６９４０ 口区长丰大道附８号

长丰司法所 ８３８２２４５３ 口区古田二路北１５８８号

古田司法所 ８３８６８６２３ 口区古田路５７号

韩家墩司法所 ８３８３２８４３ 口区解放大道３２９号

宗关司法所 ８３９９０１５３ 口区建设大道４１号

汉水桥司法所 ８３９８２１９０ 口区仁寿路双厂巷２号

宝丰司法所 ８３７６１５１６ 口区解放大道宝丰街１３号

荣华司法所 ８３７７４２５０ 口区玉带正街１２号

汉中司法所 ８３７３００６３ 口区汉正街４０５号（江山如画四期）

六角司法所 ８５４２３８２９ 口区利济东街１５５号

汉正司法所 ８５６９６０５３ 口区沿河大道１８８号汉正街办事处二楼

２０２０年口地区律师事务所一览表

名　　称 办 公 地 址 负责人
执业律师

人数
联系电话

湖北法正联合律师事务所 口区解放大道５７８号中御广场２５楼 王远华 １２ ８３７８１００３

湖北海纳川律师事务所 口区宝丰路１号湖北商务大楼１９０３室 龚振国 ７ ８３６０２８３８

湖北重道律师事务所 口区古田二路丰茂路１号 祝存应 １０ ８５７８７７０１

湖北楚义君律师事务所 口区建设大道１４２号湘商大厦５楼 宋经传 ２６ ８３３３０４８９

北京德和衡（武汉）律师事务所 口区中山大道１号越秀财富中心５１楼 韩波 ７６ ５９７２１１１１

湖北昊楚律师事务所 口区古田四路广电财富中心２１０１ 林颖 ５ ８３８６９１２９

湖北旗开律师事务所 口区古田四路联发九都府６栋６１３－６１５ 程贤国 ９ ８７７３９５９９

湖北原道律师事务所 口经济开发区长云路８号 舒永华 ６ ８３６１７１２０

湖北筑予律师事务所 口区古田四路中民长青里２号楼９０４ 肖慧斌 ６ ８３７９２９９６

湖北勤楚律师事务所 口区解放大道２３５号联发九都府６栋２０层３－５号 张莎莎 ９ ８３８０３０６６

湖北左岸律师事务所 口区宝丰路１号湖北商务大楼２０楼２０１６号 童丽君 １２ ８３８６７０８８

湖北竟弘律师事务所 口区解放大道１１２７号富商大厦１５０１ 沈莉 ８ ８３６３０３２３

湖北君与时律师事务所 口区古田四路长安路公安小区门面５－６间 张丽君 ２ ８３８３８６２８

湖北子儒律师事务所 口区建设大道１４２号湘商大厦４楼４０１－４０６室 王力 ５ ８３５３７３８９

（郑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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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事

人 民 武 装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武装部（简称口区
人武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紧围绕年度工作目

标，突出思想引领，聚焦备战打仗，强化责任担当，加

强统筹协调，务实推进工作，各项任务完成较好，全

面建设稳中有升。年内，口区人武部被武汉警备

区评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

先进单位和安全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口区举行民兵防汛抢险演练

【思想政治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武部按照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政治建军”要求，坚持把思

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常抓不懈。着力抓好理论武

装。科学制定个人理论学习计划并督促落实，积极

参加上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坚持用党的先进理论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着力抓好

政治教育。结合主题教育、经常性

教育和党的纪律教育，同步参加湖

北省军区“五看五增强”专题教育

活动，常态落实形势战备和职能使

命教育，积极组织集中教学、干部

领学、个人自学、交流互学，进一步

打牢全体人员思想根基和激发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着力抓好党组织

建设。突出党委班子自身建设，坚

持党委集中统一领导，贯彻民主集

中制，增进党委班子团结，增强党

委班子凝聚力战斗力。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努

力提高“三会一课”质量，进一步强化党员意识，营

造风清气正的浓厚氛围。

【民兵整组】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武部按照武汉警备
区下达的民兵整组任务，大力推进民兵整组工作。

年初，协调区人民政府向各街道下发《关于开展国

防动员潜力调查的通知》，召开整组工作部署会，指

导基层武装部开展民兵整组潜力调查工作。武汉解

封后，于４月１２日分批次组织召开民兵整组任务部
署和业务培训会，下发一系列工作资料，对抓好年度

民兵整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４月下旬，口区人
武部率相关人员到辖区复工复产的重点企业走访对

接，进一步挖掘编兵潜力，合理组建民兵队伍，优化

组织人员结构，在辖区内战友集团、蓝海科创、爱之

家等企业拓展民兵分队。５月，分别接受武汉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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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对全区民兵整组工作的考核验收、区属民兵应急

连拉动和湖北省军区对武汉市民兵应急一营人员的

拉动点验。全区民兵整组工作各项指标均达到规定

要求。

【战备训练】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武部贯彻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关于“备战打仗”的指示，严格落实区人

武部党委每月议战议训制度，严格按纲施训。按照

年初制定的区人武部机关军事训练计划和军事体育

训练计划，组织全体现役、文职人员认真参训，在武

汉警备区年度军事训练考核中参考率达１００％，其
总评成绩位居前三名。围绕提高民兵军事训练质

量，注重在“严、高、细”上下功夫，采取集中轮训、岗

位自训的方式，圆满完成年度民兵训练任务，训练完

成率１００％，训练考核验收总评成绩达到良好以上。
严格规范战备秩序，完善战备设施建设，核实更新辖

区内战场数据和兵要地志资料，修订完善战备方案

和非战争军事行动预案，抓好经常性的战备教育，严

格落实三级战备值勤和民兵分队常态化备勤制度，

加强针对性战备演练，确保一有情况能拉得动、用得

上、起作用。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武部高度重视防汛
抢险工作，及时修订防汛抢险预案，进一步补充防汛

抢险物资器材，落实民兵抢险力量兵力准备，对辖区

各个险工险段进行现地勘察。按照口区防汛指挥

部要求，分三个梯队落实民兵应急抢险力量，共组织

各街道出动民兵２００余人次参与辖区险工险段排查
及防汛值守任务，确保全区堤防汛期安全。

【兵役征集】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武部坚持以兵员质
量为核心，以征兵“五率”为抓手，强化组织领导，严抓

工作落实，及早筹划，主动作为，圆满完成了年度征兵

任务，未发生违规违纪问题。年初，成立兵役登记工

作领导小组，扎实抓好兵役登记和宣传发动。１月２
日，组织学校班主任（辅导员）召开征兵工作会，并召

开一次主题班会进行政策宣讲。１月１６日，口区
征兵办公室召开征兵工作会议，在辖区广泛开展征兵

宣传，并督导对口高校对应届毕业生、在校生进行网

上征兵宣传及电话动员。６月至８月，分三批协调武
汉市第一医院对口高校和辖区街道应征青年进站体

检，区人武部、区卫健局领导全程进站督导。结合疫

情防控有关要求，协调区公安分局简化大学生政审流

程，最大限度地方便大学生完成政审程序。９月１１
日至２５日，组织预定新兵进行役前集中封闭管理。

【国防动员】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民政府及时调整和
完善国防动员组织机构，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召开各专业办公室联席会议，理顺工作关系，建立联

络机制，落实国防动员委员会例会制度，推动形成党

委统揽、领导主抓、军地合力、各负其责的局面。为

此，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丹平专门强调，要求全区各单

位按照时间节点认真组织国防动员潜力调查。全区

成立９个专业办公室，积极开展国防动员潜力统计
调查工作，总任务完成率达１４５％。为优化调整专
业队伍结构，口区人武部建立预备役军官登记制

度，扎实开展二类预备役军官登记和退伍军人预备

役登记统计工作，修订完善各类动员方案计划，科学

组建、优化组合，充实加强民兵应急维稳、抢险救灾

和人民防空等专业分队规模，逐步形成专业齐全、种

类配套的民兵组织结构，逐步实现民兵组织向参战、

支前、保障和维护稳定综合型转变。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武部严格贯彻落实
上级关于疫情防控一系列指示要求，全员动员，科学

筹划，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阻

击战。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相关领导小组，明确职责

分工，完善应急预案，严格落实防控制度，严格实行

营院封闭式管理，严密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和

消杀。抓好卫生防疫，加强宣传教育，普及卫生知

识，加强饮食饮水卫生监管，把好食品采购、运输、储

存、加工、制作关，严格落实错时就餐和分餐制，形成

健康饮食新风尚。积极参与全区防疫，主动为当地

政府排忧解难，协调陆军勤务学院武汉训练基地腾

出２００张招待床位，为外地援汉医疗队提供住宿保
障服务；协调空军办事处梅园宾馆为３支援汉医疗
队提供住宿；协调海南省保亭县为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捐赠２０吨黄秋葵，支援地方防疫工作。按照湖北
省军区“四战”要求，积极发动民兵参战，承担封控

警戒、物资保障、政策宣传、社区排查、防疫消杀和病

人转移等任务，全年累计出动民兵３１７３人次参与各
类行动。其中有４名民兵骨干被军地媒体报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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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名民兵骨干被火线提拔。

【安全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武部始终把安全稳
定摆在突出位置常抓不懈，积极推进安全工作有效

落实。定期分析形势，加强检查监督，严格责任追

究，每逢重要敏感期和重大活动前，均进行安全风险

评估，切实做到常议常管常抓。深入开展“百日安

全”活动，及时传达学习上级安全通知指示和通报，

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和保密教育，不断增强安全意

识。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隐患排查，突出抓好“人车

枪弹密、水火电钱网、酒油黄赌毒、涉外涉地方”１７
个关键要素的管控，全年保持安全稳定。口区人

武部连续５年被上级评为安全管理先进单位。
（陈志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口区房管局对辖区人防工程开展汛期前检查

人 民 防 空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防办公室、口区人民
防空办公室（简称口区民防办、口区人防办）认

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湖北省人民

防空工程管理规定》及《武汉市人民防空条例》等法

律法规，依法对人防工程施工阶段进行程序监管，将

人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源头治理，加强

人防工程安全生产监管，加强警报器的维护管理，推

动全区人防工程及设施更好地为

经济建设服务，确保各项目标任务

的顺利完成。

【人防工程与通信指挥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防办、口区人
防办将人防工程建设与经济社会

发展相融合，明确目标，强化措施，

顺利完成年度人防工程建设目标

任务，为社会提供地下人防工程停

车位２１４６个。依法依规办理竣工
备案手续６项，各个项目备案资料
齐全。按照人防工程论证的要求，

对５处老旧人防工程进行排查。

汛期，对汉江堤内５００米范围内的人防工程进行安
全排查，重点检查抢险物资、值班制度、应急队伍落

实情况，确保人防工程安全度汛。对全区固定安装

的防空警报器进行检查，确保在４月４日全国新冠
病毒疫情中牺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哀悼活动中正常

鸣响。高标准抓好防空警报设施的维护管理，对警

报设施的维护管理员进行操作培训，圆满完成１０月
２５日防空警报试鸣任务。加强人防信息化装备建
设，建立专业化、军事化、规范化的应急通讯保障队

伍。９月，率队参加武汉市民防办举行的人防机动
指挥通信队伍拉动演练。

【人防工程安全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防办、
口区人防办制发《口区２０２０年民防安全生产工
作要点》，层层传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持问题

导向，贯彻落实各级安全工作会议精神，与人防工程

使用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进一步明确目

标任务和要求，落实人防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制

发《口区民防办 ２０２０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
案》，深入工程单位赠送《人防工程安全使用手册》

和人防法规宣传册，宣传人防工程安全常识。开展

人防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对随意改变规划

用途、违规用于租住和商业经营的人防工程和人防

工程消防通道堵塞、地下空间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进

行专项整治。加强对仓储类场所的防火巡查力度，

严格查处违规用火用电、违规住人、违规存放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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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突出隐患问题。对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的单位，

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结合防汛、防渍水倒灌，提出

要做到“五个加强、五个到位、三个及时”，即加强队

伍建设，落实人员到位；加强预案制定，落实措施到

位；加强物资储备，落实防汛物资到位；加强设备检

查，落实水泵完好到位；加强值班巡查，落实制度到

位。做到安全问题和险情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及时

上报，保持联络畅通。全年开展人防工程检查 ５１
次，检查单位１１８家，参加检查人数２４６人，排查隐
患１２起，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６份。

【民防宣传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防办、口区
人防办以设于武汉市第十一中学的口防空防灾科

普馆为依托，开展人民防空知识教育，指导武汉市第

十一中学对科普馆展厅的陈列内容进行更新和完

善，并组织学校师生、社区居民等前往参观，了解和

体验人防组织指挥、应急疏散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结合防空警报试鸣，组织辖区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

人防宣传教育。按照武汉市民防办的部署要求，对

区内民防应急包进行质量抽检，向辖区１５所初级中
学的初二学生进行发放，共发放民防应急包 ５２２０
个。结合人防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向人防工程施工单位和人防工程使

用管理单位发放宣传资料，宣传人防法规政策。同

时，立足于人防部门职责，开展联系服务企业的“双

进双服务”等帮扶活动，协调落实政府惠企政策，为

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李　蓉）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注重贯彻
中央、省、市、区各级党组织与政府的决定和要求，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

出色完成年度市级、区级绩效目标。年内，口区再

次荣获省级“双拥模范城”称号，创下七连冠。

【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完成退役军人三级服务体系全覆盖，共建立１个区
级服务中心、１１个街道服务站、１３６个社区服务站。
同时，在落实“五有”基础上，逐步实现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站）“从有到优”转变。在退役军人事务部

开展的星级创建工作中，口区１１个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站）初评四星级以上，古田街道退役军人服务

站拟被评为五星级。

【双拥共建】　２０２０年，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建立
军地双拥工作部门联络会商协作机制，主动帮助部

队解决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入托等实际困

难。春节、八一期间，口区“四大家”主要领导亲

自率队走访慰问共建部队；疫情期间，战时双拥作用

显著。区内１５名军队医护工作者主动申请到抗击
疫情最前线，直接参与定点医院救治工作。陆军勤

务学院训练基地派出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

队，担负武汉市民生活、医疗物资紧急运送任务，同

时还承担口区６户空巢独居老人的生活保障，帮
扶１３５户困难群众。区人武部组织辖区民兵２０００
余人次参与封控警戒、物资保障、政策宣传、社区排

查、防疫消杀等工作。辖区拥军企业战友集团腾出

２个宾馆作为隔离点，组建１０支红色服务队，号召
员工捐款捐物近４００万元。口区老兵志愿服务队
负责社区居民药品和生活物资采购、健康码注册、封

闭管控等工作，有效充实基层一线防控力量，有力发

挥退役军人的积极作用。

【移交安置】　２０２０年，口区计划安置军转干部全
部按时完成安置，工作完成率１００％。年内，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按要求完成接收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转

业士官、自主就业士兵任务。１０月２０日，区安置办
对转业士官的个人档案量化评分、个人情况予以公

示，于１２月２９日组织转业士官进行积分选岗，确保
安置完成率１００％。按要求完成安置符合政府安排
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

【服务保障】　２０２０年，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继续
开展常态化业务培训，组织街道业务培训会７次，参
训６００余人次，有效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水平。
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口区局开展优化营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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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试点工作，对标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将所有２０
个服务事项的办理时限调整为即办件，对符合条件

的服务事项实行网上“一站式”办理。理顺层级关

系，实现高效顺畅运转，基本实现工作制度化、标准

化、规范化。在信息采集工作中，动作迅速，工作高

效，成效显著。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口区在荣华街学堂社区向吴涌、廖建军、张抗美３名烈士
遗属代表颁授《烈士光荣证》

【优抚帮扶】　２０２０年，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疫
情期间，对困难退役军人进行走访慰问，并联系街道

和社区进一步仔细摸查全区所有退役军人困难情况，

给予针对性较强的帮扶，确保应帮尽帮。全年给自主

择业干部发放年度住房补贴１１亿元，补发２０１６年
住房补贴１６万元，发放２０１９年自主择业干部独生子
女费２７万元；７月份调整社保系统近５００人的医保
基数；完成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的年审工作，合计发放

相关资金１１８１５７万元。全年给企业军转干部发放
工资补助４８８万元，节日慰问金９４７万元；分两批解
决企业军转干部医疗救助１０４万元；完成企业军转干
部工资年审核查，补发资金４４万元；合计发放企业军
转干部相关资金１５８５７６万元。

【优抚政策宣传落实】　２０２０年，口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广泛开展优抚政策宣传，组织企业退休军转干

部等群体座谈会。制定《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

展伤残人员残疾等级评定专项核查工作实施方案》

和《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落实监察建议压实

监管责任的整改方案》，组织培训和部署换发《残疾

军人证》及开展伤残人员残疾等级评定专项核查工

作。制定《关于走访慰问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日

将领或其遗属、抗战烈士遗属活动方案》，走访慰问

抗战老战士２７人，抗战烈士遗属１７人。开展“参战
参试”人员身份认定、信息核查工作，收集参战参试

人员两补齐资料１５８份，并全部进行审核。对９００
余名无军籍职工进行年审。收集４００名伤残人员的
换证资料。

【优待抚恤】　２０２０年，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按照
抚恤补助标准及时足额发放各类优抚资金，发放义

务兵家庭优待金共２２３６万元，发放烈士、因公牺牲、
病故军人一次性抚恤金共２３７２万元，为７００余名优
抚对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１９１万元。按增长率
１０％ 落实优抚标准动态增长机制。根据《湖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全省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增长９６３名无军籍
退休职工金养老金，为无军籍离退休职工发放资金

８２５６４７万元；增长７５９名优抚对象抚恤补助金共
４４２８０１４１元，发放抚恤补助资金 ７５９７８７万元。
截至年底，优抚资金和无军籍离退休职工相关资金

累计发放１５８５４３４万元。

【权益维护】　２０２０年，口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用新时代“枫桥经

验”，强化党建引领，开展党员找组

织、组织找党员“双找”活动，接收

退役军人组织关系，帮助“口袋”

党员找到组织。全年承办各类网

上信访件和来件转办单２０１件，接
待来访８２２人次，解决各级挂账督
办问题１５９件，处理各类信访事项
７００余件，信访量比上年下降８％。
持续开展“退役军人矛盾问题攻坚

化解年”活动，全系统开展常态化

联系退役军人工作，多种渠道和途

径强化包保帮助、进行积极政策宣

传和思想引导，全面维护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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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

【“双拥模范城”七连冠】　２０２０年，口区再次荣
获省级“双拥模范城”称号。据统计，２０１６年以来，
口区落实各类优待抚恤政策资金达１３８９０万元，
免费开展各类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培训

４０多期，共培训学员１万余人，累计为退役军人提
供就业岗位１４００余个，解决区内部队子女入学８４９
名，同时，区人民政府投入５００余万元为部队铺设管
网、园林绿化、硬化道路等，办理实事８０余件，赢得
驻区部队官兵的高度赞誉。

【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　２０２０年，口区加大退役
军人创业就业扶持和教育培训力度，完成就业技能

培训１４６人，参训率、合格率、推荐率均为 １００％。
同时，根据企业需求和退役士兵就业意愿，调整培训

专业，进一步实现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和落实就业之

间的有效衔接。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统一规

划”的思路，整合口区退役军人创业园区的资源

优势，打造全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为退役军人提

供政策咨询、项目开发、创业培训等多项服务。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２０２０年，口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广泛组织，收集信息，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

道。依托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中心组织退役军人专

项招聘会５次，提供就业岗位１４００余个，达成就业
意向２４７人。

【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　２０２０年，口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积极组织退役军人参加创业创新大赛，自

主择业干部葛卫龙创办的武汉海慧特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从４３９家公司中脱颖而出，获全国三等奖、湖
北省一等奖。

（李寒露）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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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经 济

重 大 项 目 建 设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展和改革局（简称口
区发改局）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繁重的改革

发展任务，奋发有为、克难攻坚，在疫后重振中全力

抓好辖区重大项目建设，一批功能性、引领性项目推

动口高质量发展。口区荣获“２０１９年湖北省投
资和项目建设突出贡献单位”称号。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８日，口区发展和改革局工作人员到区重点项目华润翡翠中心
工地送复工防疫物资

【重大项目调度】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改局深化重大
项目“一周三会”调度机制，保持协调调度的高频

率、快节奏，实现项目调度全覆盖。围绕项目谋划、

城市更新、老旧改造和项目方案的规划设计、开工建

设、提标加速、保障服务、高效验收等关键环节，科学

选定调度议题，采取分层分类调度、现场拉练调度，

全年组织召开全区重大项目调度会２５次、区人民政
府重大项目调度会６次、区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办
公会１２次，印发重大项目专题纪要４０期。梳理项
目责任事项清单，定人定责定时限，精准高效督办，

严格落实《重大项目调度会督查实施办法》具体要

求，全年跟踪督办各层级调度会议定事项４３项。项
目建设提质增速明显，武汉恒隆广场写字楼招商率

超过７０％，新世界 Ｋ１１购物艺术中心开业，复星外
滩中心国际化样板社区顺利开盘。年内，辖区内１３
个投资亿元以上项目全部竣工，２０个亿元以上项目
开工，两者共计产业面积达１１８５万平方米。

【创新工作机制】　２０２０年，口
区发改局积极探索重大项目“拿地

即开工”工作机制。指定专人对接

企业，提前介入前期手续，倒排工

期清单，全程帮办领办，实行不见

面审批和承诺审批制，先建后验。

以解决企业诉求为工作着力点，建

立全区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服务专

班工作机制，区级领导、处级干部

对口联系１至４家重点企业和重
大项目，坚持“七必访”，常态化提

供 “店小二”式服务，密切政企关

系。全年累计走访对口联系企业

２２００余家次，收集企业反映问题
８２９个，现场解决或答复问题
２５６个。

（武娴静）

·０３１·



招 商 引 资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商务局克难奋进，着力招
商引资，促成一批重大项目和优质企业落户口，圆

满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口区商务局被中共

口区委、口区人民政府评为口区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集体、先进基层党组织和２０２０年绩效综合
考评立功单位。

【重点绩效指标】　２０２０年，口区招商引资实际到
位资金 ５６６亿元，完成全年预期目标的 １００２％。
实际利用外资 ５７２０８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０２％。
完成外贸进出口额４７６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８％，
增幅位居中心城区第三。

【项目引进】　２０２０年，口区商务局新引进３０亿
元以上服务业项目 ２个（妙健康“数字健康武汉
２０３０”双总部项目、利济北路综合体项目），新引进
产业研发机构１家（武汉神州数码云创新科技有
限公司），新引进中国５００强企业“第二总部”项目
１个（神州数码城市数字经济项目）。新引进世界
５００强投资项目４个［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建一路片一期、葛洲坝集团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葛洲坝集团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中石化绿能（武

汉）科技能源有限公司等］。新上榜１家世界５００
强企业（湖北深投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吸收中

国５００强企业２家（武汉招瑞置业有限公司、武汉
神州数码云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引进民营５００强
企业和外资企业各１家（分别为武汉神州数码云
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妙医佳健康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项目签约】　２０２０年，口区商务局组织一系列项
目签约活动，成果丰硕。４月，组织参与招商引资专
场活动５场，现场签约６个项目。５月，组织举办口
区云招商央企专场活动，现场签约２个项目，签约总
金额５００亿元。８月，组织参加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
坛·武汉特别峰会，完成神州数码城市数字经济项目

签约。１１月，筹办第二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签约妙
健康数字健康武汉２０３０双总部项目。１２月，联合恒
隆集团举办“以楼聚产　以产兴”口区楼宇经济
发展高峰论坛暨恒隆广场办公楼启幕仪式。

【产业创新】　２０２０年，口区商务局引进“小进
限”商贸企业共３７家，为近５年最高。配合汉正街
办事处打造汉正街省级高品位步行街，推动亮点区

块建设全面提档升级。大力支持新世界 Ｋ１１购物
艺术中心开业，引进４０家武汉首店、旗舰店入驻。

【重点楼宇招商】　２０２０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写字楼租赁市场一片萧条。口区商务局在指导抓

好楼宇防疫安全的同时，会同区相关部门组织楼宇

企业举办全区企业复工复产政策咨询会，解读金融

惠企等政策，助力楼宇企业复工复产；针对新世界

Ｋ１１购物艺术中心、恒隆广场等重点项目工程收尾
和招商，组织区相关部门协调推进项目进展，确保两

栋５Ａ甲级写字楼如期入市。设计制作《口区楼
宇招商手册》，集中展示全区重点楼宇资源；在恒隆

广场举办口区楼宇经济发展高峰论坛，推介区内

优质写字楼和优势资源。继续引导恒隆广场、新世

界Ｋ１１购物艺术中心、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
香港中心打造时尚产业链，打造国际化标准写字楼

新标杆；继续培育总部型、税收过亿元的楼宇越秀财

富、城市广场、泰合广场、新世界中心、葛洲坝国际中

心，支持引导招商、凯德、融创、万科等楼宇定制，吸

引中成航空等新产业入驻口，定制企业总部大楼。

积极促进项目与楼宇对接，全年新引进楼宇企业

５００余家，重点引进 ＤＨＬ、大福自动化落户恒隆广
场，中石化绿能、ＭＦＧ落户新世界 Ｋ１１购物艺术中
心，葛洲坝贸易落户越秀财富中心，瑞邦医药、泰成

担保落户高投创慧产业园。全年新引进中石化绿能

（武汉）科技能源有限公司、中建科工集团武汉江北

分公司等骨干企业８０家。

【重点地块招商】　２０２０年，口区商务局加强辖区
重点地块招商力度，主动与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等相关部门联系沟通，详细掌握

建一路一期、一职教东片、地质大学片、万人宿舍片、

汉正西物流片等区内重点地块征收工作进展情况，

积极对接优质企业谋划地块投资落地方案。全年区

内有５宗地块顺利摘牌，实现供地５３３３公顷（合
８００亩），挂牌成交总额２５８８１亿元。

【深化改革】　２０２０年，口区商务局按照《武汉市
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的要求，
完善招商引资机制，创新推进校友招商、产业链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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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创新链招商等招商方式。围绕三大重点产业精

准招商，挂图作战。分别赴杭州、上海、北京、合肥等

地考察宝龙地产、妙健康、哈工大等企业项目，实地

踏勘和观摩学习。全年共接待来访项目２００余次。
积极参与线上线下招商活动，推介口优势资源，依

托产业基金、世界大健康博览会等平台，引进一批

５００强项目和外资项目。坚持将重点商贸总部企业
作为日常走访服务重中之重，疫后区领导累计走访

企业１０８次，局领导累计走访企业２１２次。针对生
活消费类企业招商引贸，专门组织招商团队奔赴长

沙，对茶颜悦色、费大厨、文和友、炊烟时代、味上５
家企业进行专项调研，并积极对接茶颜悦色等企业

在口选址，以增添口特色餐饮活力；赴深圳洽谈

引进Ｔ１１超市入驻恒隆广场，并帮助企业注册、仓储
选址；引进中石化绿能（武汉）科技能源有限公司，

打造智能化加油站及充电桩。建立“服务企业直通

车”快速反应机制，实现重点企业反映问题 ２４小时
响应，３日内提交办理方法、时限或结果。以“马上
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改革为重要抓手，继续

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企业效率，由一个工作日提

速到半个工作日，最大限度地压缩企业事项办理

时间。

（殷　源）

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简
称口国资公司）围绕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企业发展的中心工作，上下一心、克难攻坚，经受

了严峻考验，交出“双胜利”的满意答卷。全年公司

营业收入 １２５亿元，实现利润 １２亿元，净资产
４４５亿元，净资产收益率３２％。年底，公司资产总
额３１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９％。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严
重疫情，口国资公司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组织公司

全体职工积极投身于抗疫一线，全力以赴打好援汉

医疗队后勤保障、消防指战员后勤保障、滞汉人员安

置点后勤保障和社区防控４场战役。疫情期间，累
计征用酒店５０余家、客房２０００余间、人才公寓１２０
套，赠送口罩、防护服、消毒水等防疫物品 １０００余
件，提供盒饭２０００余份、中药剂１０００余份，对１００

多栋居民楼进行全面消杀，服务援汉医疗队 ２６５４
人、抗疫消防指战员１０４人、社区居民３万余人，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积极贡献。与此同时，面

对经济暂停、百业萧条的严峻形势，口国资公司提

前谋划、主动作为，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针对一

季度资金需求，吃透政策、研判形势、研究对策，克服

困难，与金融机构进行线上沟通协调，确定成本最

低、效益最好的融资解决方案，保障了建设项目大规

模的资金需求。疫情好转后，全力推进复工复产，有

序重启建设，在建项目复工复产率达１００％。精准
落实优惠政策，累计减免国有经营性用房１７５户、租
金４１６４万元，最大限度支持各类中小企业渡过难
关。切实做好公司员工及项目工地、资产租户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积极支援区内隔离酒店的防控工

作，确保疫情不反弹。口国资公司董事长助理吴

恺被评为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项目融资】　２０２０年，口国资公司审时度势，创
新突破融资瓶颈，打出“公司债券、中期票据、项目

配套融资、债务展期、隐债置换”组合拳，打通上交

所、深交所、银行间市场协会三大平台，公司在资本

市场树立了良好形象。全年实现融资上账３６０８亿
元，完成还本付息３１５５亿元，化解隐债６６亿元，
保障了全区各棚改项目及区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需

求。其中，发行１５亿元抗疫公司债，为企业疫情防
控提供资金保障。立足区情，主动作为，抢抓积极财

政政策机遇，申报汉江湾片区智能停车楼一期、万人

宿舍片和易家墩村、舵落口村还建房等政府专项债

项目，做好项目资金保障。全力配合支持有关部门

推动一职教东片、建一路西片、万人宿舍片、汉正西

物流片等项目挂牌供地。持续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

金融风险攻坚战，不断完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科学

制定化解隐债方案，多措并举消存量、控增量；认真

落实“周调度、日更新”资金监管制度，加强财务核

算，统筹安排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分析研

究，为政府项目决策提供参谋。

【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国资公司投资近２０亿
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存量、谋增量，为区域经

济发展、民生改善、环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古南、

云鹤老旧社区环境改造项目基本完工，切实解决

５５００余户居民屋面漏水、水压不足、地下管道堵塞、
道路破旧、停车难、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在拆迁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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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７日，第三届汉江湾高层次人才项目洽谈会暨数字经济产业峰
会在口国资公司倾力打造的楚天智汇创业孵化生态基地举办

成的情况下，创造性推动“容缺开工”，启动易家墩

村、舵落口村 ５８万平方米还建房项目建设，惠及
２３５８户居民；原口市政工程公司改造项目开工，
推动区监委办案中心建设；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汉江

湾生态修复项目，一期顺利竣工验收、二期加速推

进、三期积极谋划，累计修复土壤３２５万立方米，为
汉江湾科创总部基地项目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促进

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先行区建设；持续推进

原化工厂二期、楚天创新园二期、楚天副楼等项目前

期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

针，紧绷安全生产之弦，通过构建责任体系、建章立

制、现场管理、安全教育、监督检查、整改落实等措

施，将安全生产贯穿项目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切实

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资产运营】　２０２０年，口国资公司坚持“向管理
要效益、向市场要效益、向结构要效益”，突出“经营

创新、工作创新、服务创新”，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

路，全力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坚持优质资产经

营与不良资产清收两手抓、两手硬，全年实现全口径

资产经营收入１８９１万元。创造性开辟资产落户新
方式，加快推动划拨资产产权证办理工作，全年实现

账面新增资产７５处、证载面积２８４５９３平方米，账
面价值约９０５６万元。以创新方式盘活闲置资产，激
活原口区委礼堂等资产商业价值，新增数百万元

租金。持续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为公司发展减压力、

增动力。

【改革创新】　２０２０年，口国资公司全力支持子公
司做强做优做大，形成“多元发展、协同共进”格局。

汉江湾实业公司依托项目、紧抓机

遇，全面打通项目设计策划、工程

基建、产业园区建设、房地产开发

等各项业务，逐步创响汉江湾实业

公司品牌，促进实体经济实现跨越

式发展。楚天科创公司以园区运

营、物业服务为抓手，进一步提升

园区运营服务水平，发挥“楚天智

汇”省级人才超市平台优势，举办

第三届汉江湾高层次人才项目洽

谈会等活动，引入优质科创项目，

集中力量和资源聚人才、引项目、

促产业，推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全年创税１８８６万元。更好地发挥人才公寓“筑巢
引凤”功能，全年海尔、长华和?悦府３个人才公寓
服务区内青年人才、企业高管入住１２１人次。巧用
边角地块，引进领先技术，打造普爱医院、楚天大厦

智能停车楼，拟将投放车位３９２个，缓解停车难痛
点，积累基建新经验。持续做强弘泰检测公司，增加

注资３６００万元，进一步提升各项资质，为承接大型
项目打好专业基础；成立三级公司泓泰消防，开拓消

防检测市场，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积极

开展国企混改，与湖北纳杰公司合资成立纳杰楚创

公司，迈出转型新步伐，努力打造区域人才集聚高

地。深化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

持续推进“１１３５”项目前期工作。

【公司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国资公司党组织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抓实意识形态工作，不断深化党风廉政

建设，持续推进作风建设，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保障。扎实推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把加强党的

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坚持党建工作和业

务工作一起抓，将党组织政治优势充分转化为推动

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推进精细化管理，使公

司内部管理更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优化，董

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程风成）

口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概况】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口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简称口建投公司）一手推项目抓经济，一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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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紧盯全年５０亿元项目前期工作目标不放
松，着力推动 ＰＰＰ项目资金及首批项目全面落地，
债券项目、产业发展、项目运营、工程管理、生态体系

构建、内控机制、人才培养、支部建设等各项工作稳

步推进，保持了公司稳健发展的良好态势。全年累

计营业收入１３４４０６万元，实现利润总额９４０５４万
元，年度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１９％，平均资产负债率
１０９８％，年度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１２２１０％，全面
超额完成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项目资金】　２０２０年，口建投公司完成长江大保
护汉江湾生态综合治理 ＰＰＰ项目三个批次已审批
项目，签订借款合同２３９３亿元，提款上账 １０８３亿
元；成功完成南泥湾健康产业园项目地方政府专项

债年度发行任务。按全口径统计，总共获取国家开

发银行贷款总额３３２３亿元、专项债资金１２亿元，
可实现总投资额５７亿元的建设项目，基本实现辖区
内城建重点投资项目和区政府重点民生项目“应进

尽进”的目标，充分发挥政府平台公司的资金效益

和政策性资金的优势。

【ＰＰＰ项目推进】　２０２０年，口区全面推进汉江湾
生态综合治理 ＰＰＰ项目近 ５０个子项目的前期工
作，共完成４９个子项目的规划手续办理及可行性研
究批复，完成１１个项目的初步设计批复，２６个项目
同步实现开工，全年完成实物投资量１９７亿元。市
级韧性城市建设等系列指标中，共完成６个市政道
排工程项目，完成长丰、宗关片区６２处海绵城市建
设、雨污分流和混错接改造项目，以及市政道路改造

工程和大型管网疏捞项目。完成汉江湾区域２５个
点位的二次供水改造项目。完成４个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解决一批民生痛点问题，切实改善老旧小区功

能和人居环境。完成街头小景及行道树改造、绿地

灌溉系统项目。加速推进一批项目取得阶段性成

果，全面完成２０２０年全区城建投资计划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

【债券项目推进】　２０２０年３月，口建投公司认真
分析和把握国家金融政策，抢抓机遇，大胆谋划，利

用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政府重点项目的融资

支持，积极推进口区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实现项

目最优融资，保证项目顺利落地。抢抓与市级重点

项目打包发债的机遇，依据市里统一部署，将策划入

库的汉江湾健康谷项目与市航发集团南泥湾高架进

行打包申报，武汉市南泥湾健康产业园及其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于７月３１日成功发行湖北省第５４期地
方政府专项债，总发行额为４４亿元，其中口建投
公司１２亿元。充分发挥债券基金效益，补齐汉江湾
地区公共配套基础设施短板，抢抓项目开工。积极

谋划新项目，配合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策划和统

筹规划大健康产业基地（７７７亩）项目，推动汉江湾
核心区域基础设施、老旧小区改造、产业园区升级

及地下空间开发，加快区域转型。精心策划文化

武胜里亮点片区·旧城改造示范项目专项债项

目，升级老城区产业及生活配套设施，拉动区域经

济发展，真正让老百姓享受到城市更新改造的建

设成果。

【产业体系构建】　２０２０年，口建投公司在公司发
展和项目建设中抓住机遇，以加快自身产业体系建

设为总体思路，提升改革创新力，补齐可持续发展短

板，推进转型发展，新成立武汉汉江欣城产业创新发

展有限公司，同时进一步做实做强武汉市汉江湾建

设管理有限公司。其中，武汉市汉江湾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作为口建投承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配套

项目的管理和代建服务平台，主要负责施工总承包、

城市更新（征收拆迁）、全过程工程咨询三大大业务

板块；武汉汉江欣城产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产

业投入的运作主体，聚焦资产运营、项目招商和产业

投资三大主要职责，加紧构建布局产业链供应链，逐

步构建口建投发展生态体系。通过拉长产业链，

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持续

健康发展。

【产业招商运营】　２０２０年，口建投公司积极推动
已投项目持续发挥效益，促进产业发展进入良性循

环。其中，同济医院与新加坡合作的免疫细胞治疗

肿瘤项目（武汉翊寿科技有限公司）落户环同济大

健康科技产业园，该项目获得海外风险投资５００万
美元，并有望成为武汉市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生物医药公司。环同济大健康科技产业园运营公司

已于年内支付利息７０４９万元，并偿还本金４０９３
万元；完成武汉金东方智能景观股份有限公司担保

服务费收入１００万元；继续建立星冠联冠军联盟创
业平台，引入一线体育冠军和明星加盟，持续深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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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体育 ＩＰ，构建以体育赛事、体育流量经济、体育设
备、体育服务业四位一体的体育产业生态，产业运营

取得阶段性成果。

【内部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建投公司进一步强化内
部管理，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内控制度更加完

善，在２０１９年公司制定的一整套内部管理制度的基
础上，修订和新增公司内部管理、财务管理、工程管

理、安全生产等系列制度１４项。资金统筹更加高
效，建立项目管理台账，提高资金使用效能，把好统

筹调配关，实行计划管理、总额控制，做到支出有预

算、开支有计划、审批有程序，同时建立和引入了外

部监督、检查机制，随时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检

查和审计。督查督办更加扎实，安排专人负责区委

督查督办、新督办工作系统、人大议案督办系统、市

问责办、市民专线、荆楚网、城市留言板的管理，及时

有效办理各类投诉件。安全生产更加严格，坚决履

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强化制度建设，建立常态化安

全管理机制，公司成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制定项目

管理实施方案，明确项目对口责任人，全体员工常态

化下沉项目督查，全程跟踪，抓紧抓实抓细安全保障

各项措施。

【国企职责担当】　２０２０年，面对年初突发的新冠肺
炎疫情，口建投公司积极履行国企担当，组织全体

干部职工投身抗疫大局，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圆满完成下沉社区和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康

复保障组的工作任务，为助力全区疫情防控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效贡献国企力量。在疫后时期，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指导三新孵化器按照相关政策对符

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实行房租减免，支持帮助园

区内中小企业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指导环同济

大健康科技产业园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惠企利企

政策，成功申报支持服务业疫后恢复发展专项补

助资金，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根据中共口区委

组织部关于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沉社

区等工作部署和要求，及时安排公司１４名党员到
居住地社区报到；６次下沉社区了解社区居民基本
情况，建立帮扶清单事项３项；开展“重阳节”孤寡
老人慰问活动，帮助解决社区困难群众的基本生

活需求。

（马　骊）

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概况】　２０２０年，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房集团公司）在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超

额完成公房管理、公房维修、公租房接管等各项工作

计划目标，为口区的城市建设和百姓安居做出应

有的贡献。

【抗击疫情】　２０２０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房集团公司遵照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

的指令，全员放弃休假，全员下沉社区，助力中共

口区委、口区人民政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疫

情期间，辖区内瑞鑫酒店接待浙江援鄂医护团１７２
人住宿６０余天；集团下属的熙园物业公司干部职工
奋战８０余天，承担全区防疫物资转运重任；集团公
司投资部、工程部按照上级要求，仅用１０天完成宝
丰隔离点特殊方舱改造项目；集团所属各物业公司

对管理的小区、办公楼等场所实行全天候设卡值守，

负责做好体温检测、人员登记、入户排查、消毒清洁

等工作，并为群众代购生活物资。房集团公司被

评为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单位，下属的

安公司、熙园物业公司被评为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单位。

【落实租金减免政策】　２０２０年，房集团公司贯彻
执行国家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减免中小企业房租的文

件精神，对国有资产严格落实“免三减六”政策，对

改制资产约定“一事一议”，减免公房租金４１００余
万元，惠及２６０８户。密切关注市场商户动态，先行
制定市场维稳方案，落实政策与减免租金双向而行，

用政策稳定市场，助力市场尽快恢复。

【防洪减灾】　２０２０年，为应对历史罕见的长江、汉
江武汉段４３天超高水位汛情，房集团公司投入
１５０余万元，自筹１０台自卸车、４台铲车和２台平板
车，组成５０名党员民兵突击队，历时２６天昼夜驻守
堤防，进行应急演练，圆满完成工作。

【公房管理】　２０２０年，房集团公司坚持民生优
先，大力推进公房租金减免政策，全年累计减免租金

１２９６０万元，惠及２２０户。落实低收入家庭住房租
金核减任务，全年核减１５６万元，核减７３户，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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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集团公司２０２０年完成的宝善堂农贸市场提档升级改
造工程

应保尽保。市、区租约换发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全力推进不动产历史遗留办证工作，创新探索房

屋首次登记及房改办理办法，全年完成办理１９项
不动产权属证，共计９７４套。落实市、区直管公房
专项审计整改，按时上缴市属公房征收补偿款

１４９２６３万元，及时收回直管公房征收补偿款
１５６８１８万元。

【公房维修】　２０２０年，房集团公司科学编制直管
公房维修计划，维修费计划４４９０９万元，实际完成
４８７２５万元，确保房屋维修服务到位，确保汛期及
强降雨时房屋安全。积极探索公房小修管理新模

式，汉正物业公司对公房小修采取施工单位总承包，

预先核定好费用标准，使小修及时率、满意率得到较

大提高，管理费用也有所下降。

【公租房接管】　２０２０年，口区内公租房管理上改
变过去主要追求经济指标的片面做法，切实以“服

务住户、保障民生”为核心，实现管理更优质、服务

更便捷、责任更到位。集团下属的乔顺公司严格按

照《公租房管理新政》，增加管房人员与服务站点的

配比，新招员工３０余人，增设３处服务站点，管房力
量充实后，管房服务范围更为全面。同时，创新引进

报修ＡＰＰ系统，使维修效率显著提升，租户投诉率
明显下降。

（肖　驰　池　燕）

口经济开发区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经济开发区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全力

推进重点项目和产业发展，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累计产值２０９２亿元，规模以上
营利性服务业完成营业收入１５６９亿元，规模以上
商贸业累计完成销售额４４５４亿元。其中，限额以
上批发业完成销售额３４３３亿元，完成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１０１７亿元。

【招商引资】　２０２０年，口经济开发区完成招商引
资１４亿元，新增注册企业３００家，新登记市场主体
５２５家，新引进电子商务企业７０家。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建设进展顺利，截至年底，该基地已集聚电

子商务及相关企业近１５００家，成为中部地区产业集
聚度最高的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被商务部评估为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综合评分 Ａ类，位居湖北省电
商基地第一。

【载体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经济开发区全面完成２
个主题特色园区建设，引进重点产业项目１０个。围
绕园区载体招商，重点围绕科技创新、健康、人工智

能等新兴产业，精心策划区域项目，做好储备项目

库。积极推进产业园项目招商，加快产业链招商，推

动在谈项目签约落地，努力把产业园打造成总部办

公集聚区和“新两园”科创产业园。新工厂已初步

形成区域总部、科技产业、汽车配套产业，以央企国

企下属的重大项目企业为重点，依托中交第二航务

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装备分公司、葛洲坝中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招引国内外知名度高、优势强的

大企业、大集团来口区投资。依托猪八戒网武汉

园区平台Ｚ－ＷＯＲＫ社区，累计服务雇主３０万家，
线上线下对接业务１００万次，重点支持互联网大数
据、在线教育和文化创意等产业。

【ＰＰＰ项目】　２０２０年，口经济开发区完成汉江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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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至３１日，口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通过项目路演、线上推荐
会、抖音上线等活动，参加２０２０第六届武汉国际电子商务暨“互联网＋”产业博览会

生态综合治理 ＰＰＰ项目的４９个子项目的规划手续
办理及可行性研究批复，完成１０个子项目的初步设
计批复，共取得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授信３３亿元。完
成２０处纳入汉江湾片区的二次供水改造项目，切实
解决了老旧小区居民生活用水的供水难题。

【配套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经济开发区进一步完善
企业联系制度和网格员联系对口企业制度，对各部室

和领导干部联系企业的方案进行调整，主动深入企

业，与企业建立日常联络通道，听取企业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确保企业提出的合

理诉求得到及时有效解决。为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做

到代办代跑，协调区政务中心等相关部门开设绿色服

务通道。协助湖北企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功

申报省级电商示范企业。为提高基层党建水平，组织

非公企业新党员到麻城革命烈士陵园开展“七一”宣

誓活动，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参观革命教育基地，扎实

推动党的理论成果在园区企业落地生根。

（李　婧）

金 融 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地方金融工作局围绕统筹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两个大局，

按照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要求，持续推动金融业

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创

新，全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

坚战，为统筹推进全区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全年全区金融业增加值 ６３０５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６１％；金融业纳
税企业超百家，２８家重点金融企
业实现税收６７８６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１４％，税收超千万元企业 １５
家；新增上市辅导备案企业２家；
全年化解积案达到武汉市防范和

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简称武汉市处非办）下达的双

降目标。

【落实纾困资金】　２０２０年，口
区地方金融工作局严格落实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的各项金融政策，助推辖区疫后重振

经济。通过企业服务直通车、发送短信等方式，向辖

区小微企业宣传“汉融通”平台。利用下沉社区开

展联建活动契机，宣传复工复产支持政策。收集１２
家银行产品的资料清单开展宣传，联合辖区单位组

织各类银企对接活动６场、政策宣传活动４场。通
过多措并举，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政府纾困政策

能理解、会操作。２０２０年，全区“汉融通”平台银行
共融资２６８０笔，融资总金额４８７０６４万元。其中，对
企业成功放款 １１１０笔（在全市中心城区排名第
六），总金额３８２７７０万元；对个体工商户成功放款
１５７０笔（在全市中心城区排名第一），总金额
１０４２９４万元。

【助推企业上市】　２０２０年，口区地方金融工作局
全力帮助辖区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组织湖北省证

监局，省、市金融局和上市办到口区上市重点后备

企业调研，协助企业对接省、市、区相关部门落实各

项上市手续，加快推进企业上市。辖区内上市后备

“金种子”企业武汉金东方智能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普罗劳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１
月１６日、９月２８日向湖北省证监局办理辅导备案
登记手续，正式启动上市工作程序。

【扶助微企融资】　２０２０年，口区地方金融工作局
落实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及奖补资金政策支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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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４日，口区地方金融工作局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到六角亭街南巷
社区，就个体工商户纾困贷款政策为居民答疑解惑

配合上级金融管理部门，进一步完

善“４３２１”新型政银担保合作体系
建设。积极推动担保费补贴、风险

补偿、业务奖励等系列引导机制落

地，缓解融资担保企业困难及资金

压力，建立稳定、可靠的小微企业客

户群，以优质融资担保项目带动融

资担保行业发展，参与上下游产业

供应链建设，促进辖区类金融业整

体发展速度。落实１０００万元资金，
注入武汉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

辖区企业融资提供有效担保支持。

【防范金融风险】　２０２０年，口
区地方金融工作局稳妥推进涉金

融积案化解，坚持每月定期与报案

群体对话接访，通报工作进展情

况，听取意见和建议。对重大工作

进展，适时启动短信平台发布消息。积极与区公安

分局、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法院保持紧密联络，做

好综合协调工作，全年化解积案达到武汉市处非办

下达的双降目标。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职能部门

联手，开展防范和化解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排查、企业

内部集资问题风险排查、交易场所风险整治、网贷检

查和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排查等各类排查活

动，累计出动人员７８人次。对武汉市金融风险监测
预警平台白鳍豚指数异常的４０家重点企业进行排
查，提前管控风险。

【金融市场整治】　２０２０年，口区地方金融工作局
着力整顿辖区金融市场秩序，取得新的成效。规范

类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管理。在清理和规范整改验

收基础上，对类金融企业进行分级评估，建立健全数

据监管制度，从市场准入、日常监测、现场检查、风险

处置和市场退出等环节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

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

保险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７类地方类金融机构
实施监管。推动类金融机构聚焦主业、规范运作，更

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教育，坚持“打防并举、防治结合”，在中山社区、南

巷社区、竹叶海社区、解放社区等社区组织开展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展

板、发放宣传材料、利用ＬＥＤ显示屏、液晶电视滚动
播放防范非法集资宣传片等方式，营造浓厚的宣传

氛围，提高居民群众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

力。严控登记注册事项，对拟新设立的投融资类企

业严格把关，控制好“前门”；对全区重点投融资类

企业，在办理工商变更、注销等手续时严格审核，暂

停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工商变更工作，压规模，降人

数，把守好“后门”；对存在风险正在退出的企业，采

取上门约谈、督促整改、联合行政处罚等处理方式，

按照分类处置的要求办理。至年底，辖区已无在营

业的网贷机构。

（丁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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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

环 境 质 量 状 况

【概况】　２０２０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
年，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口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引，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作为主战场，大力实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

力投入疫情医疗废物处置各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精准施策、埋头苦干，辖区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向好。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０２０年，口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为８４８％，与上年相比上升３３８％。按《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二级标准评价：环境空
气中二氧化氮（ＮＯ２）年平均浓度值为３３微克每立
方米，与上年相比下降２９８％，达到二级标准；环境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年平均浓度值为６３微
克每立方米，与上年相比下降１９２％，达到二级标
准；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值为

３７微克每立方米，与上年相比下降 １５９％，超标
００６倍；按年平均二级标准评价，全年口区环境
空气质量不达标项目为细颗粒物。２０２０年，全区大
气降尘总量年均值为７５吨每平方千米·月，与上
年持平。２０２０年全区大气降水 ｐＨ年均值为６９９，
与上年持平。

【地表水环境质量】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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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对竹叶海开展
６次湖泊水质监测（张毕湖因湖泊治理湖水被抽干
无法采样）。监测结果显示，竹叶海水质为Ⅳ类，为
中营养，水质与上年相比保持稳定。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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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口区竹叶海湖泊水质状况统计表

日期 功能类别 水质现状 达标情况 营养状态 主要污染物浓度及超标倍数

１月 Ⅳ Ⅳ 达标 中营养 无

３月 Ⅳ Ⅳ 达标 中营养 无

５月 Ⅳ Ⅳ 达标 中营养 无

７月 Ⅳ Ⅳ 达标 中营养 无

９月 Ⅳ Ⅳ 达标 中营养 无

１１月 Ⅳ Ⅳ 达标 中营养 无

全年 Ⅳ Ⅳ 达标 中营养 无

说明：张毕湖因湖泊治理湖水被抽干无法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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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口区竹叶海湖泊水质状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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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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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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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超过二级标准
汉江宗关断面水

质符合Ⅱ类标准
张毕湖 为劣Ⅴ类，竹
叶海为Ⅳ类

达 标 率 为

１００％
昼间二级、夜间

三级

昼间二级、夜

间五级

２０１９ 超过二级标准
汉江宗关断面水

质符合Ⅱ类标准
张毕湖治理未监测，

竹叶海为Ⅳ类
达 标 率 为

１００％
昼间二级 昼间一级

２０２０ 超过二级标准
汉江宗关断面水

质符合Ⅱ类标准
张毕湖治理未监测，

竹叶海为Ⅳ类
达 标 率 为

１００％
昼间二级 昼间一级

【声环境质量】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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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为５３７分贝，声环境质量总体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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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７％，商业噪声源占
７１％。２０２０年，口区道路交通噪声按照《声环境
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评价，全区昼间道路交
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６６５分贝，声环境质量总体
评价为好。

２０２０年口区区域环境噪声声源构成比例图

环保局湖泊水质状况统计表

环 境 管 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是口发展关键之年，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口区分局（简称口区生态环境分局）以

引领生态绿色为抓手，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主

战场，以应对疫情医疗废物处置为大考场，全面推进

工作，并取得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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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督查】　２０２０年，口区生态环境分局始终坚
持把落实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要求做到责任上肩、措施有力、全力整改、确保实

效。全年按时序全面完成１４项环保督察整改任务，
其中中央环保督察７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５
项、省级环保督察２项。

【三大保卫战】　２０２０年，口区生态环境分局注重
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努力改善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

和土壤污染治理质量，取得较好效果。

蓝天保卫战。坚持把改善空气质量作为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重难点工作，发挥智慧环保平台和１＋
１０监测网格作用，坚持多措并举实施全方位治理，
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奠定坚实基础。２０２０年，辖区
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８４８％，比上年上升 ２１５％；
ＰＭ１０平均浓度为 ６３微克每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２０３％；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为３７微克每立方米，比上
年下降１５９％。全年辖区空气质量综合排名全市
第六、中心城区第三，为近几年最好成绩。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口区生态环境分局联合区城管及街道检查宝丰电信大楼
环保督察整改进度

碧水保卫战。持续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

性战役，巩固宗关水源地趸船整治成效，落实汉江流

域排口排查溯源整治与长效监管，大力开展“十年

禁捕”专项行动，全面建成１５千米汉江口江滩，
宗关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得到全面提升；加快南

泥湾大道以北雨污分流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汉丹铁

路沟、园博大道导流沟黑臭水体整治和销号，大力实

施张毕湖水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

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新成效。宗

关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竹叶海水质稳定在Ⅳ类，水
环境质量全市综合排名第五。

净土保卫战。对照国家土壤

修复新标准，全力打造 １１３５片土
壤修复样板工程。全面完成国家

试点项目力诺化学一期修复任务、

武汉无机盐及环宇化工二期修复

任务正加快推进基坑土壤修复，远

大制药三期正进一步论证修复方

案。组织开展鑫盛印花厂、武汉荣

生印染等６家重点企业土壤污染
详查工作。率先建立疑似污染土

壤信息查询系统，向生态环境部申

请５０００万元土壤污染治理专项经费，为加快１１３５
片土壤修复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疫情防控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生态环境分局按
照上级要求，积极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一

时间组织执法人员参与到医院日常检查中，督促医

疗机构和集中隔离点完善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的收

集处理、应急处置、灭菌消毒等工作，全面覆盖辖区

１个方舱医院、６各定点医院（含发热门诊）和５１个
隔离点。开展医疗废水应急监测，共出动监测人员

８００余人次，开展医疗废水监测３２０余次，上报监测
数据２０００余组。坚持提前预判、快速反应、尽锐出
击，全过程保障医疗废物处置安全。第一时间组织

优势兵力，建立综合协调、医废处置、废水监测等５
个工作专班，构建上下对接、横向联动、运行高效的

战时指挥体系。医疗废物处置中，积极争取到湖北

中油、市消防救援支队长达２个月的驻点支援，处置
能力大幅提升。组织生态环境队伍严格落实一人盯

一院、一人担一项工作等硬性措施，全力保障３３家
医疗单位医废处置的日清日结，全天候监管监测５８
个重点场所环境质量，确保不发生第二次污染。

【环境监测】　２０２０年，口区生态环境分局以目标
管理为重点，全面完成各类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任务。

根据《２０２０年武汉市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方案》要求，
完成环境空气２４小时连续监测、自然降尘、硫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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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速率、降水、湖泊水质监测和道路交通噪声、区域

环境噪声及功能区噪声的监测，共获得环境质量监

测有效数据３１３１个。疫情期间，针对华美达天禄酒
店未营业不能正常开展功能区噪声监测的情况，就

近选择替代点位，积极与作为医护人员隔离点的长

江大酒店沟通协调，完成一季度功能区噪声监测工

作。根据《市环保局关于印发 ２０２０年度全市固定
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安排，完成对

武汉东运制版有限公司、武汉市第四医院东院、武汉

市第四医院西院、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湖北省中

山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市结核病

防治所）、武汉血液中心污水及噪声监测，并委托第

三方完成武汉东运制版有限公司废气监测。同时督

促同济医院、普爱东院、普爱西院、市第一医院、肺科

医院和省第三人民医院６家曾经涉疫定点医院（发
热门诊）开展医疗废水自行监测并报送自测结果，

同时对上述６家医院（重点是肺科医院）组织开展
医疗废水余氯和粪大肠菌群项目的监督性监测。根

据《市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开展长江入河排污口监测工作的通知》要求，对

口辖区内１２个排污口开展摸排，完成汉江河边灯杆
０３７号边强排口点位的水质监测，对不具备监测条
件的点位拍照取证上报，并按时完成系统上报。根

据《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武汉市２０２０年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帮扶指导方案〉的通知》对辖区核

发排污许可的重点企业开展帮扶监测指导，对武汉

东运制版有限公司废水（六价铬）、武汉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市结核病

防治所）废水（余氯、粪大肠菌群数）、湖北新华印务

有限公司废气（ＶＯＣｓ）进行抽测，对武汉东运制版有
限公司废水中六价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废水中ｐＨ自动监测设备进行质控样考
核与比对监测，合格率１００％。

【移动源排气污染监管】　２０２０年，口区生态环境
分局继续加强对移动源排气污染监管，各项工作完

成出色。开展柴油车货车排气污染路检联合执法行

动，累计完成路检７５８台，对其中７０台超标车辆全
部予以处罚。开展柴油货车入户调查和抽测执法行

动，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下发３２家用车大户名单已全
部完成调查，收集区内１７家单位车辆信息，共计车

辆１７４６辆；签订 “保卫蓝天 绿色运输”倡议书１７
家，制定错峰方案１５家。开展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
械禁用监管执法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工作，

共登记非道路移动机械 ４９６台，发放号牌 ４８０张。
完成现场检测４８２台，要求其中６６台超标机械进行
整改。开展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监管，辖区共计２４
家加油站，油气回收设施监督性抽测１７家，抽测比
例超７０％。汽油年销售超过５０００吨的中石油中环
古田加油站完成油气回收在线监测设备的验收。

【环境宣教】　２０２０年，口区生态环境分局注重广
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积极组织各项宣教活动。

全年向各级媒体投稿发稿７３篇，其中，《中国环境
报》等中央级媒体发稿１８篇；《湖北生态环境》等省
级媒体发稿３篇；《今日头条》发稿１６篇，《武汉生
态环境》等市级媒体发稿３６篇。结合“六五”世界
环境日“美丽武汉，我是行动者”主题，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联合区教育局通过网络及视频形式在

辖区学校中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在学校与居家学习

的学生中架起桥梁，开展“小小模拟环境监测站”等

多种精彩生动的活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编写危险

废物处置等知识问答，通过抽检超标车辆、查看固废

点位整改情况等精准发放宣传资料。全区共有２６
名中小学教师参加２０２０年口区环境教育优质教
案评比，武汉市十一滨江初级中学等１５名中小学教
师参加２０２０年武汉市生态环境教育晒课优课活动
均取得好成绩。区内选送 １２３幅书画作品参加
２０２０年全国少儿低碳主题书画大赛，１４幅作品参
加武汉市青少年环境实践活动。红旗村小学等１０
所学校被选为武汉市节能减排试点学校，行知小

学多次在全国、省、市级青少年创新大赛中获得

一、二、三等奖，组织同济附小７０余名师生前往张
毕湖空气自动监测站等点位开展生态环境研学

“一日游”活动。

环 境 监 察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生态环境分局紧紧围绕
省、市环保重点工作，统筹疫情防控和目标任务积极

开展各项监察执法和环保专项行动，认真履行环境

监察职能，不断加大环境执法力度，整治环境违法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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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察执法】　２０２０年，口区生态环境分局注
重落实依法行政、从严监管要求，帮助辖区企业复工

复产。全年共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６起，行政处
罚１件、计 １２５万元，查封扣押 ４起，督促整改 １
起。按照湖北省生态环境厅部署开展定点帮扶交办

问题专项执法检查，沿江重点化工及造纸行业专项

执法检查，危废、危化品、土壤修复项目执法检查，涉

水工业企业专项执法检查，ＯＤＳ专项检查，挥发性
有机物治理现场帮扶和秋冬季工业企业大气污染专

项执法等专项行动；制定“双随机”全年工作计划，

共抽查４０家企业；积极参加湖北省组织的移动执法
及在线监控学习。对列入正面清单的７家企业，严
格按照要求开展正面清单工作，进行帮扶指导，指导

企业建立健全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

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有需要时服务，无需要时

不干扰，使企业能够在疫情科学防控前提下有序恢

复生产经营活动。全年通过电话、网络等形式帮扶

企业９６家次。印发《口区涉水“散乱污”企业排
查整治专项工作方案》，全面摸排区内“散乱污”涉

水企业，并积极督促各责任部门开展整治工作，共排

查整治２８家“散乱污”企业。同时，坚持开展日常
巡查，确保前期整治效果不反弹。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口区发展和改革局开展垃圾分类进社区活动

【环境污染投诉处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生态环境
分局坚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着力解决影响群众生

产生活的油烟、异味、噪声、辐射、固废、烟（粉）尘等

突出环境问题，确保环保投诉举报

热线２４小时畅通。全年共收到各
类平台派件５３３件，梳理退件后宫
处理信访件 １７７件，比上年减少
４６２％，信访量在全市功能区中处
于较低水平，按时办结率和处理回

复率均达到１００％，重复投诉不断
下降，未发生因环境问题而引起的

群体性上访事件。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及替代】　
２０２０年，口区生态环境分局根
据年度大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项目为完成１０蒸吨每小时及以上
天然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项目。

因受疫情影响，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资金审批难度较大，进度较为缓

慢，根据上级部门下达的目标任务，完成同济医院２
台备用锅炉封存，另外３台锅炉的低氮改造工作已
完成招投标工作，确定中标单位并签订合同，中标单

位已进场施工；武汉市第一医院２台锅炉已确定新
购低氮锅炉方案。严格按照《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

一步做好建设项目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和

替代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对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武汉石油分公司西大门加油站、丰隆

加油站改建、罗家墩加油站、仁寿路加油站、玉带门

加油站改建、长丰加油站改建和常码头一加加油站

改建７个项目，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智能化升
级改造项目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申请进行回复。

（石微伟）

节 能 环 保 工 作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展和改革局（简称口
区发改局）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立足区情，

围绕节能低碳和资源循环利用重点，持续抓好节能

降耗，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推进垃圾分类管理，创建

一批低碳社区、低碳校园。全年全区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能耗降低１７％，能源消费增量控制在７６万
吨标准煤，完成武汉市政府下达节能目标。

【重点领域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改局紧盯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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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口区河湖长制办公室联合爱我百湖协会到学校开展校
园主题活动

消费增量和强度“双控”目标，抓

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节能降耗管

理。深入推进区域节能评估，编制

形成《武汉口经济开发区区域节

能报告》。持续推进园区循环化

改造，口区经济开发区获批省

循环化改造重点支持园区。举办

“创意乐汇·绿色相约”主题宣传

活动，湖北卫视、湖北日报、长江

日报、人民网、凤凰网等 １０多家
媒体报道。

【垃圾分类试点】　２０２０年，口
区发改局继续开展垃圾分类试点

工作。突出垃圾减量化和资源

化，引进专业公司提供技术支撑，

创新垃圾前端返现分类回收、中

端统一运输、末端集中处理的“物联网 ＋智能回
收”模式，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循环利用行业生态

圈。在辖区布局宜家家居和宜家荟聚、凯德广场、

恒隆写字楼等各类区域试点１１个，投放智能垃圾
分类箱２０套，注册总人数达 １５万人，累计回收
垃圾量２００余吨。

【低碳城区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改局注重开展
“绿水青山节能增效”节能宣传活动，开展节约型机

关建设、垃圾分类、节能产品推广、绿色出行等活动，

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充分发

挥公共机构在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中的示

范引领作用。拍摄以“家园”和“校园”为主题的节

能宣传片，有效推广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理念。开

展校园垃圾分类可持续利用项目，通过校园垃圾的

分类回收处理再利用，向社会宣传资源循环利用理

念。为区行政中心进行光源改造，更新照明系统为

ＬＥＤ节能系统。建设停车泊位２０７８１个，鼓励引导
新能源汽车发展，建设充电桩５３１３个。

（武娴静）

水 务 建 设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水务和湖泊局面对防疫、
抗洪双重压力，开拓进取，勇担责任，迎难而上，统筹

兼顾，协调推进，护平安，促发展，圆满完成各项工作

目标。

【堤防建设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水务和湖泊局注
重加强公园绿化、保洁、物业等机构的管理，基本实

现公园路面无暴露垃圾、废弃物等，保证江滩环境卫

生干净、整洁、有序。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汛后复园

工作，积极推进公园水毁修复，及时为群众提供安

全、美丽的娱乐休闲场地。联合武汉水上公安分局、

武汉海事局清除岸边停放的破残渔船，成立专项工

作巡查队，２４小时不间断劝阻违规垂钓人员，录制、
制作专门禁捕宣传品，严格落实“十年禁捕”工作。

【江河湖泊保护与治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水务和湖
泊局落实河湖长制工作，制定河湖长制工作要点和

张毕湖、竹叶海湖河湖长制年度工作计划及责任清

单。及时更新河湖公示牌人员信息。开展河湖巡查

工作，各级河湖长巡查６９１次。办理上级督办件２
个，下达工作联系函２份，督查整改问题８处。开展
考核评定工作，制定河湖长制目标考评办法，完成对

街道和成员单位河湖长制工作季度督查检查和工作

评定。推进示范河湖建设评选工作，组织申报１个
示范单位、５名个人先进示范人物，确定为湖北省碧
水保护战“示范建设行动”遴选成果。推进“清四

乱”常态化、规范化，建立问题排查和整改销号制

度，整改销号问题２个，清理汉江岸边僵尸船１３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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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口区主要湖泊调查情况统计表

湖泊

名称

保护

责任单位

水域面积

（平方千米）

汇水面积

（平方千米）

岸线长度

（千米）

涵闸控制

工程名称

最高控制

水水位（米）

正常水位

（米）

湖泊容积

（万立方米）

湖底平均

高程（米）

张毕湖 易家街 ０４９ １４ ６７ 南侧子湖排水口 ２１５ ２１ ６８６ ２０３３

竹叶海湖 易家街 ０１９ ０６ ２２ 竹叶海西渠排水口 ２１ ２０５ ３１ ２００５

注重水质提升，印发《２０２０年度“三清”行动考核办
法》，全力推进水环境流域治理，完成《口区河湖

流域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编制和审批。加快推进张

毕湖水环境治理，累计完成投资５２５４万元，水质达
到Ⅳ类。全面实施河湖划界确权，完成口区划界
工作、上“一张图”、政府公告、埋设界桩工作。开展

河湖长制宣传“六进”（进机关、进党校、进学校、进

企业、进社区、进农村）活动。依托主流媒体“口

发布”，向社会公众宣传“爱我河湖，与我同行”河湖

长制科普知识，提高辖区群众对河湖长制工作知晓

率。组织选聘１１名民间河湖长参与河湖保护。开
展街道河湖长制工作联络员和全区河湖长工作能力

建设培训２场，涉及５个社区、７个街道、１３个责任
单位共计５０人。

（张世仕）

园 林 绿 化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园林局抓住创建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和疫情后复工复产的有利机遇，精心谋划项

目，努力争取资金，狠抓工作落实，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创建工作和美丽生态口建设取得新的成效。

【专业绿化】　２０２０年，口区园林建设投资额达到
６亿元，创历史新高。完成张毕湖公园、竹叶海公园
供地，市、区合力加速两湖公园建设；建成１２处口袋
公园，完成１２８万平方米铁路沿线景观带建设，完
成８处共计２４７万平方米灌溉系统建设和３３千
米汉江江滩四期改造。抢抓复工复产的有利机遇和

疫情后省、市的好政策，精心策划汉江湾生态谷建设

项目一期园林建设专项债１４８亿元，一次性解决５
亿元的张毕湖公园征地资金问题，且解决区内近三

年绿化建设资金。全年利用口建设投资平台ＰＰＰ
资金实施绿化建设，当年完成专项债３亿元，实施古
田公园、汉西一路垂江画廊和１０多条新改建道路配

套绿化建设。张公堤绿道日渐完善。张公堤城市森

林绿带是武汉市规划中的“环汉口绿道”的一部分，

南起朝阳路，东至古田二路，全长约 １０千米，２０２０
年投入１０００万元对张公堤进行绿化提升改造，完善
路灯照明、便民座椅、驿站、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新

增绿化面积１０公顷，改造意杨林３公顷。为周边小
区提供良好的慢行活动空间。增绿添园建新景，推

进控规绿地建设。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增绿

补绿护绿，补齐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绿地率、公园绿

地服务半径覆盖率、林荫路推广率各项指标。结合

长丰高架周边综合整治项目，积极谋划一批口袋公

园建设。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１年全区计划新建２２个口
袋公园，２０２０年完成建设１２个。截至年底，已完成
长丰游园、南泥湾游园等８处口袋公园，正全力推进
长丰高架周边常码彩三角、常码中学、井南社区等５
处口袋公园，“城中村”控规绿地活力公园、滑板公

园等７处口袋公园，改造提升弘鑫园、城华园２处口
袋公园，预计２０２１年６月全部完成建设。结合房地
产开发项目发动社会单位在控规绿地上建设口袋公

园，如万科蛋壳公园、城投立城驦居项目，成为城市

网红打卡公园。打造铁路沿线景观带，旧貌换新颜。

结合铁路沿线的地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绿化整

治１２８万平方米，建成常纷园、常清园、小黄鹤楼游
园、汉西小游园等一批精品游园，铁路沿线环境综合

整治已初见成效，从脏乱差变成一条亮丽的景观带。

口江滩公园再次扩容，形成汉江沿岸靓丽风景线。

口江滩四期全面完工，新增景观岸线约３３千米，
新增绿地４７６７万平方米，绿化率达到 ７２３％，已
向市民开放，成为新的城市休闲旅游景点。

【养护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园林局配合全市大树
栽植工作，主要对主次干道补栽行道法桐２７株、樟
树２５株、栾树１０株，补栽红叶石楠、茶梅、海桐、八
角金盘、杜鹃、金森女贞、和品种月季等色块植物约

６６１４平方米，补栽葱兰、麦冬草和草坪等地被植物
约３１５４１平方米；补栽爬墙虎和凌霄约４８００余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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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球花１５０平方米，补栽鸢尾１００平方米。布置“五
朵金花”，包括时令花卉６０万盆、月季１０万株，籽播
花田花海５万平方米，大型三角梅５０盆、花镜提升
５处、立体花坛１处，街景美化５处。６０万盆时令花
卉布置城市主要点位，分别在解放大道、长江大道、

沿河大道、中山大道、二环线等重要线路５条；在区
委区政府、武汉市第四中学、同济医院对面、江滩体

育公园门口等重要节点５处 ；在三环线古田二路
口、园博大道工农路口、汉正街城市绿轴３处交通节
点布置一串红、鼠尾草、矮牵牛、翠卢莉等时令花卉

９种，营造热烈、喜庆、和谐的节日氛围。花田花海５
万平方米成片成景，在江滩体育公园四期籽播２万
平方米，竹叶海路籽播１万平方米，红星美凯龙周边
籽播３０００平方米，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籽播７０００
平方米，宜家购物中心籽播１万平方米耐贫瘠、耐高
温、耐干旱、易养护的波斯菊、硫化菊等花卉品种，总

共籽播５万平方米花田花海，成片成景，进一步提升
城市景观效果。花境５处装点市容，分别在汉口春
天游园、江滩体育公园入口、武汉体育馆门口、宜家

小森林，及区委区政府门口建设花境５处，装点市容
环境，营造节日氛围。立体花坛、大型三角梅上街喜

迎国庆，在江汉桥引桥处运用生态理念、植物组合的

方式布置一组２００平方米的立体花坛，美化环境，在
沿河大道及武胜路凯德广场摆放大型三角梅５０株，
烘托节日气氛。１０万株月季绽放口，对二环线高
架及长丰高架中分带８万株品种月季，中山大道、京
汉大道、南泥湾大道、解放大道等树状月季７０００株
以及藤本月季２万株全面开展控花修剪、花期调控
工作，实现１０万株月季绽放口景观。多举并施，
确保水质达标。对竹叶海公园水体投放复合高效改

底剂１４５吨、微生物改底剂１３０吨、除油剂０３５
吨、高效絮凝剂５吨、高效微生物菌剂１２５吨。加
强蓝线管控范围内的巡湖监管，严禁乱占滥建、乱采

滥挖、乱倒滥排等违规行为，严禁钓鱼、电鱼、地笼、

撒网等非法捕捞行为。加强公共设施保护和湖面漂

浮物清捞工作，对影响水质的水草荷叶进行收割，对

岸线废弃物进行清理，保证湖面清洁美观。

【社会绿化】　２０２０年，口区园林局全面落实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贯彻国务院、省、市《关于开展全
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

动的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先后组织在宜家游园、竹叶海公园等

公园、游园绿地，开展５次植树节义务植树活动，参加
义务植树的区机关干部、职工和志愿者共计１２０人。

增绿添景，助旧城改造。根据《市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指挥部关于分解下达２０２０年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目标任务的通知》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关于

老旧小区绿化建设目标任务的精神，为提升社区居

民更美好的社区绿化环境，口区已完成１４个小区
绿化提升工作，包括宝康苑小区、３５０６小区、宝丰街
道宿舍小区、丰竹园小区５个社区进行绿化提档升
级，共植树６００余株，新建设花坛８处，建造屋顶花
园１处，种植草坪４０００平方米；华丽花园小区、汽挂
小区、站邻园社区等１０个社区进行补植乔灌木、增
加绿量，共补植８００余株，补植绿篱２０００米，补植草
坪２０００平方米，修复花坛１６个。坚持“民有所呼、
我必有应”，落实“为民服务解难题”，为居民排忧解

难，全年受理群众投诉的主要渠道有市长热线、城市

留言板、办公室电话接听、社区居民传递报告等，共

收到并受理各类诉求 ２２１件，处理满意率达到
１００％。全年深入辖区内１３１个社区和９２所公办学
校，以及关于树木诉求的社会单位勘查现场１３０余
次；帮助老旧社区及公办学校处理关于树木问题

１４８次，其中修剪树木 １３００余株，砍伐死危树 ２００
余株，向其他树木权属物业公司或社会单位派发树

木处理建议函１７次。收到居民和辖区单位的锦旗
共１３幅。

圆满举办金秋菊展。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武汉
市金秋菊展在园博园汉口里开幕，１２月２０日闭幕。
由口区园林局、汉口里控股有限公司、口区绿化

养护队、口公园、口园艺实业公司、竹叶海公园

以及辖区１０个街道办事处等共１５个单位参展，占
地面积约２０００平方米，运用菊花品种３００种，１０万
余盆菊花进行造型布置。菊展期间日均游客量达到

１５万人次，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市民络绎不绝。在
市园林和林业局组织的评比中，口区园林局作品

“‘疫’后彩虹”荣获一等奖，汉口里控股有限公司作

品“返璞归真”荣获一等奖，口苗圃和汉正街办事

处获得单项奖评比三等奖，辖区７个街道均获得优
秀作品奖。

（梁　雨）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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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和管理

国土资源与城市规划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口分
局（简称口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坚持以绩效考

核目标为工作主线，以深化行政审批改革、提升行政

服务效能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和规划在

服务口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调控作用，全面

完成各项工作目标。口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被湖

北省档案局表彰为档案管理省特级单位，被武汉市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评为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度全市文明单位，被口区委、区人民政府表彰为

２０２０年度全区绩效管理综合考评立功单位。

【规划编制】　２０２０年，口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认
真落实一流城市电网电力设施布局规划、南泥湾大

道修建性详细规划，对规划选点进行现场踏勘并提

出规划实施建议。积极支持配合口区农贸市场

标准化改造相关工作。参与城市天际线管控，所

有建筑审批项目均严格按相关规范落实天际线空

间层次控制要求，使滨水及临城市重要干道形成

有层次变化、高低起伏的天际线。积极参与老旧

小区增设电梯联合踏勘、联合审批等相关工作，配

合区发展和改革局完成全区充电桩和停车泊位建

设。参与开展城市智慧汽车基础设施和机制建设

试点。

【项目审批】　２０２０年，口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不
断创新审批方式，加快推进“四办”（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改革，对接湖北政务服务事项

管理３０系统，领取目录，录入办事指南５７项，认领

录入依职权事项５０项，更新办事指南和细则。落实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推行电子证照共享应用

的要求，在武汉市政务服务智慧管理平台进行电子

证照维护。向行政审批局报送“互联网 ＋监管系
统”数据，同时做好“三清单一目录”的录入工作。

全年共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１８
本，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６本，总用地面积
１１３４万平方米，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１５
本，总建筑面积８３５９７万平方米；办理市政管线项
目备案５份，市政道路、管线长度共计３２０３米。核
发规划条件核实证明５本。

【不动产登记】　２０２０年，口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加强不动产登记建设。坚持深化“放管服”和“四

办”改革，压实责任，推动服务优化，指导不动产登

记窗口结合工作任务，持续创新便民举措，大力推进

“延时服务、延宽服务、延伸服务、上门服务”，不断

提升服务质量和业务水平，全面提升服务效能。全

年核发不动产权证书及不动产登记证明６０６２１本，
提前办结率１００％，按时办结率１００％；完成５１项问
题房办证工作，涵盖１７０７３套。

【停车位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配合区发展和改革局建设全区集中式充电站１５个、
公用充电桩２７０个；自用交流桩１４４８个、完全具备
接入安装条件的充电桩 ３５９５个。新增停车泊位
２０７８１个，共建 ３５个点位，其中公共停车点位 １８
个，公共停车泊位７７９９个。

【土地管理与利用】　２０２０年，口自然资源和规划
分局办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审批２７个，面积８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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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办理集体土地征收完毕确认 ４２起，面积
６３７０公顷。办理土地划拨项目 １２宗，土地面积
２８６万平方米；办理土地租赁项目２９宗，土地面积
２８６万平方米；办理土地改制项目２宗，土地面积
０７７万平方米；办理土地出让项目３宗，土地面积
９４５万平方米。办理土地置换项目１宗，土地面积
０５１万平方米。

【地质灾害防治】　２０２０年，口自然资源和规划分
局制定《口区２０２０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
成立区地灾防治领导小组，巩固“四位一体”网格化

管理体系。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绩效目标管理

考核。与技术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强化技术支撑指

导。开展全区隐患点排查，确认１处地灾隐患点，加
强汛期、雨期等重要时期隐患点巡排查，完成辖区地

质灾害隐患点巡排查８５轮次。开展地灾防治知识
培训，组织地灾应急演练。

【法规监察】　２０２０年，口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继
续开展政策法规和规划成果宣传，加强群众性普法

工作。加强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全力推进２０１９年
度土地例行督察整改工作，立案查处２起，督促整改
４起，违法用地立案率和查处率均为１００％，有效控
制辖区内违法用地行为的发生。高标准完成全区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违建别墅清查整治回头

看等专项工作。

【扫黑除恶】　２０２０年，口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按
照上级关于扫黑除恶工作要求，加强对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宣传。在区内所有拆迁工地现场悬挂宣传

横幅，张贴信件举报、电话举报、网上举报的方式公

告。对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进行全面摸排，没有发

现涉黑涉恶相关线索。按照上级反恐维稳工作要

求，配齐防暴盾牌、钢盔、钢叉、橡胶棍等防暴器材并

进行防暴演练。

（魏新海）

市 政 建 设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建设局立足区情，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严格落实目标任务，攻

坚克难，圆满完成各项建设工作。全年实施建设项

目２４０项，其中道路交通类项目５９项、水务设施类
项目１８项、环境卫生类项目２８项、园林绿化类项目
２６项、三旧改造项目１项、其他类项目１０８项，总计
完成投资额６７亿元。

【路网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投入２２３９１万元，共
建成常码小路（丰雅路—常藤街）、常藤二路（京广

南路—常码小路）、古萧路（建荣路—长升街）、古音

路（古田路—田文街）、丰竹路（汉西路—长丰大

道）、汉中路（武胜路—崇仁路）、联工路（沿河大

道—解放大道）、丰硕路（解放大道—长丰大道、长

风路—长顺路）、长云路（丰茂路—古田二路）、古田

路（古田二路—沿河大道）、古文路（沿河大道—古

田三路）、古田三路（古文路—长嘉北路）等１１条道
路，织密城市路网，丰富出行渠道。

２０２０年口区重点路网建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工程总投资

（万元）

２０２０年计划
完成投资

（万元）

工程进度
计划完工

时间
备注

３２１９８ ２２３９１

１
常码小路（丰雅路—常藤

街）工程
长３３０米，宽１５米 ２０７９ ２０７９

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保障性住房配

套道路

２
常藤二路（常藤横路—京

广南路）工程
长２４０米，宽１５米 １５１２ １５１２

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保障性住房配

套道路

３
长云路（丰茂路—古田二

路）工程
长４６０米，宽１５米 ２７６０ ２７６０

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断头路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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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工程总投资

（万元）

２０２０年计划
完成投资

（万元）

工程进度
计划完工

时间
备注

４
丰硕路（解放大道—长顺

路）工程

长 １４２２ 米，宽
３０～４０米

４２６６ ４２６６
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综合整治提升

现状道路

５ 古田三路改造工程 长８４５米，宽３０米 ４０８８ ４０８８
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雨污分流改造

６
古田路（沿河大道—古田

二路）、古文路（沿河大

道—古田三路）工程

长 １０６９米，宽 ３０
米

３６８６ ３６８６
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雨污 分 流 改

造，现状道路

改造提升

７
古萧路（长升街—建荣

路）工程
长３９０米，宽２０米 １３６８ ９００

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完善区域路网

结构

８
联工路（沿河大道—解放

大道）工程
长２２０米，宽１５米 ８３８ ６００

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完善区域路网

结构

９
汉中路（崇仁路—武胜

路）工程
长５８０米，宽２０米 ７６１４ ５００

２０１８年
３月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断头路，完善

区域路网结构

１０
丰竹路（长丰大道—二环

线）工程
长４３７米，宽２０米 ２００５ ６００

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保障性住房配

套道路

１１
古音路（田文街—古田

路）工程
长４０２米，宽２０米 １９８２ １４００

２０２０年
５月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完善古田区域

路网结构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由口区建设局承办的２０２０年度武汉市建设工程安全应
急救援演练现场会在万科万维天地举行

【韧性城市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建设局完成武汉
市第二十九中学足球场、武汉市第四中学足球场、辛

家地小学足球场、口区雏鹰幼儿园足球场、华生四

期配建小学足球场、警察公园足球场、长丰和宝丰消

防救援站足球场、三江航天足球场等２３片社区足球
场地建设，满足市民“１５分钟城市居民活动圈”休闲
的需求。积极改善辖区居住环境，将完善老旧社区

路灯改造工程纳入为民办实事内容，新改建路灯

６２８套。持续推进功能照明提升项目建设，完成解
放大道（古田二路—三环线额头湾立交）、武胜路

（解放大道—江汉一桥汉口岸桥头堡）、发展大道

（淮海路—振兴四路）合计６３千米的功能照明设
施提升改造工程并投入使用。

【重点工程征地征收】　２０２０年，
口区完成市级城建交通重点工程

累计征收３６１９６３平方米。其中沿
河大道（口路—三环线）改造段

工程共完成征收１０９６８１平方米，
江汉七桥（解放大道—汉阳大道）

工程完成征收１７２２８２平方米。
（刘　慧）

城区改造更新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区改
造更新局（简称口区城改局）围

绕区委、区人民政府规划建设三大

功能区布局，从土地储备、项目征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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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５月５日，汉正街东片扩大片征收项目启动居民座谈会召开

收、“城中村”改造等重点环节抓

起，全面推进城市改造更新，不断

提升群众居住环境品质，为促进全

区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土地储备供应】　２０２０年，口
区城改局围绕深化三大功能区、建

设七大亮点片区的目标定位，完成

口发展战略研究及分区规划编

制，实行以点带面、连片成块、滚动

实施，为口区城市结构调整优

化、城市居住环境提质、城市面貌

更新谋篇布局。以土地储备为抓

手，重视产业格局与土地储备的衔

接，科学编制土地储备计划。围绕

产业布局和城市发展开展土地收储，不断强功能、补

短板、提品质，为重点产业项目落地储备空间。不断

优化土地供应结构，加快土地供应速度，完成建一路

西片、一职教东片、地大片、万人宿舍片、汉正西物流

片５宗地块挂牌出让，土地成交总价额 ２５８８２亿
元，总用地面积５３公顷，规划可建面积约１７６万平
方米，为招商引资项目提供支撑。

【“三旧”改造】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改局注重落实
重点项目建设，完成一职教东片、跃进片项目征收，

重启推进三特片、长江食品厂 Ａ２Ｂ片拆迁收尾，石
码正巷片、六角南巷片项目启动，完成宗关枢纽西片

签约，以及６５中北片收尾，发展社区片等项目正式
启动，完成古田临江片、万人宿舍片等项目征收，新

墩至汉西上行联络线工程项目完成施工断面腾退。

强力推进５个“城中村”改造，长丰村正在组织整村
拆除验收，常码村完成拆迁收尾，东风村 Ｈ４地块还
建房项目正式施工。２０２０年，完成“三旧”改造共征收
拆迁８５万平方米，其中旧城改造涉及项目完成征收２９
万平方米，“城中村”改造完成拆迁５６万平方米。

２０２０年口区旧城改造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基本情况 ２０２０年项目进度

总征收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总征收户数

（户）

累计完成面积

（万平方米）

累计完成户数

（户）

累计完成征收建筑

面积比例

１ ６５中北片 １９９ １６３１ １８６３ １５２４ ９３６２％

２ 联谊路片、丰帆路西片 １８ １８００ １０ １０１１ ５５５６％

３ 三特片 ４９３ ８７０ ４９３ ８７０ １００％

４ 工贸仓库及扩大片 ３ ５６ ３ ５６ １００％

５ 长江食品厂Ａ２Ｂ地块 ６３４ ８３９ ６３４ ８３９ １００％

６ 宗关枢纽西片Ｂ地块 ６５９ ７４８ ５２ ５９８ ７８９１％

７ 宗关枢纽西片Ａ地块 １４９２ １７５５ １１９５ １５７６ ８００９％

８ 汉正街东片扩大片 ５８ ２７ ４２４ １ ７３１０％

９ 地大扩大片 １０５ １ １０５ １ １００％

１０ 市一医院 ０４３ ７０ ０４３ ７０ １００％

总　　计 ８０９６ ７７９７ ６５７７ ６５４６ ８１２４％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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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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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一路西片（一期）

Ｐ（２０２０）０２２号
口区解放大道与

建一路交叉口
１０２１２０ ３６９

住宅、商服、交

通运输、公园与

绿地

５８８７３０
招商局地产（武

汉）有限公司

２
一职教东片

Ｐ（２０２０）０５２号
口区利济北路和

京汉大道交会处
１３０８０

按地上最大计容建筑面积与地

上规划用地面积的比值计算

住宅、商服、公

园与绿地
１３４５５５

武汉鑫东辉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３
地大片

Ｐ（２０２０）１５０号
口区建设大道与

航空路交会处
１０６９００

按最大计容建筑面积与规划用

地面积的比值计算

住宅、商服、教

育、公用设施、

公园与绿地

９４３０００
武汉华发睿光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４
汉正西物流片

Ｐ（２０２０）１７５号
口区园博大道与

工农路交会处
７１４００

按最大计容建筑面积与规划

用地面积的比值计算
住宅、商服 １７５０４０

湖北恒泰天纵

置业有限公司

５
万人宿舍片

Ｐ（２０２０）１７６号
口区解放大道河

古田二路交会处
１６７０００

按地上、地下最大计容建筑

面积与规划用地面积的比值

分别计算

住宅、商服、科

教、公园和绿地
７４６９００

广州华川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一览表

编号 村名
项目基本情况（万平方米）

摘牌（储备）时间 拆迁总面积 剩余拆迁面积
２０２０年拟拆迁面积

２０２０年完成进度情况（万平方米）

累计完成拆迁面积 累计完成拆迁面积比例

１ 长丰村 ２０１４年３月６日 １８５００ ４ ４ ６３３ １５８２５％

２ 常码村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５日 ６５２０ ０５ ０５ ０６ １２０％

３ 东风村 ２０１９年 １６９１４ ５０５６ ５０５６ ５０５６ １００％

４ 易家墩村 ２０１６年１月 ３８４３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１００％

５ 舵落口村 ２０１６年１月 ４５６８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４７ １００％

合　计 ５０３４５ ５５５９ ５５５９ ５８０２ １０４３７％

（华　超）

城市管理执法与交通运输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交通运
输局）〔简称口区城管执法局（交通局）〕，按照武

汉市和口区工作部署，一方面强化政治意识、担当

意识、大局意识，全体干部职工不顾安危、坚守岗位、

奋战一线，主动扛起防控职责；另一方面，抓好本职

工作，强基础、优机制、抓创新、重治理，不断提升城

市管理精细化、常态化、智能化水平，为全区疫情防

控和经济复苏复产“双胜利”提供坚实环境保障。

【落实疫情防控任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执法局
（交通局）举全局之力，积极落实疫情防控任务，受

到上级好评。迅速调集１５万余人次，历时５１天（１
月３０日至３月２０日），完成武汉体育馆、新华印刷
厂等１４处方舱隔离点、１处医废处置项目、１处宝丰
女子监狱方舱医院、１８０座移动公厕建设和８０００余
个床位的架铺设，平均３２天建起一座医疗点，为扭
转“床等人”现象奠定硬条件。紧急打通交通运输

“绿色通道”，统筹协调市、区力量，共出动大巴车、

出租车１６万台次保障医护人员通勤 ８５万余人
次，安排５２８台出租车下沉１３２个社区保障居民正
常出行１４万人次，运送应急货物２０１３吨，完成１０
个留观点和１１条街道确诊轻症患者转运任务。接
受防疫消杀重任，落实１１７家医治点和医护人员入
住酒店、１８万余个垃圾容器、１５２座公共厕所的消
杀，增设９００余个废弃口罩专用收集桶，动员２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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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口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交通运输局）运输科稽查人员配合
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公安分局查处运输非法印刷出版物

环卫工进驻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华

夏理工学院２家康复驿站进行舱
内保洁。

【促进复工复产】　２０２０年，口
区城管执法局（交通局）指导２５家
Ａ级物流企业申请补贴，规划、指
导、应对夜间经济，相继与凯德武

胜、越秀星汇维港、泛悦 Ｍａｌｌ西汇
城市广场、凯德西城、宜家荟聚 ５
个商场和汉正街云尚、汉口夜市、

汉口里文化创意街３个街区所属
企业建立政企联动模式，指导企业

在商场外红线范围内外摆。推动

口环卫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上半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８１９万元，盈
利５９８３６万元，中标江夏区生活
垃圾分类项目，公司市场竞争能力

明显增强，进入正常营运轨道。以项目建设引企业

入驻，积极促成口环卫公司战略合作单位市政机

械化公司、汉阳市政公司在区内设立分公司，通过承

接项目建设，就地纳税。促成设备供应商上海中荷

环保有限公司在口设立华中分公司，纳税达４９６
万元。

【城市综合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执法局（交
通局）继续落实城市精准化管理，充分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制定口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要点、考核

奖惩办法、绩效考核办法等系列文件；健全马路办

公、督查督办、定期调度制度；推行督导通问题整改

系统、区级第三方检查等工作机制，日检查、周通报、

月兑现、季约谈、年终结硬账的城市综合管理常态化

工作机制，主体责任充分压实。积极创新“门前三

包”和“三长”（路长、店长、楼长）管理机制，形成市

民、商户、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工作格局。

【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执法
局（交通局）持续开展“查违控违攻坚战”行动，建立

违法建设“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多维防控体

系，利用无人机、卫星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精

准高效处置新增违法建设，实现新增违法建设零增

长，累计拆除违法建设３４００处６７万平方米，腾退拆
除铁路沿线２３７个点位。继续巩固铁路沿线环境整

治成果，配合农贸市场改造、“城中村”改造、普速铁

路整治等，累计拆除违法建设５９５处、１０９４５５２８平
方米，其中拆除历史存量违建５３４处、１０５８９９平方
米，拆除新增违建６１处、３５５６２８平方米。

【占道整治】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执法局（交通
局）建立占道控管“三结合”长效管理机制，通过错

时上班与正常上班相结合，定岗管理与机动巡查相

结合，日常管控与集中整治相结合，实现控管无空

档、全天候、全覆盖。采取劝阻引导、节假日值班、错

时上班、延时下班、全天候巡查值守等措施，规范各

类流动摊点和出店经营行为，累计取缔规范占道

３１万处，代为保管单车１０６万余辆。

【渣土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执法局（交通
局）严格落实建筑渣土监管“四个到位”，开展改装

渣土和砂石料运输车辆整治行动，９家渣土运输公
司５０５辆渣土车完成密闭改装。及时回应工地企业
诉求，协调解决建筑垃圾难消纳问题，多次到汉川、

蔡甸等地，跨市、跨区联系渣土消纳点位，打通渣土

过境相关手续，有力协助全区１０余个省、市级重点
项目（总投资额约８５０亿元）复工复产。严格渣土
弃料运输日常执法管理，办理一般弃土运输、工地噪

声污染等程序行政处罚案件９１起。严控夜间施工
噪音，处理各类施工噪声投诉２６８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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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招牌及亮化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
执法局（交通局）改造３８条道路的门面招牌，实施
解放大道、长江大道、汉江大道等重点路段及汉正街

示范片区亮化工程，４５１栋楼宇实施统一灯光调控。
提高全区立面环境管理标准，组织编订《口区商

圈户外广告设置指导性方案》，规范全区门面招牌

和户外广告管理设置，依法拆除影响市容市貌破损

陈旧、存在安全隐患的墙体广告、门头招牌、各类立

柱广告牌１０７２处。完成皇后广场、工贸家电、武汉
仁爱医院、普瑞眼科、武胜里购物中心、千寻酒店、同

普医院、新世界中心三期及 Ｋ１１购物艺术中心等重
要商圈户外广告详细规划编制，提交武汉市城管委

审核。

【环境卫生及“门前三包”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
城管执法局（交通局）以“城管革命”为抓手，以创

文、创卫为契机，通过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武汉

马拉松赛、中山大道开街等一系列重大节赛会，全区

城市功能品质持续提升。中山大道和长江大道（武

胜路）创建为省级市容环境美好示范路，崇仁路、园

博园南路、汉西一路等一批主次干道被评为市级市

容环境美化示范路，宝丰街区等１１个街道示范街区
特色鲜明、服务便民。推行“精致环卫”行动，环卫

保洁实行“一路一策”作业模式，创新推行标准化

“一米作业法”，持续提高作业标准，推行错峰双普

扫机制，增加清扫频次，开展巡回收运，确保道路保

洁质量不断提升。实施分类洗路、清扫、保洁、清运。

【生活垃圾分类】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执法局（交
通局）坚定推进全区垃圾分类２０１８至２０２０年三年
行动计划，社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１１个街道１２７个
社区，单位机构垃圾分类全覆盖，协调街道新建垃圾

收集屋（站）９座，建立餐厨废弃物专项收运，日处理
能力６０吨。结合农贸市场改造，推动就地就近生化
处理器落地，增加湿垃圾日收运量至６５吨，更换垃
圾容器１０００余个，垃圾分类覆盖８５个社区、２０８个
小区、１８４万户居民和５５８９家单位，实现社区覆盖
率７９％、单位覆盖率９０％。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执法局（交
通局）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效能，加速千吨固体废弃

物分类转运项目建设收尾工作，与华中科技大学等

知名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吸引科研单位入驻，扩大千

吨转运站社会效益。积极拓宽城管类城建项目资金

渠道，整体打包纳入专项债券申报，批复道路交通

类、环境卫生类２０个项目，总投资约３２亿元；吸引
社会投资参与城建计划，相继推进云尚、恒隆、同馨

商务大厦、长江食品厂４个片区实施亮化建设，累计
完成城建计划投资４３亿元。“十三五”期间，新增
环卫车辆１９９台，新改扩建公厕５６座，新建大型环
卫车辆停保场３座，建成千吨级大型固体废弃物分
类流转中心１座。协调孝高速工程顺利通车。

【道路桥梁维护】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执法局（交
通局）加强道路硬件设施改造，全面开展道路维修

改造和病害井盖整治，累计维修工农路、长丰大道、

古田二路等道路共计约 １９万平方米，修复井盖
３００余块。累计维修道路约４５万平方米，更换新型
路名牌９９７块，建立桥梁、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
安全监测长效机制和问题井盖、架空管线应急处置

机制，累计安装“六防”井盖１８万个，完成１２２个
老旧社区、２２条主次干道的架空管线容貌整治。

【１１０联动及智慧城管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
执法局（交通局）继续加快智慧城管建设，安装１５０
多个城管视频监控，全方位监控人行天桥、地下通

道、燃气灌装点、客运站、主要路段的城市管理。

【燃气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执法局（交通
局）不断加大燃气安全宣传培训，推行燃气钢瓶信

息化建设，暂扣非法（超期未检、非法经营）钢瓶２６４
个。对全区２１００余家餐饮场所和周边老旧社区等
区域的安全隐患开展重点排查整治，在区内１２６个
社区发放张贴《口区液化气用户告知书》和《关于

督办落实解决市民天然气缴费圈存事宜通知》，对

临时圈存方式进行全覆盖地宣传推广。

【绿化执法】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执法局（交通
局）开展绿化日常执法，查处损坏绿化及其设施等

违法行为１５４件，办理毁绿投诉案件２０余件。

【依法行政】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执法局（交通
局）全面加强队伍法制建设，完成７个驻街中队和１
个执法大队规范化建设，建立案卷质量“三级评查”

制度，定期开展执法办案讲评会和案审会，充分运用

“执法通”等系统，提升执法办案能力和效能，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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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类执法案件５０１件，并接受区人大执法办案检
查。接受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９次会议审议，并
以赞成率９６８８％（评议人数３２人，赞成票３１人、
弃权票１人）高票通过。利用户外广告、微信等线
上线下媒体深入开展平安创建工作，确保宣传内容

全员覆盖、全员知晓，提高“一感一度一率一评价”

工作成效。

【交通运输及安全生产】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管执法
局（交通局）推进客运场站更新升级，协调水厂长途

汽车客运站关闭分流调整和古田客运站站场建设工

作。严格落实道路运输行业“三关一监督”工作措

施，坚持开展“两客一危”专项整治。加强物流企业

培育，引进５家现代物流企业或第四方物流信息化
平台企业落户蓝焰物流基地，培育武汉高承启物流

有限公司等４家企业进入３Ａ级物流企业，以蓝焰
物流基地电商城项目为代表的仓配一体化新型物流

基地，逐渐成形。落实道路运输行业“三关一监

督”，严厉查处非法违法道路运输经营行为。督促

古田客运站和旅游客运企业做好场站、车辆、人员落

实外防输入的各环节管控，深入开展“打非治违”，

严厉查处非法违法交通运输经营行为。培育交通产

业发展，引导武汉高承启物流、大唐物流等企业获评

为国家３Ａ级物流企业。引导蓝焰物流基地转型升
级，服务运输企业做大做强，为区内培育税基、扩展

税源。保持交通运输安全稳定，建立综合检查督办

制度，开展“两客一危”专项整治，实施道路运输安

全生产三大行动。

【港口码头岸线资源优化调整】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
管执法局（交通局）完成港口码头岸线资源优化调

整，汉江口区段沿岸累计拆除码头３８个，离岸船
舶１７７艘，码头数量减少７５％，船舶数量减少９０％。
在原有整治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做好优化调整收尾

工作即公务码头岸电设施建设。

（高函妮）

房屋管理和住房保障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简称口区房管局）深入开展疫情防控、老旧小区

改造、保障房管理、企业复工复产、房屋安全巡查及

人防工程管理等工作，主动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各项工作均取得新成效。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口区房管局全员上阵下沉
集贤、荣华、荣东３个社区（１７个社区网格）、９个２４
小时值守点位、１个隔离点、１个方舱医院、１个发热
门诊及区社区防控专班。坚持严格管控措施，对所

有进出核验证件、测量体温、登记造册。利用微信

群、ＱＱ群开展各种形式的采购工作，为群众代购物
资药品８０００余份。完成６７家物业服务企业、涉及
１４４个住宅项目（在管总户数１５３３５万户）总金额
为６９００７万元的疫情防控资金补助工作。抽调精
兵强将积极参与区隔离点、方舱医院、康复驿站、发

热门诊、社区防控专班及市非新冠救治督察等疫情

防控相关任务。区荣华街达达酒店隔离点累计收治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新冠肺

炎康复患者１８１名，陪护检查就医２０余次。武汉体
育馆方舱医院共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３３０人，其中
转诊９８人、治愈出舱２３２人，实现零死亡、零事故、
零感染、零投诉、零回头目标。康复驿站先后接收康

复隔离患者１７１人，驿站康复率达１００％。在全面
抗击疫情工作中，全局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

张小民荣获“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

称号，陶义荣获“全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进个人”

称号，团支部评为全市五四红旗团支部。档案室完

成编撰《初心·响亮》防疫纪念册。

【脱贫攻坚】　２０２０年，口区房管局开展以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有保障（３＋１）为
重点内容的“两不愁三保障”扶贫政策落实大调研活

动。利用春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重阳节、扶贫

日等节日之际到驻点村入户看望慰问困难群众，送去

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用品。在疫情期间为驻点村疫情

防控工作筹集医用酒精、口罩等防疫物资，有力支持

驻点村防疫工作。帮扶责任人完成“建档立卡”ＡＰＰ
下载及注册工作，严把核查验收关，确保扶贫对象的

精准性。

【物业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房管局累计实现开工
３３个老旧小区的目标，超额完成市级工作目标。长
丰高架沿线综合整治老旧小区，按照高标准要求统

筹推进，１０个整治点位中４个已完工，另外６个部
分楼栋外立面刷新已完成，整治效果初显。全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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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维修资金共计１４２亿元；办理退款手续５７９户，
金额４８４万余元；办理使用备案手续 ３８笔，拨付
１４７９万余元。完成４３个项目的物业管理行政备案
工作。引入社会机构开展物业服务行政监管巡查，

发现问题２７８９个，约谈企业和项目负责人５８次，下
达整改通知书３１份，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完
善物业服务长效监管机制。

　　荣东长廊改造前　　　　　　　　　　　　荣东长廊改造后

【住房保障】　２０２０年，口区房管局发放租赁补贴
１２６８户，补贴金额５６８２万元，符合条件的住房困
难家庭全部纳入保障，初步实现应保尽保。棚户区

改造保障性住房新开工３３００套，基本建成５９１２套，
建成还建房５２４４套。购买华生·汉口城市广场二
期２００套动迁安置房转换为公租房用于住房保障。
支持招才引智工作，通过商品房配建公租房的方式，

已筹集２２万平方米房源用于大学毕业生保障房。
除完成房源筹集任务外，向已入住大学毕业生按时

足额发放租金补贴９７２万元，补贴比例标准居全市
前列。人才公寓项目现有入住大学毕业生近 ３００
人，其中２０２０年新申请入住１５５人次。进一步提升
保障房、公租房运营管理水平。先后７次组织街道
社区、民政和乔顺公司等相关单位进行专业培训，处

理各类保障资格跨档异动３２００余户次，向新申请家
庭发放保障资格证５２５份，按季度向公租房运营机
构核算并拨付公租房运营管理费１２３８５万元，向物
业公司核算并拨付由政府承担的物业费 ４７４５万
元。坚持每月组织对１３个公租房小区及无小区零
散房源进行安全巡查，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确保公租房使用安全。

【房地产市场与房屋租赁】　２０２０
年，口区房管局以服务促管理，

推动开发企业按时上报纳统，新增

房地产开发企业４家，招商引资资
金３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９０１２万平方米，全区在库企业６８
家，复工人员 ３８８５人，复工率为
１０７％。房地产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按季度统计累计完成 ７４１亿元。
深入租赁企业了解企业的实际困

难，及时发放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财

政补贴专项资金（预拨）１３７０万
元，减免租金１０４８８１２元，完成筹

集存量租赁住房 ５０００套，有利于租赁市场健康发
展。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建在售项目、房地产经

纪机构的监督管理，全年发放预售许可证１７次。配
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落实经纪机构周巡查制，

共出动４００余人次、排查１００余次、检查２２０余家，
对违规经纪机构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８份、信用信
息扣分告知函７份，未发现涉黑涉恶现象。

【房屋安全】　２０２０年，口区房管局共鉴定房屋
１１５起，通过征收拆迁、政府收购、维修加固等方式
消除Ｂ、Ｃ、Ｄ级危房共１４栋，面积６９４８８６平方米。
组织对全区１６０个物业小区（含商业）、１３４６５套保
障性住房、４４００套租赁住房、７套自管产、１７９个地
下人防工程和局办公大楼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

监督指导，在疫情期间对区内１４个隔离点、２２个康
复驿站、１７个康复观察点、６个储备观察点共５９处
征用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房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房屋交易监管】　２０２０年，口区房管局共完成房
屋交易审核案件 １７３８６起，商品房合同备案通过
８２７０起，购房资格核查１１８２７起，配合全区重大项
目建设完成拆除灭失注销、数据关联及数据修改共

计１４４３６起。大力推进存量房楼盘表补建工作，共
计完成 ２９０９０７户房屋信息归集整理，完成率
１００％。稳步推进存量“问题房”登记办证工作，解
决２９个国有存量房项目的登记办证配套工作，完成
２１个项目楼盘表建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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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利用保管】　２０２０年，口区房管局共接收各
类档案７２２卷１９４０件，接待档案查询２７３９人次，提
供档案证明材料８５７３件，影像件修改５８８５份；配合
拆迁房灭籍、核酸检查等信息查询３２万余条；房产
档案利用服务２７３９次、查询信息８５７３条、影像件修
改５８８５份。

（李　蓉）

建 筑 管 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建筑管理站（简称口区
建管站）以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为核心，强化建筑

市场和施工现场联动监管，扎实推进安全质量标准

化、监督工作规范化、监管信息化、管理差别化，大力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开创建管工作新局面。全

年监管在建工程３１６个、建筑面积６６０万平方米，新
增资质以上建筑企业２家。全区建筑业总产值比上
年增长１０７％，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

【招投标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建管站共备案招标
项目１００个标段，其中公开招标５２个标段，勘察招
标１０个标段，设计招标９个标段，市政招标５个标
段，监理招标８个标段，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招标１８
个标段，代建招标２个。直接发包４８个标段，勘察
９个标段，设计１２个标段，监理１２个标段，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１５个标段，工程造价２７７１０２２０万元，
面积５５４万平方米。２０２０年，口区应公开招标的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全部实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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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年无招投标投诉，相关资料收集完整、数据准确、整

理规范、归档及时。

【造价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建管站对辖区竣工结
算工程审查备案８个标段，竣工备案工程７１个，建
筑面积 ７０５万平方米。日常管理企业６６０家，日常
上门指导服务企业３０余次。全年共受理转报区属
建筑企业在新办，增项、变更、分立合并等建筑资质

方面的申请事项共３１０余项次，完成３９余批次共计
６７０个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的领取和发放工作。共
办理建筑企业一体化平台上企业资质信息方面的审

核３０余项次，办理企业人员信息方面的审核３３０余
人次，办理建筑企业一体化平台企业信息审核３０余
项，办理人员信息审核３３０余项。

【市场行为规范】　２０２０年，口区建管站着力规范
建筑市场行为，共计下达停工整改通知书１５份，立
案１３起，其中，无证施工案件１０起，肢解发包案件
３起。涉及建设单位４家，涉及施工单位（含桩基、
支护施工单位）５家。共计结案１０起，处罚金额９８
万余元。

【建筑质量监督】　２０２０年，口区建管站全面开展
工程质量治理，累计监督工程 ２２１个、建筑面积
５４５６万平方米，项目监管到位率１００％，新开工项
目６２个、面积１６９２万平方米。全年验收竣工工程
５４个，竣工面积１５１万平方米，验收合格率１００％；
下发建设工程质量限期整改通知书３４份，对存在的
质量问题督促整改并跟踪落实。

【新型墙体材料与建筑节能】　２０２０年，口区建管
站进行节能验收备案项目３０项，建筑面积６４７万
平方米。辖区内所有新建工程全部执行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竣工项目全部办理建筑节能竣工验收专项

备案手续。全年新增绿色建筑３６８４万平方米，新
增可再生能源应用面积１１８万平方米；新型墙体材
料使用率 １００％，预拌混凝土使用量 １９８万立方
米，使用率１００％；预拌砂浆使用量１０１万吨，使用
率１００％。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０７５万平
方米，新增建筑节能达到０７４万吨标准煤能力。

【安全监督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建管站对４０项
建设工程进行安全监管，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２２３５人次、专项整治及季度检查１５次，下达限期整
改通知书８５份、停工整改通知单３１份，共查出安全
生产隐患１７９２处，共约谈参建单位１２家，查处安全
生产违法违规行为８起，罚款４８万元。全年开展
消防检查１８次，发现消防安全隐患３３处，整改３３
处。通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确保区内建

设工程消防安全形势平稳，未发生消防安全事故。

２０２０年，口区完成深基坑项目共１６个，其中有４
个深基坑项目临近汉江不足２００米。根据每个项目
现场的实际情况，制定专门的基坑检查方案和巡查

值班表，建立防汛微信群，及时发布防汛工作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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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口区建管站对华生汉口城市广场三期等项目进行中秋、
国庆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接收现场工作情况的相关图片信息，提高工作效率。

结合口区防汛指挥部的要求，有针对性地下达防

汛督办单１１份并跟踪落实，全区深基坑项目安全
度汛。

【疫情防控工作】　２０２０年疫情期间，口区建管站
注重对在建项目中留守和滞汉的人员开展疫情防控

大排查和帮扶工作，定期开展体温检测、安全检查工

作，督促各参建单位做好病毒防护、场所消杀、科学

防疫等工作。克服“点多、面广、人员散”等重重困

难为工地留守和滞汉人员解决生活困难。加强对湖

北省第三人民医院、古田三路普爱医院和同普医院、

新华印务等康复驿站以及女子监狱监舍等项目改造

建设的指导，其中配合武汉市人民政府完成湖北省

第三人民医院新住院综合楼五天提供１０００余个床
位投入使用，完成康复驿站 １０１８间房、１０２７个床
位，完成女子监狱监舍８００间隔离观察点。

（刘　慧）

土地储备整理

【概况】　口区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成立于２０１９年
８月，为口区政府直属正处级事业单位，主要作为
征收实施单位承担市级重点工程及区重大旧城区改

造项目的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务性工作。中心内设党

政办公室、征收一科、征收二科、政策法规科、资金监

督管理科、房源安置科、信访科７个科室。２０２０年９

月，口区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更名

为口区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干部包组入户】　 ２０２０年，口
区土地储备整理中心积极推进轨

道交通１２号线发展社区片项目征
收，建立干部包组入户制度。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对接发展社区

党组织，党员干部带头入户，面对

面与被征收人解读政策、解答疑

惑、解决问题，坚持矛盾化解在一

线，问题解决在一线。聚焦被征收

人中的困难群体，坚持依法征收、

为民征收相结合，为７０余户困难
家庭申请特困补助，定制个性化征

收补偿方案。

【利用信息促征收】　 ２０２０年，口区土地储备整
理中心为改变调查确认、房源使用、协议签订、资金

归集等关键环节手工账现状，解决档案不全、信息不

对称造成的过审延误、房源失联等问题，通过购买信

息化服务，试运行房源管理、补偿管理、资金管理、补

偿决定管理等十大核心模块，探索打通各个关键环

节的痕迹管理；建立房源信息库，根据区人民政府决

策，采购、调剂政府团购商品房、政策性安置房等各

类房源９５５套，纳入信息化平台，实行安置房源统一
入口、统筹调拨、搭配使用。

【专业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土地储备整理中
心注重明确内设科室职责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精心

培养专业队伍。通过招考、调动、劳务派遣等方式充

实人员１５人，打造专业人才；通过学政策、熟流程，坚
持定期开展培训考核，邀请法律专家讲解《国有土地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政策法规与征收实际流程，

提升专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征收法治化水平。

【阳光征收】　 ２０２０年，口区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积极探索创新，采取多措并举，促进征收按期完成。

制定征收工作规范，相继出台《征收现场管理规范》

《口区土地储备整理中心征收工作供方合同管理

制度》《关于进一步规范口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第三方机构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和《第三方机

构取费标准》等方案，规范其流程。针对征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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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口区土地储备整理中心干部入户了解发展社区片被征
收居民家庭情况

中存在数据失真、推进迟缓，实施审计前置、征收协

议先审后签的流程。积极探索征收工作信息化，实

施网络电子数据与纸质数据同步，提高征收工作透

明度，推行阳光征收。结合区内征收工作实际，积极

探索预征收模式，降低征收工作前期成本。

（刘　瑾）

公 用 事 业

·供　　水·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供水服务单位为武汉市自
来水有限公司汉口供水部口营业所。截至２０２０
年底，口区供水面积为４１９２平方千米，供水人口
８６万人，辖区售水量占汉口地区的３０％以上，全区
有在册水表２１１８８３只，其中计量地表１５４５３只，户
表１９２６３６只，考核表３７９４只。口营业所担负着
整个口地区２１６５万只水表的抄见、管理、更换、
维修、水费收取及抄收到户工程等任务。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口营业所从１月２４日起到
５月８日，组织１３名下沉社区志愿者，每天５人轮流
下沉武昌区城南社区、楚材社区。下沉期间，累计消

杀１７１个楼栋４６８个单元，上门逐户测量体温１３６７人
次，入户排查疫情防控情况１４２７户，张贴发热门栋通

报１０６６份，进出登记１９５８７人次，
劝阻人员及车辆通行８８６余次，送
菜７８９５户，购药９７１盒。

【供水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营业
所以全面完成经营目标任务为中

心，以治漏降耗为重点，以网格化

工作为契机，充分发挥 “双评议”

和“优化营商环境”网络平台作

用，积极为用户高效快捷的解决用

水难题。全年构建６１个 ＤＭＡ小
区，累计构建１５１个，圆满完成汉
口供水部下达的目标任务。针对

全年１００处高漏耗单元治理目标
任务，深入走访高漏耗单元 １９０
处，整改完成 １００处。同时，远传

监测设备及系统维修及时率９９％，设备完好率达到
９９％，新装及时率达到 １００％，水费结算准确率
１００％。

【网格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营业所建立三级网格，
网格员进驻辖区１１３个社区。疫情期间，营销员通
过社区网格群，积极推出“零距离、高效率的创新服

务”，推送《抄表通告》、供水服务信息；推广集团微

信公众号、支付宝生活号、网上营业厅，逐步实现业

务办理零跑腿。

【“双评议”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营业所继续开展
和落实“双评议”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在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中，宗关营业大厅狠抓细节，积极争创双评

议“十优”大厅，推行“服务跟踪卡”“一事联办单”，

实行首问负责制，开设“一窗通办”的窗口，为用户

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积极落实“四办”的各项工

作，提升服务质量。

（洪文婕）

·供　　电·

【概况】　２０２０年，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武汉供
电公司（简称国网武汉供电公司）面对百年不遇的

疫情、历史罕见的汛情和巨大经济下行压力的多重

挑战，认真履行央企政治、经济、社会三大责任，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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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武汉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国际化大都

市”的宏伟目标，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

【供电保电服务】　 ２０２０年，国网武汉供电公司建
立运转高效的指挥体系，创新“５＋１”供电服务模
式，创造了三天三夜“雷神山”通电、五天五夜“火神

山”通电的“国网速度”，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和

全市６６１个重点保电对象用电。第一时间完成汉口
地区７１个堤坝值守点、居民安置点的防汛保电任
务。引进第三方保电服务模式，圆满完成高中考、两

江四岸灯光秀等２８４项重大保电任务。

　　２０２０年３月９日，国网武汉供电公司汉口客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客户开展
用电设备检查

【智能电网建设】　 ２０２０年，国网武汉供电公司制
定和出台武汉城市电网“五个一”配套政策，累计开

工变电站７３座、电缆通道９６千米。新建、改（扩）
建３５千伏及以上变电站１０座，新增主变容量６８万
千伏安、输电线路１７０４５千米。落实政府电气火灾
综合治理“回头看”工作，开展变电站消防、小区电

缆竖井等专项隐患排查治理，整改各类问题 ６３５１
处。完成８２项市政重点电力设施迁改工程。推广
“网上国网”ＡＰＰ，减少客户临柜次数，方便足不出户
办理各项用电业务，提高客户用电感受。

【优化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国网武汉供电公司打
造“武汉电知音”服务品牌，实施“报装革命”，通过

“三减五优”（减报装环节、减办电时长、减投资成

本，优化电网结构、优化办电体验、优化办电流程、优

化平台价值、优渠道建设），开辟用电报装绿色通

道，将低压办电精简至２个环节，将高压办电精简至
３个环节。高、低压接电平均时长压减至２２８天和
４３天。完成低压零费用接电 ３０８万户、容量
４１７６万千伏安。开展扶助企业复工复产大走访活
动，解决用电难题６４３项。投运全国首艘纯电动游
船“君旅号”港口岸电示范项目。

（石　婕）

·供　　气·

【概况】　２０２０年，面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全体员工积极应对疫情防

控，稳步有序开展生产经营，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出

色完成稳主业、抗风险、惠民生、创营收等各项工作。

公司实现天然气销售总量１１５４亿立方米，总销售
收入４００６亿元，新增燃气用户１０１２万户，完成工
程投资１５８亿元。

【抗疫保供】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全力
保障经营区域范围２６１万用户、４５家医院、１１家方
舱医院及２１０个隔离点的燃气供应工作。封城期
间，公司成立１１０支燃气圈存小分队，专人对接全市
１１个行政区的９０余个街道及相关社区，且服务热
线（９６５１１）于１月２８日成功开启应急接听方式，实
现２４小时居家接听，客户诉求高效清零。复产期
间，为落实优惠政策，开通“武天优惠申报”微信小

程序，客户足不出户即可“掌上办”，２９００余户享受
优惠３２８７２２万元，另有１４８家企业享受延迟缴费

的政策。

【抗洪防汛】　２０２０年汛情期间，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动员８６名
党员职工驻守汉江阮家台闸口等

５个防汛卡点，克服困难，日夜坚
守，完满完成防汛抗涝任务。

【安全管理】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天
然气有限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的要求，组织召开安全专题

会议２５次，累计培训２７５２９人次，
培训时长 ５３９５４５小时。编制发
布公司安全隐患排查网络责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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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疫情期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员工照常巡查，２４小时待命，确保城
市燃气管网安全

案及实施方案，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和疫情防控检查与治理工作，开展

公司级隐患排查２３１次，发现隐患
及时整改。咨询、研究双重预防机

制内容并建立标准，在公司高压运

行中心完成“红、橙、黄、蓝”四色

风险分布图工作。强化应急管理，

完成公司应急预案修编，开展公司

级演练３１次。

【客户服务】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天
然气有限公司通过匹配系统、规范

化设计，架构调整，建成资源统一

部署、标准专业规范、业务协同融

合的服务管理体系。“双评议”服

务数据录入量居全市燃气行业首

位，满意率达９９９８％。大力推进
市燃气业务综合管理公共平台与

市工改平台及省一体化平台对接，实现“一网通

办”，并在省政务服务网上新增１１个服务事项。升
级传统热线呼叫中心，推进云呼叫，组织并开展全媒

体智能联络中心系统建设工作。

【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推出
“新八条”举措，在武汉市城管委（获得用气）营商环

境月度考核中每月均排名第一。该举措包括“三

零”服务、前置服务、降费服务、套餐服务、智慧服

务、网格服务、窗口服务、竞争服务，涵盖政策落实、

向内挖潜、流程再造、服务升级等多个层面，使得报

装环节再压缩至２个，报装时限再压缩至４至２５个
工作日。

【企宣文化】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强化
宣传力度，公共主流媒体累计发布３３０篇（次），工
作报道３８次登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１４次登上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３次登上武汉市委
机关报《长江日报》头版。党员下沉社区工作获得

社会各界高度赞誉，被主流媒体报道２３次，收到居
民感谢信４５封。开发上线“武天企宣”小程序，自
主设计微信“武汉天然气表情包”２０版，持续产出
“武天日志”视频、海报系列企业文化产品等。新推

微信视频号、支付宝生活号传播平台，创办抗疫特别

刊和“气韵”“气场”专刊，构建一报、双刊、四微、一

网、多屏于一体的立体化、矩阵式宣传格局。

（程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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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邮政　


通信

交 通 管 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公安局口区交通大队
（简称口区交通大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战疫情、保

复产、抗洪涝”三大主题，全力开展交通事故防控、

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及道路排堵保畅，圆满完成年度

各项交管任务，以“安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

有力地保障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顺利推进。

　　２０２０年７月，口区交通大队民警在防汛一线执勤，保障市区道路畅通

【战疫工作】　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保卫战中，口区交
通大队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以辖区８所医
院发热门诊、２个方舱医院为重点，设置标志标牌５８
块、水码４８０余个、护栏１２００米。增设一线、二线管

控岗位１０个、桥隧管控岗４个，落实盘查守控警力
１２８７７人次，检查车辆１２万余台次，登记３万余台
次，引导民生、战疫物资运输车辆１０万余台次，圆满
完成一级警卫２趟次，二级警卫２趟次，其他保卫任
务１５０余趟，实现“生命通道零堵塞、交通事故零亡
人、警卫工作零失误、群众满意零投诉、内部管理零

违纪”的“五个零发生”防疫答卷。４月８日武汉解
封，为保障复工复产工作顺利推进，口区交通大队

主动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大力开展源头隐患清零工

作，检查辖区１２２家重点企业，排查安全隐患４２起，
商讨复产计划８６份，清理９条封闭道路，调整交通
设施５８７处，为迅速复工复产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事故防降】　２０２０年，口区交通大队自主排查治
理隐患点位１２处，按期完成５条区级危险路段的治
理并通过上级验收。全年辖区发生一般程序交通事

故１０４起，比上年下降２８３％；交
通事故１７起，死亡１７人，比上年
减少２人，下降１０５％；未发生三
人以上死亡交通事故，交通事故亡

人数、伤人数连续２年实现双降。

【“三车”整治】　２０２０年，口区
交通大队与区各职能部门及分局

警种等社会力量，联手严打“三

车”秩序乱象，收扣“三车”１２万
余台，汉正街、同济医院、南国西

汇、古田三路等一大批“三车”乱

点乱象发生较大改观。全年共纠

处各类交通违法５０余万起，其中机
动车违停３５余万起，拖车６２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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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扣电动车、摩托车１０４５９台，“麻木”、正三轮１５４１
台（“麻木”１６０台、正三轮８０台、板车１３０１台），查处
酒驾７７３起（醉驾２６６起、饮酒驾驶５０７起），处罚渣
土车违法５９４９起，扣车３３４台，拘留２００人。

【工作成效】　２０２０年，口区拥堵报警警情２６７８
起，较上年下降２２％；口区平均拥堵指数１２１，较
上年下降５５％，道路畅通率列全市中心城区第三
名。１１月１７日，武汉市政府在口召开全市排堵
保畅工作现场会，口区交通大队在会上介绍月湖

桥拥堵治理经验。疫情期间，口区交通大队第一

时间发放８７０７张疫情防控通行证，审批１６４台货车
电子通行证；全年办理车驾管及违法处理等窗口服

务２５万余起；受理群众咨询、投诉６９８３件，按时办
结率１００％，群众满意率８７５％，居全区前列。

（李　蕾）

邮　　　政

【概况】　口区邮政分公司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公司武汉市分公司八大中心城区分公司之一，下辖

１３个全功能邮政储蓄网点、４个邮件揽投站。２０２０
年，口邮政分公司深入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推动

邮政高质量发展，完成总收入１２０８９万元。抗疫期
间，主动担起政治责任，各级党组织带领党员和员工

一起坚守阵地。强化巡视整改，针对省分公司党组

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强化作风建

设，深入推进模范机关创建，开展“每月一事、消灭

最差”和“基层评议机关”等活动，荣获武汉市邮政

分公司“模范机关”荣誉称号。

【业务经营】　２０２０年，口区邮政分公司注重业务
经营质量。金融业务稳步增长，以综合资产为导向，

以高效产品为抓手，推进收入规模稳步提升，全年实

现综合资产１０３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１％。寄递业
务补齐短板，实现收入２４９７万元。特快业务实现收
入７６９万元，快递包裹实现收入１６５８万元，国际和
物流业务分别实现收入５８万元和９３万元。文传
业务创新转型，集邮、函件、报刊融合发展，全年实现

收入 １１１１７万元。渠道业务多业并举，实现收入
６０２５万元。电子商务实现收入４３０９万元，分销

业务实现收入１７１６万元。

【服务水平】　２０２０年，口区邮政分公司继续坚持
提升服务水平，普遍服务邮件时限达标率１００％、条
码化率１００％。推广“绿色邮政”服务，自有网点新
型包装箱覆盖面达到 １００％，电子面单使用率
１００％。开展“和合共进，聚品提质”星级窗口创评
活动，韩家墩揽投站被湖北省邮政分公司评为“三

星级服务窗口”，汉西三路被评为“二星级服务窗

口”，林文等３名员工被湖北省邮政分公司评为星
级服务明星，姚卉等１０名员工被武汉市邮政分公司
评为服务明星。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在武汉被封城的７６天里，
口邮政分公司累计应急投递各类医疗防疫物资７４
万件，为援鄂医疗队寄送物资２５３０件，为广大市民投
递邮件４１６万件；３００多名干部员工并肩战斗，党员
冲锋，干部下沉，有８０多名干部员工连续战斗３０天
以上，４个揽投站和仁寿路网点坚持对外营业，为社
区居民投递邮件４１６万件，收寄发往全国、国际各类
邮件３９７万件；同时保持金融服务不中断，坚持应急
服务区域市民。涌现“十佳文明投递站 ”韩家墩投递

站、“武汉邮政２０２０年度红旗单位”辛家地揽投站，战
疫一线优秀代表杨静火线入党，韩家墩揽投站站长尹

军被评为集团公司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人，陈超、肖

琦、李军航、肖娴、代华、李记林６名员工被评为全市
邮政疫情防控突出贡献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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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中国电信口分公司）位于口区解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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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口分公司内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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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门和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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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中国电信口分公司坚
持以党建统领公司各项工作，领导班子落实党风廉

政工作，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层层压实防控责

任，快速制定防控措施，精心组织开展复工复产，圆

满完成全年各项指标与任务。

【业务经营】　２０２０年，中国电信口分公司注重优
化内部结构，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经营服务能力持

续夯实，行客服务纵向一体化，商客服务专业化。强

化渠道拓展与运营，提升厅店效能与业务销量，激活

团队活力，全面聚焦各项重点指标，有效推进区分公

司各项工作的开展。全年移动业务快速增长，固网

业务稳中有升，ＤＩＣＴ项目攻坚成效明显，各项工作
圆满完成。

【网络建设】　２０２０年，中国电信口分公司继续推
进网络能力建设，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的通信网络支

撑，承接通讯保障建设任务１４处，按时限要求圆满
完成防疫期间的通讯建设任务。完成新建光缆网投

资２５７５万元，新建拆除铜缆４０００线对千米。坚持
业务引领，聚焦热点，打造“感知领先、覆盖完善、结

构极简、弹性开放”的５Ｇ匠心网络，区内共建 ２４８
个，站间距２５０米，达到城区全覆盖的效果。

【通信服务】　２０２０年，中国电信口分公司以落实
客户感知为核心，提升服务品质，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继续完善用户服务规范，从制度、规范上保障用户服

务质量。强化装维人员上门前、上门时的宣传工作和

使用辅导，降低服务与投诉风险。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不断优化装维响应流程，缩短障碍处理历时。开

展客户感知与品牌提升行动，针对不同客户，采取相

应的措施提升维护服务质量，有效改善客户感知。

（张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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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移动口分公司）位于口区古田二

路南泥湾大道汇丰企业总部７号楼，公司内设综合
部、渠道销售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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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移动口区分公司认真落实
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战略部署，以推进数字化转

型，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发展基本面稳定向好，

主要经营指标平稳增长。

【渠道营销】　２０２０年，移动口区分公司深化智能
家居业务运营，实现高质量发展再升级。客户服务

水平持续改善，围绕服务重点触点和短板问题，开展

服务满意度攻坚和５Ｇ服务春风行动。提升网格党
建指导员作战能力，激发网格人员积极性，网格化有

效促进业务增长，推动公司经营业绩稳定发展。

　　２０２０年疫情期间，中国移动口分公司为援汉医疗队
紧急开通通信专线

【通信服务】　２０２０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移动口区分公司迅速反应，全力以赴配合

口区政府筑起一道“抗疫长城”。向口区防疫部

门提供１０余项防疫支援，为口区疫情防控单位和
一线医护人员配送消毒物品、搭建云视讯会议室一

套、紧急开通专线、话费充值服务、智能语音服务等，

为保障口区各个方舱医院和隔离点的正常通信服

务功能，先后通过区科技和经济信息化局向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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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提供ＣＰＥ无线信号设备、移动和对讲远程调度通
信设备，并通过移动智能机器人客服向辖区居民推

送防疫工作重要通知，并利用大数据功能向防疫部

门提供精准防疫数据。移动政企客户中心发挥自身

优势，依托移动网络优势资源，有序推进提供优质的

服务，为口区大数据产业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和５Ｇ
网络的实施提供重要支撑。向口区各级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提供优质、优惠的移动５Ｇ信息化服务。

【网络建设和维护】　２０２０年，移动口分公司全力
落实疫情防控通信保障，围绕新冠定点医院、方舱医

院、隔离点做好网络支撑服务工作，共同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复工复产后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推进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部署，加大投资建设，引

入新技术新手段，全年累计建设５Ｇ宏站１９４个，室
分１８个，微站３个，业务汇聚机房１０个，实现区域
内室外５Ｇ网络连续覆盖，热点区域重点覆盖。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千兆光网建

设，破解住宅小区、商务楼宇宽带垄断难题，全年累

计新增小区宽带建设３０６７８户，整体覆盖率进一步
提升，处于全市领先水平，满足群众的网络接入需

求，有效促进口５Ｇ信息化建设及信息产业发展，
助力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２０２０年疫情期间，移
动口分公司维护突击队齐上阵，在保障隔离点和

方舱医院网络信号、快速开通医疗队驻地专线、部署

口区卫健局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等工作中不畏困

难、勇担责任，受到区卫健局、援汉医疗队等多方肯

定及赞扬。在省、市移动公司的统筹安排下，移动

口分公司积极开展网络质量大会战和７７３４专项工
作，每周进行的专题会上召集优化、维护等合作单

位，邀请省、市移动公司网优支撑，对口碑、道路、居

民区等专项，容量、干扰、故障、覆盖等专题深入探

讨，并采用清单化管理逐个推进，切实提升区域内广

大移动用户的上网感知，把口的网络质量推上一

个新台阶。移动口分公司本着“用户优先”的服

务理念，以投诉为源头通过网络建设和优化等手段

提高网络覆盖、提升网络质量，在２０２０年度网络类

投诉及满意度取得城区第三的成绩。

（丁　娜）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口营销服务中心·

【概况】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口营
销服务中心（简称联通口营销中心）位于口区

建设大道１４２号湘商大厦 Ｂ座七层，负责口区域
的联通业务发展，主要经营语音和数据业务、固定电

话、互联网宽带与专线电路业务、系统集成与信息化

应用业务。

【业务经营】　２０２０年，联通口营销中心在疫情防
控和企业发展的双重压力下，积极推进“断卡”行

动，加强通信安全管控。面向不同的客户和市场，在

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公司、企业与家庭业务，分

别针对个人市场、政企市场、中小企业与家庭用户市

场，注重提高数字化网络能力和高质量服务体系，推

动公司经营业务稳定发展。

【网络建维】　２０２０年，联通口营销中心通过“网
络瘦身”“五自运营”等专项行动助力提升网络质

量，提高用户感知。通过“５Ｇ共建共享”“４Ｇ资源
盘活”等手段降低网络运营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

针对口联通存在环网薄弱、铅芯资源缺乏、接入能

力不足等问题，计划两年新增６个小环网来推动辖
区内经营业务的稳定发展。

【通信服务】　２０２０年，联通口营销中心秉着“一
切为了用户”的服务宗旨，通过５Ｇ便捷服务，真正
实现“万物互联”，展现国企担当。面对网络诈骗等

个人信息安全问题，联通口营销中心进一步加强

对用户信息保护的科普宣传工作，通过营业网点、微

信微博、视频直播、短信提醒等多种渠道进行宣传引

导，提高用户安全意识。

（昌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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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济管理

宏 观 经 济 管 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展和改革局（简称口
区发改局）面对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

严重冲击的局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主要经济指标降幅逐月收窄，部分指标由负转

正、好于预期，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口区成功获批

国家第三批双创示范基地，获得“全省服务业发展

突出贡献单位”称号，成功争取２０２０年湖北省“循
环化改造重点支持园区”称号。年内，口区发改

局获“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口区发展和改革局领导与项目办工作人员研究重大项目
推进工作

【防疫防控】　２０２０年疫情暴发后，口区发改局
２４名党员干部全员上阵，３小时内将首批物资筹集
到位，５小时内将防护物资配发到位，８小时内建立

物资筹集、管理发放高效运行机

制，连续８１天不停歇运转，筹集配
送防疫物资 ２００余万件。切实做
好区级防疫物资实物储备和能力

储备，为三站一场、区级隔离点疫

情防控配送防护物资，确保常态化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有力有序，为阻

击疫情提供有力支撑。

【经济运行】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
改局及时推动复工复产，畅通产业

链、供应链，强化人员返汉、融资、

用水、用电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

快开工、真开工、开满工。全区

５４８家“四上”及房地产开发企业、

１６个重点楼宇、６个重点产业园区、４１个亿元以上
重大项目全部复工。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湖

北普罗劳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在营保供企业逆势

增长，葛洲坝集团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交投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三季度已恢复至疫前水

平。坚持重点经济指标三级调度机制，重点指标到

行业、数据到企业，密集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１６次、
专项指标调度会４０余次、点对点走访企业 １００余
次，针对指标背后的关键节点、薄弱环节，精准派单、

精细调度，指导服务到街道、到项目、到企业。

【规划编制】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改局精心组织“十
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联合高校及咨询机构开展 ３
个专项课题研究，统筹推进３７个专项规划编制，广
泛征求吸纳社会各界意见、建议６００余条。凝聚全
区上下共识，提出加快建设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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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汉水畔·企业总部集聚区、汉江湾·生态活力新

城三大功能区，重点发展现代商贸业、健康服务业、

科技服务业三大产业，推进超大城市核心区治理现

代化，全力打造转型发展示范区、改革创新先行区、

三生融合样板区的总体发展思路。全面总结“十三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分析“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提出“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定位、基本原则以及

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从深化
三大功能区、融入新发展格局、优化产业体系、提升

功能品质、聚力改善民生、提升治理水平、深化改革

开放七个方面明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点任务，提出建设创新口、精致口、幸福口、

平安口、活力口。区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区政

协十四届五次会议审议批准规划纲要。

【优化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改局深化“放
管服”改革，“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比例

分别达 ７０％、９５％、７０％和 ９５％，企业开办实行
“２１０”标准，７０个服务事项凭身份证即可办理，１４０５
个事项办理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严

格落实全市干部联系服务企业制度，建立全区重点

企业、重大项目服务专员工作机制，３０名局级领导
干部、５０余个区直部门和街道，累计走访联系企业
２２００余家次，回复解决企业诉求８００余个，实现企
业问题收集、交办、解决、反馈工作闭环。搭建供需

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破解疫后订单少、

产出不足的难题，全区减免税费 ４１２亿元、社保
费用２１５亿元，落实租金“三免六减半”政策，减
免国有资产租金 ５９８４万元，帮助 ２５００余家企业
获得纾困贷款 ４５７亿元。开展常态化营商环境
评价，根据 ２０２０年湖北省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口区１８个指标综合得分及纳税、跨境贸易、政府
采购、开办企业等单项指标在全市名列前茅，市场

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

【信用体系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改局围绕构建
工作推进机制、建立完善信用制度、归集应用信用信

息、推进信用联合奖惩、加强诚信宣传教育，口区

稳步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各项工作，并在全市１５个城
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考核中排名第五。印发

《口区城市信用状况监测预警指标（２０２０年版）落
实责任清单》，制定《关于开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检查、行政征收、行政奖

励、行政给付等十一项信用信息公开公示工作的通

知》等制度文件，为全区开展信用监管工作奠定坚

实的制度基础。深化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严格执行

七天“双公示”信息报送要求，全年共归集各类信用

信息数据６４１８条，其中行政许可信息２７６８条、行政
处罚信息５０３条、诚信红名单２０３４条、失信黑名单
１２６条、联合奖惩信息３２１条，同时敦促市场主体签
订信用承诺书３５０份、敦促失信企业完成信用修复
６８户，全年各类信用信息查询应用次数达到３９万
次、信用报告查询使用２０８次。积极参加“２０２０年
湖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典型案例及优秀短视频征

集评选”活动，组织上报典型信用案例５个，信用场
景微视频４个，评审入围率达到１００％。

【改革创新】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改局注重开展创新
创业示范效应显著，口区获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普罗劳格创始人入选全国双创风采人物，武汉维舜

医药入围“创客中国”２００强，旭日华科技获批省“隐
形冠军”培育企业。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示范区建设，推动汉江湾生态治理 ＰＰＰ项目落地，
中央电视台《长江之歌》栏目组专题采访口区长

江大保护工作。主动争取古田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

点政策，常码头小学、张毕湖水生态治理、宜家片区

海绵城市建设３个项目获批专项资金 ３９３９万元。
立足于抢、立足于干，率先申报公益专项债项目３９
个，超前谋划棚改专项债项目１０个，精准对接抗疫
特别国债项目２个。

【落实扶持政策】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改局加快落实
疫情期间各项扶持政策，帮助企业减免税费４１２亿
元、社保费用２１５亿元、国有资产租金５９８４万元。
先后组织４批企业及合规个体工商户申报中小微企
业纾困资金，２５００余家企业获得纾困贷款４５７亿
元。兑现８７家保供企业电费补贴５８３６８万元。帮
助组织开展武汉总部企业政策兑现，武汉中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获批奖励

补贴资金１０８６５万元。为２１企业落实兑现服务业
“小进规”奖励资金１２０万元。为４１家中小服务业
企业争取到疫后恢复发展专项补助资金２３５万元。

【价格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改局调整清理区行
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目录，并网上公开。进一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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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政策，配合清理

规范转供电环节违规加价行为。认真办理群众价格

咨询，全年回复价格咨询投诉８６件。依法依规开展
价格认定，健全全过程监管体系，严把受理委托查

验、询价评估、结论审核“三关”，确保价格认定规范

有效，共受理价格认定事项 １５２件，涉案标的 ４９８
个，涉案金额２０３９９万元，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提
供有力支持。组织开展“菜篮子”等民生价格监测，

全年及时准确全面完成日报、周报、旬报及国家应急

价格监测各类报告和数据，上报监测报告１３８７份、
监测品种数据４５２５５条、价格监测分析１０篇，分析
研究市场价格形势，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制定价格

政策提供依据，发挥参谋和助手作用。

（武娴静）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９日，口区商务局组织辖区２４家大型商超和２４家加油站负责
人召开安全培训会议

商 务 管 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商务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紧

紧围绕口区委决策部署，经受大战大考的严峻考

验，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５６２３亿元，比上年下降 ３１９％，规模及
增幅分别位列全市第三位和第十四位。在中石化湖

北省公司、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两大集团企

业调整统计口径、规模骤减情况下，目标任务完成。

全年新增商贸企业“小进限”３７
户，在疫情冲击及经济形势严峻大

环境下，完成值达到近５年最高。

【现代商贸业】　２０２０年，口区
商务局全力以赴，在常抓疫情防控

及其他工作的同时，拼搏赶超，加

快疫后经济重振。聚焦聚力加快

推进“双招双引”，注重结合口

区自身优势和定位，组建专门招商

团队奔赴长沙、深圳、北京等地考

察优质商贸项目，依托Ｋ１１购物艺
术中心、武汉恒隆广场等楼宇引进

商贸品牌首店、旗舰店。全年签约

葛洲坝集团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中

石化绿能（武汉）科技能源有限公

司等优质企业，引进 Ｔ１１超市、华

中首家周大福主题体验店、法国欧珑、万岛等近４０
户品牌首店、旗舰店。“走出去”的同时，紧抓区内

经济不放松，多措并举提振商贸消费信心，制定《

口区夜间经济工作方案》，打造“５＋３＋Ｎ”夜经济消
费模式。先后组织两批共计１１家商贸企业、４家大
型商场参与武汉市消费券促销活动。积极推荐商贸

企业、商超报名参与武汉市“消费促进月”活动，先后

有１０余户“限上”商贸企业、９大商超参与。精细谋
划２场“百星·百亿助力武汉”直播公益活动，带动
３００余户企业、商户完成８００万元销售额。组织中百
集团参加武汉市“购江城优品 享汉味生活”农超工贸

对接暨展销活动，展销６６种口特色农产品。

【服务企业】　２０２０年，口区商务局持续深化“创
最优营商环境”行动，着力打造政务服务、项目落

地、政策支持、市场法治、产业生态、城市生活、亲商

重商、干部作风八大最优环境，让营商环境成为全局

招商引资、服务企业的金字招牌和持续动力。注重

突出重点，服务企业落细落小落实，坚持对辖区重点

商贸企业加大服务力度，密集走访调研辖区重点企

业疫后恢复情况，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帮助企业平稳

渡过难关、平稳发展。先后向商贸企业、商超、加油

站支援各类防疫物资，指导企业做好防疫工作；帮助

商贸保供企业办理员工通行证６７４张，解决保供企
业员工通勤问题；成立工作专班，包车到３３个地市
县接回１０７名市外滞留员工返岗，缓解企业人员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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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状况；协调武汉今天梦想商贸有限公司等企业恢

复生产，保障重点企业生产线不断供；协同人力资源

局举办线上、线下２场招聘会，帮助限上４３户商贸
企业发布３１５２个岗位需求，对接千余人进行岗位匹
配；以在大型国有商贸企业为示范，鼓励各类商贸

企业不裁员、不降薪，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截至８月７日，全区２２４家“限上”商贸业企业均复
工，复工率１００％，复岗企业在岗人数近５４万人，
复岗率１００％。促进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先后举办
３场抗疫惠企政策申报对接会，积极开展“武汉市中
小微商贸企业纾困资金专项贷款”工作，累计帮助

全区４５７户商贸企业自主申报，总资金需求达１６４
亿元（其中有７１户为“限上”商贸企业，总资金需求
达６１２亿元）；帮助７家“限上”商贸企业成功申请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２６４万元；支持中百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申请稳岗补贴９５２３万元；协
调４９户商贸企业、商超、加油站成功获得电费补贴
３１８２４万元；协助１５家非星级酒店申报武汉市疫
情防控期间商务酒店一次性防疫经费补助；推荐２９
家商贸企业获得支持服务业疫后恢复发展专项资金

共５８４万元。帮助１９家商贸保供企业申请商贸流
通企业防疫保供补助专项资金６９５１３２万元。

【行政监管】　２０２０年，口区商务局对全区 ２５家
大型商业超市、２４家成品油企业及９１家再生资源
回收站加大监管力度。全年出台１０余份安全生产
相关文件及活动方案，日常巡查 ２３０余次，排除成
品油企业安全隐患１５０余处、商超安全隐患２００处，
全部督促整改到位，确保商贸领域监管企业无安全

事故。完成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工作巡查，按时处置

各级督办件１６件。全年共回复各类投诉件１２０件，
按时办结率和回复率均达１００％。

（殷　源）

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
（简称口区科技和经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六保”

“六稳”工作和疫情防控，鮸力同心，砥砺奋进，全面

高质量完成了市、区绩效目标和各项重要工作任务，

为口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做出应有的贡献。

【经济指标创新高】　２０２０年，口区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１４５６３亿元，增加值增幅 ２３％，全市排名
第三，提前完成全年目标。新增工业企业“小进规”

３家企业，即湖北地创三维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新科
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已

完成年初武汉市经信局下达全年目标。完成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２５６１亿元，比上年下降５９％。全区
共有８４家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工作，其中
７２家企业通过审核，实现高企净增数３８家，申报通
过率为８５７１％。科技“小巨人”评审认定工作已在
１１月初全部完成，最终认定４９家企业为２０２０年武
汉市科技“小巨人”企业，申报通过率１００％。

【科技成果转化】　２０２０年，口区开展科技成果转
化对接活动 ６场、签约项目 ２４项；登记技术合同
５２０份，完成技术合同成交额１００５亿元；完成科技
型中小企业入库数量５２家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信
息录入９２条。田正街、古调路道排工程施工并顺利
通车；完成１１３５片一期土壤修复，力诺场地已于１１
月２４日召开《修复效果评估报告》技术评审会，并
顺利通过验收评审。按照武汉市科技局要求，完成

科技孵化器众创空间区级登记工作，新登记环同济

大健康科技孵化器和高投医＋创新成果众创空间两
家创新载体；坚持园区产业定位，各园区企业主导产

业均在５５％以上。做优园区，Ｄ＋Ｍ工业设计小镇
被评为２０２０年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和省级中小企业
公共示范平台，博济智汇园被评为武汉市市级双创

示范基地。中心园区一期６万平方米整体设施基本
改造完成，已对外签约企业５０００平方米，预计２０２１
年８月正式开园。全年组织各类政策宣讲、银企对
接及培训等活动１０场，完成市、区清欠工作。先后
组织４批６５家中小工业企业申报市级纾困，组织相
关项目申报和政策落实工作，完成人大一号议案中

期视察工作，组织园区申报省级和市级创新创业示

范基地。出台《口区工业服务业政策十一条》，推

动５Ｇ在物流、教育、交通等领域的应用，完善５Ｇ建
设定期通报、督办、信息反馈等工作机制，发出区级

通报１４期，组织召开协调会６次，累计建成５Ｇ基站
６００个。开展区块链、数据中心等摸底调研工作，建
立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企业库，制定信息化产品推

广目录。组织指导企业申报国家、省市各类项目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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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大力引进信息产业链上的优质企业，开展招商

工作１５次，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口区签
订１０亿元城市数字经济项目，并成功落户口。

【开展抗疫防汛扶贫三大战役】　２０２０年，口区科
技和经信局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统筹协调三

大通信运营商和电力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迅捷的反应速度，及时妥善处置突发问题１００余个，
全区２个方舱医院、６１个隔离点未发生通信和电力
故障，圆满完成抗疫期间应急保障任务。全员参与

社区下沉工作。全局承担汉水桥街三个社区的疫情

防控任务，４０余名党员干部和职工，全员、全面、全
身心投入到社区２４小时封控值守、环境消杀、入户
排查“四类人员”和测量体温、购买分发食物药品等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口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会培训现场

工作中，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做出贡献。

全力投入隔离救治一线。局领导带领１０名干部勇
挑重担、直面风险，参与铁路学院、千寻酒店和首佳

耳鼻喉医院等隔离点组建运营、后勤保障、病人转诊

和发热门诊体温测量等较危险任务，其中铁路学院

隔离人员共计８３６名，为全区隔离点人员之最。在
防汛抗洪保卫战中，全力做好应急物资调度、电力供

应保障工作，积极与相关街道和企业进行对接，多方

筹措资金物资，及时排查防汛隐患，有力保障工业企

业在防汛期间的安全生产。在精准扶贫攻坚战中，

结合“五查五看”调研活动，到对口帮扶村实地检查

“３＋１”政策落实情况，夯实“两不愁三保障”。持续
开展党员干部一对一扶贫脱贫帮扶行动，全年共５
批１０５人次到东门砦村帮扶慰问，捐款近万元。组
织归口企业开展结对共建，捐款２万元。

【启动复工复产】　２０２０年，口区科技和经信局率
先启动复工复产，推动工业经济逆势增长。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为企业持续生产开辟绿色通道，保障企

业正常运行。疫情防控取得初步成效后，在公共交

通还未开放，封控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

在全市率先启动专车接人返岗计划，三天共计出动

２７台车次，辗转省内 ３３个地、市、县，共接回员工
４６２名，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比原计划提前一周，为工
业经济在全市率先实现由负转正奠定坚实基础。全

面复工复产后，指导企业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

时，针对企业资金、人员、销售等方面困难，及时传导

国家、省、市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精心组织网上招聘、

供需和银企对接活动。尤其是中央一揽子政策出台

后，在第一时间指导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组建

中南部药联体，并获批国家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

【科技创新】　２０２０年，口区科技和经信局及时出
台《口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登记和认定

管理办法》，为未来５年创新载体建设奠定行业标
准，明确发展方向。新增环同济大健康科技孵化器

等２家创新载体，Ｄ＋Ｍ工业设计小镇被评为２０２０
年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和省级中小企业公共示范平

台，博济智汇园被评为市级双创示范基地。高新企

业培育再创新高。发挥申报企业、街道、园区、中介

机构多方联动体系优势，加大潜力型中小型科技企

业源头摸排筛选及指导力度，成功建立“科技型中

小企业—科技型高成长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

标杆企业”的梯次培育发展工作机制。高新技术企

业海慧特装董事长葛卫龙荣获“军创杯”新兴产业

赛道全国三等奖、湖北省一等奖，维舜医药成功跻身

“创客中国”比赛全国２００强。全年净增高新技术
企业３８家，新增科技“小巨人”企业４９家，科技企
业入库５２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１３５家。完成湖北
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申报工作，并以全省考评打分

第一名的成绩成功获批。科技创

新工作五年来首获湖北省委、省人

民政府通报表扬。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２０２０年，
口区科技和经信局以办理区人

大一号议案（超常规发展民营经

济）为契机，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度

过疫情难关、加快发展壮大。先后

组织局领导及业务科室共计 １０５
人次深入企业生产一线，积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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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民营企业实际困难。组织企业网上招聘会，招

聘岗位４３２６个。积极推荐区内１３家重点工业企业
主导产品列入武汉市工业产品推广应用指导目录，

形成工业产品推广常态机制。通过抖音、苏宁易购

等直播平台为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湖北地创

三维科技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直播带货，扩大产品

市场。制定本年度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

款工作方案，协调全区各相关单位拉网式清理排查

民营企业的逾期欠款，做到及时清零。全年举办政

策宣讲会、银企对接会１０场，指导远大医药（中国）
有限公司等３家“规上”企业成功纳入省级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企业，获批纾困专项贷款３７亿元，帮助
４２家中小企业获纾困贷款２６２亿元。协调指导园
区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执行“三免六减半”租

金减免政策，为近４００余家企业减免租金共１０００万
余元；组织环同济大健康科技产业园、创智园向市里

申报租金减免补助，共计获得减免租金补贴１７０万
元；向企业发放各类奖补资金５７５９余万元。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口区企业服务中心积极搭建领导对口联系服务企业工
作平台，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加快新兴产业集聚】　２０２０年，口区科技和经信
局以承办市人大三号议案（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建设）为抓手，加快推动以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

司为龙头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建设，积极支持远大

医药（中国）有限公司加快国家小品种药、原料药生

产基地建设；政策扶持引进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

司在海外收购高端项目，凯德诺医疗器械（武汉）有限

公司、凯诺威医疗科技（武汉）有限公司等企业已落户

口；协助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

司申报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获得扶持资金１０００万元。加快
数字经济建设，与３６０公司、海尔卡
奥斯、途虎养车等头部企业开展洽

谈，成功签约引进神州数码大数据

赋能中心等重点项目。

【疫情常态防控】　２０２０年，口
区科技和经信局注重辖区“规上”

工业企业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对

２７家“规上”工业企业进行 ２０次
全覆盖督导检查，在湖北新华印务

有限公司生产现场，模拟开展应急

处置突发疫情的场景演习，全部规

上工业企业负责人现场观摩和学

习。联系疾控部门到企业上门进行１４４人核酸检测
服务。突出重点企业安全监管，加强重大危险源的

安全管控。全年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 ２０８
次，消除安全隐患５７个。完成武汉市新华锅炉厂职
工安置工作，确保企业改制工作有序推进。

【从严治党】　２０２０年，口区科技和经信局严格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注重加强思想宣传教育。全年查

处干部１名，立案干部１名，通报批评２人，批评教
育谈话 ５人。坚持民主集中制。凡涉及“三重一
大”（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

决策、大额资金使用）事项均通过局党委会充分酝

酿和讨论，及时向区纪委监委派出第五纪检监察组

报送“三重一大”事项预告表，并邀请其参会现场指

导工作。全年共召开局党委会２９次，其中涉及“三
重一大”事项１６次。全年共向口区委宣传部（区
委网信办）报送涉舆情１２１条，妥善处理转办舆
情１条。完成网络评论 ４３４２条，其中日常跟评
３１７５条，应急跟评４８６条，专项跟评６８１条。

（朱超雄）

企 业 服 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企业服务中心坚持为全区
经济决策服务、为企业发展服务的工作主线，注重建

机制、厘职能、联政企、优环境，全力帮扶企业“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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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留下来、强起来”，努力当好服务企业“店小二”

和解决问题的“啄木鸟”。

【优化企业服务环境】　２０２０年，口区企业服务中
心积极搭建服务企业平台，建立健全服务企业机制，

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结合全市营商环境打造、武

汉市委市政府“千局联千企”“双万双联”以及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服务专员工作机制的推进，积极搭建

领导对口联系服务企业工作平台，加强政府与企业

的沟通联系，强化政策的个性化指导与服务，组织开

展区领导对口联系服务企业活动４次，３０名局级领
导干部、５８个区直部门和街道，累计走访联系企业
２２００余家次。完善服务企业直通车平台功能，２０２０
年１０月，新版服务企业直通车平台正式上线试运营，
该平台整合全区招商载体、惠企政策、政务服务以及

中介服务等资源，新增“走进口”“企业服务”一级

栏目和“惠企政策”“办事指南”等７个子栏目，平台
内容更加丰富，功能更加齐全，信息查找更加快捷。

加大直通车平台宣传力度，组织服务企业直通车平台

进街道、进园区、进楼宇、进政务中心，拓宽宣传载体、

形式和效果，提高平台的关注量和知晓率。同时，引

导职能部门利用直通车平台发布工作信息、宣传惠企

政策，加强政企互动，从而提高服务企业直通车平台

的活跃度和利用率。完善“收集受理、分解派发、办理

反馈、评价通报”工作闭环管理机制，畅通线上、线下

受理企业反映问题的渠道，分层分级分类派件交办。

全年，线上线下共收集整理企业反映的问题８５２件，
现场为企业解决或答复问题２５６件，通过平台派单催
办５９６件，企业反映问题办理率、回复率均达１００％。
平台共推送各类惠企政策、热点信息１２３篇，企业关
注量达３３８５户，单篇点击率最高达１５７４人次。

【搭建政企交流平台】　２０２０年，口区企业服务中
心积极营造“育企、助企、活企、强企”的服务环境，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准确把握企业运行中的突出问

题，把“为企业赋能、促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坚

持唯实惟先，不做虚功。加强对企业动态分析，分行

业、分领域、分情况对企业进行定期研判，精准了解

企业真实需求，有针对性地启动“口企业加油站”

系列活动，邀请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开展以“三专”

（专业、专题、专场）为主题的企业家培训活动，从政

策指引、融资需求、人才需求、知识培训等方面为企

业提供智力支持和信息服务。全年积极搭建政企、

银企、企企对接交流互动平台，联合区直相关职能部

门为辖区企业举办公益培训、政策解读会等特色惠

企活动１２场次，惠及企业３００余家。
（廖　松）

应 急 管 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湖
北省和武汉市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

部署，紧盯“一无一降”（无较大及以上和有影响事

故发生、一般事故明显下降）目标，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大力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全面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

故，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为高水平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

官。２０２０年６月，口区应急管理局被武汉市人
民政府评为 ２０１９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优秀单
位；１１月，被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湖北省司法厅、湖
北省普法办公室评为第二届全国应急管理普法知

识竞赛优秀组织单位，被中共武汉市委全面依法

治市委员会办公室、武汉市应急管理局、武汉市司

法局评为第二届全国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优秀

组织单位。

【指标控制】　２０２０年，口区共发生各类事故３０
起，死亡人数为１２人（道路交通事故３人、工贸事故
９人），受伤人数为７人，没有发生较大以上和有影
响的生产安全事故，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统筹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２０２０年，口区高度重
视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工作，严守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两大关口。积极组织协调区科技和经信局、

区商务局、区建设局、区房管局、区城管局等部门现

场审核重点复工复产企业３８７家，督促企业严格落
实复工前的安全生产各项准备工作。企业复工期

间，共检查企业 １６４４２家次，排查整改一般隐患
１９６４８处。组织联合检查组对辖区５９个隔离点（酒
店观察点、康复驿站、方舱医院）、５个滞留在汉外地
人员隔离点、３０个援汉医疗队接待酒店进行全面检
查。疫情期间，对辖区２４座汽车加油站和２６家工
贸行业“停不得”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切实督促企业

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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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２０２０年，口区在消防、
建设、危化品、交通、城市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

专项治理，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对非法违法行为

形成强力震慑。坚持常态执法，重拳治患，定期开展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口区应急管理局举办２０２０年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生产管理
培训班

联合执法，高压严管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铁腕整肃

隐患问题。全区重点行业领域共检查企业（场所）

３８５４家次，督促企业排查整改隐患７０５２条，查处相
关安全生产非法违法案件８０起，取缔关停企业２９
家，罚款６１７６万元。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树
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把隐患排查治理作为年

度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通过挂牌督办整

改一批重大安全隐患，提高隐患部位或区域的本质

安全。积极督促各街道、各部门按期完成市、区挂牌

和媒体曝光的隐患整改。通过摸排，现场核查、评

估，对符合挂牌条件的１７处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
进行挂牌督办，并全部完成整改。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２０２０年，口区按
照湖北省和武汉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要求，制定《口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各街道、各专业委会和相关部门均制定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分方案，并成立领导小组。全年先后四

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调度，督促各街、各有关部门对

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和重点单位场所、关键环节安全

风险隐患进行排查治理，建立问题隐患、自查自纠和

制度措施“三个清单”，制定时间表、路线图，明确整

改责任单位和整改要求，坚持边查边改、立查立改。

全区共排查整治一般隐患１２２４６处，查处相关安全
生产非法违法案件１７７起，责令停产停业１５家，关
闭取缔企业７家，行政拘留２２人，罚款４７３７万元，
整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　２０２０年，口区为进一步
巩固达标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成果，建立

健全安全标准化运行长效机制，区内２家工贸企业
通过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复评，６家工贸企业通过
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复评。全区２４座加油站，２３
座安标化建设在有效期内，１座安标化证书到期后，
经评审已完成三级复评。３家工贸企业通过二级安
全生产标准化复评，１家工贸企业通过三级安全生
产标准化复评，１家微型企业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
创建。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２０２０年，口区在凯德
广场举办以“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

的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通过标语、横幅、宣传画、知

识手册、传单、宣传小喇叭及发放印有安全用语的奖

品等形式，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技能知识

宣传。全年共派发宣传单和宣传手册４万余份、张
贴宣传挂图３０００余份，发放宣传折扇、围裙等小礼
品３０００余件，吸引大量群众积极参与，激发全民学
习安全知识的兴趣和热情，营造人人“学安全，懂安

全”的社会氛围。组织参加全国第二届应急管理普

法知识竞赛，获得湖北省、武汉市优秀组织单位奖。

委托中介机构，大力开展安全生产

宣传教育培训。全年完成特种作

业人员培训７０人、建筑行业安全
管理人员培训１５０人，危化品企业
安全管理人员培训１７０人，一般生
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培训

４００余人，其他以会代训 ２８０人，
共计１０７０人。

【“５·１２”宣传周和国际减灾日活
动】　２０２０年，口区开展“５·
１２”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和应急疏散
演练活动。在“５·１２”宣传活动
周期间，组织街道社区开展广场集

中宣传１８４场，专题讲座５０场，开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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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口区安全生产相关指标统计表

年份

各类事故
分　　类

工　　矿 道路交通 消防火灾 水上交通
较大以上事故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受伤

人数

（人）

经济

损失

（万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数

（人）

２０１２年 １３８９ ２１ １２７４ ５２７５３ ５ ５ ３ ３３９１９ １２７０ １６ １２７１ ８４１７ １１４ ０ ０ １０４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３年 １５７０ １５ １２２０ １１２７５ ０ ０ ０ ０ １２２６ １５ １２２０ ６７７４ ３４４ ０ ０ ４５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４年 １５１３ １３ １３７４ ２２５６０ １ １ ０ ４３ １３８７ １２ １３７４ ８５４５ １２５ ０ ０ ９７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５年 １９５３ １９ １３９１ ８６４５９ ３ ６ ２ ６０５ １７２５ １３ １３８９ １３６１７ ２２５ ０ ０ １２３４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４

２０１６年 ２６０８ ９ ２０９３ ４５２１ １ １ ０ ６０ ２３９７ ８ ２０９３ ２６７１ ２１０ ０ ０ １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７年 ４３８４ ２０ １１２９ １６１７ ４ ０ ４ ０ ４１９９ ２０ １１２３ ８１７ １８１ ０ ２ ８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８年 ３７８６ １１ ８４５ １０２０８ ２ １ ２ ０ ３６４４ １０ ８４３ ８５６８ １４０ ０ ０ １６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９年 １０１２１ ２０ ５０４ １０３５ ４ ４ ０ ０ ９９９８ １６ ５０４ ２９２９ １１９ ０ ０ ７４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２０年 ８８３８ ２５ ２８１ ９７７５ ８ ８ ０ ０ ８６９８ １６ ２８１ ２５４９ １３２ １ ０ ７２２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展社区广播宣传１０８次、网络宣传１４８次、其他宣传
形式２２８种，发布公益短信２４７５条，媒体报道１条，
设置宣传栏２１８个，发放宣传资料宣传小礼品８３９２
份，组织社区小型应急演练３２场，有１４３８名社区志
愿者参与宣传活动，２９３０１人次参与防灾减灾宣传
活动。组织开展第３１个国际减灾日系列宣传活动，广
场集中宣传５５场，广播宣传８１次、显示屏１１７个、橱窗
６２个、网络新媒体宣传８９次，设置宣传栏６０个，发放
宣传资料１２２２３份，参与防灾减灾活动２１９２７人。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　２０２０年，口区根据湖
北省和武汉市相关文件精神，及时启动开展省、市级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到相关街道进行布置。

全年共有４个社区参加申报“２０２０年省、市级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评选，完成１个省级和２个市级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创建的检查验收，并获得省、市命名。

【应急救援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紧紧围绕区内各
类突发事件的特点，总结经验和教训，强化各类备案

预案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督促各专委会及时更新

预案，不断提高预案质量，完善应急救援管理体制。

完善制定全区总体应急预案１个，专项应急预案２６
个。全区形成消防救援大队为应急救援主力军，以

基干民兵队伍为应急救援重要补充，行业主管部门、

企事业单位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和专家进行应急救

援先期处置、参与现场应急救援和技术支撑的救援

模式。新成立１支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武汉市
口区应急救援志愿队，该救援队４名骨干成员均
参加全国骨干社会应急力量培训班。全区应急救援

队伍体系正在建立和完善中。强化２４小时领导带
班和干部应急值班制度，每天安排３名应急小分队
成员２４小时待命，全力落实事故和其他紧急突发安
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发布天气灾害预警信息。

２０２０年，全区共发生各类突发事件３０起，应急处置
率１００％；接收处理举报件２起，处置率１００％。

【行政处罚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对７５家工贸企
业开展执法检查，下达执法文书１７９份，督促企业按
要求整改安全隐患１８７处，实施行政处罚２起，罚款
０３万元。对工贸行业有限空间、粉尘防爆开展安
全专项治理，排查出有限空间作业企业９家、１７处
有限空间场所、１家粉尘防爆企业。检查危化品企
业１９２家，排查醇基燃料使用单位１０１家，核销二级
重大危险源１处，完成８座加油站防渗漏改造施工
安全监管，查处非法储存柴油行为２起，实施行政处
罚２起，罚款１５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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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结、事了、人

和”，执行行政处罚１６０万元。
（曹道函）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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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救 援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消防救援大队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全年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承担各项急

难险重任务。为化解辖区火灾隐患风险，区消防救

援大队先后组织开展打通生命通道、大型商业综合

体专项整治、老旧小区隐患整改、重大火灾隐患整改

等专项活动，全年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６０份，临时
查封决定书３份，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口消防救援大队被授予“湖北省工人先锋

号先进集体”称号。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口区消防救援大队在古田三路江滩公园开展抗洪抢险应
急拉动演练

【消防警情】　２０２０年，口区发生有效警情１９３０起
（比上年１８３０起增幅５５％），出动消防人员１６９５９人
次、消防车３２８１辆次，抢救被困人员５７人，疏散被困
人员９４人，抢救财产价值１１４９２万元，其中，火灾数
１０７起，比上年下降１０１％，因灾死亡１人。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按照口区防疫指挥部统一
调度，口区消防救援大队主动请战，积极与指挥部

各小组对接。冒险转运，面对随时可能被感染的风

险，人员转运小组每天认真细致地做好人员信息核

对、搬运行李、跟车服务和转运移交等工作，累计转

运２５８批次，行驶里程８３１５千米，共转送人员２８８３
人次。精准洗消，洗消小组队员们每天穿上厚重的

防护服，背起２５多千克重的洗消设备，深入到电梯、
垃圾桶和病区等区域进行科学精准洗消，累计消杀

４３９次、１７４４万平方米。全力搬运，物资搬运小组
多点转场、持续作战，化身装卸工、搬运员，全面承担

物资装卸搬运、分发配送任务，累计转运物资９１９８
吨。守护方舱，方舱医院投用后，口区消防救援大

队防火监督员主动请缨，深入全区方舱医院病员区

开展消防服务、安全提示、服务病员、消防宣传培训

等工作，保证“诺亚方舟”的安全运行。期间，《为武

汉加“鱼”》《战“疫”核心区的火焰蓝———口消防

大队抗击疫情工作纪实》等抗疫事迹在中央和省、

市媒体得到广泛报道。

（区消防救援大队）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口区
知识产权局）〔简称口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

局）〕在疫情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以攻坚克难

的大毅力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担当作为，严

格履职尽责，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维护人民利

益、稳定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口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被评为全市市场监

管系统绩效管理目标先进单位和口区绩效管理综

合考评立功单位。

【知识产权保护】　２０２０年，口
区市场监管局（区知识产权局）继

续强化新举措、创新新思路、采取

新方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力

度，着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和创

新环境。截至年底，全区实现发明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新注册商标

数量和有效商标注册量的持续增

长。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 ７８２
件，比上年增长 ３１６５％，发明专
利授权量 １９８件，比上年增长
２２９８％。加大对企业创新创造资
助力度，全年对符合条件的２９家
企业５１件授权发明专利给予１５３
万元的资助。同时，积极支持同济

医院、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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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湖北金穗长丰粮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３家辖区
企业申报湖北省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工程项目奖，

帮助Ｄ＋Ｍ工业设计小镇申报２０２０年工业设计全
产业链知识产权托管项目。同济医院３件生物医药
和健康专利获２０２０年湖北省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口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五一劳动节前安全检查

工程项目奖。口区联合中国（武汉）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设立武汉市知识产权保护（口区汉正街）

工作站。加强原创认证保护平台，增强汉正街经营

户的品牌意识，助力汉正街经营户全面深入了解和

实施商标品牌战略。知识产权保护进企业、进市场、

进园区，口区多次举办培训活动。与武汉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管

部，联合在武汉三新新材料孵化器有限公司，举办“知

识产权金融培训”口专场活动，在Ｄ＋Ｍ工业设计
小镇主办“知识产权如何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专题培训活动。共办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１３２
件，案值５４９万元，罚没金额９４８万元，违法线索处
置率１００％，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示率１００％，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行动有力、高效。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２０２０年，口区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根据区内现有农贸市场的实际状况，

以商务部《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为基本

改造标准，对全区３３家农贸市场实施分类处置，改
造农贸市场２０家、关闭农贸市场１３家，并于８月３１
日按要求完成，其中２０家农贸市场已全部按照２０
标准改造完毕，经营户已入场经营，市场环境得到大

幅提升。区内农贸市场改造完工

并完成市、区级验收，完工率、验收

率和关停率均为１００％，综合排名
位居全市并列第一名。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２０２０年，口区市场监管局（知识
产权局）继续落实常态化疫情防

控。督促药店销售退热药、止咳药

等信息全面登记上报。牵头区指

挥部进口冷链防控组工作，排查进

口冷链食品经营单位、人员和进口

冷链食品信息，推广应用“鄂冷

链”追溯平台注册 ３９家、赋码
２８６８４个，配合疾控部门核酸检测
冷链从业人员、环境、食品，结果全

部为阴性。督促药店每天登记上报购买发烧药、咳

嗽药人员信息日均２０００余条，有效发挥药店疫情监
测“哨卡”作用。督导农贸批发市场、超市、餐饮单

位落实防疫主体责任，安装使用红外测温仪，督促扫

码、戴口罩和定期环境消杀，提高市场防疫水平。聚

力服务复工复产，入户走访５８００余户个体工商户，
了解情况、倾听呼声，宣传政策、纾解困难。为１３５１
户个体工商户协调非国有房产主体减免租金７７８７
万元，为３４６８户个体工商户发放纾困资金１００２３２
万元。为符合政策的疫情防控保供企业落实电费补

贴３批１４家，补贴金额１４万元。以优质服务不断
激发市场活力，新增“个转企”１０２户，完成市场主体
增量９３０户，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２０２０年，口区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根据抽检任务分解到各市场监管所

及有关科室，全面落实抽检工作。完成２６００批次的
抽检任务中，其中保健品专项监督抽检３０批次，食
品生产环节抽检 ６４批次，１批次不合格，合格率
９８４％；食品流通环节监督抽检１６０批次，食品安全
委员会办公室抽检２０批次，全部合格。疫情期间保
供给，督促全区药店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依法

开展药械日常监督检查，扎实开展药品安全日常监

管和专项整治（检查），开展中药饮片专项整治、网

络销售药品专项整治、第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整治、无

菌植入医疗中西医结合专项检查、“清网行动”、疫

苗专项检查等工作。超额完成武汉市市场监管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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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任务。全年未发生药品安全事故，食品环节未发

生Ⅱ级以上食品安全事故。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２０２０年，口区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注重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以继

续开展区长质量奖为引领，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专项目标，口区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第三季度综

合得分为７９７３，位列第七名，四季度市民质量满意
度结果全市并列第一名。评选首届“汉江湾质量

奖”提名单位２家，助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荣获湖北省第八届长江质量奖。加强

标准计量专利体系和能力建设，开展质量提升工程，

健全质量基础设施，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全年未发

生质量安全事故。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２０２０年，口区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１０７条，发出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 ４８份，处理监察设备 ３９７
台，组织武煤百江汉口罐瓶厂燃气泄漏应急救援演

练。全年未发生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广告合同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市场监管局（知
识产权局）共办理动产抵押登记４２３０２２万元，加强
合同欺诈监管预警，全区有 ６７家企业被公示为
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度武汉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３６
家企业被公示为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度湖北省“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

【标准化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市场监管局（知识
产权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委等十部门关于

开展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

精神，积极开展标达标提升行动，辖区共有４家企业
（武汉市爱之家实业有限公司、武汉第二电线电缆

有限公司、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华源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通过审核、发布完成对标、达标提升工

作，为助推企业复工复产和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价格监管】　２０２０年，口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
权局）督促存在违规加收电价行为的１１７家单位进
行清退，退款金额２１８２万元，惠及商户１９７７３户，推
动企业降本增效。

【野生动物保护】　２０２０年，口区市场监管局（知
识产权局）共检查超市、农贸市场、批发市场、餐饮

单位２４００余家次。大力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
规，整改招牌、菜谱中含有“野生”字样经营户 １１
户；定期及不定期对各市场进行抽查，全面禁售活

禽，查处违法行为，接受区人大专项执法检查。

【十年禁渔】　２０２０年，口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
权局）共出动执法人员万余人次，检查 ６０００余户
次，收缴沿江违规垂钓渔具（爆炸钩）近千余副，现

场口头训诫沿江违规垂钓行为人５００余人，严厉打
击超市、批发市场、连锁生鲜超市销售利用非法渔获

物。多次组织对六角亭街渔具销售店突击检查，打

击销售非法渔具。加大禁渔政策宣传力度，营造良

好的社会共治氛围，较好实现“江中不捕、市场不

售、餐饮不做、市民不食”目标。

【消费维权】　２０２０年，口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
局）通过知识讲座、法规培训、经验交流、业务研讨、工

作调度、多方联动等形式和办法，积极有效地处理消

费维权投诉举报工作，较好地维护辖区人民群众合法

利益，净化消费市场环境。全年严格督办、转办和处

理１２３１５、市长专线、区公服平台、城市留言板等各类
诉求举报办件２４７５１件，取得良好的成效。投诉举报
按时受理率１００％，按时回复率１００％。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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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 口区古田一路２号 中华 ２０１３

２ 驰名商标 武汉拜尔木业有限公司 口区长丰大道特５号 拜乐 ２０１３

３ 驰名商标 武汉东洋樱花电器有限公司 口区沿河大道１６６号 樱花 ２０１６

（付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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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统计局紧紧围绕全区重点
工作，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中心，努力夯实统计基

础，强化统计法制建设，提升统计服务能力，加强统

计队伍管理，严把数据质量关，较好完成各项统计工

作任务。

【统计工作】　２０２０年，受新冠疫情的重大影响，
口区统计局在完成下沉社区常态化疫情防控任务的

前提下，克服重重困难，果断沉着应对，积极主动采

取电话联系沟通、远程指导业务等多种工作模式，确

保日常统计报表工作任务按时保质完成。在疫情

期间，承担全区新冠疫情感染人员情况及“四上”

企业复工复产情况的统计监测，为实施精准科学

救治与加快疫情经济恢复发展提供详实的数据资

料和决策参考。为服务全区经济发展需求，积极

开展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究，不断提高统计分析

能力水平，共撰写各类统计分析、统计专报、预警

分析材料２０余篇，编印下发统计资料１４００余册，
为全区经济社会保持稳定发展提供优质统计服务

和坚实统计保障。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口区统计局工作人员到韩家墩街指导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工作

【统计监测】　２０２０年，口区统计局高度重视企
业网上直报统计数据质量的审核工作，要求做到

“即报即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重点抓好主要经

济指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等数据情况的统计监

测，加强事后数据质量抽查检查，督促企业建立完善

统计台账，夯实企业源头数据基础，确保统计数据真

实、准确，做到应报尽报、应统尽统，统计数据质量不

断提高。

【依法统计】　２０２０年，口区统计局加强全区统计
数据质量意识，全面开展各项统计法治宣传、学习、

督导、检查等活动获得实效。制定下发口区“统

计违法有案不立”专项整治方案和口区统计造假

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方案及相关工作，通过区级

抽查和街道自查方式促进“四上”（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

国家重点服务业企业）单位建立健全统计台账，“四

上”单位统计台账覆盖率达１００％。按照“四上”企
业培训相关要求，发放企业培训统计手册，通过各统

计专业及各街道组织年报会、业务培训、上门指导、

网络咨询等方式，落实“四上”企业统计人员培训率

达１００％。

【人口普查】　２０２０年，口区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工作中，３０００名普查人员参与，高质量完成人口
普查前期准备、入户摸底、普查登记等各阶段工作任

务，并顺利通过省、市多次质量检查验收，行职业编

码工作质量连续两次在全市名列第一。此外，口

区承担全国专项试点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区域划

分与绘图工作方案的制定提供经验、做法和决策

依据。

【统计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统
计局组织各类培训会８场次，培训
人次达６５０余人次。组织辖区５４８
户“四上”企业，开展统计年报业

务培训会；组织部门和街道开展投

资业务培训会；组织街道、社区调

查员开展住户调查工作推进会暨

业务培训会；组织网上联报新入库

的商贸业、服务业、工业、建筑业等

专业统计人员开展专场统计培训

会，“四上”企业统计培训覆盖率

达到１００％。
（刘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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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大数据中心围绕口区
委、区人民政府中心工作，贯彻落实防疫工作要求，

坚持防疫工作和日常工作两手抓。细化责任分工，

全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大数据资源整合、电子政务

领域相关工作，坚持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区内

政务网及关键基础设施稳定运行。区政府门户网站

建设项目第五次蝉联中国政务网站领先奖，连续３
年位列全国计划单列副省级城市区县第一名。

【疫情防控工作】　２０２０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口区大数据中心全体干部快速响应、不畏艰险、冲锋

在前，在仅有１２人的情况下，党员带头，上下一心，
形成社区、隔离点、发热门诊、指挥部数据组、视频会

议保障、方舱医院视频监控保障、政务网保障多个点

位的工作专班。严格落实区防疫指挥部要求，确保

社区、隔离点、发热门诊的下沉人员在岗履职。三天

内高质量搭建市、区、街三级指挥系统，保障市、区、

街三级通信畅通。落实各防疫重点部位的视频监控

系统巡查、巡检职责，确保设备运行正常。严密开展

网络风险巡检和保障，疫情期间未发生网络故障和

网络安全事件。

【智慧城市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大数据中心积极
推动《口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行动纲要》落地实

施，会同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编制《口区

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大力争取政府债券资金

支持。按照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相关工作要求，加强

校园周边视频监控系统的运维管理，提升和保障视

频监控在线率，完成新建学校调整、补充监控点，开

展校园门前人脸识别系统建设的现场踏勘和初步技

术方案设计。持续落实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智

慧小区等重点项目的运行保障。

【政务服务系统】　２０２０年，口区大数据中心积极
配合区行政审批局完成各个政务服务系统的对接工

作。截至年底，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和１１个街道、部
分社区、商业楼宇等２７个点位部署自助终端，其中
２４小时自助区１２个点位，自助终端上线１６８项便
民事项、６０个市级审批事项。同时，优化服务体验，
线下调整优化叫号预约程序和流程，线上对云端

口微信公众号中的办事预约功能进行调整，便于群

众进行办事预约。

【政府门户网站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大数据中心
按照《武汉市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要求，完成网站数据迁移、栏目结构迁移、页面模板

迁移以及ＩＰＶ６备案工作。配合区政务服务和大数
据管理局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

办公室关于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有关事项的通

知》要求，完成政府信息公开页面规范化改版。协

助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对全区５５家单位开
展信息公开和集约化平台操作在线培训，提升网站

服务水平和人员保障水平。截至年底，网上信息发

布总量３９０７条，访问总量１４３７８７０人次，回访率为
２６５２％。配合区财政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要求，

调整“部门预决算及三公经费预决算”栏目架构，指

导相关单位完成二级单位的预算、决算及报表信息

公开工作。

【数据资源共享】　２０２０年，口区大数据中心依托
全区电子政务云平台，推进数据资源共享工作，促进

部门信息互通共享。完善区级数据资源平台与市政

务信息共享平台接口，以保障市、区两级数据更好地

共享利用。梳理区级政务信息资源，完成４３个部门
常态化的数据共享机制，采集各类表样３２１张，数据
信息３２８万余条。完成市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每月考
核任务，完成“三清单一目录”上报工作，并同步挂

接到市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市平台信息资源目录数

达２１７条。为口区大数据综合应用平台（一期）
项目做好平台建设的技术支撑工作，保障系统平台

按规划方案稳步推进。

【信息化项目技术审核】　２０２０年，口区大数据中
心会同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做好全区信息化

项目技术审核工作，进一步规范信息化项目建设管

理，强化信息资源整合和数据资源利用。全年共审

核信息化建设项目方案４４个，指导和协助项目申报
单位调整方案超过４０个，严控项目分散式建设和超
标准建设，有效保障“专项债”申报的重点工作。

【日常维护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大数据中心完成
电脑维护共计６８０单，完成率达到１００％，保障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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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网络和云平台正常运行，故障排除率达到

１００％。全区电脑维护完成率９５％以上，及时处置
政务网主干网络中故障，排除故障率１００％。全区
电脑、主干网络和政务云故障排除及时、高效，获得

各单位一致好评。做好全区社管系统终端、网络维

护。完成全区１３０个社区社会综合管理与服务网格
化信息系统终端电脑及各个单位内部网络的维护工

作，累计维修５７５单，对１３０个社区进行两次全方位
的巡检，对东华社区、万人社区等进行网络光纤移机

工作，完成对所有终端电脑和网络的检查维护，确保

全区社管终端、网络的正常使用。做好区政务网视

频会议系统维护。区政务网视频会议系统已经覆盖

辖区所有街道，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累计会议保障
２９８场，有力保障全区疫情防控工作的进行。做好
区政务网网络安全保障。完善制度建设，确保每个

环节、每步操作无死角，做到事前能预防、事后能追

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各部门的协调，启动网

络安全二期建设，夯实基础防御能力；开展网络安全

风险大排查活动，对接入政务网单位逐一上门检查，

指导并协助各单位安全使用相关网络设备，成功抵

御网络攻击１１万余次；发现并处置５３个部门２５５
台感染病毒的主机，处置高危风险５２个，修补系统
漏洞风险４００余条，弱密码业务４５个；保障全区２１
个应用系统在云平台上的稳定运行。

（宗　文）

财　　政

【概况】　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口区财政局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落

实积极的财政政策，锚定目标，坚定前行，为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强有力的财

政支撑。２０２０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
６７６８１４万元，比上年下降３１７％，其中地方一般预
算收入完成４８６９２８万元，比上年下降１９１％；全区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７５４２５２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４％；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５８０００５万元，比
上年增长４７２％。

【财政收入】　２０２０年，口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４８６９２８万元，其中，增值税１３９４４３万元，比
上年下降１２３％；企业所得税 ８５７２８万元，比上年

增长５１％；个人所得税 ３０７３４万元，比上年下降
３０７％；城建税１９９２２万元，比上年下降３３５％；房
产税２１０２８万元，比上年下降４９０％；印花税８５３７
万元，比上年下降４２％；城镇土地使用税４１９５万
元，比上年下降３７１％；土地增值税４２３９７万元，比
上年增长 ４７％；车船税 ３１２７万元，比上年下降
４３％；耕地占用税１４６４万元，比上年增长３０１％；
契税４８１２７万元，比上年下降 ４８７％；其他税收收
入４５９万元；非税收入 ８１７６７万元，比上年下降
１００％。全区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７６１２２１万元，其中，基金预算收入８４２２万元，上级
补助收入４５５３９５万元，上年结余１１８００４万元，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１７９４００万元。全区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２７３２７万元，其中，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１８８７６万元，上级补助收入５８０万元，上年结
余７８７１万元。

【财政支出】　２０２０年，口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７５４２５２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６６２７０万
元，比上年增长３１４％；国防支出３０７万元，比上年
下降７５％；公共安全支出６５１７９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０％；教育支出１５２９５３万元，比上年增长２４％；
科学技术支出６３０万元，比上年下降５１２％；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２１８９万元，比上年下降
２２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５５２９３万元，比上年
增长４００％；卫生健康支出１３８０６７万元，比上年增
长１４６２％；节能环保支出 ８６４２万元，比上年下降
８９０％；城乡社区支出 １００５０２万元，比上年增长
６０％；农林水支出３１９５万元，比上年增长 ５６％；
交通运输支出２０６万元，比上年增长３４６％；资源
勘探信息等支出 ７８５１万元，比上年增长 ２２２４％；
商业服务业支出 １４４５万元，比上年增长 ５７２１％；
金融支出１６２７万元；住房保障支出３４７０９万元，比
上年下降４９９％；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２４５万元，比
上年增长２７１２％；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６１８５
万元，比上年增长５４０９％；其他支出２４４５万元，比
上年增长１３２４％；债务付息支出 ６２２３万元，比上
年增长７２０％，债务发行费用支出８９万元，比上年
增长２９０００％。全区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５８０００５万元，比上年增长４７２％，其中，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３０７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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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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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支出３７２５６０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
专项债务收入安排支出１８６８万元，棚户区改造专项
债务收入安排支出３５０００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及
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１１０５５４万元，彩票公
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支出１２０５万元，专项
债务付息支出１０３３３万元，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１７９万元，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４７９９８万元。
全区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０４７８万元，比上年
增长２６５％。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５日，口区财政局工作人员到区发展和改革局、区商务局走访，
了解全区疫情防控资金使用和物资供给情况

【收支平衡情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一般公共预算收
支平衡情况为：收入总计１０５５２５４万元，其中区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８６９２８万元，返还性收入４５１４０万
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２５３３２５万元，专项转移支
付收入４６７６４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８９３２９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１０３８８万元，调入资金
１０５６４８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７７３２万元；
支出总计 １０５５２５４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７５４２５２万元，上解上级支出２３７８８４万元，债务还本
支出１０４００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３９０７６万
元，年末结转结余１３６４２万元。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口区财政局通过向上争
取、动用预备费等方式，筹集疫情防控资金１６６亿
元，建立银行支付、紧急采购绿色通道，采取预拨、垫

付等方式加快资金结算，确保患者救治、救治场所建

设、关爱医护人员等政策落实落地。

【积极财政政策】　２０２０年，口
区财政局以中央支持湖北一揽子

政策为契机，用好政策红利，破解

资金瓶颈，补齐基础设施民生短

板。抢抓专项债券放量发行窗口

期，围绕民生公益、棚户改造和社

区卫生等谋划申报，成功发行政府

债券３３５亿元，重点支持老旧小
区改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等

２０个项目。通过财政减收、增支
补助等中央转移支付办法，争取中

央转移支付直达资金 １９７亿元，
集中投放疫情防控、纾困惠企、保

居民就业等。

【支持企业发展】　２０２０年，口区财政局落实撑企
援企政策，支持企业纾困发展，让企业享受更多“阳

光雨露”。全区减免税费４１２亿元、社保费用２１５
亿元；对承租国有房产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

行“三免六减”，减免租金５９８４万元。落实财政贴
息政策，拨付１６４３万元为１３家疫情防控保障企业
贷款提供贴息支持；安排１０００万元参股武汉市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主动兑

现企业扶持资金２７４７万元，支持远大医药（中国）
有限公司、武汉金东方智能景观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精英盛华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

【压减一般性支出】　２０２０年，口区财政局大力调
整支出结构，厉行勤俭节约，坚决压减低效无效、标

准过高的支出和非必需的项目支出。严控“三公”

经费，“三公”经费下降２７８％；一般性项目支出按
２０％压减，向全区预算单位下达一般性控制数为
１２２亿元，全部收回财政预算统筹。

【加大民生投入】　２０２０年，口区财政局兜牢兜实
“三保”底线，民生支出达５５９亿元，占区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８０９％。大力推进稳岗就业，筹集就
业补助资金１３亿元，拨付首批稳岗返还资金１８９２
万元，惠及企业３７２０家。安排疫情期间困难群众生
活保障及临时救助资金１４００万元，投入１６８１万元
用于阶段性物价临时补贴提标扩围。争取一般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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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亿元保障辛家地小学、武汉市第十七初级中学
等教育配建项目，发行专项债券１７亿元支持教育
补短板项目。激励、关爱社区工作者，安排４１５０万
元支持社区工作者待遇提标，为１６００多名“关爱行
动”志愿者发放补贴５４８万元。筹集１３５亿元推进
六角南巷片等４个棚户区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投
入８６亿元支持游艺路等９条道路环境基础设施功
能提升，筹集２３亿元用于荣东社区等７个老旧小
区提档升级，惠及居民６６１０户。

【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　２０２０年，口区财政
局应对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制定《区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管理办法》，投入１７９０万元保障精准脱贫政
策落实，实现对口帮扶的２０个贫困村、贫困户７０２
户、贫困人口１７６２人全部如期脱贫出列。防范化解
政府债务风险，依托政府债务管理平台组织６３亿
元按时还本付息，严守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红线。支

持生态环境改善。筹措１２５亿元推进汉江湾生态
谷建设，实现汉江湾区域绿地５００米服务半径，绿地
率３９％以上。

【推进“放管服”改革】　２０２０年，口区财政局坚
持“应减必减、该放就放”理念，在非税收缴、政府采

购、会计服务和代理记账等领域推行“只跑一次”，

精简办事程序、降低办事成本。全面实施财政票据

和非税收入收缴电子一体化改革，实现教育缴费、医

疗票据等在线缴交。运用政府采购网上商城模式，

鼓励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中小微企业采购占比

７２％。推进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与７０家
辖区国企签订移交协议，涉及离退休人员１３２２２人。

【全面推行绩效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财政局积极
参与制定出台《口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意见》，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在预算编制上，实行绩效目标与

预算同步编报；在预算执行上，围绕疫情防控对８个
重点项目监控，覆盖资金１４１亿元；在绩效评价上，
重点选取评价重点选取评价民生工程、生态环保等

１０个项目，涵盖资金１１４亿元，优良率为６０％。

【强化国有资产监管】　２０２０年，口区财政局加快
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围绕净利润及收益率、国有资

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强化区属国企经

营业绩指标考核。推动国资公司与深投控合作，投

融资加快建一路西片等项目建设，实现供地１１５万
平方米，回笼资金２７亿元。支持建投创新发展，
推动汉江湾生态治理 ＰＰＰ项目全面落地。注资组
建口环卫公司，拓展区外环卫市场取得突破。健

全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搭建社区资产管理信息

系统，全区１３６个社区资产纳入监管。

【加强财政财务监督】　２０２０年，口区财政局围绕
政策落实、资金结算、物资使用等方面，开展系列疫

情防控资金检查，确保防控资金落实到位。建立联

动监管机制，与区审计局建立财审联动，与区纪委运

用“市惠民政策大数据应用平台”对比数据３万多
条，对查实问题进行整改。推进“数字财政”建设，

区财政财务一体化监管大平台成功上线。强化政府

投资项目评审，对街头小景建设工程等２３个项目进
行预算评审，审减工程预算６５５万元。

（郭　岩）

税　　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口区税务
局（简称口区税务局）全力以赴投身战疫情、促发

展、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大

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全年

累计完成各项收入４０６７亿元，比上年下降８２％，减
收３６２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完成３５７６亿元，比上
年下降６４％，减收２４３亿元；市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９４７亿元，比上年下降２１７％，减收２６２亿元；区财
政预算收入完成３９１亿元，比上年下降２５３％，减收
１３３亿元。

【税收征管】　２０２０年，口区税务局税务登记总户
数５５３２７户，其中，单位纳税人２５７６１户，占总户管
的 ４６６％；个体经营者 ２９５６６户，占总户管的
５３４％。在增值税管理上，严格增值税类型界定，共
办理增值税小规模达标登记７０户，办理一般纳税人
转小规模纳税人登记５００户。受理增值税疫情防控
税收优惠政策８９５２户次，免税１５亿元，办理各类
退税 １７９户次，退税额 １５７４亿元；办理出口退税
３４２户次，退税额３５３亿元。在消费税管理上，加
强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消费税日常监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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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两税清算工作；加强成品油消费税日常管理，规范

成品油销售市场秩序。在企业所得税管理上，为

１００余家科技企业讲解优惠政策和２０１９年度汇算
清缴操作，汇算清缴申报２０７８５户，申报率１００％，
累计办理退抵税１１８１户次，合计３０２亿元。在个
人所得税管理上，圆满完成个税改革后的首个综合

所得汇算清缴。在财产行为税管理上，完成６个项
目清算审核工作。全年落实好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

优惠政策，完成延期缴纳税款累计５２户次，涉及税
款金额１６１２６亿元，延期申报２７３户次。开展数据
清理完善税源登记，共完成２００１０条核实信息，摸清
辖区税源底数。进一步优化企业注销的过程和流

程，缩短办税时间，切实把“注销套餐”落到实处。

全面优化税务执法方式，推行“三项制度”，编制《权

力和责任清单》并对外公示。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口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开厅第一日，工作人员规范进厅
前扫描绿码、查看预约码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口区税务局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２５０多名党员干部全力以赴、担
当作为，先后下沉到８个对口社区，严格落实封闭管
理，向居民开展防疫宣传２３４６３人次，采取逐户逐人
地毯式清理方式，建立电子信息档案，协助社区卸运

生活物资６０００余次，为困难群众送菜送药１１４９次。
各支部自发筹集捐款３５６３１元，并多次为社区送去
防疫物资、爱心食品，接受中央和省、市督导组的检

查督导９次，圆满完成口区防疫指挥部布置的各

项工作任务。区税务局２名军队转业党员干部抽调
到江汉大学临时医院隔离点，承担转运疑似及确诊

病患的危险任务，在战疫一线展现军人担当。９名
年轻党员干部主动请战，挑起３个康复隔离点的建
设和管理重担，共收治康复患者６００余人。

【助力复工复产】　２０２０年，口区税务局以需求为
导向，筛选出受疫情影响较大、复工复产困难较大的

企业３０户作为帮扶对象，通过“一对一”电话服务、
“点对点”送税收政策。通过摸排统计上报５７户企
业的实际供销需求，为企业复产谋出路、加把劲。发

放《疫情防控及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税费政策汇编》

１０００余本；发送税宣短信１０万余条，帮助企业用好
用足税收优惠政策。成立复工复产税收分析小组。

开展重点企业和困难群体专项分析，加强对复工复

产企业涉税服务需求的分析研判。全年累计向武汉

市税务局和口区委、区人民政府报送各类分析报

告２７篇，获区人民政府领导批示４篇。推行“非接
触式”办税，搭建起汉江湾税务远程互动服务平台，

以纳税服务“不掉线”助力企业生产经营“不掉链”。

同时，推行税务 ＵＫｅｙ，全年成功发行７８６户。设置
分类导税，设置预审、传递登记、预约登记等岗位，根

据纳税人需要分区域办理，有效减少人员聚集。全

面落实执行预约办税、错峰办税、容缺受理、延时服

务等工作制度，合理把控办税缴费服务场所等候人

数。深入推动“银税互动”，５月２０
日，区税务局、区地方金融工作局、

区工商业联合会携手２家银行，开
展“银税互动”助力中小微企业复

工复产活动，全力帮扶小微企业纾

解融资困难。

【政务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税
务局共办结市长专线、城市留言板

和阳光信访件７１６件，按期回复率
１００％。在新闻宣传报道方面，加
大宣传力度，在《中国税务报》《经

济日报》《湖北日报》和人民网多

家媒体上发表稿件２６篇。在扫黑
除恶工作方面，采取制作宣传专

栏、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

ＬＥＤ集中宣传等形式，并在门户网
站上开辟专栏链接。注重开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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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口区审计局工作人员调研区委党校隔离点防疫资金使用
情况

密教育，逐层签订保密责任书，抓

好涉密工作。继续以数字人事和

绩效考核系统为抓手，不断强化运

用，服务中心工作。

（易海岚）

审　　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审计局
共完成审计项目２２项，审计查出
主要问题金额 ２５７２６４万元，审计
处理处罚金额１７７８万元，移送纪
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案件线索

８件。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
资金１７７８万元，提出建议６４条。

【政策跟踪审计】　２０２０年，口区审计局围绕优化
营商环境、推进复工复产、稳定就业等重大政策措

施，组织开展政府债务风险、稳就业、职业教育等政

策跟踪审计，促进政策落实。

【财政审计】　２０２０年，口区审计局组织开展区本
级预算执行、决算草案、一级预算单位全覆盖审计。

创新审计监督方式，运用大数据审计方式，对６９个
一级预算单位、１２２个二级预算单位进行全覆盖审
计，发挥好审计监督职能。

【三大攻坚战审计】　２０２０年，口区审计局采取
１＋Ｎ模式，在宗关街、荣华街统筹推进经济责任、自
然资源资产同步审计、党政主要负责人同时审计，提

高审计监督效率。

【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专项审计】　２０２０年，
口区审计局组织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捐赠款物

专项资金、武汉市口区企业复工复产专项审计，促

进疫情防控资金物资规范管理、高效使用和信息

公开。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２０年，口区审计局对口区
１０个区属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注重加大延伸审计力度，深化拓展审计广度，不断提

升经济责任审计查出问题的数量和质量。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２０２０年，口区审计局首次
在投资审计项目中对生态环保、工程造价等事项进

行审计，推动投资审计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转变。

全年移送口区纪委及相关部门案件线索８件。

【能力提升】　２０２０年，口区审计局以能力建设为
重点，广泛开展审计微课堂、青年微党课、青年学习

小组等活动，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参与湖北省审计厅、

武汉市审计局培训，鼓励干部参与审计中级、审计署

计算机中级考试，加强年轻干部的实践锻炼和专业

训练，提升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刘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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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文化　


旅游

教 育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口区教育系统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９周年暨区领导
“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主题党课活动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党建引领，改革助力，促进

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推动口教育更高质量发展。承担并完成４项
改革项目，２所中小学被评为省级数字校园，１１所中
小学被评为全市四星级智慧校园，星级智慧校园覆盖

率１００％。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９８％，适龄儿童
入学率达到１００％，小学辍学率为零，初中辍学率控制
在００３％。５０所中小学通过市级素质教育特色校评
估，４５所中小学通过市级现代化建设评估，完成率在
全市处于领先地位。义务教育学校参与学区制管理

比例达到１００％，１６所学校高质量通过首批武汉市
《义务教育管理标准》达标学校验

收。口区教育局被评为全国食品

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武汉市抗

疫先进单位，崇仁路小学被评为全

国文明单位，安徽幼儿园被评为全

国优秀足球特色幼儿园。新合村小

学校长侯琳被评为全国优秀足球特

色学校校长，高三学子陈琪方被评

为湖北省唯一的全国“新时代好少

年”。２人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共产
党员，其中１人获评湖北省抗疫先
进个人。全区共有学校 １５１所，其
中教育部门办８１所，其他部门办７
所、民办６３所，在校学生 ８０５８９人，
在职教职工７６６５人。

【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教育局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严格落实党组织“思想引领，学习在先”机

制。全年，区教育局党委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 １７
次，全区教育系统举办理论专题讲座、党课 ３２０余
次，学习人数达４０００多人次，各基层党组织举办读
书分享会 １５００余场。局党委联合区委组织部，在
“先锋口”微信公众号上开辟专栏，录制５０节微
党课，其中１节入选人民网专栏。创新基层党建工
作，制定“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双培养”计划

和“青蓝计划”，开展“党建引领立德树人”的品牌创

建，全区“教育党建工作室”覆盖率１００％。深入开
展对黄陂区北新村的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教育大讲

堂、联合党日、爱心扶贫、送教下乡等共建活动，捐赠

大量的办公用品、防疫物资和慰问物资。援建扶贫

加工车间，让 ５０多位贫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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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提供１处临街门面和１１２处机关学校专柜选点，
建立消费扶贫专馆和智能专柜，局基层单位购买北

新村油面、豆丝、糍粑共１０２４盒以及散装油面１１２３
斤等扶贫物资，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年，中

央、省、市主流媒体报道口教育近５００篇，深入宣
传抗疫先进事迹，编发《万众一心战疫情———口

教育在行动》系列美篇 １００期，编撰《口战役纪
实》和《不平凡的你———新时代口区教师风采录》

宣传纪念册，召开纪念建党９９周年大会和教师节庆
祝表彰大会，彰显口教育人敢为人先、无私奉献、

主动作为、狠抓落实的担当精神，为疫情防控和教育

高质量发展鼓劲加油，凝神聚力。

【学前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教育局积极落实区人
大２号议案，持续推进学前教育深化改革和高质量
发展。通过建公扶民、扩容增量等措施，使学前教育

资源从“基本供给公平”走向“全面供给均衡”。

２０２０年９月，全区新增４所公办幼儿园对外招生，
提供１１７０个学位；１２月，４所新建幼儿园按期完工。
全区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４２％，普惠性幼儿园占
比达８５７％。持续促进幼儿园晋位升级，全区具有
办园等级的幼儿园增至７０所，占比达８９６１％，优
质幼儿园占比超三成。持续聚焦园长、教师专业发

展，公开招聘学前教育教师１２名，加大编外聘用教
师补充招聘力度，向内挖潜教师资源，保障办园需

求。开展“四个一”（一月一读、一期一测、一年一

赛、一人一文）专业能力提升活动，园长、教师科学

保教水平显著提升。

【小学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教育局坚持立德树
人，努力构建“五育并举”德育、智育、体育、劳育、美

育新体系，立足生命至上，坚持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首位，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齐抓共

管。丰厚德育治理，构建口“有品质的生命成长

德育”。建立“口小学的样子”公众号，发布《口

五有好少年的童年故事》５００余篇，展现７３０位好少
年成长故事，共制作４４集《好少年风采秀》，展现
口少年品格卓越、习惯优良、思考创新、健康阳光的

精神风貌。持续推送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优秀微研究

成果３２０例，形成６本微研究成果集。全区有１６所
小学高质量通过首批武汉市《义务段学校管理标

准》达标验收。依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加强对学生成长标准的多元评价机制研

究，将学生纵向学习的全过程与横向发展的全要素

融合起来。居家学习期间，全区４３所小学为每一位
学生建立学生电子成长档案，突出动态评价的育人

目标。

【中学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教育局积极践行“五
育并举”（德育、智育、体育、劳育、美育）各项要求。

持续开展“唱红歌·诵经典”等主题教育活动，高质

量开展中学第三届校园心理剧展演，并将其打造为

口德育工作的品牌，推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持

续推进小学、初中、高中学段衔接和学科衔接，形成

统一的质量监测体系和教学发展衔接体系，推进全

区教育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生态。规范初中学校

各项管理，有４所初中高水平通过武汉市《义务段
学校管理标准》达标验收。持续开展学区制建设，

坚持抓常规、抓长效，规范教学常规管理，向常规要

质量。加强教研员队伍建设，开展毕业年级课堂教

学大调研，实现全员全方位听评课，夯实质量提升基

础。教研室、信息中心和各中学高效组织新冠肺炎

疫情背景下的中学线上教育教学工作，共推出线上

优质课例５０００余节，开展线上防疫教育、线上德育
等工作，确保师生健康与安全。２０２０年中高考质量
再创佳绩：高考实现清北双突破，６００分以上学生快
速增长，增幅达４２％，文理一本上线率超５０％；中考
稳定增长，普高率达５５％以上，保护分数段学生居
全市前列。

【职业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教育局坚持以产教融
合为主线，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现代产业

发展需求，推进职业教育实用高效发展，提升新时代

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和服务发展水平，毕业生就业

率达到９８％以上，每位学生掌握两项劳动技能和一
项艺术特长。职教高考质量再次领跑全省，６８９人
参加高考，２８０人专业课和文化课双上本科线，较上
年增加１２人，专科上线率为１００％。计算机网络技
术、电子商务和工艺美术（室内装饰设计）专业２４１
人通过“３＋２”转段考试，通过率为９９５８％，１６６人
通过单招升学。

【民办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教育局统筹规划区域
民办教育事业，有序推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武汉

英中高级中学（武外英中）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

等优质民办教育资源落户口，建成面向全民、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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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的教育体系。落实市、区政府帮扶政策，为５８
家民办幼儿园拨付疫情防控专项补贴１５０８万元，
帮助３１家民办幼儿园申报纾困专项贷款３７０万元，
２７家民办幼儿园获租金减免 ４１７万元。发放３批
次防疫物资，对１７２家培训机构进行复课达标评估
认定。建立健全民办幼儿园和培训机构监管机制，

加强民办教育机构规范办学的日常监管。对群众投

诉问题快速查处回告，举报投诉查处率１００％。

【社区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教育局积极发挥社区
教育学院的培训职能，探索社区教育的培训路径，走

合作培训的新路子。通过送教进社区的方式，开展

茶艺花艺、秋冬季养生防疫、青少年科技和社区干部

公文写作等培训。全年共送教下社区 ２５场，达
２２００人次，花艺培训共７００多人参加，茶艺培训约
１５００人次。大力开展网上培训，组织４０１人开展线
上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局属各

基层单位积极深化“双进双服务”活动，与社区签订

共建协议，到社区定时开展联合支部主题党日、讲党

课等活动，慰问困难群众家庭，深入老旧社区开展清

洁家园活动。社区科普、文化活动参与率达到９０％
以上，老年大学建设全市领先，老年教育参与率达到

４０％以上，社区教育参与率达到５０％以上。

【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教育局进一步完善教
师队伍治理体系，提升教师队伍质量。进一步创新

和规范中小学教师编制配备，盘活事业编制存量，采

取多种形式增加教师总量，优先保障教育发展需要。

全年招聘教师７８名，其中专项招聘教师２０名。稳
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做好岗位竞聘工作，２４人通
过高级职称评审，通过率为８５％，居全市前列。中
小学教师交流轮岗３３０人，占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
数的２１２％；初级中学具备高级职称、小学具备中
级及以上职称教师交流轮岗１９６人，占交流总数的
５９３％，超额完成武汉市教育局绩效目标。贯彻落
实国家、省、市关于进一步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

遇相关文件精神，切实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

维护义务教育教师的合法权益。结合实际，认真落

实３１００多名义务段教师比较绩效工资，实现义务教
育段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按照上级政策，落实近万名在职和退休教师有

关待遇，落实４７００余名在职教师薪级工资晋升。关
心编外聘用教师，积极争取经费支持，全年按年均

５２万元落实编外聘用教师待遇。根据平均课时量
和平均班额落实１５所中小学教师课时绩效目标奖。
积极推进高层次骨干教师培养，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汤彦平荣获“市级政府津贴专家”称号，武汉市第十

一中学王忠文荣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戴胜伟被评为湖北荆楚好老师。

在全球疫情形势动荡的情况下，超目标完成３对国
际友好学校线上签约，获得武汉市教育局表扬。武

汉市第十一中学、东方红小学、同济附小申报武汉市

国际理解教育示范校。

【体卫艺科技教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教育局将广大
师生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定不移地落实

疫情防控工作。制定口区中小学、幼儿园、培训机

构常态化防疫工作标准，对执行管控制度、严格校园

管理、开展校园消杀、加强疾病防控、夯实食品安全、

强化心理健康等十个方面制定精细化的操作规范。

根据学校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多点触发预警应急工

作的要求制定《口区学校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应急处置预案》和《口区教育局新冠肺炎常态

化防控多点触发预警流程图》。通过不定期地发布

工作提示指导学校及时整改各级各部门督查发现的

问题，确保安全有序地推进学校各项工作，确保师生

生命健康安全。全系统储备口罩３００万片以上、酒
精８吨、消毒液３２吨，防护服、手套、额温枪充足，红
外线测温门已安装８９个，添置废弃口罩垃圾桶２１０
多个。组织两场防疫知识和三场紧急救护知识培

训，在全市中小学应急救护比赛中取得团体总分第

一、３个集体一等奖和３个二等奖的好成绩。建立
全国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示范基地，全区学生视力

健康管理中心完成全学段学生视力健康档案的建档

工作。

田径赛场再创佳绩，口区勇夺武汉市中小学

生田径运动会“二十四连冠”。全区各中小学积极

开展国家学生体质测试与数据上报工作，数据上报

率为１００％。校园足球工作成绩斐然，口区教育
局参与编撰的《校园足球》系列教材（小学一年级至

高中三年级）已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在

全国推广使用；在全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中荣获两

个冠军；口区教育局荣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满天星’训练营”称号；紫润小学被评为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水厂路幼儿园、义烈巷幼儿园

被评为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安徽街幼儿园被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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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足球特色幼儿园（全国共１２所）；新合村小学校
长侯琳被评为优秀特色学校校长（全国共１２４名）；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宏亮被评为优秀试点县（区）长

（全国共２７名）。疫情期间，为提升全体师生体质，开
展居家锻炼，全面推进新版戏曲广播操学习，湖北教

育电视台对区内学校居家学习成果进行展播。

戏曲进校园工作以点概面，全面推进，促进戏曲

教育活动蓬勃开展。学生观赏“一堂好课”和“名剧

进课堂”等活动，全区覆盖率达１００％。组织学生参
加２０２０年“湖北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选送
体育馆小学卢恩希表演的《红灯记》被评为优秀个

人节目，体育馆小学获得优秀组织奖。整合资源，以

《戏曲进校园普及读本》为基础，全区推广戏曲知

识，组织 ６２４１名学生参加武汉市教育局举行的
“２０２０年云上戏曲知识竞答”活动，为普及戏曲知
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

深入开展青少年科技环境教育。疫情期间，组

织线上学习方式，将科技（环境）教育搬到网上，通

过推荐专业网站、专题讲座，开展以抗疫为主题的系

列科技（环境）教育和竞赛，组织学生参加省、市科

普征文和科技创新展评活动，效果良好。复学后，组

织学生参加校外基地的科技（环境）体验活动和各

级赛事活动。２０２０年，全区学生近２０００人次参加
校外基地活动，获全国一等奖３人次，市级一等奖
１０人次、二等奖２５人次、三等奖２４人次。此外，近
２００份作品参加全国少儿低碳主题书画大赛（生态
环境部），近２０份作品参加武汉市青少年环境实践
活动评比。

【教育科研】　２０２０年，口区教育局坚持科研引领
发展，大力提倡科研兴师、科研兴校、科研兴教。９
个武汉市教育科研规划重点课题和１９个规划课题、
１个湖北省教育科研重点规划课题和 ４个规划课
题、７个中国教育学会国家级课题，均以全优等级通
过等级评审，结题率和优秀率均为１００％。其中，崇
仁路小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成果在《中国教育

报》头版向全国推介。在武汉市教育学会教育科研

论文征集活动中，口区教师荣获５６个一等奖、６３
个二等奖和７２个三等奖，一等奖占比居全市第一。
武汉市教育科研规划办公室、武汉市教育学会针对

后疫情时代面临的新形势立项一批专项课题、教师

个人课题，其中口区８个学校课题、１０个教师个
人课题获批立项，立项率居全市前列。２０２０年 ３

月，口区韩家墩小学在全市率先以腾讯会议的方

式进行市规划课题结题论证，并向全市直播，受到全

市同行一致好评。在复课复学初期，实验小学、同济

医大附属幼儿园、崇仁路小学、南阳村小学等市重点

课题结题评审均以腾讯会议方式向全市公开展示，

受到好评。

【教育督导保障】　２０２０年，口区教育局坚持督政
与督学两结合原则，推动全区教育事业发展，充分发

挥教育督导的工作效能。扎实开展专项督导和综合

督导工作，采取“５＋２”模式进行评估验收，聘请市、
区督学，严格按照市级评估指标体系评估学校，以

“督”字为先，“导”字并重，责任督学挂牌督导跟进，

对１９所幼儿园办园行为进行督导评估。统筹协调
推进３所学校现代化创建工作，建立学区指导帮扶
机制。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还专门邀请省督学对

全区创建工作进行培训指导。搭建“微校数字管理

平台”，实现全区中小学幼儿园督学联络员在平台中

进行信息网上直报。优化“口督导”微信公众号管

理，及时发布口教育督导信息，全年陆续发布１１０
多篇系列报道，持续扩大口教育督导的影响力。

加快推进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超前完成市

级绩效目标，口区市级绩效目标考核为全市唯一

的满分。积极申报中央支持武汉地方债项目，争取

资金２１９亿元，启动重点项目１９个。投入２０００万
元为６所高中改善办学条件，２所配建小学按期完
成建设任务，１所小学正在进行桩基工程，３所中小
学前期工作正在办理中，５所幼儿园二装已经完成、
设施设备配备已到位。１所幼儿园已签订正式移交
协议，超额完成１所幼儿园框架移交协议。开办公
办幼儿园４所，新增学位３７８０个。

重视学生资助工作。２０２０年完成各类学生资
助６８２４人次：学前教育政府助学金发放１２１人次，
共计６万元；义务教育各类资助１３９８人次，共计５２
万元；高中国家助学金发放２３１人次，共计３０万元；
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

１２４人次，共计９７万元；中职国家助学金发放５７６
人次，共计 ５７３万元，中职国家免学费资助发放
４３１７人次，共计５３８３万元；中职励志奖学金５７人
次，共计５７万元。
２０２０年，全系统保持安全稳定。有效落实党政

领导干部安全责任制，有序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规划，严格执行安全管理日周月常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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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地压实安全责任。校园专业安保人员全覆

盖，完成民办监控视频系统连接区政府信息平台与

公安机关，所有学校全部完成一键报警系统的升级

和校门口防冲撞桩的安装。严格执行安全督查制度

和隐患排查整改制度，按期整改区级挂牌隐患３处、
一般隐患５００余处，及时整治一批安全隐患。以
口区人大常委会开展“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回

头看’整治专项行动”为契机，开展校园周边综合整

治行动，校园周边环境明显改善，师生安全感不断增

强。组织师生参与各种安全教育活动达１５万人次
以上，发放平安校园告家长书、平安口问卷、消防

安全问卷１０万份。全年受理平台信访办件３０００余
件，群众电话、网络咨询、现场咨询１０００多人次，及
时答复处理率为１００％，有效维护教育系统稳定。

２０２０年口区公办幼儿园情况一览表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园　　址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总计（１８所）

教育部门办（１３所）

１ 武汉市口区水厂路幼儿园
口区解放大道３２９号（香港
映象小区内）

３７８０ ４１９８５２ １２ ３５６ ６７

２ 武汉市口区崇仁路幼儿园 口区崇仁路２２１号 ４３７８ ３７７４７６ １２ ３４７ ６９

３ 武汉市口区安徽幼儿园
口区汉中路２４１号（原利济
路小学内）

６５９０１ ４３７７５８ ２１ ５７２ １０３

４ 武汉市口区营房幼儿园 口区营房北村３８号 ９００ ９３３２２ ４ １３１ ２７

５ 武汉市口区幸福幼儿园
口区解放大道 ５８２号同馨
花园４０－４１号

２７７７３５ ５４４５４１ １９ ６４０ ９８

６ 武汉市口区常码头幼儿园 口区常码头发展二村５６号 ４２１４ ２１７１９ １２ ３７７ ７０

７ 武汉市口区机关幼儿园 口区集贤路特１号 ３２０２ ２４２５ １５ ４３８ ５３

８ 武汉口区陈家墩幼儿园
口区陈家墩小区古田南村

６７号
１８４９２ １９３８６１ ７ ２００ ４１

９ 武汉市口区义烈巷幼儿园 口区义烈巷１号 １７１２２１ ２６８７０１ ９ １９４ ４３

１０ 武汉市口区团结幼儿园
口区长风路丰美路团结佳

兴园小区内
２１００ ２５０１５４ ９ ２６０ ４９

１１ 武汉市口区雏鹰幼儿园 口区古田四路１９７附１号 ３１０６６９ ２９００８ １１ ３１０ ５１

１２ 武汉市口区启航幼儿园
口区古田四路６６号建荣嘉
园Ａ区旁

３４１４２４ ２７４０ ７ １９９ ３４

１３ 武汉市口区汉江湾幼儿园
口区古田三路广电江湾新

城小区３１号
３７８０４３ ２７３６３９ ６ １９２ ３２

１４
武汉市口区鹤琴之家幼儿

园
口区宗关街汉西路３４号 ３４１０ １８１４ ２ ５２ １７

１５ 武汉市口区蒙真幼儿园
口区城华路 ６号华润翡翠
城一期１３栋

４８６０８７ ３５９５９４ ４ １０８ ２１

１６
武汉市口区幸福时代幼儿

园

口区宗关街海宁路 １号幸
福时代幼儿园

２７７５０６ ２２４１８１ ３ ９５ １６

１７ 武汉市口区青禾幼儿园 口区常码头路７号 ２７４４９３ ２０１７ ３ ８４ １６

·８８１·

·口年鉴·



续表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园　　址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其他部门办（５所）

１８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幼

儿园
口区航空侧路１３号 ３７４６ ３２５３ ９ ２９７ ４３

１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幼儿园
口区解放大道１０９５号 ２４１４ ３６８５０７ １１ ３１２ ４９

２０ 武汉市直属机关永红幼儿园 口区建设大道４４５号 １０２４０５ ７６６６３ ２６ ８０５ １５２

２１ 陆军勤务学院幼儿园 口区罗家墩１２２号 ６４４０ ５２８１ ８ １６８ ４１

２２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

学幼儿园
口区解放大道７１７号 ９２３８ ６０６２ １７ ５６８ ８０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办幼儿园情况一览表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园　　址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总计（５８所）

１ 武汉市口区天顺实验幼儿

园

口区古田四路天顺园小区

五组团内
１４００ １４４０ ７ １６８ ２７

２ 武汉市口区电源村幼儿园
口区解放大道２０１号（国营
长江电源厂宿舍内）

１５５０ ９９０ ８ ２４５ ３１

３ 武汉市口区添添艺术幼儿

园

口区长丰大道１７２号（百姓
之春小区内）

２７００ １６９２ ６ １３８ ２６

４ 武汉市口区海天润和幼儿

园

口区汉西路 ７９号（润和花
园内）

２３００ ９００ ６ ２０３ ２５

５ 武汉市口区格林紫润幼儿

园

口区古田二路紫润明园（北

区）
６４９３ ３７４０ ９ ２７９ ３８

６ 武汉市口区贝比堡丰华幼

儿园

口区长丰四队丰华园小区

内
２０３１５３ １５３２ ０ ０ ０

７ 武汉市口区同文幼儿园 口区天顺园小区９组团 ３０００ ４４５０ １５ ４９３ ６５

８ 武汉市口区百姓添添幼儿

园
口区古田二路易农街１号 ２８９３ １９３０ ９ ２７２ ４２

９ 武汉市口区春晖幼儿园
口区集贤路特１号（区青少
年宫内）

１２００ １５１７ １２ ３４６ ４７

１０ 武汉市口区太平洋实验幼

儿园
口区汉水三村３２９号 ２３００ ２１００ ９ ２１０ ３１

１１ 武汉市口区六角天使幼儿

园
口区利济路１５５号 １５００ ９３０ １２ ４１８ ５４

·９８１·

·教育 文化 旅游·



续表１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园　　址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１２ 武汉市口区欧乐康城幼儿

园

口区沿河大道 ４３８号丽水
康城小区内

１０７３８ １０７３８ ９ ２８５ ３８

１３ 武汉市口区温馨宝贝幼儿

园
口区长堤街操场角８号 １３００ １３００ ４ ８９ １７

１４ 武汉市口区林之光幼儿园
口区古田四路新墩二村２８０
号雅丰园３－１ １１００ ５３０ ７ １４７ ２５

１５ 武汉市口区天勤幼儿园
口区长丰大道特 １号天勤
花园小区内

１５００ １１２５ ７ １３２ ２６

１６ 武汉市口区丰竹园幼儿园 口区常码头丰竹园小区内 ９９０ ５９０ ４ １１１ １８

１７ 武汉市口区苗苗幼儿园
口区利济南路暨济商城空

中花园
９９８ １２７６ １２ ３７７ ４９

１８ 武汉市口区育新幼儿园
口区建乐小区 ２８－３１栋 ２
楼

２０２０ １６１５ ９ ２２５ ３１

１９ 武汉市口区小怀幼儿园
口区汉正街金昌商业城 Ｃ
栋５－６单元 １２１５４ １１５３４ ９ ２１１ ３４

２０ 武汉市口区鸿燕艺术幼儿

园
口区汉中路１８８号 ２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６ １２４ ２６

２１ 武汉市口区汉正街陶艺幼

儿园

口区汉正街永喜门４－５号
老三镇服装城４楼 ５５２ ４１５ ４ ８３ １５

２２ 武汉市口区林之光发展幼

儿园
口区发展社区６１号 １１００ ５９６ ６ ７７ １９

２３ 武汉市口区春光幼儿园 口区解放大道６９５号 １３００ ９９０ ９ ３０６ ４２

２４ 武汉市口区生活村幼儿园
口区古田二路生活六村 ３０
号

６３５５ ４３６ ３ ９０ １５

２５ 武汉市口区广博幼儿园
口区解放大道４７９号（博学
仕府内）

６１２ １０４１ １２ ２７０ ４１

２６ 武汉市口区朵朵幼儿园 口区长堤街操场角８号 ８００ ８００ ４ ８７ １３

２７ 武汉市口区金钥匙幼儿园 口区丰茂路特８号 ６７５ １１２８７ ７ １６０ ２８

２８ 武汉市口区阳光卡卡幼儿

园

口区解放大道１３号１４－１７
栋

２４１６ ８１６ ５ １２８ ２５

２９ 武汉市口区东方宝贝幼儿

园
口区解放大道１２８号 １１３５２７ １１４８２ ８ ２２４ ３４

３０ 武汉市口区艺和幼儿园
口区汉正街 ７２８号 １２门
３－８ ８４５ ７３３ ６ １０５ １６

３１ 武汉市口区顺康幼儿园 口区古田一路东风村 ６５０ ８３０ ６ １００ ２２

３２ 武汉市口区小兰天幼儿园
口区古田二路城市广场南

Ｂ１１－２３８ ３２０ ３５０ ３ ５２ １４

３３ 武汉市口区起跑线领航幼

儿园
口区古田四路长嘉路１５号 ５４０ ７００ ５ １２０ ２１

·０９１·

·口年鉴·



续表２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园　　址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３４ 武汉市口区新克莱思幼儿

园
口区武胜西街５附２３号 ３１３ ３１３ ４ ７２ １３

３５ 武汉市口区钦钦幼儿园 口区简易新村４９号 ７２０ ５００ ３ ４７ １３

３６ 武汉市口区添星幼儿园
口区汉西北路 ６７号（荣冠
花园内）

９０２ ６５０ ３ ４８ １６

３７ 武汉市口区旺旺幼儿园 口区竹牌巷７４号 ４８５ ２９５ ３ ３８ ９

３８ 武汉市口区融侨永红实验

幼儿园
口区解放大道６６号 ８８０ ９９０ ６ １９３ ３４

３９ 武汉市口区贝比堡汉水熙

园幼儿园

口区解放大道１４８号（汉水
熙园小区内）

２０００ １２１０ ９ ２４９ ３８

４０ 武汉市口区贝比堡幼儿园 口区汉西１路特１号 １８００ １５３５ ０ ０ ０

４１ 武汉市口区小哈佛幼实验

儿园

口区解放大道 １０９号汉口
春天小区内

２１００ ２５１０ ８ ２３３ ３８

４２ 武汉市口区欣欣幼儿园 口区利济东街１０１号 ６９７ ５４４ ０ ０ ０

４３ 武汉市口区爱弥尔幼儿园 口区紫润明园南区２栋 ５８０ ２８０ ４ ５０ １９

４４ 武汉市口区美乔幼儿园
口区南泥湾大道 １１８号江
城壹号１９号楼 ５９２７ ２１２７ ８ １２６ ３１

４５ 武汉市口区娃娃幼儿园 口区玉带路１９号 ８０３ ７６２ ５ ９０ １７

４６ 武汉市口区贝比堡竹叶海

幼儿园

口区额头湾东吴大道竹叶

海嘉园小区
１６００ １２２２４ ７ ２３５ ３７

４７ 武汉市口区育苗幼儿园
口区利济路８号银丰富苑５
楼

１１００ １１１０ ３ ４４ １４

４８ 武汉市口区锦江永乐幼儿

园
口区建一路２号 １５５４１２ ９０１１２ ６ １５３ ２９

４９ 武汉市口区赛达晶晶幼儿

园
口区解放大道７７号 ９１３ １６１５ ８ １５６ ３４

５０ 武汉市贝比堡星汉幼儿园有

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 １４８号汉水
熙园小区正门东侧

１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５ １４７ ３０

５１ 武汉市恩美幼儿园有限公司
口区口路葛洲坝城市花

园１３号楼 １４００ ２１００ ５ １３２ ２５

５２ 武汉市睿德乐学启雅幼儿园
口区长丰街华生·汉口城

市广场一期南区
４２０６３７ ５１４０ ６ １４２ ３８

５３ 武汉市口区江山如画幼儿

园

口区汉水街 ５９号（江滩花
园）Ａ区商网２层Ｅ１０室 ６２０ ９０２ ５ ５７ １４

·１９１·

·教育 文化 旅游·



续表３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园　　址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５４ 武汉市赛恩喜年幼儿园

口区沿河大道与武胜路交

会处武汉口区长江食品厂Ｃ
地块

１５０７ ２００７ ８ １７４ ３０

５５ 武汉市口区金色摇篮幼儿

园

口区古田路４１号东方花城
小区内

３０００ １７６９ ７ １３１ ２６

５６ 武汉市口区艺福童幼儿园
口区长丰街华生汉口城市

广场南Ｄ３号 ４５０ ７００ ３ ５７ １４

５７ 武汉市口区博苗丰盛幼儿

园
口区解放大道１７４号 １３５０ １９６０ ４ ４２ ２５

５８ 武汉市口区林之光艺体幼

儿园

口区古田二路附１号２９栋
６号 １１００ ９８６ ３ ４３ １４

２０２０年口区小学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校　　址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总计（４４所）

教育部门办（４１所）

１ 武汉市口区长征小学 口区解放大道３１４号 ５１１６ ５８９０ ２０ ８９０ ４５

２ 武汉市口区中山巷小学 口区汉正街８３号 ２２１５ ２２１５ ６ １６０ ２２

３ 武汉市口区韩家墩小学 口区解放大道１７０号 ６８４９ ６３５４ ３６ １６８７ ８５

４ 武汉市口区崇仁汉滨小学 口区古田三路１号 ９９４３ ４９１５５ ３４ １５４４ ６０

５ 武汉市口区实验小学 口区简易路１０号 ５８８２ ６２６３０６ ３２ １３７５ ５３

６ 武汉市口区新安街小学 口区大夹街九如巷１７７号 ０ ０ ０ ０ ２２

７ 武汉市口区双环小学（崇仁

路小学汉江湾校区）
口区古田一路３１号 ６６８６ ４９３９ ９ ２４５ ３０

８ 武汉市口区行知小学 口区汉正路４０９号 ７４９６ ４２０９８１ ２３ ８６９ ５０

９ 武汉市口区崇仁第二小学 口区新路１２６号 １２６３５ ７１３０ ２４ １０８４ ６６

１０ 武汉市口区山鹰小学 口区古田五路１７号 １０２０９４ ５３９９６６ ２７ １２５６ ４４

１１ 武汉市口区长丰小学
口区古田二路长丰新村特１
号

１２４６６ ２９６８ １４ ６０７ ２８

·２９１·

·口年鉴·



续表１

序号 学校名称 校　　址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１２ 武汉市口区东方红小学 口区解放大道７６１号 １６１２５ １７６６２ ４１ １９７９ １０２

１３ 武汉市口区太平洋小学 口区解放大道４６３号 １１０００ ４８８１３９ １８ ７１３ ４８

１４ 武汉市口区东方红第二小

学

口区古田四路云鹤小区二

村１３号 ９１３６ ５０７９ ２４ ９６７ ４６

１５ 武汉市口区建乐村小学 口区中山大道７１号 ６３７２ ３７２０ １８ ７０１ ５０

１６ 武汉市口区武药小学 口区古田二路５０号 ２９０７ ２１３０ ０ ０ ０

１７ 武汉市口区南垸坊小学 口区解放大道２８－３０号 ６５３３ ４１８０ ２２ ９２４ ４４

１８ 武汉市口区汉西小学 口区汉西北路３４号 ７０６１ ２７０１０３ ９ ３２９ ３０

１９ 武汉市口区舵落口小学 口区易家墩２１３号 ７３７８ ３６０８ ７ １６７ ２６

２０ 武汉市口区安徽街小学 口区汉正街六水街３号 ５４２０ ５４１９ １３ ４２５ ３５

２１ 武汉市口区崇仁路小学 口区发展大道３９号 １５６００ １２２８５ １２ ５０５ ９５

２２ 武汉市口区古田路小学 口区古田二路１８号 ７７３４ ４１８９ １７ ５７０ ４１

２３ 武汉市口区水厂路小学 口区建设大道２９号 ７７４３ ５０８３５７ ２９ １４３９ ６２

２４ 武汉市口区常码头小学 口区常码头发展二村５５号 ４１２０ ２３１９ １２ ４４９ ３０

２５ 武汉市口区井冈山小学 口区集贤路４３号 １２５７３ ７３４５ ３１ １４５０ ７１

２６ 武汉市口区红旗村小学 口区中山大道１８９号 ５４０１ ５４３４ １８ ８１５ ５１

２７ 武汉市口区仁寿路小学（东

方红小学南区）
口区仁寿路１００号 ５９０５ ３５９０ ３７ １７１１ ７６

２８ 武汉市口区义烈巷小学 口区长堤街２１８号 ５２２９ ２７２８０４ １４ ５５８ ３５

２９ 武汉市口区辛家地小学 口区解放大道７５号 ９８０４ ５４０９ ２３ １０２０ ４７

３０ 武汉市口区汉正街小学 口区三曙街１号 ４６０２ ２７９２ １０ ２３９ ３６

３１ 武汉市口区星火小学 口区汉正街广货巷３６号 １０７５３ ６２４７ ２２ ９２７ ５１

３２ 武汉市口区易家墩小学 口区古田一路４５号 １４００６ ７８１９５８ ２１ ７３８ ３８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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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学校名称 校　　址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３３ 武汉市口区博学小学 口区古田四路３１号 ２８７４ ２４１０ １３ ５３４ ３１

３４ 武汉市口区新合村小学
口区宗关街新合东村 ３４１
号

６１５５ ５５４１ ２４ １０６８ ５５

３５ 武汉市口区宝善街小学 口区三曙街广货巷３７号 ５７２１ ３３１２ １１ ３３４ ４０

３６ 武汉市口区南阳村小学 口区长堤街５８７号 ２１７９ １７６９ １１ ３２５ ３１

３７ 武汉市口区体育馆小学 口区宝丰二村１８号 ４５２０ ４８４７７１ ２４ １１４７ ６２

３８ 武汉市口区紫润小学 口区城华路２０号 １１０００ ３９２１３ ２７ １１９０ ３４

３９ 武汉市口区团结小学（水厂

路小学团结校区）
口区丰华路４９附１６号 １１０００ １６５３８ １１ ４４６ １８

４０ 武汉四中张公堤学校
口区北盛路华生汉口城市

广场四期３区８栋旁 １３８５６ ５６０ ４ １８９ ５

４１ 武汉市口区陈家墩学校
口区陈家墩小区古田南村

６８号 ８８３６ ５３４６ １３ ５０９ ３２

４２ 武汉市口区崇仁汉滨第二

小学

口区张竹路 ９号华生汉口
城市广场三期北区

１１２３５１ ５２８ ２ ４８ ５

其他部门办（１所）

４２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小学
口区航空路１３号 １４３０６ ８５８８ ３７ １８３３ ９６

民办（１所）

４３ 武汉市口区崇仁寄宿学校 口区崇仁路２１７号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２８３ ５１ ２６８１ １２２

２０２０年口区初级中学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校　　址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合计（１７所）

教育部门办（１４所 ）

１ 武汉市第二十七中学（六十四

中顺道校区）
口区顺道街８８号 １５５６２ １２９９８ ２０ ８５８ １１０

２ 武汉市第十七初级中学 口区解放大道４３３号 ８６１０ ８６０９ １９ ８２２ ５９

３ 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 口区营房北村４０号 １８６９３ ６４９２４７ ２１ １００４ １８２

４ 武汉市崇仁路中学 口区京汉大道４７２号 １０１９６ ８３３３ ５ １３３ ５４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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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校名称 校　　址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５ 武汉市第五十九中学 口区汉正街５６１号 ５９３４３ ６１９０６７ ６ ２２８ ３６

６ 武汉市常码头中学
口区常码头发展三村 １００
号

７３４１ ５３０７ ７ ２２６ ５３

７ 武汉市第四初级中学 口区解放大道３３５号 １００９９０５ ９１９７７２ ４３ ２１９５ １４２

８ 武汉市第六十三中学 口区解放大道８０５号 １１４１０ ８１３６ １９ ７８０ ９２

９ 武汉市七十九中学 口区南泥湾大道６４号 ９５７２ ６８０１ １２ ４５４ ５３

１０ 武汉市第六十中学 口区三曙街１号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 武汉市十一滨江初级中学（十

一初中滨江校区）
口区古田路８６号 １７３３５ １６８８９ ３３ １４５６ １１７

１２ 武汉市博学初级中学
口区古田四路天顺园小区

八组团特１号 １８６００ １００８０ １６ ６５０ ５５

１３ 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 口区崇仁路９１号 １５０２９０７ １６３６３８８ ５３ ２５０５ １６２

１４ 武汉市紫润初级中学（十一初

中紫润校区）
口区城华路２２号 １３６６０６３ １３９９４ ７ ２５１ ２５

其他部门办（１所）

１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中学
口区航空路１３号 ８４１６ ８２５５ １８ ８９９ ６９

民办（２所）

１６ 武汉市十一崇仁初级中学
口区京汉大道站邻街 １８０
号

１８５９３ ４３６３ ４６ ２４２６ ８３

１７ 武汉市口区武外英中学校 口区沿河大道２９１号 ５３６１ ９３２８ ２１ ８４２ １５０

２０２０年口区普通高级中学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校　　址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合计（８所）

教育部门办（６所）

１ 武汉市第四中学 口区解放大道３４７号 １０２７２１ ３２７９０ ３０ １３８１ １６９

２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口区崇仁路２１１号 ３０５１２ １４８４０ ４１ １６２３ １８４

３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 口区解放大道４３３号 ４２０８０ ２０８５０ ２８ １１９４ １５２

４ 武汉市第二十六中学 口区解放大道７７７号 １３３５１ １０４１１ ３０ １１６８ １６８

５ 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
口区利济北路学堂墩子 ２７
号

９５３４４８ ９３４９８７ ２１ ８８６ １２９

６ 武汉市第四十三中学 口区解放大道４２－１３号 １３２８４ ８２４９ ２５ １１２６ ９７

民办（２所）

７ 武汉市太平洋高级中学 口区顺道街６４号 ４７１７ ３３８４ ２１ ８６１ ７２

８ 武汉英中高级中学 口区古田侧路１０号 ２３２２４８８ ８６１６１４ ６ ５０９ １３９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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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口区中等职业学校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校　　址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教育部门办（２所）

１ 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 口区长风路特１号 １１０９７１ ９０５２７ ３６０９ ３１３

２ 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 口区长风路特１号 １１１３６ ８１１１６１ ２１７ ６５

（徐　艳）

文 化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文化和旅游局（简称口
区文旅局）牢牢把握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着力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夯实阵地建设，丰富文化

供给，创新文化工作机制，增强文化凝聚力，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建设转型发展

示范区、改革创新先行区、三生样板融合区提供强大

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汉水谣民间艺术团走进汉水桥街营南社区演出

【文化阵地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文旅局注重文化
阵地建设，丰富文化服务内涵。文化设施建设提档

升级。制定印发《市级绩效目标“四馆三场两中心

建设”考评计分办法》，全面完成街道（社区）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任务，基层文化设施不断完善。

口区文化馆完成“国家一级馆”复评申报工作，区图

书馆江城壹号服务点全面开放。公共服务体系更加

完善。完成区文化馆、图书馆总分

馆建设，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格

局基本形成。强化资源建设和服

务配送，为全区１１个街道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配送图书 ３３万册。
与企业、部队合作共建图书室 ４
个，定期配送图书。文艺团队发展

推陈出新。发展“一街一品”特色

文化团队１１支，举办“一街一品”
特色文艺团队展演。按街道需求

提供艺术指导，创编特色节目，举

办声乐、摄影、书法、广场舞等培

训，推动全民艺术普及。

【群众文化活动】　２０２０年，口

区文旅局坚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不断丰富文

化惠民内容。特色主题活动圆满成功。围绕庆祝新

中国成立７１周年、汉江湾金秋文化艺术节和“我们
的节日”等主题，开展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全年举

办文化惠民活动、红色文艺轻骑兵社区行等文艺演

出７０场，红色经典影片进社区放映１３０场，组织第
４３届“武汉之夏”惠民演出２０场，文化馆团队下基
层演出６０场，举办全民艺术普及讲座１１期。线上
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组织“居家绽艺”线上培训１０
场，编制“抗击疫情 共克时艰”口区文艺作品集。

搭建数字文化馆建设框架，打造文化馆云平台，完善

数字文化资源建设。疫情期间，区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通过线上活动，以“闭馆不闭网、阅读不停歇”的

形式，丰富、活跃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共举办“好

书推荐”“线上展览”“图云阅读”“传统文化”等

线上文化品牌活动共计２０２场次。帮扶贫困村文化
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完成对口扶贫黄陂区２０个贫
困村农家书屋建设，安装户外健身器材１３６件，配送

·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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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８１００册。开展文化惠民行动，丰富村民文化生
活，送文化演出２场、送电影下乡２场，开展科普讲
座等文化活动。注重文化能人培养，培训图书管理

员２０余人次，壮大农村文化人才队伍。

【文学艺术】　２０２０年，口区文旅局注重举办各种
群众性文化活动。文艺作品创作再攀高峰。在武汉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时期，主编“抗击疫情 共克

时艰”口区文艺作品集，原创汉口码头号《众志成

城闯难关》、快板书《疫情接线员》、诗歌《前线》等。

在口区汉水清风廉政宣教月“云宣讲”活动中，原

创多个快板、评书作品，并在官方微信平台发表。各

类文艺比赛再创佳绩。积极参加武汉市第七届广场

舞大赛、第九届琴台音乐节“云上聚知音”、武汉市

戏曲达人秀、第十五届“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

赛、第十届黄鹤群星奖赛等赛事活动。

【文化遗产保护】　２０２０年，口区文旅局继续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遗保护传承成效明显。确认

１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张唐法针刺手法”。举办
２０２０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线上线下开展
第三届非遗美食节、非遗赶集会，组织非遗传承人进

校园、进社区，开展展示、展演和讲座等活动。文物

保护成果显著。组织召开全区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

全生产会议，加强文物保护宣传教育工作。制定

《口区文物火灾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全区文博单位消防能力得到全面提

升，文物安全形势持续向好。持续推进淮盐巷修缮

工程落实。

【文化市场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文旅局强化文化
市场管理，注重提高执法服务水平。持续强化执法

队员的业务素质，严格执法程序。由固定陈旧的文

化市场管理思想向创新领域文化市场管理方式转

变，由一专多能向多专多能转变。利用互联网数据

实行网上办案、远程取证、后台核实的方式开展执法

监管活动，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增强执法的透

明度。有效规范市场秩序。确保疫情防控有序有力、

企业运行安全稳定，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大队组织专班人员，受理文化旅游投诉

４５５件，已办结投诉４５５件。出动执法人员８９５人
次，车辆２００余台次，检查文旅企业４８３家次，办理
各类违法案件１５起。专项工作不断加强。以“线

索清仓”“行业清源”为行动核心，将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扫黄打非工作与疫情防控、日常监管巡查、专

项行动相结合，实现文旅场所每月检查全覆盖，共出

动执法人员 １３０余人次，检查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２００余家次。联合公安部门打击擅自从事娱乐场所
经营活动的行为，办理出版案件４起，取缔１家无证
开展印刷活动的单位。安全生产落实到位。围绕

“平安法治建设”“校园周边安全”和“平安口”建

设等工作，加强宣传教育和重点时段监管。着力推

进网吧行业、歌舞娱乐场所、星级酒店的全方位、多

层次、立体化社会管理防控体系建设，全年未发生一

例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袁有凤）

旅　　游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文旅局充分挖掘口区
人文、历史、滨江资源，拓宽地域旅游建设内涵，着

力打造旅游新业态，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推

进旅游产业聚集，促进全区旅游业全面、快速、高

品质发展。

【旅游行业有序复工复产】　２０２０年，口区文旅局
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建设两手抓，指导监督文

化企业、星级酒店、旅行社等有序复工复产，全力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全面落实国家及省市出台

的金融扶持政策，促进经济恢复。各旅行社积极响

应“惠游湖北”政策，逐步恢复经营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团队旅游。

【旅游环境整治】　２０２０年，口区文旅局充分挖掘
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新华印务智慧产业园

区、武汉Ｄ＋Ｍ工业设计小镇工业设计园区等工业
文化资源，增加文化旅游新内涵。采用“小规模、渐

进式、微改造”的建设思路，逐步推进旅游资源的

软、硬件设施。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提升旅游服

务水平，营造文化氛围。指导园博园申报国家 ４Ａ
级旅游景区，园博园、汉口里特色商业街区２０２０年
共接待游客６０万人次。

【特色旅游品牌打造】　２０２０年，口区文旅局依
托园博园汉口里特色旅游街区，精心打造第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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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里竹床文化节、“惠游湖北·打卡大武汉”和

中国红·大地艺术游园会以及 ２０２０旅游嘉年华
系列品牌活动。以“展英雄城市的责任与担当”为

背景，以“致敬英雄武汉”为主题，助力城市经济的

复苏，丰富市民及外地游客的文化旅游生活。精

心打造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提升口区旅游整体

形象。

【旅游市场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文旅局多措并
举，强化旅游市场服务和监管工作。按照属地管理

的原则，加强行业指导和检查，结合疫情防控、文明

创建和安全生产，建立旅游管理长效机制，规范旅游

经营行为，达到旅游企业安全工作网络化全覆盖。

加大对平时工作的检查力度，全年共出动旅游执法

人员６０多人次。对１２３０１、市长专线、信访等平台
投诉受理率为１００％，结案率为１００％。口区文旅
局与区市场监管局监管互通，督促新增、变更、撤销

的企业办理网络备案登记工作，切实加大事中事后

监管力度，通过实施专项保障行动，全面加强旅游市

场执法监管，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不合理低

价游”等突出问题，引导旅游企业诚信经营，建立健

全文明诚信经营承诺制度，督促旅游企业落实市场

主体责任。结合“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加强辖区旅

游企业法制宣传教育，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旅

游法》和《旅行社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

度，形成标本兼治、惩建并举、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

建立旅游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

（袁有凤）

融媒体传播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融媒体中心注重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坚持以团结稳定鼓劲、

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继续深

化改革，改变思路和理念应时转变。通过对传统采

编流程的再造，实现“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多元发

布”，开拓兼具电视、微博、微信、手机 ＡＰＰ、手机小
视频屏等多元化全媒体融合的发展道路，宣传报道

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为

口区建设营造良好宣传舆论环境。

【融媒体移动端】　２０２０年６月，口区融媒体中心
正式与长江融媒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全力共同打造

一个具有更强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口融媒体传播体

系、主流舆论阵地、民生服务枢纽。７月，双方就
口发布ＡＰＰ组织架构进行研究讨论，并形成基本框
架。１１月融媒体中心邀请长江融媒技术人员对中
心编辑人员进行操作培训。１２月，完成“口发布”
ＡＰＰ信息发布流程内测工作，完成全区相关人员培
训工作。通过探索、提升、完善，加快推进区级融媒

体中心建设。

【新媒体传播】　２０２０年，口区融媒体中心围绕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文明创建，汉水清风、脱贫攻坚等

活动开设专栏，系统、全面地报道相关信息、先进典

型、部门动态。政务微博共发布原创图文信息９０５
条，发布数量居各城区首位；政务微信平台共发布信

息１１４６条。特别在疫情防控保卫战中，区融媒体中
心利用两微平台，制作“战疫群英谱”“健康加油站”

“口无疫地图”和“心理疏导”等专栏，为打好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传递力量、汇聚同心。

【舆情研判与处置】　２０２０年，口区融媒体中心坚
持早发现、早处置的原则，不断增强负面舆情监测的

及时性。严格执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实现网络舆情
监测全天候覆盖，第一时间掌握舆情动态，不断提升

舆情处置的时效性。坚持“抓小”原则，不断增强舆

情处置工作的系统性。抓实痕迹化管理，确保舆情

管控规范化流程有据可查、有据可依，促进工作高效

落地落实。抓全流程督办，及时向相关单位发放舆

情告知函，督促相关单位进行回告和处置。严格落

实舆情报告制度，重大舆情制作专报报送区领导批

示。全年，安排专人每天对网络舆情进行研判和处

置，对重大舆情形成《涉舆情专报》，供区领导审

阅及参考，共上报专报１１８期。共监测、搜集涉网
络舆情４５９２条，均上报市委网信办，其中处置不实
网络舆情 ８０７条。收到中央和省、市转办函 ４６５
件。针对收集到的舆情信息，向相关单位发放《舆

情告知函》５９２件。通过对网络舆情的全程监控，
做好涉舆情的风险排查，及时掌握舆情隐患。

遇到敏感的信息或预计会造成较大影响的信息，

第一时间向相关领导汇报，确保舆情风险第一时

间得到控制，把隐患消除到萌芽状态，营造口区

良好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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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评员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融媒体中心制
定《关于建立健全口区网评员队伍及有关制度的

意见》，建立网评员评价考核机制，根据网评员跟评

数量、质量、时效以及各单位网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量化考核。疫情期间，组织网评员积极回应重大突

发事件、应急事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阐明政

策、解疑释惑，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在加强正面宣

传，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消除网络谣言，促进政府

与民众沟通，建设和谐社会方面起到积极作用。针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跟帖，网评员们积极主动，运用

“群众语言”，提高老百姓对新冠肺炎的正确认知，

营造人人为抗击疫情做贡献的良好氛围。２０２０年，
组织全区网评员完成正面跟评引导８９６次，总跟评

１３５９２０条，全年网评数量在全市城区排名前列。

【影像资料留存】　２０２０年，口区融媒体中心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注重视影像资料留存工作。全年会

议到会率１００％，影像资料留存１００％。在疫情防控
期间，组建影像资料小分队，全方位记录区领导部署

口区防疫工作，春节期间慰问疫情防控一线人员；

记录社区防控工作的真实场景；记录本区欢送扬州、

天津、浙江、河南、内蒙古、江苏、海南专家组成员等

８支援鄂医疗队的感人场景；记录全国哀悼日口
区社会各界深切哀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

士和逝世同胞；记录廖建军烈士安葬仪式。

（李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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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生　


体 育

医 疗 保 障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医疗保障局（简称口区医
保局）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医疗保障工作的方针

政策，以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为主线，创新医疗保

障服务理念，坚持以民生为中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口区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

　　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口区医疗保障局组织执法人员到辖区药店检查

【抗击疫情】　２０２０年，口区医保局在疫情期间组
建重症购药工作联络群，以“信息社区收、需求网上

传、药品先配好、预约分时取、社区统一购”的工作

流程，建立“社区 ＋街道 ＋区医保局（口社保处）
＋药店”的联动服务保障模式，为２８００多名重症病
患者解决购药难问题。根据武汉市医保局提供的异

常人员名单，针对重症药短缺问题，在辖区重症（慢

性病）医保定点药店进行驻守巡

查，督促其规范营业；对重病购药中

的突发情况进行现场协调，做到当

日解决、当天消化。同时，积极向上

级单位反映居民购药需求，一次性

购买药量上调至３个月，减少志愿
者购药次数，减轻疫情防控压力。

【医疗救助】　２０２０年，口区医
保局坚持问题导向，抓好经办人员

队伍建设，建立工作联系群，重点

围绕“五类”（重点救助对象、低收

入困难对象、建档立卡精准扶贫对

象、因病致贫救助对象、区人民政

府认定的其他困难对象）全面开展

医疗救助工作。全年共支付医疗

救助金９７６５８万元，惠及困难群众

１９００９人次，其中支付城乡低保等重点群众医疗救助
金８９４６万元、低收入困难群众８１９８万元，救助城
乡低保等重点群众１６２３２人次、低收入对象２７７７人
次，政策覆盖率达到１００％，达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
保、应救尽救。

【医保基金监管】　２０２０年，口区医保局持续开展
规范医保基金使用安全专项整治，建立长效机制，加

强综合治理。成立由指控专家成员、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专业人员和第三方专业机构组成的检查小组，

复查湖北省医保局移交１４家医疗机构（医疗机构
１０家、药店４家），追回医保基金２１１７６万元；复查
武汉市医保局移交的２５家医药机构（医疗机构１４
家、药店１１家），追回医保基金５２９８万元；对辖区
内９７家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全覆盖检查，查处违规金
额１４９２万元，终止医保服务协议１家，暂停医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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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口区荣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济医院中西医结合科
工作室揭牌

算６个月２家。多形式、多内容开
展医保基金宣传月活动，向全区

３２０家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定点医
院９８家、定点药店２２２家）印发签
订２１６０份承诺书；对１１家重点医
药机构进行现场宣讲；对全区 １１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１６家民营
医院负责人进行集中约谈，维护医

保基金安全。

【医保改革】　２０２０年，口区医
保局组织全区“两定”医药机构参

加湖北省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

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培训，完成

８８家定点医院、５２５６名执业医师、
８８５７名执业护士、２０７家定点药
店、２０５名执业药师的信息维护，
确保 ＤＲＧ（国家医保支付改革系
统）落到实处。根据武汉地区医疗

机构药械集中带量采购联盟第一批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中选结果，组织全区１１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７
个定点医药机构与相关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签订采购

合同，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杨晓玲）

卫 生 健 康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卫生健康局（简称口区
卫健局）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统筹推进疫情常

态化防控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聚力建机制、补短

板、强弱项，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巩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成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国

际化大都市提供健康保障。辖区内有各类医疗卫生

机构３６３个，其中营利性机构２９９家，非营利性机构
６４家，社会办医３３２家。全区育龄妇女数量１４０９０３
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数量１２６７７５。全年全区出生
２７３６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１２３７，户籍人口出生
率７３３‰，死亡率１０８‰，自然增长率－３４８‰；因
病死亡５５１５人，占死亡总人数５８７６人的９３８６％，
死因顺位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统

疾病、新冠肺炎、损伤与中毒、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传染病。户籍人口期

望寿命７８８２岁，男性７５５５岁，女性８２４２岁。

【改革与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卫健局注重开展优
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完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提

档升级。六角亭、汉中、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通过优质服务基层行基本标准，宗关、荣华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通过社区医院评审。推动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推进人脸识别在家庭医生签约中的应用，家

庭医生签约系统与 ｈｉｓ及公卫系统互联互通，落实
“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做实一人”。在社区居委会

设立家庭医生巡诊室９４个，家庭医生每周固定时间
固定地点进行巡诊。合理确定签约服务费，完善签

约激励机制，通过做实做细家庭医生工作，以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为主阵地，结合社区巡诊室和上门访视

等方式，为百姓提供连续、有效、个性化的医疗健康

服务，扩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居民中的影响力，吸

引更多居民到中心就诊，带动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

卫生业务发展。开展医养结合工作试点。六角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打造全市首批医养融合康复服

务中心，给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康复和养老一体

化服务；同时，与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科合作，建立

特色专科“马艳工作室”，为老年人提供三甲医院的

现代康复医疗技术，有效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

生活质量，促进口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康养融

合服务发展。开展高血压慢性病综合防控试点。国

家心血管病中心将高血压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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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湖北省试点设在武汉市口区，为落实试点

要求，口区与同济医院合作开展全国高血压综合

防控示范区建设项目，４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动员
近１６００例高血压患者入组试点工作，开展早期筛查
和危险因素干预。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９日，同济医院儿科专家工作室专家到汉中街接诊

【社区卫生】　２０２０年，口区卫健局注重提升社区
卫生服务工作质量，尽量满足市民的需求。辖区有

１１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中７家为政府办、１家为
院办直管、１家为国有医院、２家为民营单位；有２４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其中２家为政府办，２２家为非
政府办。２０２０年，辖区１１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
卫生人员７５１人，其中医生 ２８２人（全科医生 １３２
人），护士３３６人；全年门诊４５６９０２人次，家庭医生
访视、接诊１１１０９６人次，体检３９３６０人次。口区
民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有医疗服务项目均执行政

府指导价，并通过电子显示屏对医疗服务、药品价格

实行价格进行公示，ＨＩＳ（医院信息）系统可打印费
用清单提供给患者；全部执行基本药物制度，药房配

备基药，能在省网平台上采购药品和耗材。民营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于年初向口区医保局申请取消药

品、耗材加成并执行一般诊疗费制度，得到批准。按

照促进公益性工作要求，口区卫健局部署并督导

民营中心执行药品和耗材零加成，并按要求使用医

保系统收取一般诊疗费。全年全区常住人口家庭医

生签约６９７４０人，家庭医生签约率８０３％。全年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上转量为２６２人次，医疗联合体综

合医院下转量为２２５人次。开展医联体内培训８２
次，基层医务人员到三甲医院进修１７人。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建立７１７万份，建档率８２５％。

【医联体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１１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均与三甲医院签订医联体协议，８家特色专
科通过市级特色科室审核，分别为汉水桥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糖尿病科、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

医康复科、宗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六角亭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脑血管病科和儿科、荣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

腔科和中医康复科。全区着力打造以全科医疗为基

础、专科建设为核心竞争力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以

特色医疗服务来吸引居民在基层就医，形成区域内

“一中心一特色”的医疗布局。

【疾病预防控制】　２０２０年，口区卫健局继续坚持
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建设。注重传染病防治。全年甲类传染病发病数

及死亡人数为零，乙类传染病发病数８０１７例、死亡
４６５人，发病率前三位的疾病依次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发病数６８８０例、肺结核发病数３９３例，乙肝发
病数３５０例。全年结核病新发３９３例、血源及性传
播传染病新发７００例，死亡９人；新报告 ＨＩＶ／ＡＩＤＳ
１７５例，历年累计报告２９５４人。人畜共患疾病的发
病数９８例（手足口病９８例），死亡人数为零。

免疫规划。全年开展１０类免疫规划类疫苗接
种，开展免疫规划类疫苗接种

９６５５４剂次，接种单位报告免疫规
划类疫苗接种副反应 ３例。全年
开展１１类非免疫规划类疫苗接种
９７３９７剂次，报告接种副反应 １９
例。全年接种流感疫苗 ３４１３５剂
次。

慢病防治。全年高血压发病

人数 １８５３８人，糖尿病发病人数
７３７１人。开展高危人群主动筛
查，区内建立的３０个健康自测点
开展健康自测工作，指导社区将巡

诊、健康教育与高血压、糖尿病患

者随访相结合，以健康生活行为规

范社区居民。

精神卫生防治。全区共登记

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３１６６人，其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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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管患者２７９８人，管理率８８３８％；规范管理患者
２７５０人，规范管理率８６８６％；面访患者２７４６人，面访
率８６７３％；服药人数２６８５人，服药率８４８１％；规律
服药人数２４２６人，规律服药率７６６３％；报告患病率
３６５‰。全年为６３名贫困患者提供价值３万余元免
费精神类药品。

饮用水卫生监测。坚持每月对５个末梢水市级
监测点进行检测，全年检测样品６０件。检测项目
为：游离余氯、肉眼可见物、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耗

氧量、亚硝酸盐、氨氮、ｐＨ值、菌落总数、总大肠菌
群、耐热大肠菌群，共１２项。每季度对８个末梢水
国家级监测点进行采样，全年采集样品３２件，送市
疾控中心检测。每季度对２０个二次供水市级监测
点进行检测，全年检测样品８０件。检测项目为：游
离余氯、肉眼可见物、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耗氧量、

亚硝酸盐、氨氮、ｐＨ值、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共
１１项。每半年对２个二次供水国家级监测点进行检
测，全年检测样品４件。检测项目为：常规项目加氨
氮共计３４项，其中微生物指标为菌落总数、总大肠
菌群、大肠埃希氏菌、耐热大肠菌群，毒理学指标为

砷、镉、铬（六价）、铅、汞、硒、氰化物、氟化物、硝酸

盐（以Ｎ计）、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感官性状和一般
化学指标为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ｐＨ
值、铝、铁、锰、铜、锌、氯化物、硫酸盐、溶解性总固

体、总硬度、耗氧量、挥发酚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氨氮，饮用水消毒剂常规指标为游离余氯。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继续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检测皮蛋、馒头、大葱、小葱、调味面制品、豆制

品、油条、面窝共７５件，检测项目为铅、镉、汞、砷、甜
蜜素、安赛蜜、糖精钠、铜、山梨酸、苯甲酸、脱氢乙

酸、含铝添加剂。检测发酵乳和风味发酵乳、武汉热

干面（方便型）共２５件，检测项目为沙门氏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定量）、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菌

落总数、大肠菌群。食品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

到网店、超市、商店采集粮食制品３２件，其中２件样
品检出克罗诺杆菌，２件样品蜡样芽孢杆菌超标。
到网店、超市、农贸市场采集水产及其制品１０件，其
中３件样品检出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职业卫生。在全区１１个街道进行全覆盖调查，
更新本底，经调查发现辖区现存本底内相关行业企

业２４５家，调查信息已在国家疾控工作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监测系统填报，完成省、市、区三级审核。

其余２９９家企业（包含本地内、辖区内非本地企业）
相关资料已留存，该项工作完成率１００％。全区接

触毒害物质单位数２４５家，职工人数１３６１４人，其中
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３５５０人，比例为２６％。

【卫生健康监督】　２０２０年，口区卫健局继续强化
医疗卫生监督管理，注重公共卫生监督检查。监督

检查辖区公共场所 ７２４户，量化分级情况 ７２４户。
经常性监督检查 ６６４户，覆盖率 ９１７０％，合格率
９８２０％，处罚１３起，罚款金额３７００元。医疗卫生
监督检查全年完成２１７家，覆盖率６２９％，合格率
８２％，处罚４０家，罚款金额８０００元。全年无非法行
医处罚，无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单位。

【妇幼保健】　２０２０年，口区卫健局继续加强妇幼
保健服务力度，提前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妇女保健

方面，剖宫产率 ６０１６％，全年辖区内无死亡孕产
妇；婚前检查 １８８８人，疾病检出 ４１１人，婚检率
８０２０％。儿童保健方面，新生儿死亡３人，新生儿
死亡率０９９‰；０至６岁儿童有２３８１５人，系统管理
率９６８２％，０至６岁儿童健康管理２３１４３人，健康
管理率９７１８％；０至 ６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
２１８１３人；５岁以下儿童死亡数 ９人，死亡率
２９８‰；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８９３‰。

【计生服务与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计生药具免费
发放网点共有４２个，发放免费药具３个种类，发放
免费药具８４１０人份、总金额３５５万元。全年享受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１５０３人，总金额计５２６０５万元。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 ２７０３人，发放总金额
２１２２４１万元。对１８１０户计生特殊家庭（失独家庭
８９９户、伤残家庭９１１户）发送慰问金１７８５４万元。
为全区２７１８名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人员（失独１２８５
人、伤残 １４３３人）购买计生特殊家庭疾病综合保
险，共计１８７５４万元。赔付４４３例，赔付金额１６５５
万元。开展“生育关怀春风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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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计２５万元。

【生殖健康】　２０２０年，口区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定点医院为口区妇幼保健院，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 ９１２人，目标人数 １６００人，目标完成率
５７％，优生咨询４６７人，开展生殖健康教育１２４４人。

【卫生健康经费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卫生系统总
收入１４１４亿元，其中财政拨款金额１２５亿元，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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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５亿元，其他收入１０６亿元；总支出１３８５亿
元。卫生事业专用基金１１７６亿元。

【党务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卫健局开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讲３２场次，共计９９８
人参加宣讲活动。其中面向非公组织开展宣讲共计

５场，听众人数共计１４８人。积极开展党员下沉社
区活动。局下属１１个机关事业党支部、２个民办医
疗机构党支部按照区委组织部的要求参加党员下沉

活动。参与社区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共２２次，在社区
讲党课１３次，为社区办实事４８件。局系统共有居
住地社区报到２４０人，共有２０５名党员完成规定的
服务次数和时长。落实“十百千”党建行动任务，安

排８名党建指导员指导非公医疗机构开展工作。畅
通人才晋升渠道，充分利用可聘用职称比例。本年

度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招聘１４名医学专业硕士
研究生，通过特色科室帮扶、全科医生社区培训基

地、工作室的成立，培养复合型医疗卫生人才。开

展廉政风险排查，制定防控措施。对１０个局属单
位查找风险点 １０１个，制定防控措施 １５２条。狠
抓作风建设，强化为民服务意识。通过电子显示

屏、工作 ＱＱ群、短信平台、微信、“汉水清风”政务
抖音等传播渠道和阵地，及时宣传廉政文件精神

和廉政文化有关内容。组织 ４６３人参加“楚韵清
风”知识测试，集体学习《忏悔与警示》教育读本，

观看《没有拉响的“警报”》《权力之刃　滥用成
殇》警示教育片。

【医疗应急救援】　２０２０年，口区卫健局注重打造
医疗应急救援队伍，出色完成保障工作。圆满完成

中高考、成人高考、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等市级活动医

疗应急救援４次，汉正街电商直播节、拆违、事业单
位招聘考试等区级活动医疗应急救援１８次。派出
救护车３５次，出动医务人员２１１人次。

【精准扶贫】　２０２０年，口区卫健局注重精准扶
贫，拿出专款２０万元援助新疆达勒特中心卫生院和
恩施湾谭中心卫生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

养。深入黄陂区罗汉寺街坦皮村开展扶贫，通过建

档立卡开展动态管理，完成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共计

１１户、贫困人口２３人，其中五保贫困户２户、２人，
低保贫困户６户、１６人，一般贫困户３户、５人。全
年利用光伏发电项目收入１２６万元，收益的８０％
用于村公益事业，村湾环境大改善，贫困户收入明显

提高，１人享受助学扶贫政策。积极利用单位自身
资源为坦皮村及贫困户排忧解难，开展党员一对一

帮扶活动。全年多次协调口区扶贫办、土家集农

副产品销售中心帮助村民销售农副产品，野生甲鱼、

自产蜂蜜、蜂王浆、鱼片、手工豆丝、土鸡、土鸡蛋等，

消费金额１６１３０元。圆满完成２０２０年度扶贫项目
建设：小湾塘塘边新建道路５４米 ×４米 ×０１８米、
五组进湾新建道路５１米×４米×０１８米、湾塘塘边
新建道路８３米 ×４米 ×０１８米、机耕桥５米 ×２５
米×０２５米，二组湾内新建道路１６８米 ×３５米 ×
０１８米、排水管安装共１８米，新建２０平方米泵房
及配套设施，四组道路扩宽１４２米 ×１５米 ×０１８
米，石家洲拦水坝建设共投入资金６０万元。

（王梦雪）

体　　育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体育局积极推动体育融入
市民生活，提升市民主动健身意识，加快完善公共体

育服务体系，努力提升体育综合实力。

【公共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体育局注重加强全民
健身设施维护，新安装户外健身器材２００件，开展全
民健身设施检查工作，全区户外健身器材完好率达

９８％以上。组织开展全区第八届全民健身活动，举
办５项“五进”活动和健步行、武术、柔力球比赛等８
项赛事。承办全市门球比赛和风筝比赛。推进实施

汉江湾全民健身中心因灾水毁体育场地维修工程，

扎实推进汉江湾体育中心和口体育中心建设，配

合区建设局完成２３片社区足球场建设。

【竞技体育】　２０２０年，口区体育局组队参加武汉市
青少年足球、羽毛球、篮球、摔跤、田径比赛，足球获女

甲、男乙冠军，摔跤获团体第一，田径获金牌数第一。

【后备人才培养】　２０２０年，口区体育局圆满完成
武汉市夏令营足球、篮球、武术、摔跤、滑冰、滑雪免

费技能培训，惠民人数约５８０人。选派优秀教练员
赴各校开展足球、摔跤、乒乓球、田径、射击、跆拳道、

武术、篮球等体育技能普及和训练，传授体育技能。

发掘潜力优秀苗子近１００人，其中２８人入选武汉市
优秀苗子。

（袁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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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宗 教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简称
口区民宗局）积极拓展工作思路，创新社会管理，凝

聚各方力量，深化民族团结创建活动，扎实推动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注重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区内民

族和谐、宗教和顺。

【学习培训】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宗局继续组织开展
民族宗教理论学习，坚决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宗教

事务条例》和《湖北省宗教事务条例》，开展区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研学辅导讲座１次。《宗教政策法规
读本》和《宗教工作一百问干部读本》纳入口区内

各级党委（党组）学习内容及年终考核范围，以及区

委党校公务员、区管干部等培训班学习内容。年内，

邀请武汉市民宗委领导和处室负责人授课，分类分

层次举办学习培训６场次。

【政策落实】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宗局切实维护少数
民族群众合法权益。共办理８８名（初中５６名、高中
３２名）少数民族中、高考生办理优录手续。积极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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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办理率和满意率均为

１００％。为区内清真饮食家庭发放清真牛肉补贴，补
贴资金共５１３７万元，惠及少数民族居民２５２２人。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２０２０年，口区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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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区教育局和宝丰街葛洲坝社区被授予２０２０年
“全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称号。区民宗局继续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六进”工作，指导全区各街道、职

能部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努力营

造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充分利用社区资源，以文化

活动为载体，落实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工作。

【少数民族人口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宗局坚持
在在汉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开展“融入

武汉民族大家庭、适应城市法制化管理”主题教育

活动，全区各街道、社区及职能部门广泛宣传党的民

族政策，齐抓共管，通力配合，积极为来汉务工经商

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热忱服务、排忧解难。区民宗

局积极协调区教育局在各学校适龄新生招收名额紧

张的情况下，陆续为新疆、甘肃籍来汉务工经商的维

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经营户解决随迁子女就近

入学、转学问题，为其解决实际困难。全年调解少数

民族矛盾纠纷１１起，调处成功率达１００％，

【健全工作机制】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宗局为切实提
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进一步加强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数据信息化建设、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平台建设、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社区建

设、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体系建

设、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创建工作六个方面１５
项任务进行细化分解，逐项明确牵头单位和责任单

位，以及工作职责与要求，按照三个阶段实施步骤组

织落实。同时，根据工作需要和机构人事变动，及时

对区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和

区民族工作委员单位及其职责进行调整。

·５０２·



【查处非法传教活动】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宗局注重
增强群众观念，走群众路线，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切实落实“五条底线”（不得涉及境外渗透、不得

涉及邪教组织、不得存在房屋消防安全隐患、不得影

响正常的教育活动、不得进行借教敛财）工作模式，

确保非法传教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成效；创新管理方

法，探索长效管理机制，从源头上有效遏制各类非法

传教活动。在区内开展基督教聚会点大走访，落实

“点摸清、人摸透、不漏点、不漏人”，一点一表，逐一

辨析，摸清底数，全面掌握区内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情

况，为整治工作打下基础。

（吴　涛）

民　　政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政局围绕口区委、区
人民政府中心工作，扎实推进扶贫攻坚兜底保障、深

化居家养老服务、创新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面对突

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始终坚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确保疫情防控和民政工作圆满完成。年底，口区

福利院陈捷被评为全国民政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区民政局被评为疫情防控先进单位，３人
被评为全区抗疫先进个人。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政局积极应对突发
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力打好疫情防控保卫战。注重

抓常态社区疫情防控排查。按照“内防扩散、外防

输出”要求，立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预判”

原则，全面精准滚动摸排所有相关人员，共排查

５８６９５８人；抽调业务骨干组成６支督导小分队，下
沉１３５个社区参与社区防控工作，对１１项工作进行
督导；委托专业社工机构组建口区抗疫后援团，为

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新冠肺炎患者及其家庭开展

防疫知识科普、情绪疏导和心理应激干预等服务。

从严落实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措施。率先实行封闭式

管理，自１月２１日起，对全区２５家养老机构实行封
闭隔离管理，区民政局安排２５名驻点干部入驻２５
家养老机构，开展防疫工作督导，从严规范院内防

控。累计配送口罩１０万余个、防护服（隔离衣）２３
万余件、护目镜 ５０００个、消毒液近 １０吨、体温计
２００个，发放西药和中成药２５００箱、肉类５０００吨、
蔬菜１５０吨等，解决养老机构各项困难５１３件，有效

保障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和正常运营。全面兜牢困难

群众民生底线，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为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残疾人、孤儿等发放生活物资救

助金１８００万元，发放物价补贴５０２万元；累计安置
３８６名滞留在汉人员和４６名流浪乞讨人员，向２９０
名困难群众发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金 ８２万余元。
保障全区１４４名特殊困难人员基本照料服务需求，
开通２４小时求助热线，接到求助电话１３６４个，处理
各类平台信访１８１件，ＯＡ平台处理滞汉人员求助
４９４０件。全力做好殡葬及善后处理工作。依托社
会力量组建遗体运输应急分队，协助殡仪馆处置遗

体６９具；成立以区级领导牵头督点的殡葬善后工作
专班，辖区内疫情期间逝者安葬率达到９９％以上，
滞汉逝者家属全部慰问到位，有力保障殡葬维稳工

作。精细做好慈善捐赠物资统筹和分配，累计接受

社会捐款１４２笔，共计１２７亿余元；接受社会捐赠
物资６２笔，其中定向捐赠３３笔，非定向捐赠２９笔。
所有捐款捐物均报区防疫指挥部并有序发放到位。

【社会救助】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政局注重社会救
助，及时发放保障金，精准施救施策，加强扶贫力度，

取得较好成效。全年共为７１１３５户次、１００５００人次
发放救助金７９０７２７万元、水电费补贴及临时价格
补贴１７５４万元，为社会散居孤儿发放生活补贴及临
时价格补贴２５３３万元，为分散特困供养人员发放
生活补贴及临时价格补贴１９４７万元。对分散特困
人员生活困难照料情况签订委托照料协议，开展生

活及疾病送医送药等帮扶服务。将符合条件的困难

家庭纳入低保救助范围，新增低保户家庭 ３５７户、
５３１人，低收入家庭２００户、３９９人。将城市低保标
准由７８０元上调到８３０元，农村低保标准由６３５元
上调到６８０元，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
孤儿等特殊困难群体，按照城市人员不低于５００元、
农村人员不低于３００元的标准增发救助金 ６３８万
元。为７７名特殊困难群众按照城乡低保标准的６
倍给予临时救助３６万元，为６９名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重度残疾人、孤儿，确诊患新冠肺炎的增发１个
月救助金（护理补贴）５０３万元，临时救助困难群众
２１５０人次共计４２０余万元。通过选派优秀干部驻
村扶贫，持续加大扶贫项目建设，结对精准帮扶等措

施，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区民政局被武汉市扶贫

办表彰为优秀支持单位，驻村干部祝文华被表彰为

优秀驻村第一书记。

·６０２·

·口年鉴·



　　２０２０年３月３日，口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为养老机构送去慈善捐赠物资

【养老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政局继续完善“互
联网＋居家养老”，助推养老服务机构提档升级。
狠抓养老机构安全整治，出台《口区养老机构安

全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召开养老机构督导员

工作培训会，开展全区养老机构联合大检查，加大监

管整改力度，提升技防水平，全面开展全区养老院

１１５项指标自查。完成“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网
点建设。及时召开绩效目标推进会，下拨启动资金

２５０万元，完成２个中心辐射式居家养老网点、６个
社区嵌入式网点项目建设，新增养老床位２５０张，养
老床位达９１３３张，实现每千名老人５０张养老床位
目标。推动老年福利政策落实。全年办理老年证业

务１万余笔，发放高龄津贴逾２６００万元，３４６名老
人享受居家养老３６５小时服务时长２７万小时，发
放护理补贴５６１余万元，武汉市特殊困难老人养老
服务补贴惠及老人２３人；投入３１２万元为口区户
籍老人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全年完成理赔 ５２
件，涉及金额１２万元。

【社区治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政局突出社区治理
重点，树立“大发展”的思维，提升基层社区治理能

力。提升社区工作者福利待遇。对现有９１５名社区
“两委”专职成员完成转岗定级工作，将符合条件的

６０９名原社区公共服务干事根据工作年限进行定
级；面向区直部门和街道公益性岗位人员，招聘１１３
人充实到社区干事队伍中，全区增加政府财政预算

１２亿元，８月底全部落实社区工作者福利待遇。不
断丰富社区治理内容和形式，实现全区１３６个社区

的居民公约全覆盖。古田街古一

社区和长丰街团结社区被评为市

级优秀居民公约，易家街工农路社

区、六角亭街荣东社区等１４个社
区被评为区级优秀居民公约。扎

实做好城乡社区结对共建工作。

组织宗关街发展社区与黄陂区王

家河街长堰社区、汉中街汉中社区

与黄陂区前川街东寺社区等６对
社区的结对共建工作，每个社区分

别给予１万元的资金支持。推进
社区用房达标建设。申请 ８８０万
元的政府债券资金，下拨１５个改
扩建（还建）和７个新建小区装修
及设备购置经费，至年底完成 ２０

个小区办公用房装修。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广泛开

展社区治理创新助力计划。投入扶持资金６０万元
的Ａ、Ｂ类２５个助力计划正有序推进，向武汉市推
荐２个社区治理创新助力计划，得到市级专项扶持
资金４万元。继续做好社区工作者培训工作。向全
区４２２名报考社工的学员发放线上培训卡。建立
口心理咨询师公益孵化群，开设一批精品课程，３５８
人参加培训。筹划社区公益创投活动。开展全区公

益创投活动申报工作，８个社区创新治理公益创投
项目向省、市申报，参加上级组织的公益创投大赛。

【社会服务】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政局注重发挥社会
服务功能，强化服务质量，创新工作方法，优化营商

环境，提升婚姻登记服务质量。区婚姻登记中心实

现一网通，共办理婚姻登记７５４０对，其中结婚登记
３５８４对，补领结婚证１０３１对，离婚登记２９２５对，补
领离婚证３３１人次，查询婚姻登记档案７００件，办理
收养登记２例，解除收养登记１件，婚姻登记办理合
格率１００％。创新工作方法，行政区域勘界工作进
展顺利。区内勘界工作获得湖北省督查组的一致好

评，采用的“平行工作法”和“日程工作推进法”，实

行“两轮培训，三次改图”的工作模式成为武汉市勘

界工作中的特色和亮点。落实残疾人服务工作，发

放残疾人困难生活补贴２５万人次、共计２９４万元，
重度护理补贴５６万人次、共计５６５万元。搭建平
台，优化服务“两新”组织模式。采取网上申报的方

式组织社会组织年度检查，优化年检步骤，分段安排

时间，提升服务效率，提高受检单位年检合格率。

·７０２·

·社会生活·



２０２０年口区社区一览表

序号 街　道 社　区 办公地址 职　务 负责人 办公电话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易家街

舵落口 口区工农路２６号 主任 韩文正 ８３４９６５９０

工农路 口区工农路１０４号 主任 范昊志 ８３４１２４６３

东华 口区丰帆路３号 主任 杨　娟 ８３８３７７５６

竹叶海 口区一清路１６８号 主任 陈　军 ８３３８７２１８

张公堤 口区汉口城市广场四期 主任 王　飞

张公堤北 口区华生四期四区１７栋前插建楼 主任 方　锐

宜美 口区华生三期北区４栋物业办公室 暂代书记 方　锐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长丰街

长丰 口区长丰大道邻里中心１栋对面 主任 黄　萍 ８３８２１８３６

正康 口区长丰大道古田二路正康花园 主任 涂　樱 ８３３１１０３１

常码 口区发展三村９５号 主任 叶　红 ８３６２５６０３

丰竹园 口区发展大道３９号丰竹园社区居委会 主任 陈　乘 ８３５５２４５６

天勤花园 口区南泥湾大道长丰科技产业园８号 主任 田耀东 ８３３３８８３１

百泽 口区长丰大道 百姓之春２１栋 主任 吴红菊 ８３４２９３９２

天顺南 口区天顺园小区二组团２０６栋群楼 主任 王益民 ８３９９３４９２

天顺北 口区天顺园小区九姐团特一号 主任 田平念 ８３５９２３０３

紫润南 口区长丰街城华路１８号紫润明园南区１１栋１楼 主任 肖利群 ８３５３００１２

紫润北 口区长丰街城华路１９号紫润明园北区５２栋 主任 黎　鑫 ８３６１８８７８

东风 口区古田一路东风市场２楼 主任 胡　欢 ８３６３５２１８

园博南 口区城华路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北区３５栋１楼 主任 郑园园 ８３８３８８６１

园博北 口区城华路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北区４栋１楼 园博北社区 主任 王靖文 ８３６２９４５６

团结 口区长风路３９号团结佳兴园小区４栋１楼 主任 侯馥荔 ８３３５８７７０

丰美 口区长风路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南区６栋２单元 主任
#

　飞 ８３６３５０８０

永利 口区长安路１８号永利新城东苑８栋２１７永利社区 主任 陈　芳 ８３８８６６４８

长源 口区长风路３３号长丰城Ｈ２－７栋一层 主任 方少华 ５１７６５５８８

荣荟 口区古田四路１９７号广电兰亭荣荟１３栋１单元地下室 主任 潘　丹 ８３６２６１４８

新墩 口区城华路３号商业街１０－１０１ 主任 方少华

长宜 口区园博大道３５号附３３ 主任 田平念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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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街　道 社　区 办公地址 职　务 负责人 办公电话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古田街

古一 口区南泥湾大道６４号 主任 张俊清 ８３４９６９６２

古二 口区武汉市口区解放大道４５－２１号 主任 徐培莉 ８３３０９０８７

古三 口区解放大道６６号 主任 郭　瑜 ８３８２０３１１

万人 口区解放大道２１号１楼 主任 辛正文 ８３４１７３０７

生活村 口区古田街古田路６８号广电江湾２２栋院外２楼 主任 宋四喜 ８３３０６９８０

罗家墩 口区古田路６８号广电江湾新城售楼部（喷泉旁） 主任 何翠兰 ８３４２９１２１

军院 口区罗家墩１２２号１０栋 主任 戚丽华 ８３８５６５６１

古画 口区古田路６７号 主任 魏昌民 ８３３０７７５０

古田 口区古田路４０号 主任 唐　倩 ５９９００１８６

红星 口区肖家墩２８０号梅艳新村２栋二单元１０１号 主任 陈丽娟 ８３３０５８００

古雅 口区古田路１９号招商江湾国际小区４栋商业街２楼 主任 梁　峻 ８３８６０３２５

古南 口区古田南村１７８号 主任 王　丽 ８３８５１２２３

汉口春天 口区解放大道１０９号 主任 彭　青 ８３３１０６２０

古乐 口区解放大道９９号海尔国际广场２栋商铺１０６室 主任 彭　鹭 ８３５５３００８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韩家墩街

新华 口区解放大道１３１－４７号 主任 周桂芳 ８３５３０３５１

公安 口区解放大道路９２号 主任 胡胜军 ８３５９２０７０

曾家 口区古田四路２９号 主任 王徐徐 ８３８３９８２２

古四 口区古田四路３２号 主任 周菲杰 ８３８３７６４７

古五 口区解放大道３３１号附１号 主任 罗小斌 ８３８３７８２２

四新 口区解放大道１４８号附１号 主任 杨慧玲 ８３３０９９１９

博学 口区汉西一路４９号保利香槟国际小区１栋特１号 主任 祝利琴 ８３８５５７９９

综合 口区沿河大道４３８号丽水康城１１栋１楼 主任 陶正太 ８３３２２２７６

简易 口区简易新村８号附１号 主任 王彩荣 １５３４７０６２３３５

云鹤 口区云鹤三村１号 主任 周海建 ８３４９２３２９

南泥湾 口区汉西三路７７号长青国际１栋１楼 主任 王　癑 ８３６５９８９６

·９０２·

·社会生活·



续表２

序号 街　道 社　区 办公地址 职　务 负责人 办公电话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宗关街

太平洋 口区解放大道２７０－６号 主任 曹　媛 ８３９８０３５０

变电 口区新合后街６０号 主任 陈红妮
８３８７９３９６
８３８８３０５１

申新 口区解放大道２７０－６号 主任 汤惠琴 ８３８８３８１２

宗关 口区宗关一巷１４号 主任 孙书梦 ８３９８３９５９

水厂 口区烟厂巷５９号 主任 姚汉华 ８３８７４４２１

新合 口区电源村１８４－１号 主任 严　晶 ８３３２０１３９
８３８８０７１４

汉西 口区汉西一路２８－２号 主任 卢华生 ８３９８０４９７

双墩 口区汉西一村３４号 主任 程邯红 ８３５３９０２５

金阳 口区下双墩２附１号 主任 江　霞 ８３５２７８４１

发展 口区发展一村９６号 主任 刘德荣

常鑫 口区常码头侧路２号 主任 叶　红

井南 口区发展二村５３附６号 主任 张建武 ８３６２５５３５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汉水桥街

阮家台 口区汉水一村２２５号３单元１楼２号 主任 叶　静 ８３７３２９８６

汉宜 口区皮子后街７号 主任 易四新 ８３７３３６６３

皮子街 口区皮子街１２７号 主任 张烈腾 ８３６３８４０６

仁寿 口区解放大道３５８号 主任 汪　芬 ８３７４８９３１

营前 口区仁寿路３４１号 主任 刘　芳 ８３６１５３１８

汉水桥 口区汉水四村１２９号 主任 王新汉 ８３６００６９０

海工 口区解放大道７６３号海军工程大学院内西头２号楼 主任 毛　兰 ６５４６０２５８

学苑 口区解放大道７２５号翰林珑城２－１－１ 主任 朱帮红 ８３３１８９１７

解放 口区营房后街１０１号 主任 胡　涌 ８３６３１６１２

营房 口区营房四村２０号 主任 张　敏 ８３６１０４１０

营南 口区营房路１９９号 主任 刘　萍 ８３６６７８３０

营北 口区营房北村３９号 主任 赵　峰 ８３６４１３５９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宝丰街

葛洲坝 口路１５８号葛洲坝城市花园８号楼１楼 主任 舒　利

北 口区同馨花园２５栋 主任 褚芹芹 ８３７３１８５８

站邻 口区站邻村１６号 主任 何　广 ８３７９４６０５

３５０６ 口区宝丰二村３０号 主任 赵　艳 ８３７４２５１１

祥和 口区利北二村８７号－１ 主任 闵　虹 ８３７４３６８６

利北 口区利北一村３７门１０２ 主任 王燕琳 ８３７３０１０２

同济 口区宝丰二路５号 主任 杨丽丹 ８３６９４９９２

空后 口区解放大道１０６３号 主任 侯传良 ８３６２９４８３

宝丰 口区宝丰二路１７号 主任 王　翔 ８３６３９７０９

宝地 口区宝丰二路８３号 主任 吴海燕 ８３６２１６０３

公路 口区建设大道３８４号 主任 黄迈瑜 ８３４６１３９９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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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序号 街　道 社　区 办公地址 职　务 负责人 办公电话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荣华街

建国 口区建乐村２３栋１楼３号 主任 黄喜萍 ８３７８６９６０

中山 口区玉带二村１－１－１号 主任 高国胜 ８３８０３４０４

玉带 口区玉带四村１８４号 主任 马光辉 ８３８０３４０１

友谊 口区集贤村１１８号 主任 潘　翔 ８３８０９３６９

荣华 口区集贤一村４号１－２号 主任 张丽芳 ８３８０３６０７

幸乐 口区荣华街幸乐村７－１－１号 主任 周云梅 ８３７５９４０６

武胜 口区武北新村８－１３－１０１号 主任 严　红 ８３８０３４１７

荣西 口区荣西街４９号 主任 王　哲 ８３８０８５２１

集贤里 口区集贤里８７－１－２ 主任 陈雯莉 ８３７６７５４０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汉中街

长寿 口区长寿桥１０号１楼 主任 黄剑 ８３７３０１０９

马家 口区汉正街３８９号１楼 主任 刘公文 １５７１７１５７５４３

万兴 口区沿河大道２４０号附８－１－１３号 主任 汪　洋 ８３７３０１０３

汉中 口区汉正街４０５号２楼 主任 甘　露 ８３７３０３８７

尚义 口区汉正街２４８号２楼 主任 吴剑锋 ８３７３６６８２

军工 口区唐家巷附１号 主任 徐　芳 ８３７４０００２

居仁 口区长堤街２２８号 主任 彭　浩 ８３７７１８７５

爱国 口区汉中路１７号 主任 朱福生 ８３７８５１４５

兴隆 口区汉正街３７号 主任 喻方明 ８３６２２１６６

劳动 口区汉正街１８４号 主任 刘秋喜 ８３８０７８７９

牌楼 口区云锦路１２号 主任 欧阳诚 ８３９９１１９１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六角亭街

南巷 口区南巷１６５附３号 主任 武立琴 ５１１１４４３３

学堂 口区学堂墩子１１５号 主任 余　晶 ８５４２６１８５

民意 口区民康大厦一楼东侧 主任 熊慧娟 ８５４２５５７８

宝善 口区游艺路付１号二楼 主任 丁明霞
８５８３６０９３
８５８１３７８７

荣东 口区荣华东村３８号 主任 罗永昌 ８５８２６０８２

自治 口区自治新村特１号 主任 刘　青 ８５４１８０９６

游艺 口区游艺村特１号 主任 肖　静 ８５４１２８８３

六角 口区南巷１３６号 主任 王凯琪 ８５６１０４９７

顺道 口区顺道街２５号二楼 主任 潘丽娟 ８５４１８３４６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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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序号 街　道 社　区 办公地址 职　务 负责人 办公电话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３５

汉正街

新安 口区汉正街天成里５号 主任 胡　莹 ８５６７６２４１

大新 口区汉正街金正茂大楼Ａ栋７楼平台 主任 王如波 ８５６４７１７０

全新 口区汉正街同润大厦Ｄ栋２单元３０１号 主任 蔡　晶 ８５６４１６３２

药王 口区汉正街药帮一巷６号 主任 李清龙 ８５６７６２３２

多福 口区汉正街沿河大道１６７号翡翠座６楼 主任 盛琪婷 ８５６４１８２８

永茂 口区汉正街老三镇永吉门４－６号 主任 熊慧军 ８５６８７６７４

燕山 口区汉正街长堤街７２３号Ａ栋２单元３０２号 主任 陈　磊 ８５６６０６１６

旌德 口区汉正街多福大厦１１７号４楼平台 主任 刘元平 ８５３７４３９１

永庆 口区汉正街永庆街１号 主任 李　浩 ８５３６８４６５

利济 口区汉正街５６３号 主任 胡丽娟 ８５６８８５８２

共和 口区汉正街利济南路海富大厦５楼 主任 熊恒超 ８５６８９４０３

万安 口区汉正街沿河大道２１６号滨水香苑２楼 主任 吴世强 ８５６４４５７２

存仁 口区汉正街长江巷１８号 主任 郭　莉 ８５６８６５１６

红燕 口区汉正街长堤街长堤街５２１号４楼（丽景苑） 主任 王小朝 ８５６４４２１１

竹牌 口区汉正街光裕小区３楼平台 主任 魏　娜 ８５６７９７３０

宝庆 口区汉正街沿河大道１６７号翡翠座６楼 主任 刘　伟 ８５７０７１０１

永宁 主任 陶蓉婕 ８５６４１１０６

五彩 口区汉正街华贸２号楼２楼 主任 张　惠 ８５６４７２０１

石码 口区汉正街沿河大道１９０号暨济商城５号楼Ｆ层 主任 韩小琴 ８５２５２９０１

２０２０年口区养老机构一览表

序号 养老机构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１ 口区社会福利院 口区工农路６号 陈　捷 ８３２２５４４０ 公办养老院

２ 武汉市口区馨心托护院 口区古田二路３３号 张　娟 １３９７１１７９５１６ 社会办养老院

３ 武汉市口区幸福托老院
口区古田二路生活村红星

新村３１－４号 陈小珍
１５３３７１２８０９２
１８０８６５１４３２８ 社会办养老院

４ 武汉市口区长丰福荣养老院 口区古田二路７－１号 肖家荣 １３９９５６３１８８９ 社会办养老院

５ 武汉市口区迎红托老院 口区古田二路１３－１号 陶迎红
８３８３３７９０
１５５４９０６５３３８ 社会办养老院

６ 武汉市口区融济古田老年公寓 口区古田二路长升路１２号 全　曼
付熊辉

１８９７１６００７０３ 社区养老院

７ 武汉市口区解放社区汉兴阳光养

老院
口区解放大道９１１号 周伟玲

吴院长

８５８５６８８８
６３６０８２８８
１３００７１４４１１２

社区养老院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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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养老机构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８ 口区简易社区桃园养老院 口区简易新村１９号 杨淑芬 ８３３２０３４１ 社区养老院

９ 武汉市口区营北社区养老院 口区营房北村７５号 罗润年 ５０５２６３３４ 社区养老院

１０ 武汉市口区荣东社区父母村福利院 口区荣华东村４号 陈志标 ８５４２１７７３ 社区养老院

１１ 武汉市口区荣东社区明卉养老院 口区荣华东村５０—５１号 周　明 ８５８５０７７３ 社区养老院

１２ 武汉市口区常码社区健安养老院 口区发展三村常码社区９７号 王　健 ８７８０８２３３ 社区养老院

１３ 武汉市口区兴隆社区康缘养老院 口区汉中西路６８号 吴　康 １３７０７１９００１２ 社区养老院

１４ 武汉市口区发展社区养老院 口区发展一村９８号 齐金佑 ８８１８５０７１ 社区养老院

１５ 武汉市口区正康社区养老院 口区南泥湾大道长天路５号 闵　坦 １３５４５９０１９０９ 社区养老院

１６ 武汉市口区新合社区养老院 口区解放大道３９１－５号 闵　坦 １８９０７１７０００１ 社区养老院

１７ 武汉市口区海工社区养老院 口区建设大道１９８号 王　虹 ８３６６４４１０ 社区养老院

１８ 武汉市口区建乐社区养老院 口区建乐村１２号 张秀秀 ８３８３５０８８ 社区养老院

１９ 武汉市口区正康社区天年养老院 口区古田三路附一号 张　玲 ８３３３１０２１ 社区养老院

２０ 武汉市口区丰竹园社区养老院 口区长丰街常码头４５６号Ｄ栋 张　飚 １８６２７０７６０９５ 社区养老院

２１ 武汉市口区新华社区养老院 口区解放大道１４９号 罗丽珍 １３４７６０９６１１０ 社区养老院

２２ 武汉市口区丰美社区养老院
口区丰美路华生汉口城市

广场南区Ｂ５栋１７５号 向　荣 １５９０７１７８６６３ 社区养老院

２３ 武汉市口区汉中社区养老院 口区汉中路化善里３号房 夏侯琴 ８３９９５１５５ 社区养老院

２４ 口区华海养老院 口区解放大道１１２１号 许卫国 １５８２７１７８８８１ 社区养老院

２５ 口区仁寿养老院 口区仁寿路３５９号二楼 耿静远

于丽娟
１８６２７７４７８６６ 社区养老院

２０２０年口区高龄津贴发放汇总表

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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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１７０６３ ２５２６７００ ２３２０ ６６６４５０ ３３ ２２１００ １９４１６ ３２１５２５０

第二季度 １７３１２ ２７７７４５０ ２３３４ ７２３６５０ ２９ ２０４００ １９６７５ ３５２１５００

第三季度 １７３７５ ２６８３８００ ２３４３ ６９５５００ ２８ ２０１５０ １９７４６ ３３９９４５０

第四季度 １７７１３ ２７３７４００ ２４６０ ７４５１５０ ３０ ２１４５０ ２０２０３ ３５０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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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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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３７５

２ 长丰街 ７６ ２６２２８７５

３ 古田街 ５０ １８１７３７５

４ 韩家墩街 ３２ １２５４３７５

５ 宗关街 １８ ６５０２５

６ 汉水桥街 ２２ ６９０５０

７ 宝丰街 ４３ １７５７００

８ 荣华街 ３０ １１４６１２５

９ 汉中街 １８ ４９１６２５

１０ 六角亭街 １６ ６２５５０

１１ 汉正街 １７ ６４８２５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乡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情况一览表

序号 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站） 中心辐射式、社区嵌入式服务网点 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活动中心

１ 长丰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竹叶海社区嵌入式

２ 紫润南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张公堤社区辐射式

３ 丰美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宜美社区辐射式

４ 团结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长丰社区嵌入式

５ 紫润北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百泽社区嵌入式

６ 罗家墩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永利社区嵌入式

７ 古南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常码社区嵌入式

８ 简易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园博北社区辐射式

９ 四新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荣荟社区嵌入式

１０ 古四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长源社区嵌入式

１１ 南泥湾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汉口春天社区嵌入式

１２ 营前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红星社区嵌入式

１３ 汉宜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古南社区嵌入式

１４ 皮子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古二社区辐射式

１５ 营南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军院社区辐射式

１６ 解放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博学社区嵌入式

１７ 变电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曾家社区嵌入式

１８ 发展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公安社区嵌入式

１９ 井南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南泥湾社区嵌入式

２０ 水厂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云鹤社区辐射式

２１ ３５０６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仁寿社区嵌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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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站） 中心辐射式、社区嵌入式服务网点 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活动中心

２２ 荣华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营房社区嵌入式

２３ 幸乐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营北社区嵌入式

２４ 武胜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发展社区嵌入式

２５ 集贤里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双墩社区嵌入式

２６ 中山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宗关社区嵌入式

２７ 居仁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常鑫社区嵌入式

２８ 药王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太平洋社区嵌入式

２９ 石码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公路社区嵌入式

３０ 竹牌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北社区嵌入式

３１ 旌德社区老年人服务站 中山社区嵌入式

３２ 荣东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建国社区嵌入式

３３ 学堂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军工社区嵌入式

３４ 自治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 长寿社区嵌入式

３５ 尚义社区辐射式

３６ 永庆社区嵌入式

３７ 利济社区嵌入式

３８ 共和社区嵌入式

３９ 民意社区嵌入式

４０ 游艺社区嵌入式

４１ 自治社区辐射式

（熊　亮）

人 力 资 源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力资源局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扎实做好“六稳”（稳就业、稳

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落实

“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

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任务，全力保障就业、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为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就业创业】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力资源局克服疫情
影响，多渠道扶持创新创业，千方百计稳定就业，全

区新增就业３３１２５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
突出工作重点，高标准完成就业任务。全年扶持创

业３９４０人，创业带动就业１１２５７人，帮扶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２５１９人，失业人员再就业安置４２０３人，返
乡创业２１０人，返乡创业带动就业８０３人。多渠道
开发、收集就业岗位，建立重点企业服务微信群，及

时在群内发布招聘会等信息，并通过“口发布”和

企业直通车公众号进行发布。主动联系街道、行业

主管部门、ＨＲ联络群以及中介服务机构等，针对辖
区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开展走访调研，了解用工需

求。累计筹集到４１２３７个岗位，动员辖区纳税１００
强重点企业参加“春暖花开 国聘行动”武汉市国企

名企网络专场招聘活动，发布１２５４个高新就业岗
位。创新招聘形式，加大线上线下招聘力度，积极参

加武汉市２０２０年春季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暨百日
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组织１０４家企业参加武汉
市委组织部开展的２０２０年大学生留汉就业空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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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系列活动，实现企业和人才在“不出门、不见面”

的情况下进行空中双选。组织重点高校专场招聘活

动，１０月２５日组织开展“首以盼，逐梦汉江”口
区２０２０年秋季校园招聘活动华中科技大学专场，线
下线上同步，５００家企业提供７７９２个高薪优岗，其
中年薪１０万元以上岗位６１２２个，年薪２０万元以上
岗位８８６个，年薪３０万元以上岗位２７６个，年薪４０
万元以上岗位５４个。组织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
司、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中铁大桥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公司和联创

新锐设计顾问（武汉）有限公司等５００强企业参与
招聘活动。推进就业见习计划，加大大学生就业补

贴力度，进一步加快推进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落实顶

岗实习补贴，鼓励企业积极吸纳应届高校毕业生实

习、就业，全年审核发放１２家企业顶岗实习补贴共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口区人力资源局工作人员送岗到汉正街共和社区

计４万元，推荐３家企业申报武汉市实习实训基地。
落实优惠企业政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贯彻落

实国家、湖北省、武汉市惠企惠民政策，支持鼓励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有效开展线上培训，满足培训

人员需求。动员辖区街道组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开展线上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主动宣传疫情期间

培训补贴政策。全区累计开展线上技能培训、创

业意识培训、农民工培训、大学生技能培训 ３２５０
人次。指导协助３７９家企业申报“以工代训”培训
补贴，累计发放补贴 １３２亿元，惠及企业职工
５９３２３人。

【人事管理】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
力资源局坚持统筹协调，推动政策

落地，不断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全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序

推进。

优化队伍结构。２０２０年全区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１０６
人，组织开展面试资格复审、面试、

体检、考核公示和入职工作；完成

２０１９年口区退役军人服务机构
事业单位专项招聘１５人的聘用手
续。全面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建

设，开展面向社区（村）干部第一

批专项招聘３人，面向社区党组织
书记的专项招聘２５人，面向红色
物业大学生专项招聘６人，基层医

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计划专项公开招聘１０人（实
招６人），配合口区委组织部招聘“两新”党组织
党建专员１２人。同时，简化招聘流程，采用“推荐
＋面试对谈”的方式为口区行政审批局补充窗口
工作人员３人。２０２０年，口区加大基层岗位开发
力度，首次申报“三支一扶”岗位１０个，鼓励和吸引
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为辖区街道“两个中心”补充

招聘工作人员９人。
深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及时办

理口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到龄退休手续，包括

在职工资停发、退休待遇申领、一次性退休补贴发放

等。落实２０２０年度退休人员调整养老金相关工作，
以及退休人员信息确认修改工作。按照全市统一安

排，完成口区税务局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今退休的人
员纳入社保管理区，及退休待遇申领审核、一次性退

休补贴审批等相关工作。根据湖北省、武汉市相关

要求，完成口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收尾

工作，包括将已经参加企保的符合条件人员纳入机

关事业单位保险。

高标准完成表彰评比工作。组织开展抗美援朝

７０周年纪念章颁发对象统计工作，协同口区直机
关工委、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区工商业联合会、区科技和经信局开展统计工

作，共计上报１２１人。完成全国、湖北省、武汉市、
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先进集体推荐等

相关工作，承办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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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力资源局坚持
改革创新，全力完善人才配套服务，建设多层次的人

才队伍。

深入推进人才引领作用。积极组织辖区高层次

人才申报各级人才项目资助资金，组织推荐远大医

药（中国）有限公司 １名高级研究员申报 ２０２０年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员评选。推荐１人申
报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１人申报湖北省政府专项
津贴、３人申报武汉市政府津贴、２人申报武汉市突
出贡献专家，４家企业申报武汉市“千企万人”支持
计划。

持续扩大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项
目赛事影响。完成第九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 ＋”
创新创业项目大赛计划及安排，开拓以武汉为核心、

湖北省外多城市参与的多元活动形式，创新采取

“云宣讲、云路演”等形式开展赛事活动，深化赛制

改革，整合武汉市、口区创新创业政策，强化创业

服务，为入围半决赛项目举办创新思维集训营、招商

落户洽谈会。深入推进“百万大学生留汉就业创业

工程”，充分挖掘创业带动就业潜力，吸引全国创业

青年在武汉聚集。６月 ３０日，第九届武汉大学生
“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在口区 Ｄ＋Ｍ工
业设计小镇隆重开幕，武汉电视台和《长江日报》等

主流媒体对大赛进行报道。２０２０年，大赛微信公众
号全面升级，设计发布全新项目征集海报，联动２９
个媒体矩阵平台持续推送宣传信息５０余篇，联系走
访３０余所高校和５０余家企业机构。参赛项目“１００
进３０”专家评审会于９月２９日顺利举行，重庆、深
圳大湾区两场分站赛以线上直播的创新形式同步进

行。１０月２０日，半决赛落下帷幕，入围的３３个项
目近四分之一与人工智能有关，部分产品已投入市

场，科技含量高，应用前景广阔。１１月６日，成功举
办决赛暨颁奖仪式，在《长江日报》专版宣传，得到

湖北电视台、人民网等主流媒体报道。参赛的１１强
项目签署落户意向协议。

完善人才服务。抓好职称评审、档案托管和安

居服务，引导用人单位推迟或相应延长报到接收、档

案转递及落户办理时限。受理人才公寓申请 １５７
件，办结１２８件，审核通过１１０件；办理人才档案托
管手续４５６人次，开具各类证明１６０份；组织推荐
口区内１１个创业项目申报“我选湖北”湖北省大学
生创业扶持；组织１６家企业申报武汉市大学生创业
资助。

积极发掘培养高技能人才。贯彻落实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武汉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相关文件精神，主动上门服务企业，挖掘推荐口区

高技能人才。推荐武汉汇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唐海波申报全国及湖北省技术能手，推荐武汉葛洲

坝集团美爵大酒店董新洲申报湖北省技能大师，推

荐武汉市茶道家商贸有限公司唐丽平武汉市技术能

手，推荐唐海波、董新洲、苏峰（油纸伞非遗特殊贡

献）３人申报武汉市政府津贴（技能类）专家。其中，
董新洲被评为湖北省技能大师，唐海波被评为享受

武汉市政府津贴专家。

【协调劳动关系】　２０２０年，口区人力资源局着力
防范和化解劳动关系风险，紧盯重点群体，维护劳动

者权益，全力确保社会经济发展稳定环境，全区企业

劳动关系运行平稳。

加强执法力度，妥善解决因疫情引起的劳资纠

纷。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对辖区

２６家在建工地逐一实地排查，重点推进在建工程项
目实名制管理、总包开户、总包代发、保证金收取４
项制度。同步抓好信息化建设，专人专岗，定期录

入，确保案件上线率及协调率达到１００％。建立健
全《欠薪隐患台账》《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台账》《突发

处理台账》《在建工程项目台账》和《政府投资工程

项目台账》等台账资料。主动开展“点对点”上门服

务，宣传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监督在

建项目严格执行。会同区司法局开展送《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进工地现场宣讲活动，确保宣传

全覆盖、进民心。联合区市场监管局通过“双随机

一公开”系统对全区４１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
检查，实现全区无遗漏，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为广

大劳动者营造公平、有序的就业环境。全年共受理

举报投诉案件３３３４件，涉及３３８７人，追回劳动者报
酬及待遇２８２９２万元，妥善处置突发欠薪１３５起，
追回农民工工资１３９万元。所有案件办理回复率
和法定时间结案率均达１００％。

推动调解前移，促进纠纷处理有机化、前置化。

不断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力度，推行“和谐调解”

和“阳光仲裁”，做到调解与仲裁结合，以调为主、引

导调解、先行调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发

挥有机融合企业劳动关系动态监测网络联系群作

用，加大劳动关系风险预测预警力度，加强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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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提前介入，妥善处理有关劳动纠纷。全年收到

劳动争议仲裁案件１４３３件，涉及劳动者１４３３人（农
民工６７３人），不予立案６９件，立案审理１３６４件，维
权金额１９０９６９万元。其中，裁决５８３件，调解６３８
件，调解中心调解１１４件，移送１件，撤销１件。一
裁终局案件２３９件，一裁终局率４０９９％，法定期限
内结案１２２３件，法定期限内结案率１００％。

（林　立）

社 会 保 障

【概况】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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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强化疫

情常态化防控，落实各项社保惠企政策，努力完成绩

效目标，持续改革经办服务模式，全面增强队伍干事

合力，不断提升优质服务水平。口社保处获得

“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全国卫健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湖北省优秀
共产党员张定宇到口社保处，与参与社区防控的党员干部亲切交流

【扩面征缴】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口区社会保险扩
面完成１６８０８人次，其中，养老保险净增加３５９８人
次，工伤保险净增加 ６５５７人次，失业保险净增加
６６５３人次，完成年度社保扩面净增人数目标值的
７８９１％。受疫情影响，１月至７月口区社会保险
扩面净增人数呈负增长状态，随着下半年经济形势

好转及招聘季到来，全区社保扩面人数实现由负转

正，但距离目标仍有一定差距。

【落实惠企政策】　２０２０年，口
社保处严格落实上级各项惠企政

策，助力辖区经济复苏。保就业促

发展，严格落实社保减免政策。２
月至６月，为辖区所有参保企业免
交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费的

单位缴纳部分，７月至１２月，继续
为辖区中小微企业免交养老、失

业、工伤保险费的单位缴纳部分。

截至１２月底，合计为辖区８０００余
家单位减免社会保险费 １９７３亿
元，其中养老保险减免 １６０５亿
元，失业保险减免０７１亿元，工伤
保险减免０２１亿元。医疗保险２
月至６月减免２７６亿元，７月起医

疗保险不再减免，恢复正常缴费。保民生减负担，强

化失业保险保障功能。截至１２月底，为辖区３９３１
家参保职工５００人（含）以下企业返还２０１９年度失
业保险费稳岗补贴，累计返还金额３８３５７８万元，其
中３７９１家已按上年度失业保险应缴总额的１００％
返还。辖区３１家５００人以上企业中的３０家已完成
失业保险费稳岗返还申报，已发放２０家，涉及金额
４５０２９万元。

【社保服务“四办”改革】　２０２０年，口社保处积
极落实“一证通办”“全城通办”“全月通办”和“容

缺受理”等业务受理要求，全面梳理业务事项，统一

规范办事流程、受理材料、办结时限，实行“首接负

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实时评价”。全面建成

社保经办自助服务区，办事人员可通过自助机办理

社保卡新制、换卡、补卡等业务，确保社保卡业务

“就近办理、一次办结”，有效减少群众排队等候时

间和缓解大厅经办压力。积极布局上线电子档案系

统，实现资料信息内部共享，进一步精简材料，提升

效率，已纳入电子档案系统中的社保公共类业务

１３３６件，养老待遇类业务１１０４４件，整体运行顺畅。

【业务技能练兵比武活动】　２０２０年，口社保处全
面开展“人人在线学、月月闭卷考、竞赛展风采”等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岗位练兵比武系列活动，组织动

员全处干部职工学政策、钻业务、强技能，做到参加对

象全覆盖、业务内容全覆盖、技能考核全覆盖。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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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练兵比武活动中，口

社保处代表队荣获团体第一，在全省比赛中，以口

社保处４名年轻干部为骨干队员的武汉市代表队荣
获团体一等奖。

【社会保险扩面】　２０２０年，口社保处全年累计完
成养老保险扩面 １０３３户、３５９８人，工伤保险扩面
１０７３户、６６５３人，失业保险扩面 １０５３户、６５５７人，
社会保险参保净增加１６８０８人次。

【养老待遇审核】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口辖区
养老保险在职人员 ２９３３９４人、退休（职）人员
１８２０５０人、离休人员２６６人、遗属４０９人、军队转业
干部退休１８１６人、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６４６人、
中小学剥离教师２５１人。全年共计新增退休７３９６
人，其中病退１７１人，特殊工种退休７０８人。合计征
收养老保险费２７４３亿元，支付养老金６９５１亿元，
轧差４２０８亿元。共计办理离退休死亡丧抚费申领
４４３６人，在职退保３７１人，各类原因待遇补发７５９７
笔，待遇重核１１７人。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２０２０年，口社保
处完成２９１户、１２１１９人２０２１年度缴费工资申报与
审核，做到应报尽报。完成１１３７１名退休人员２０２０
年度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人均增资２４１５１元。完
成２０２０年度退休中人预重算工作。完成２０１９年退
休中人的新办法待遇重算，重新核定后调增最高月

增１６９８８元，最低月增２５５元。完成单位新上线
１１户，并根据湖北省社保局、武汉市社保中心要求，
完成辖区参保单位编制总量统计工作。完成辖区部

分单位合同制职工视同缴费年限认定工作。办理各

类异动业务近２０００人次。

【失业待遇审核】　２０２０年，口社保处完成失业保
险金发放２６７２０人次，累计发放失业保险金５０４３５６
万元，为领取失业金人员缴纳医保费累计 １０１７９８
万元。为领取失业金期间死亡的人员发放丧葬抚恤

金７３５万元，办理停发待遇２２４２人次。完成失业
补助金发放１３１０１人次，共计１５６５４８万元；全年发
放技能补贴３６８１人，共计５５２２０万元。

【工伤待遇审核】　２０２０年，口辖区有工伤参保人
员２１７１１１人，工伤认定人员１１０００人，占总参保人
员的５０７％。建筑业农民工项目参保工伤保险６５
家，缴费金额２０１０５３万元，参保人员４０１９８人。工
伤认定初审资料１０５３笔，比上年同期增长４４８４％
（其中一般工伤８３３笔，市局申报工伤１６４笔，个人
申报工伤５６笔）。录入工伤认定书１２６６份，发放工
伤认定资料７３９份。零星报销４７８笔，金额４７４万
元 ；审核工伤伤残待遇２０８笔、工亡待遇２９笔、伤残
津贴及护理费１笔，初审金额２５７０万元，待遇业务量
和金额与上年基本持平，工伤人员继续治疗审批４５１０
人次。每月５家医院结算初审金额８５７万元、１３３８７
人次（其中门诊１３０１３人次，住院３７４人次）。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口辖区社保扩面情况表
计量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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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 ５２５１ １３２７７ ５０４２ ６２６４ ６０６０ ３５８９４ ３１３００ １１４６８％ ３２２３９ １１１３４％

２０１７年 １４７８７ ２１３９７ １１９２７ １２４７９ １２３６５ ７２９５５ ２８５００ ２５５９８％ ２９３５５ ２４８５３％

２０１８年 １２６９１ １８０１０ １３６７７ １２００９ １１９５８ ６８３４５ ３１６００ ２１６２８％ ３２５４８ ２０９９８％

２０１９年 １５９３１ ─ １９３６４ １５５０９ ─ ５０８０４ １８７００ ２７１６８％ １９３００ ２６３２３％

２０２０年 ３５９８ ─ ６６５３ ６５５７ ─ １６８０８ ２１３００ ７８９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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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因机构改革调整，２０１９年起，社会保险扩面目标险种由五险调整为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三险，医疗保险和生育
保险不再作为社保扩面险种。

④２０２０年起，社会保险扩面取消年度挑战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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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口区残联工作人员深入结对帮扶的黄陂区李家集街大
黄湾村，为１８户贫困家庭送去大米和食用油等生活物资

【稽核和信访】　２０２０年，口社保
处共稽核 ２４５家单位、约 １２００人
次，实际完成补缴９４５人次，对５４
家企业完成缴费工资基数稽核工

作。全年办理漏保补缴１９７人次，
审理档案 ３２０余本，比上年增长
１３８７％。共计受理各类信访件
５５４６件，比上年增长 ２０７２６％，按
时办结回复率达１００％。应对行政
诉讼１３件（其中３件作为第三人），
已结案１２件，办理中１件。

【社保卡和年审】　２０２０年，口
社保处启动社会保障卡“一换三”

工作，完成一代社保卡换三代社保

卡３５１９５张。全年合计办理社保卡
新制卡５５２６笔、补换卡９００笔、社
保卡解挂４２４笔、挂失４５笔、修改密码１３８７０笔、卡密
码重置８５２６笔、卡注销１２１９笔、卡属地变更３２６９笔、
异地卡纳入８５７９笔。辖区完成年审１６０２１０人，现场
及邮寄完成７４０人的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其中，职工
养老３８７人，居民养老１００人，遗属２１０人。

（雷家鹏）

残 疾 人 事 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口区残疾人联合会（简称口
区残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

事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

要指示，聚焦主责、服务大局、主动作为、克难奋进，

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２０２０年，口区残联被
评为全省残联宣文工作先进单位。

【残疾人组织建设】　２０２０年，口区残联继续落实
上级各项改革政策和举措，探索在新经济组织中组

建残疾人协会，提高基层残联组织的服务效能。１２
月２５日，口区残联将残疾人基层组织建设辐射到
新经济组织，指导武汉世嘉伟业科讯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成立残疾人协会。

【创建全国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　２０２０年，口区

残联围绕创建全国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试点工作的

目标任务，落实工作机制，强化措施，圆满完成残疾

预防各项工作。年内韩家墩街、古田街落实残疾报

告制度，筛查 １２６６例，报告 ５３例，完成残疾评定
２８１９人，发放残疾评定补贴 ４３０人，金额 ３４４万
元；完成孕妇产前诊断２７８例，完成０至６岁儿童残
疾诊断３２例，审核发放０至６岁残疾儿童诊断补贴
３８人，共计１１４万元。全年开展３次残疾预防知
识宣传活动。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１日，口区创建全国
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工作经验在武汉市第四次全国

残疾预防日主题活动上进行交流。

【残疾人就业培训】　２０２０年，口区残联注重组织
辖区内残疾人开展“线上＋线下”培训，并利用形式多
样培训方式，全年开展美甲培训班、办公自动化培训

班、盲人医疗按摩培训班、生活垃圾分类培训班、网络

直播培训班等，培训９０人，新增残疾人就业７８人。

【换证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残联面对１０年期满
残疾人换证工作，积极组织，保障其利益，区内换证

计９０００人，居全市之首。口区残联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在武汉市第一医院、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积极配合和各街道、社区共同

努力下，全年完成残疾人证换证６８００余人。

【残疾人康复工作】　２０２０年，口区残联注重全面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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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１日，武汉市残疾人轮椅舞蹈比赛开赛，口区残联选送的口
区残疾人轮椅舞蹈队再次夺冠，口区残疾人轮椅太极队获优秀奖

实施特殊儿童精准康复救助，资助

残疾人安装假肢、助听器和助视

器、精神病救助、辅助用具适配等

服务，扩大康复体育进社区、进家

庭范围，提供“量体裁衣”式精准

康复服务，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

康复服务”。全年为 ２３９名 ０至
１４岁残疾儿童提供线上线下康复
训练，经费３２６０４万余元；为全区
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 １０１９人，发
放服药补贴 １８１７５５万元；为 ４４
名困难精神残疾人发放住院补贴

７９２万元；为１５５８名残疾人适配
辅助器具。

【落实残疾人保障政策】　２０２０年，口区残联坚持
落实残疾人保障政策，要求应救尽救，应保尽保。疫

情期间，及时回应残疾人有关属地收治、其他重症就

医、生活物资保障等诉求，确保残疾人求助有门、受助

及时。落实残疾人补贴类政策暂停定期核查和动态

退出的工作措施，切实保障困难残疾人基本生活，发

放残疾人“三车”享受替代性帮扶政策人员提标补贴、

一户多残家庭困难生活补助、价格补贴等共计１９９２
万元。积极协调社会组织开展捐赠活动，为各街道残

疾人发放各类救助物资。积极争取社会救助，申请上

报韩红救助基金，为１０５名确诊新冠肺炎持证残疾人
每人发放１万元韩红救助基金，共计１０５万元。

【为残疾人购买医疗保险】　２０２０年，口区残联针
对区内残疾人多与重度贫困残疾人多的现状，在深

入残疾人家庭、街道、社区开展调研和分析研讨基础

上，把“看病难、看病贵”作为解决残疾人“急难愁

盼”问题的突破口，在全省残联系统率先实现为残

疾人购买补充住院医疗为主的保险，通过政府采购，

采取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项目招标，确定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为服务机构，１０月
１０日与其签约。残疾人补充医疗保险在承认既往
病史基础上，残疾人每人每年最高可报销５万元，意
外身故保额５万元。全年，共为８２名残疾人解决住
院医疗的赔付，赔付金额２８３０万元。

【残疾人文体】　２０２０年，口区残联积极组织各项
文体活动，举办残疾人迎新春文化健身活动，并根据

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搭建线上平台，组织残疾人开

展音乐绘画、读书讲座、健身锻炼、手工制作等居家

文体活动。积极参加武汉市残疾人艺术团主办的

“阳光助残，牵手同行”活动，对选送的残疾人轮椅

舞蹈进行航拍。残疾人轮椅太极队代表六角亭街道

获得全区全民健身竞赛一等奖。成功举办第七届阳

光家园文化周活动。区残疾人轮椅舞蹈队荣获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残疾人轮椅舞蹈比赛一等奖，残疾人
轮椅太极队荣获优秀奖。

【残疾人信访维权】　２０２０年，口区残联坚持开
门接访和领导班子成员主动接访制度，加大矛盾

纠纷排查的广度，加强信息动向获取的深度，强化

化解矛盾纠纷的力度。开展残疾人法制教育，引

导残疾人通过法律手段依法维权。积极为残疾人

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全年为残疾人提供法律咨询

３６人，法律援助案件２７件。办理各类信访件、上
级交办信访件８８件，回复率 １００％。开展矛盾化
解工作，组织 ６次矛盾大排查，走访残疾人 ２７人
次，听取残疾人诉求。接待残疾人来访３８７人次，
接待集体访１７批次，召开残疾人信访事项协调会
８次。

（雷文学）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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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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丰街、古田街相接，南临汉江中心线与汉阳区隔水

相望，北至南泥湾大道，西边以张公堤为界与东西湖

区接壤。２０２０年，易家街辖区面积９平方千米，是
口区占地面积第二大的街道，下辖舵落口、工农

路、东华、竹叶海、张公堤、张公堤北、宜美７个社区
和额头湾１个行政村，户籍人口２５万人，常住人口
３８万人。

【街道经济】　２０２０年，易家街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
作，着力推动复工复产，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经

济发展。推行精准服务，建立和落实联系服务企业

机制，当好“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推动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协同发展，切实为企业排忧解

难。全年指导２０家企业、２１户个体申请专项纾困
资金贷款，累计放款６家企业；助力武汉宜家家居有
限公司完成全省服务业１００个重点品牌申报和区级
审查；协力城管解决武汉裕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周年庆立面宣传问题，助力企业复产增销；借力区

园林局解决汉江湾壹号二期施工车辆专用通道问

题，确保复工复产、疫情防控、纾困扶持和服务企业

工作常态化，做实“企呼我应”大文章，提振辖区企

业在易家地区快速落户、长久发展的信心。提高招

商引资水平，深挖宜家商圈品牌潜力，全力破解辖区

发展瓶颈。全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２２２３亿
元，招商引资 ３９５０万元，新登记市场主体 ２６４家。
引进发展势头强劲的科技小巨人湖北才诚电力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入驻；强力协调二级分包施工单位汉

龙公司分公司快速完成注册；努力推动宜家荟聚二

期规划方案设计定型，进一步坚定辖区复工复产和

经济发展提速增效的信心和决心。

【重点项目】　２０２０年，易家街针对转型发展“关键
年”和“城中村”改造“攻坚年”，紧盯目标，加快进

度，克难攻坚，狠啃“硬骨头”，推进重点项目收尾攻

坚。始终坚持“组织领导到位、队伍培训到位、调查

摸底到位、政策宣传到位”的“四个到位”原则，聚焦

问题、精准施策、攻坚拔寨，助推重点项目攻坚，成效

显著。完成丰帆路西片项目征收目标，签约

２１６５１８平方米，下达征收补偿决定２１户。易家墩
村、舵落口村还建地块内村集体土地已签约房屋全

部拆除，还建楼项目启动开工。汉江湾壹号二期部

分完成结构封顶，汉正西物流片成功挂牌溢价成交

１７５亿元，市重点工程项目南泥湾高架辖区内部分
段面顺利施工。

【城市管理】　２０２０年，易家街不断优化大城管工作
机制，着力形成精管、众管、智管的城市精细化管理

格局。精细城市环境治理。立足“一圈两湖三路”

亮点核心区域，坚持夯实精细化管理基础，创造高品

质生活亮点，着力推进长丰大道高架沿线整治，拆除

存量违建３４万余平方米，拆除破损、不规范户外广
告４００余处。全力压实“街道 ＋社区”分级河湖长
制，清理垃圾近２７００吨，胡正举被评为省级河湖长
制示范人物。打造“最美”精致环卫工作间、开启

“最快”垃圾收运巡回模式、运行“最新”垃圾容器清

洗设备、推进“最全”垃圾分类工作“四最”精致环卫

易家模式品牌，完成华生三期、四期精致环卫工作间

建设，推进农贸市场“四化”２０示范改造，完善基础
·２２２·



２０２０年易家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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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区长宜路１号 服务业 ６７ 　１９０５３３

２ 武汉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口区张毕湖路２号 商贸业 ２９０ 　３６５２６９
４３１２

３
武汉裕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口区工农路特１号 商贸业 １０２ ３９５７７ ３６２

４
武汉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

场发展有限公司
口区工农路特１号 服务业 １００ ３５２９７ ３０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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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８９１２

设施建设，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打造长丰大道城市

综合管理示范带，实现城市环境保护提档升级。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口区人大易家街工委组织省、市、区人大代表开展“三
进”活动，调研街道精致环卫工作

【民生服务】　２０２０年，易家街强化党建引领社区治
理，通过强基础、补短板、创优势，抓牢抓实便民惠民

利民服务工作，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基准线、推动社会

福利发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凝心聚力共创文明幸福和谐易家。探索“民呼我

应”工作新路径。组织２１个下沉单位２２８名下沉党
员以“４＋１”共建服务品牌为抓手，探索“１＋３＋Ｎ＋
２”小区党建工作法，建强五级组织体系，整合下沉
单位、报到党员、网格员、楼栋党小组长等力量，设置

“找问题、找资源、找服务”三大党

员示范岗，组建５类１８支志愿服
务团队，构建“线上居民下单 ＋线
下服务上门”的服务模式，推动微

建言、微宣讲和微整治“三微行

动”常态化、长效化。全年回应民

情民意办件办结３７２８件，推动“民
呼我应”机制向基层延伸，该工作

经验被各媒体宣传报道 １０余次。
增强宜居乐活型社区发展后劲。

注重抓队伍建设提升硬实力，深化

社区工作者队伍改革，高品质打造

“网格信息一口清、业务政策一口

清、特殊群体一口清”的全能型社

区干事队伍，提前超额完成就业创

业指标，确保辖区民生保障到位。

全年完成退休年审９３５人，发放高龄津贴９７２人次，
公共保障住房配租９６户１７４人。全年开展志愿活
动２００余场，覆盖居民群众３万余人，营造“易家人
讲易家故事，易家人办易家活动”的“一家亲”文化

大格局，进一步点燃基层治理大引擎，助推宜居乐活

上台阶。２０２０年，组织 ３６个基层党组织共计 ７００
余名党员，成立８个疫情防控工作组，设置防疫值守
点２１个，落实２４小时人员值守，精准救治２４１人，
统筹６００余名“四类人员”分类管理，协调超市采购
鲜冻肉 １７４００千克、爱心菜 ４２３９份，分发鲜鱼
１１８８５条。坚决贯彻“内防反弹、外防输入”防控要
求，涌现出 ３个市、区级抗疫先进集体（先进党组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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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４名市、区级抗疫先进个人，确保辖区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统筹推进发展。

【社会治理】　２０２０年，易家街以提升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为终极目标，维护辖区平安稳定，无重大安全

生产事故发生，无非正常上访事件发生。打造平安

街道。始终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消除隐患的原

则，对１６１１处点位开展安全生产巡查，发现隐患
２９９起，立行立改，不遗不漏，确保全年无重大安全
生产事故发生。化解信访积案。严格落实国家安全

责任制和领导包案责任制，积极推进“化积案、解民

忧、促和谐”行动，统一部署、多措并举、多方联动化

解信访积案。全年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来电６０
余批１８０余人次，阳光信访平台办件２０５件，办结满
意率１００％；成功化解铁路沿线整治、舵落口还建房
等９起群体性事件，连续多年保持“零非访”优异
成绩。

【党群纪检】　２０２０年，易家街注重创新工作思维模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古田街军院社区举办抗疫主题纪念展

式，谋划打造党建亮点特色工作，党建考核再创

佳绩。知责明责担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持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抓常抓长“三会一课”制度和领导干部双重组织

生活制度，贯彻落实“思想引领、学习在先”机制，健

全完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确保中央和省、

市、区决策部署在易家地区落地生根。全年共开展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主题党课１５场，１８次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４次专题交流研讨。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带头管阵地、

把导向，将国家安全、保密工作、精

准扶贫等作为贯彻落实意识形态

责任制的重要领域，抓牢网络舆情

及时处置机制，全年以工委会、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为抓手，积极

推进“学习强国”平台的运用和推

广，全面摸排、研究辖区意识形态

工作３次。加强教育引导，突出思
想引领和群众需求，确保监督不空

位、思想不左位、方向不错位，从严

从紧建强意识形态主阵地。共开

展常态化百姓微宣讲８２场、弘扬
伟大抗疫精神演讲比赛等文化活

动 １００余场次，覆盖群众 １万余

人次。重新调整机构、人员和职责，进一步规范基层

综合执法程序，开展户外广告牌整治等专项综合执

法行动１０余场。同时，推动法律顾问常态化机制，
对街道“城中村”改造拆迁、企业改制、领导干部大

接访等重大事项提供法律咨询。以圆满完成“七

五”普法验收为契机，推动普法宣传教育进社区、进

机关、进学校，全年开展普法宣传和法治文化宣传等

活动５０余场。充分发挥街纪工委执纪监督作用，全
年共发现问题３７件，运用“第一种形态”提醒谈话
８９人次，问责８９人次，自行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３
份，通报批评１２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责８人，党
纪政务处分１人。精心打造解放大道—荟聚商圈约
４０００平方米党风廉政文化阵地，持续刷亮《清风六
课堂》党风廉政教育品牌，深入开展“清风传家宝”

“清风润心田”“清风展芳华”“清风好声音”“清风

一路行”和“清风催奋进”等活动２０余场，自编自导
党风廉政宣教短视频１０个，在“汉水清风”抖音公
众号上展播优秀作品４个，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推动作风建设向基层、向深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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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及南泥湾大道贯穿东西，古田三路、古田二路及

古田一路贯穿南北，形成三横三纵的交通网络，辖区

·４２２·

·口年鉴·



２０２０年古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职工人数

（人）

年生产（销售）总值

（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口区古田二路８栋２－６层

２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口区古田二路１０６号 －１－
１２０２

７２４ １７０７００

３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口区古田一路２号

４ 湖北联众药业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１８号凯德广
场Ｔ１写字楼９层

１４９８４７

５
凯德商用房产管理咨询（上海）有

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１８号凯德广
场Ｔ１写字楼

６ 武汉新居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口区古田路２１号 ４１ ４５１５８７

７ 武汉古田联合置业有限公司
口区古田三路罗家墩江湾

新城
１０６７３０

８ 武汉泰宇商贸有限公司 口区古田二路特１号 ９３

９ 武汉招商地产古田置业有限公司 口区易农街８号 ５ ３０９１９

１０ 武汉海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口区易农街８号 ６４ １０２６９６

１１ 武汉凯德古田商用置业有限公司
口区易农街８号１－４楼
１－５号

９４ １７９２５

１２ 武汉市古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口区古田二路９号 ３９５ ２３９９６

１３
湖北楚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武汉

分公司

口区古田路１９号江湾国际
二期Ｂ栋／单元４层

面积５５平方千米。街道下辖古一、古二、古三、万
人、古雅、生活村、古田、古画、罗家、军院、古南、红

星、春天、古乐１４个社区和古田实业有限公司、鸿兴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农利村３个“城中村”改造企业
（组织），辖区总人口７７３万人。２０２０年，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和特大洪水，古田街紧盯目标、突出重点、

持续发力，较好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荣获“武汉

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获评湖北省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１名，湖北省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先进个人１名，武汉市平安建设先进个人
１名，继续保持“湖北省老年宜居社区”“湖北省科普
示范社区”等荣誉称号，相关工作实绩被中央电视

台《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报道，受到其他省、市

主流媒体采访报道５０篇（次）。

【街道经济】　２０２０年，古田街克服疫情影响，项目
建设成果丰硕，主要经济指标降幅逐月收窄，部分指

标由负转正，基本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万人宿舍片

全面对接供地，临江片按期完成征收及净地移交，电

缆厂宿舍片旧城改造项目完成前期调查工作，海尔

国际广场、美好名流汇、金地悦江时代等在建项目施

工进度正常，全年累计销售商品房８７万余平方米。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３亿元，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
１１２３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８０亿元，辖区重
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完成税收６８８亿元。引进申报
高新技术企业１家，建库储备高新技术企业２３家，
推动企业“小进限”１家，完成新增市场主体约１２００
家。高投创慧科技产业园净增招租面积７０００平方
米，新引入企业５家。

·５２２·

·街　道·



【安全稳定】　２０２０年，古田街注重安全生产坚持抓
日常监管和抓重点整治相结合。及时传达学习安全

生产事故经验教训，举一反三查漏补缺，集中组织开

展安全知识宣传和消防演练２１场次，培训社区及辖
区企事业单位安保人员６００人次，入户发放安全提
示或宣传资料３５万余份，新增更换灭火器９３２个，
增配巡逻消防电动车２８辆，３个社区二级微型消防
站完成提档升级。以在建工地、老旧小区、商业街区

为重点集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１５次，检查辖区
企事业单位 ２６３０家次，并督促其整改安全隐患
１２４１处，提前完成区级安全生产隐患和消防安全隐
患单位摘牌销号各１起。全年辖区发生火情９起，
比上年降低２５％。平安建设迈入更高水平。全面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深化“一感一度一率

一评价”宣传，做好综治、反邪教等工作。完成征兵

入站及民兵训练整组任务，“两部一家”建设达到更

高水平。积极推进“化积案、解民忧、促和谐”行动，

严格落实领导日常开门接访及包保稳控责任制，积

极稳妥做好项目征收、新冠康复、企业改制遗留问题

等重点群体维稳工作，完成市信访局交办１７件信访
积案的办理上报。

【民生服务】　２０２０年，古田街积极配合口区国资
公司推进陈家墩小区综合改造工程，累计拆除整治

违建１７７万平方米，拆除修复吊脚楼８２处，全面解
决楼顶漏雨、给水压力不足、下水管网排污不畅、小

区内部道路狭窄等一系列问题；完成市下发点位的

二次供水改造５处，正式启动东方花城下水管网改
造专项工程。完成新增养老床位建设任务。大力推

进扶贫攻坚收官工作，按照省、市部署要求积极采购

工会会员爱心扶贫物资２３万元，通过“８３２扶贫平
台”和中国社会扶贫网湖北特色馆采购农产品６万
元。以保就业为核心推进“六稳”“六保”，积极对接

辖区企事业单位，帮扶创业３５２人，帮助失业及困难
就业人员再就业５７４人，新增就业岗位安置２７５０人。
不断优化群众服务水平。持续推进“一网通办”政务

服务体系建设，累计办理服务事项８６６３６件，办结率
和满意率均为１００％；受理市长热线、城市留言板、数
字城管等居民群众来件５３７１件，办结率１００％。

【城市治理】　２０２０年，古田街注重城市管理。牢固
树立“城管在马路上”的理念，以问题为导向持续开

展巡查整治。全年，街道大城管月平均成绩位列全

市一、二类街道第２９名，７月夺得全市城管工作流
动红旗，城市管理工作成绩名列全区第一。市容市

貌不断提升。古音路、古田路、田正街等多条道路启

动翻修改造，辖区交通循环更加畅通；垂江画廊、汉

江湾体育公园等公共绿化项目进一步实施；辖区空

气质量明显好转，环保督办件比上年减少８０％；河
湖长制全面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依法行政】　２０２０年，古田街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聘
请一名专业律师担任街道法律顾问，充分发挥驻街司

法所的作用，做到凡涉及街道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

要合同协议必须律师把关。积极开展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

为内容的普法宣传教育，培育机关干部法律意识。积

极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化解信访矛盾。进一步修订

完善街道相关制度。结合中央八项规定先后修改街

道财务、社区及环卫所财务管理等相关制度。

【群团发展】　２０２０年，古田街持续推动治理模式优
化。聚焦“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筑牢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根基。持续推进街道、社区体制改革，建立

健全五级组织架构，辖区５０个小区全覆盖成立党组
织，切实做到党建引领全覆盖；打造１４个党员群众
“红色驿站”，开展“一站式”便民服务，真正实现“党

员在身边，服务零距离”。发挥下沉力量，助推社区

治理。在疫情大考中 １４个防疫临时党支部带领
６５０余人的群众工作队，让党旗在防疫一线高高飘
扬；在防汛一线成立５个党员突击队，３２个日夜守
护汉江堤防。聚焦特色项目，擦亮基层治理品牌。

紧扣时代主题，先后邀请“人民英雄”获得者张定宇、

省委党校肖卫康以“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为主题，给全街党员干部及居民群众送上精

神大餐。持续推动示范社区建设。罗家墩社区被评

为口区首批党员教育示范基地和湖北省科普示范

社区，其政治生活馆和国家级社会生命健康体验馆已

投入使用；汉口春天社区“天天见一面”志愿者活动已

形成品牌；军院社区创建“情满军营 军嫂合唱团”；古

画社区书法绘画队形成社区文化品牌；古南社区成立

七彩志愿服务队；古一社区乒乓球队多次代表街道对

外比赛；古二社区荣获“湖北省老年宜居社区”称号。

（张嘉淇）

·６２２·

·口年鉴·



长 丰 街

【概况】　长丰街位于口区西部，西邻易家街，南
邻古田街、韩家墩街、宗关街，东以常腾街、园博园东

路与江汉区分界，北抵张公堤与东西湖区接壤。辖

区面积为１０１７平方千米，常住人口１４万余人。街
辖长丰、正康、百泽、团结、丰美、天勤花园、东风、常

码、丰竹园、紫润北、紫润南、天顺北、天顺南、园博

北、园博南、长源、永利、荣荟、长宜、新墩２０个社区。
２０２０年，长丰街坚持战疫情、促发展“两手抓、两手
硬”，将各项工作责任层层压实、到岗到位，以强化

基层党建为引领，以保障经济平稳发展为主线，以加

大项目建设力度、加快“城中村”改造、提升城市管

理水平、改善民生服务质量、维护社会稳定为抓手，

全街上下团结协作，合力攻坚，全街经济和各项工作

取得较好的成绩。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９日，长丰街领导到仁信投资等多家企业赠送锦旗，感谢辖区企
业在疫情期间为街工委、街办事处捐赠急需物资

【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长丰街在党建工作中注重
指导社区接收下沉党员、发展新党员、整顿党组织、

提升“两新”组织“两个覆盖”率等工作，并取得较好

成绩。共计指导社区接收下沉党员１７９３名，发布周
末清洁家园、人口普查、防疫值守等社区集体活动

１３１３次，参与人次高达６０００人次，为全街各项重点
工作的推进贡献强大力量。扎实推进小区党组织建

设工作。在原有网格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８６个小
区党支部，并设置４２个小区党群服务驿站，延伸党

建工作的“触角”，弥补原有小区党建工作的空白，

激活小区治理的“神经末梢”。坚持高标准高质量

发展党员。全年发展３１名新党员，其中在非公企业
发展３名党员，壮大党员队伍。严肃对照口区委
要求，全程指导紫润北社区党委完成软弱涣散党组

织整顿工作，选举新一届业委会，补选党委委员，提

升社区党组织战斗力。针对疫情后辖区企业数量变

化，街道党建办在认真摸排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党的

组织覆盖率和工作覆盖率，全街８６家企业已全部实
现“两个覆盖”。

【街道经济】　２０２０年长丰街主动协调多部门，积极
联系企业，全力帮助、支持辖区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为辖区企业排忧解难，保障企业发展，也促进街道经

济发展。全年全街招商引资２８亿元，完成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８２９亿元。

【“城中村”改造】　２０２０年，长丰街“城中村”综合
改造工作深入推进，绿城桂朝阳、万科华生公园大

道、华润·润玺等一批“城中村”改造开发项目进展

顺利。东风村“城中村”改造还建房项目已经开工

建设。长丰村、常码村等“城中村”改造还建楼项目

按期竣工，已经顺利分配，村民喜迁新居。

【安全稳定】　２０２０年，长丰街结合辖区特点和实际
状况，开展联合执法整治行动 ６０余次，查封关停
“三合一”小服装厂、违规汽配门店、小仓库８２家，

依法拆除违规住人宿舍 １８６间，
“三合一”场所分离率达 ９９％，整
治消除工业园和居民区消防隐患

１６８２处，隐患整改率达９８％以上，
暂扣违规大功率电器９２件，行政
处罚５人。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和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组织集中夜巡

７０余次。对公安机关转办的２条
涉案线索，均按照“一案三查”的

要求进行核查，未发现有保护伞及

党员涉案问题。在长源社区和永

利社区推广智慧平安社区建设经

验。全力以赴做好信访工作，办理

阳光信访系统来信５１６件，坚持开
展领导班子成员大接访行动，坚持

每日安排一名班子成员在接访大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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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长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行　业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口区长风路３１号 工业 ６１７

２ 武汉汇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口区长丰大道１６６号 汽车销售 ５９９

３ 武汉科谷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口区长丰大道１８８号 科技 ６４６

４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口区常码头三村特１号１层 建筑 ７７５

５ 名流置业武汉江北有限公司 口区长丰村特１号附１号 房地产 ５８８

６ 武汉广电海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口区古田路６０号 房地产 ４０７２

７ 武汉金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口区肖家地附３７２号 房地产 ２７７８

８ 武汉美丰采房地产有限公司 口区长丰村特１０号 房地产 ３０８６０

９ 武汉美好锦程置业有限公司 口区长丰村特４号 房地产 １３７０３

１０ 武汉市常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口区古田二路１５８８号一楼１９８－１９９号 房地产 ９６６

１１ 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 口区长丰街长丰村特６号 房地产 ５６５８

１２ 武汉武开电力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口区南泥湾大道长丰科技产业园西

区７号
制造业 ３７７

厅开门接访、约访，全年累计接访１３０余人次，有力、
有序、有效推进问题的解决。

【城市管理】　２０２０年，长丰街狠抓爱国卫生工作，致
力于城市管理精细化、整治精准化，全面加大辖区内

拆除违建和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共拆违２３万平方米。
对２７个整治点位倒排时序、现场督办、强力推进，取
缔常码中学和发展三村门前二手车交易市场和５个
碎石场，强力拆除沿线５９５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彻底
清理沿线近７０００余吨暴露垃圾，修建围墙及遮蔽型
围挡５８５米，对４处建筑工地、６处拆迁工地、１１处闲
置场地土３７１万平方米裸土进行拉网覆盖，对沿线
１０个老旧小区近２０万平方米立面进行整治，拆除发
展三村５栋楼顶违建，并实施楼顶改造和美化，长丰
高架沿线综合环境得到彻底改观。

【社会事务管理】　２０２０年，长丰街针对保障性住房
集中、低收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集中的街情，始终

把民生保障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不断用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对６个社区党组织书记、１１个社区党
组织副书记进行调整充实，公开选聘、招聘１００多名
社区“两委”成员、网格员充实社区基层治理队伍。

坚持“民呼我应”，制定“民呼我应”职责清单、工作

流程和考核办法，印发“民呼我应”工作手册和社区

工作日志，不断健全和完善为民服务体系。严格落

实各项惠民政策，为２０５６名低保人员发放低保金

１７５４６万元，为２７户“三无”人员发放救助金４６３
万元，为４８１户困难家庭提供临时救助８３３万元；
为４１４３人提供医疗救助１９８９万元；为７０户困难
家庭办理金秋助学补助１６６万元，为１０３２名８０岁
以上老人发放高龄津贴１３６８万元，为９７名特殊困
难老年人提供１３０２３小时免费居家养老护理服务。
引进专业社会机构，先后开展“安心相伴”“情动长

丰”心理疏导服务。在荣荟和长源两个社区建成两

个“互联网＋居家养老”社区嵌入式服务网点，对公
安小区和天顺园１～５组团实施二次供水改造。

（胡　丹）

韩 家 墩 街

【概况】　韩家墩街位于口区的中西部，东以建一
路、解放大道、汉西一路、汉西二路与宗关街相接，南

临汉江中心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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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辖新华、公安、曾家、博学、古四、古五、综合、简易、云

鹤、四新、南泥湾１１个社区，户籍人口约７６６万人，
常住人口约１０１６万人。２０２０年，韩家墩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抢时间赶进度，补短板强弱项，成功经受大战大考的

严峻考验。２０２０年，韩家墩街被评为武汉市抗击新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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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韩家墩街阳光家园被评为湖

北省残疾人之家，韩家墩街四新社区团支部被评为

武汉市五四红旗团支部。四新社区党委书记杨慧玲

被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湖北省河

湖长制示范人物。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韩家墩街组织开展群众诉求办理业务培训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韩家墩街全员出征全力打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

安全。疫情暴发后，第一时间成立街道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分指挥部，负责全街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

导、统一指挥，坚决落实上级重大决策和具体措施。

组建２个隔离点，２４小时转运发热病人，做到应收尽
收、应隔尽隔。严格落实领导包保、分级负责的工作

机制，压实封控责任，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成

立１个隔离点党支部和１１个下沉干部临时党支部，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开展社

区大排查及核酸采样工作，全街１１个社区上门入户
共排查３３９０７户、８６９３３人，完成７３个无疫情小区和
１１个无疫情社区创建。组织购买、分发“爱心菜”、生
活用品和防疫物资，开展滞汉困难人员救助和困难群

体帮扶。积极稳妥做好疫情期间逝者安葬安抚工作。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管理后，积极助力企业、学校复

工复产复学，为新冠康复家属和一线医务工作人员提

供心理疏导服务。坚持底线思维、突出重点、精准防

控、源头管控，切实加强境外和境内中高风险地区返

（来）汉人员、社区发热病人等重点人员的社区管理，

落实疫情防控的社区责任，牢牢守住社区防线。

【防汛排渍】　２０２０年，韩家墩街立足“防大汛、抗大
旱、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要求，成立街道防汛抗

旱指挥部，设立东风险段值守点和苗圃、四明、荆汉

船厂３个闸口值守点，按照《韩家墩街２０２０年度防
洪预案》和《韩家墩街２０２０年防涝排渍应急预案》，
启动二级响应、一级战备，３４天内累计组织动员４８
家辖区单位９００余人对１７８５米汉江北岸堤防进行
２４小时不间断、拉网式巡堤查险。严格落实属地责
任，开展排渍防涝巡查值守、渍水点抢排等工作。团

结带领全街上下齐心协力，迎战８轮强降雨，确保全
街安全度汛。

【区域发展】　２０２０年，韩家墩街不断推动疫后重振
和高质量发展。全年实现固定资产投资１２９亿元，
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４０２５亿元，完成全口径财政
收入３９亿元。建一路西片一期成功摘地，新华尚水
湾项目一期完工，江汉七桥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长嘉

路项目启动征收。成功申报高新技术企业１６家，发
掘高新技术后备企业５０家，新增登记市场主体７３６
家。全面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以“双万双联”

等活动为依托，干部走访结对企业３１２家。帮助企业
解决用工难问题，协助做好武汉达利园财务咨询有限

公司招聘信息的发布推广及探矿机械厂跨区专场招

聘会协调工作。配合区直部门做好中小微企业及个

体户纾困资金申请，积极宣传纾困政策、向企业耐心

介绍“汉融通”融资平台操作查询流程。全年共推荐

申请政府贴息贷款纾困资金企业１０７家，个体户２２１
家。主动联系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

公司、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等优

质建安企业，协调企业在辖区成立

分公司，努力扩大税源。

【公共服务】　２０２０年，韩家墩街
道持续深化改革，民生保障能力不

断增强。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健全

社区服务功能，创建南泥湾社区

“互联网＋居家养老”嵌入式服务
网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突出流程优化和“一网通办”，政

务服务中心和分中心的自助服务

机便民业务增至 １６８项。圆满完
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任务。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２６４２个，创业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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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韩家墩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行　业
职工人数

（人）

年生产总值

（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武汉招瑞置业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与汉西一路

交会处
房地产 ２０ ７８０５９ １０２３０

２ 武汉新华园置业有限公司
口区沿河大道 ５１９号区政
府旁

房地产 ５８ ２８３４９ ２８５０

３
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武汉经济开发区蔷薇路华中

智谷
建筑业 ９９５ １８３２７７ ２５７１

４
联发集团武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武昌区徐东大街 １２８号联发
国际大厦８楼

房地产 １０ ５８２３ １４５７

５ 湖北人本轴承有限公司
口区古田四路紫薇花园 ３６
号

商贸业 ２４ ２１９６７ ５７９

６
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

公司

洪山区雄楚大道 ２６８号省出
版城Ｃ座１５楼

商贸业 １１９ ２３６４３７ ３８４

７ 湖北地创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东西湖区孚特电子科技产业

园４－１
工业 １６２ １８３０９ ３７６

８
武汉市西亚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

口区解放大道 １４８号 －２８
号１６－１７层２号

建筑业 ５０ ２７２９ ２９２

９
武汉信测标准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口区古田五路１７号孵化园
区新四楼１－０２号

服务业 １０８ ２９６５ ２８４

１０
武汉邢仪新未来电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口区古田五路１７号孵化园
区５－１１３、１１５号

工业 ６７ ６０８８ １８８

１１
湖北省楚鹏基础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口区古田二路凯景国际 ８
楼

建筑业 ４３ ９６４５ １４４

成功３５０人，带动就业１０８２人，再就业安置人员３９７
人，困难安置人员１９８人。抓好社会保障服务工程，
加大对低保边缘户的救助力度，设立扶贫专柜 ６０
个，精准扶贫任务按要求落实。云鹤小区、简易新

村、新明小区、传输局宿舍４个老旧小区环境改造升
级，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完成社区 ８７名“两
委”成员及５０名社区公共服务干事考核转任。畅
通社区干部晋升发展渠道，推荐２名社区书记参加
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推荐１３名社区“两委”成员参
加省公务员考试，推荐４名任职６年以上的社区书
记参加专项招聘并被录用为事业编制人员。

【城市管理】　２０２０年，韩家墩街以“大城管”考核
为工作着力点，重拳出击整治，城区功能品质不断提

升。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区决策部署，巩固升华军

运会整治成果。拆除汉西二路５９号香江家居东南
侧仓库违建２８００平方米，拆除长青国际历史违建
１０００多平方米，结合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拆除新明
小区楼顶违建１００多平方米。成立街道长丰大道沿
线综合整治工作专班，强力推进云鹤小区楼顶违建

拆除工作。加强各类农（集）贸市场和经营场所的

管理，督促太平洋农贸市场和守华菜场进行升级改

造。深化“门前三包”三长责任制落实，及时更新路

籍档案，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充分发动下沉党员、志愿者

和居民对辖区乱堆滥放、乱贴滥画及卫生死角进行

清理，辖区环境面貌得到整体提升。对老旧住宅小

区、市场周边等重点点位开展１２轮预防性消毒。全
面落实河湖长制，全年共计巡河１０１次，广泛开展民
间河长和汉江管段禁渔宣传，落实长江大保护责任。

配合区水务和湖泊局、区建设局推进古田五路、长嘉

路雨污分流工程。

【公共安全】　２０２０年，韩家墩街坚持突出重点，筑
牢安全稳定防线。投入资金４３４万元扎实开展安
全生产及消防安全工作，组织安全检查１３４２次，摸
排安全隐患１０７处并全部完成整改。新建古四、博
学社区微型消防室，整改重点单位安全隐患。督促

市级消防安全隐患挂牌单位永利生鲜市场和丽水康

城小区改造消防设施。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登记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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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加强对涉毒人员的帮扶救助，共解脱邪教人员９
人。完善落实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接访下

访、包案化解等制度，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着力推动

“化结案、解民忧、促和谐”，化解信访积案１６件。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２日，口区领导到中建御景星城项目一线，了解重点项目投资
进度，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韩家墩街持续深化“民呼我
应”改革，在四新社区开展小区党建试点，探索党建

引领小区治理新路径初见成效。制定《韩家墩街道

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及“三定”“九定”

方案，完成人员调整、明确职责等工作。全年组织开

展中心组学习２２次，交流研讨７次，机关党员干部
集中学习５次。开展“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主题党
课活动，组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在机关、挂点社区讲

党课２７次，四新社区“弘扬抗疫精神”主题党课在
斗鱼直播。调整１１个社区“大党委”和８９个小区
（片区）党支部，指导１１个党支部按期完成换届，选
优配强党支部书记。杨慧玲书记工作室被市委组织

部命名为首批名书记工作室。调整续派６名能力较
强、业务过硬的党建指导员，加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

会组织企业的业务指导。对接社区需求，组织推动

４３个单位党支部和３０２１名党员下沉到社区报到、
参与社区治理。整合党建资源，１１个小区建立“党
群服务驿站”，在汉水熙园打造小区治理示范点。

开展简易社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不断增强

社区党委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党对法治建设、

人武、群团、人大、政协、统战、老干等工作的领导，全

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顺利完成兵役登记、人大

议案、政协提案办理等工作。

【纪检工作】　２０２０年，韩家墩街
建立健全“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班

子成员各负其责、纪检组织协助督

查、机关部门齐抓共管”领导和工

作机制，制定《韩家墩街道领导班

子“一岗双责”责任清单》。扎实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

动，通过建设党纪法规宣传长廊、

知识测试、廉洁党课、观看警示教

育片等形式，加大对党纪法规的宣

传力度。加强对疫情防控、抗洪抢

险及其他工作作风的日常监督检

查，聚焦“电视问政每周面对面”、

行风连线等监督平台，受理并回告

信访件４７件、直查督办件４５件。全年运用“第一种
形态”给予批评谈话组织处理３５人次。对２名违反
党纪法规的党员给予党纪处理。

（魏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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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５平方千米。
街辖太平洋、申新、宗关、水厂、变电、新合、汉西、金

阳、双墩、发展、井南、常鑫１２个社区，共有居民小组
１０１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居民 ３７８５９户、
８２３２１人。

【街道经济】　２０２０年，宗关街完成税收４６７亿元，
其中重点企业税收逆势增长８７％；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４６２亿元，综合评分居全区街道前列；招商引
资实际到位 １９９５亿元，超目标进度 １１１％；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达４７亿元，消费市场回暖态势持续
向好；新登记市场主体５００家，超目标进度１１１％；
完成高新技术产值 ５２８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９５％）、工业产值１０１亿元，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７
家，列入高企后备库企业２０家，全街产业结构日趋
优化。建设项目有序推进，中建御景星城 Ｄ地块住
宅部分开盘销售，非住宅部分加紧办理用地和建设

·１３２·

·街　道·



手续；融创一江源 Ｃ、Ｅ地块结构施工，Ｂ地块基坑
施工，Ａ地块完成试桩；宗关铁桥片还建楼全面封
顶；华鼎尚都国际Ｋ１二期开工建设；宗关铁桥加油
站完成主体施工。征收项目进度加快，截至２０２０年

底，宗关枢纽西片完成签约 １８０９户、签约面积
１１０５万平方米，签约率超过７０％；轨道交通１２号
线、发展社区片完成征收调查；工贸仓库及扩大片、

武汉市第十七初级中学扩建片正加紧收尾。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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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区解放大道１７０号 国有独资 ３２４９ ９５５４３ １１２２１

２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汉西支行

口区解放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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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９５６ ６７０

３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

限公司汉西车务段
口区汉西一路７０号 集体所有制 １８６２ ４１２０２ １０３２

４
武汉武铁物流发展有限

公司时代建材城分公司
口区汉西一路７０号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７０ １０００ ３７３

５ 武汉市正达物流有限公司 口区汉西一路９５号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３ ６１５５ ９４６

６ 武汉市正凯物流有限公司 口区汉西一路９５号 有限责任公司 ６ ７３８７ ８８３

７
沃尔玛（湖北）百货有限

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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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９ ２０４６９ ９６２

８
沃尔玛（湖北）商业零售

有限公司汉口山姆会员

商店

口区解放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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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７ ５７７００ ９２０

９
武汉市给排水工程设计

院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２４０号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１２０ ８７４４ １０１７

１０
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口区建设大道１０３号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３８６ ３２３９２ １２２７

１１
武汉桥梁建筑工程监理

有限公司
口区建设大道１０３号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３０６ １０１４５ ７７６

１２
新世界创地置业（武汉）

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 ２４１－１
号Ｇ幢１－２层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

澳法人独资）
１６ １９３１５ ７５０２

１３
武汉融灏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 ２４１－１
号Ｄ栋１号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

澳法人合资）
３５ ２６３４６２ ３５７５

１４
武汉南国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２０１号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１０ ２６４０ １３１８

１５
武汉中建三局江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 ２４１－１
号Ｅ幢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２３ ２１８１９ ７５７６

１６
武汉华鼎创投置业开发

有限公司
口区汉西北路３８号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
３８ １０７５２ ４６８１

１７
武汉市汉西实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口区汉西路下双墩 １８
号办公楼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１９２８ １１９４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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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　２０２０年，宗关街大力推进爱国卫生运
动，累计组织发动２０００余人参与清洁家园活动１００
余次，清理乱堆滥放１０５８处、花坛７２个、卫生死角
２８９处、乱牵挂１０２处、“牛皮癣”３５６４处、垃圾４２吨，
清理共享单车２６７４辆，洁净橱窗１３５处。按照标准
化改造要求，完成森态园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关闭常

码头生鲜市场和莹发农贸市场。加大铁路沿线综合

整治力度，完成市区专班督办３８处点位整改。全力
落实违法建筑的管控和拆除，累计拆违３０余处、５１３０
平方米。继续开展专项整治，整治出店占道经营３２８
处、不规范广告招牌２５处。积极推进垃圾分类，新增
分类垃圾容器５０７个，制作小区宣传栏４４个、门店宣
传栏１２００余个，印制垃圾分类标识８００余个，发动
１００余人参与宣讲培训８次，聘请２名垃圾分类专职
巡查员加强对门店垃圾分类的督导巡查。

【社会事务】　２０２０年，宗关街积极落实社会保障政
策，全力完成消费扶贫、劳动就业等目标任务。加快

双墩综合楼小区升级改造，实施太平洋、常鑫２个
“互联网＋居家养老”嵌入式网点建设，完成汉西一
村小区、汉西北路１９３号等老旧小区二次供水改造。
积极引导居民参与小区治理，完成融侨锦江小区业

委会重新选举、秦水名邸小区业委会换届选举，指导

中建御景星城小区成立业主大会筹备组。加强社区

办公用房规范化建设，完成太平洋社区时代新世界

小区还建办公用房和常鑫社区办公用房移交。加强

社区队伍建设，完成社区“两委”成员及专干转岗考

核定级和薪酬提标核算，按程序选举产生常鑫社区

居民委员会。

【平安创建】　２０２０年，宗关街继续推进平安创建，
积极开展“一感一度一率一评价”宣传，累计制作宣

传单１５０００张、卡片３０００张、海报１０００张、横幅３０
条，居民知晓率、参与率不断提升。纵深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实现重点人员“四包一”全覆盖。加紧

推进双墩社区五星级“五无社区”建设，完成变电社

区警务室、消防室改造。提升信访件办理质效，累计

受理、调查来信来访２３７件，接待大接访群众４批９
人，化解信访积案１０件１１人。加强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集中整治“一线天”、远景大厦、武汉精一佳印

刷有限公司等重点挂牌单位，实现全年安全生产

“一无一降”目标。落实河长制巡查５２次，积极开
展“清四乱”行动，有效保护宗关水源地环境。在防

汛大考中，严格落实二级响应一级战备的要求，发动

７２名街道及社区干部、８３名责任单位工作人员参与
汉江宗关段闸口值守，累计巡堤查险４５００余人次，
完成巡堤记录３７００余条，圆满完成夏防汛任务。

【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宗关街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基层党建重点工作

６次，传达学习上级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文件、会议精
神１５次，确定从严治党责任清单５个方面、２２项重
点工作。街道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１０
次，其中专题研学５次、扩大报告会２次，其相关做
法被区委宣传部总结推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常态化开展网络舆情收集、分析及报送工

作，全年处理网络舆情２５件。选配社区党组织书
记、副书记３人，调整网格支部书记７人；结合党员
干部下社区，确定共建项目 ３８个，组建服务队 １１
个、应急队１１个，基本实现基层党组织建设全覆盖、
党员群众服务全进入。抓好廉政宣教，制定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扎实开展第２１个党风廉
政宣传教育月活动。狠抓监督执纪问责，开展明察

暗访４６次，调查核实上级交办的问题线索２３件，制
发问题通报７份、纪检监察意见书３份，运用“第一
种形态”处理１９人，调查处理违纪党员２名，有效维
护党纪党规严肃性。

（赵　燕）

汉 水 桥 街

【概况】　汉水桥街位于口区中部，东以宝丰一
路、口路为界与宝丰街接壤，西以汉西路、京广铁

路线为界与宗关街相邻，南临汉江与汉阳区隔水相

望，北以建设大道与江汉区分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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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社区，辖区面积２６４平方千米，
人口６万余人，办事处位于双厂巷２号。２０２０年，
汉水桥街工委、办事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

市、区“两会”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强力推进项目建

设，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以改革

创新的精神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较好地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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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汉水桥街注重思想政治建
设，强化理论培训。街道工委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

９次，开展专题研学６次，有效提高班子思想政治建
设、决策水平，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坚强思想保障。持续推动支部主题党日与“三会一

课”、组织生活会等组织生活制度深度融合，探索线

上学习分享新方法，全年开展宣讲活动１２６场，受众
达６０００余人次，使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汉水桥街营北社区组织“党课开讲啦”活动

家”。抓引领、强服务，推动基层党建创新创优。稳

步推进微邻里线上线下联动服务，完善基层治理

“１３１４”体系建设，营南社区和阮家台社区头雁领航
冲锋在前、甘做健康“守门人”的经验做法在“先锋

口”微信平台推介。海工社区“小蓝帽”青年志愿

服务队被推选为武汉市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充分发

掘下沉４８个省、市、区直单位资源，做实社区共建项
目清单。组织动员下辖“两新”党组织１７３名党员
通过多渠道为防疫捐款１４８万余元。依托海工社
区武汉市社区干部学院现场教学基地，重点轮训基

层党务工作者２００余人次。街道社区教育学校荣获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社区教育先进单位”称号。完善社
区工作者职业发展晋升制度，５名社区书记考录专
项事业编制。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新发展党员２６
名。精准帮扶慰问一线工作者、物业服务人员和社

区困难党员５００余人次，慰问金达３７万元。推荐评
选全区抗疫先进集体４个（营房社区、营北社区、武
汉仁爱医院党支部、艳阳天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推

荐全区抗疫先进个人２名（营南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刘萍，皮子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刘杰），汉

水桥街办事处被评为武汉市抗疫先进集体。认真贯

彻落实省、市、区关于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等有关

文件要求，按照上级要求进一步明确街道职能定位，

调整机关内设机构和人员配置，进一步推进城市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管理】　２０２０年，汉水桥街综合环境检查全市
１０９条街道排名第５８名，城市综合管理工作成绩进
一步提升，８月份获得全市红旗单位（街道）。２０２０
年４月，对占道摊群进行强制拆除，拆除面积约
１５００平方米，以“拆违控违”为重点，对营南社区１１
栋楼顶４户历史违建进行强制拆除，拆除面积２００
平方米。全年共拆除新增违法建设２７００多平方米，
其中新海景酒店前违法钢架结构８００平方米。垃圾
分类工作稳步推进，社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

１００％，多形式、多途径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营造良好
的宣传氛围，引导居民树立“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的观念，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垃圾分类工作，提升

公众参与率。建设垃圾分类亭５０个，发放宣传手
册、海报５０００多份，举办专项活动１４场。以“严管
理和微改造”为指导思想，取得较好成效。“严管

理”以问题为导向，抓整改；以巡查为主导，找问题；

以执法为保障，强管理。全年共下达行政执法文件

３９５份，罚款３４９０元，有效提高群众法律意识，推动
城管工作法治化。“微改造”对街辖糖酒宿舍、滋美

宿舍、营房四村老旧宿舍院子改造，拆除乱搭建６０
多处，拆除铁皮棚１８处，硬化地面３０００平方米，立
面粉刷３２００平方米，多年的搭建退出历史舞台。对
皮子街、营房路背街小巷路面刷黑、硬化共计４０００
多平方米。

【街道经济】　２０２０年，汉水桥街
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强

化经济工作督导和运行调度，坚持

防疫、经济“两手抓”，积极应对疫

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指导企业

复工复产，宣传复工复产相关政

策，努力把疫情带来的损失降到最

低限度。全年实现全口径税收超

过１０亿元，完成招商引资 １１７亿
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９４亿元，
新增“四上”企业６家，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１家、房地产企业１家、
服务业“小进规”企业１家、商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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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进限”企业３家。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汉宜路项目
等重点项目顺利推进，Ｃ地块还建房、学校已交房。

【社会事务】　２０２０年，汉水桥街惠民项目完成社区
服务类项目１项、社区活动类项目１９项、社区环境
类项目２１项，累计使用惠民资金２００余万元。社会
保障工作落实到位，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共计发放低
保金６０７万元；救助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灵活务工
人员因疫情无法务工导致生活困难１２人，共计发放
３７万元；救助新冠肺炎确诊低保户６人，共计发放
２８万元。全年临时救助共计１２１人，发放救助金
１８万元。金秋助学１３人，共计发放２８万元；８月
发放低保、低收入、孤儿、特困人员一次性纳凉物资

救助金共４８６户，共计９７万余元；１２月发放取暖
补助金共４８８户，共计９７万余元。就业创业帮扶
成果显著，完成失业人员再就业３５２人，帮扶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１９２人，扶持创业３５６人，创业成功带动
就业７５３人。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９７％，出生统计
准确率９９９９％。新增社会组织备案６４个，社会组
织备案累计１８１个。围绕市级绩效目标“四馆三场
两中心建设”，实现街道和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标准化建设，口区文化馆汉水桥分馆和口区图

书馆汉水桥街分馆挂牌成立。强化公共文化服务职

能，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全民阅读活动等２０次，
开展文化艺术知识普及和培训１０次，红色影片进社
区露天电影免费放映１４场。

【平安建设】　２０２０年，汉水桥街在“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背景下，汉水桥街

道认真贯彻中央和各级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坚决打

好防范和管控重大风险攻坚战，着力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能力，逐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努力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增强辖区居

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启动安全生产三年行动

集中攻坚，积极推进工作模式架构“层次化”、隐患

排查检查“常态化”、隐患问题整改“清单化”“三化

融合”，８００余家“十小场所”被纳入网格员日常安全
巡查范围。投入３０万元整改汉水桥社区３６０４小区
老旧危房隐患，投入２０万元整改营房社区菜市场消
防通道堵塞安全隐患，投入６万元整改阮家台社区
黎明公寓附近铁路护坡地质安全隐患。平安建设宣

传和特殊人群管控在疫情防控高压下扎实推进，救

治救助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６起，申请“以
奖代补”经费８万元。２０２０年，汉水桥街在全省平
安建设测评活动中，“一感一度一率一评价”进入先

进行列。

２０２０年汉水桥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行　业
职工人数

（人）

年生产总值

（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合并）
口区解放大道５５８号 建筑业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２６００００ ３７６８４

２
湖北省烟草公司武汉市公司

口营销部
口区仁寿路５－９号 批发业 ７１ １０３３７５ １４５５７

３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口区沿河大道３５８号 工业 ２１８１ ４００６００ ４２９４

４
武汉万地汉宜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 ２７８号华汉
广场１１楼

房地产业 ３０ － ３８７２

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口支行
口区建设大道４０３号 金融业 ３０７ ６５７９３ ４３３８

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口支行

口区建设大道 ３１８号建通
大厦

金融业 ２８０ － １８３０

７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口支行

口区解放大道 １００９号（兴
隆大厦１－４层）

金融业 １７１ － ２５２８

８
湖北高路油站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６０６号 零售业 ４２１ ２０６１２０ ７１３

（沈馨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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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丰 街

【概况】　宝丰街位于口区东部，东起航空路、武
胜路与江汉区接壤，南至京汉大道与荣华街接壤，西

至桥口路、宝丰一路与汉水桥街接壤，北至建设大道

与江汉区接壤，辖区面积 ２３１平方千米。街辖
３０５６、站邻园、祥和、桥北、利北、公路、宝丰、同济医
学院、空后、宝地、葛洲坝 １１个社区，有户籍人口
３９１０１人，常住人口 ５５８５７人。２０２０年，宝丰街工
委、办事处坚持统筹兼顾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全街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被评

为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２０２０年度全
市平安建设优秀街、全区绩效管理综合考评立功

单位。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２日，宝丰街站邻社区工作人员为每家每户发放爱心鱼

【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宝丰街注重依托中心组理论
学习、支部主题党日和“学习强国”平台，推动全街

１１７个党组织２６００名党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６支宣讲队进社区、进企业、进楼栋宣
讲４６场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学习１０次，召开
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３次。推动街机关４５名党员
领导干部下沉社区开展“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主题

党课１３场次。调整５２个社区网格党支部，指导１１
个社区成立５９个小区（片区）党支部，疫情期间慰

问３２９名困难党员，慰问金额３３４

万元。培养发展对象１９人，火线

入党３人，推荐３个基层党组织、４

名党员在省、市、区抗疫表彰大会

上受到表彰。成立１１个下沉干部

临时党支部，组织发动３００余名下

沉干部、６０余名自管党员、９６名社

区志愿者成立４４个群众工作小分

队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在全街范围

内发动党员自愿捐款１７２万元。

【经济发展】　２０２０年，宝丰街完

成重点企业税收 １２１６５６万元，重

点项目税收５５８５２万元，完成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６９８５３０万元，招商引资完成２９５４亿

元。新世界中心 Ｋ１１写字楼竣工、商业一期开业，

同馨商务楼完成竣工验收投入使用。全力做好相关

企业、商户的复工复产备案申请，最大限度解决企业

在疫情中面临的各种困难，帮助１０１家服务业企业、

６３家商贸业企业和７家建筑企业成功申报批纾困

贷款，确保辖区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完成城市广场、

新世界、同馨商务楼等重点楼宇的清查，３０家高新

技术后备库企业完成登记，武汉哈喽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武汉凌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６家企业

成功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葛洲坝集团贸易发展有限

公司、凯诺威医疗科技（武汉）有限公司等４家企业

成功申报“小进限”。联合区信访局、司法所、市场

所、派出所搭建南大天地运营商与业主的协商平台，

区委挂点领导现场组织协谈２次、宝丰街组织协谈

１０次，配合区专班组织召开协谈会、谈判会１２次，

全力维护区域稳定。

【企业服务】　２０２０年，宝丰街坚持优化企业服务联

盟，主动当好服务企业“店小二”，及时收集、上报企

业反映的各类问题，先后联系走访企业８００家次，重

点企业覆盖率１００％，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各类问题

１０５个。扩大“宝丰企业服务联盟”微信群规模，数

量由８０家增加为１９５家。优化宝丰企业服务联盟

线下平台，在原有“亿元楼”城市广场红色驿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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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立“企呼我应”工作室，为企业“零距离”提供

党建、政务、法律、科技、人才等服务。落实“３３３沙
龙”工作机制，依托城市广场、新世界、葛洲坝国际

中心、同馨商务楼等重点楼宇，有针对性开展银企对

接、高企申报、信息交流等线下活动。

【公共服务】　２０２０年，宝丰街继续推进多元化社会
服务功能，完成居家养老 ５０张床位，新增低保 １３
户，落实特困供养 ７人，年度发放救助款 ４１９４万
元、老龄津贴３３７万元，全面复核公租房９４８户发放
租补３０万元，发放残疾人各项补贴９０万元。针对
老旧小区实施惠民项目１３个惠民资金计６３万元，
宜居创建、红色物业计２万元；对申请加装电梯的小
区完成 ２部。全年政务服务中心受理各项业务
２０６２件，月均办件量１７２件。其中区人力资源局委
办事项１５６件、区社保处委办事项１２７３项、区公安
分局委办事项６１２件、区卫健局委办事项２１件。微
邻里居民总人数达到２５３７９人，微邻里居民报事总
数３０７２件，五星好评率９９％，街内１１个社区网格
化管理服务站运行正常。组织开展公益培训１０场
次，举办文化体育活动１２场次，开展红色经典电影
进社区活动９场，打造书香宝丰，图书下社区１５００
册，增加街道图书馆图书３０００册、社区图书室图书
１５００册。

【公共管理】　２０２０年，宝丰街城市综合管理成绩平
均列全市第７２名，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年度新增违
建零增长，拆除违建３１处、５２５６平方米，完成拆违
３０００平方米。市网投诉件，回告率、办结率均达
１００％；公共服务平台共受理城市管理类办件１５９４
件，市长专线投诉件 ７０４件，大城管网络平台 ３６２
件，签收率、办结率和按时办结率１００％；临街１０９９
家门前三包责任书签订率１００％。及时受理调查和
处置油烟噪声扰民投诉约４７余件，立案办理３件，
处罚１０３００元，劝导整改４８余件。督促餐饮单位安
装油烟净化设施４家，申请油烟检测５家。检查小
餐饮燃气１５０次每月。垃圾分类单位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新增垃圾容器２００个，新建垃圾分类站点２８

个，增设湿垃圾处理设施 ３个。图片整改 １１００余
处，张贴垃圾分类宣传画８００份，更换垃圾分类标签
１０００余份次。坚持周五进行爱国卫生运动、社区清
洁家园活动，清理社区无主建筑垃圾和渣土及三乱

垃圾５００余车，共计２５００吨，铲除路段“牛皮癣”共
计１万余处。

【公共安全】　２０２０年，宝丰街共处理阳光信访２５２
件，处理市、区预警信息９３件，市、区领导大接访工
作共７批 ２７人，街道接待来访群众 １０２批 １１８人
次，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１００％，办结率１００％，满意
率１００％，重点信访案件化解率１００％，完成市交办
的信访积案化解工作１１件。开展消防安全讲座２０
余次，消防演练３０余次，发放各类安全宣传册５０００
余份，消除１１００余处安全隐患。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共检查５３６个场所，排查整治隐
患３５８处。对辖区复工企业进行安全隐患排查８５５
家次，排查及整改隐患 ４８５起。开展禁毒宣传 １８
次，摸排人数 ３０８人，摸排率 ８２％；见面人数 ２３１
人，见面率６１％，组织参观学习５０余次。落实社区
疫情常态化精准防控。设立卡口５８个，严格落实人
员出入扫码查验登记要求，加强值守保障，严格执行

２４小时值守制度，每周定时开展两次集中夜间巡
逻，开展封控巡查２９次，修复破损硬封控措施３３处
次，购置硬封控钢制隔板３２余块，确保防控力度不
减、标准不降。

【综合工作】　２０２０年，宝丰街人大政协议提案 ６
件，并按照要求办理完结。组织人大代表开展培训

学习活动、视察和调研活动共７次，接待选民活动
１８人次，收集问题４件并已全部办结。严格落实保
密规定，认真落实精减文件会议要求。全年宝丰街

工委发文１５份，宝丰街办事处发文５份。按照“安全
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方针，街道

及时完善防汛排涝工作方案，成立防汛突击队，组织

辖区１７个单位按照“二级响应一级戒备”的总要
求，不分昼夜，严格落实２４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做到
人在堤在，圆满完成防汛任务。

·７３２·

·街　道·



２０２０年宝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行　业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口区口路１６０号１幢２３层１－６号 商贸 ２７９４６

２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东西湖区海口二路２号 商贸 ２３１４８

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口区解放大道１０９５号 服务 ２０６０９

４ 周大福珠宝金行（武汉）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６３４号新世界中心写字
楼Ｃ座９层

商贸 ７１１５

５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石油分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６０６号 商贸 ４５７３

６ 道达尔石油（武汉）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６３４号新世界中心写字
楼Ａ座１５层Ａ１１号

商贸 ４３８８

７ 国药控股湖北柏康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６３４号新世界中心写字
楼Ｂ座２０层

商贸 ２１５０

８ 武汉商贸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１１２７号 商贸 １８４４

９ 中国烟草总公司湖北省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６１８号 商贸 １８３６

１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桥口支行 口区解放大道６１２号武汉体育馆南侧 商贸 １７６４

１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王家墩支行 口区建设大道３８４号 商贸 １６１９

１２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

司（合并）
口区口路１６０号武汉城市广场２４层 服务 １３０３

１３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公司 口区宝丰二路１２６号 工业 １３０３

１４ 联创新锐设计顾问（武汉）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６３４号新世界中心写字
楼Ａ座２１楼

服务 １２５７

１５ 湖北交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口区建设大道３８４号 商贸 １２１１

１６ 湖北蓝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１０６３号 商贸 １１６０

１７ 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口区口路１６０号 服务 １０９６

１８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口区解放大道６３４号新世界中心写字
楼Ａ座五楼

服务 １０５１

１９ 泰融金新（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６３４号新世界中心写字
楼Ａ座六层

商贸 ９５４

２０ 武汉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口区利北一村４４号 工业 ９３８

２１
瑞庭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武汉分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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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贸 ９２１

２２ 湖北汉通石油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口区同馨花园４栋２～３层２室 商贸 ９０８

２３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２７８号华汉广场３号楼９
楼和１０楼

服务 ８９６

２４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桥口支行 口区解放大道１０８７号 金融 ８５０

２５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口区口路１６０号武汉城市广场２０～
２１楼

金融 ８４６

·８３２·

·口年鉴·



续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行　业
上缴税收

（万元）

２６ 湖北省公路工程咨询监理中心 口区建设大道３８４号 商贸 ８０３

２７ 湖北联投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３８号湖北
路桥大厦１８楼

服务 ７０３

２８ 湖北缘康医药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６２０－１号 商贸 ６８６

２９ 武汉同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口区航空路１３号 服务 ６８５

３０ 武汉通恒公汽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口区口路１６０号 服务 ６５９

３１ 湖北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口区宝丰路１０号 商贸 ６５７

３２ 湖北省为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江汉区淮海路泛海国际 ＳＯＨＯ城６栋１６
楼

教育 ５６１

３３ 湖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江汉区常青路１２７号 服务 ５４８

３４ 武汉君通梅园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１０９１号 服务 ５３１

３５ 武汉香溢大酒店有限公司 口区宝丰路６号 服务 ４９３

３６ 武汉同济医疗产业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１０９５号３０１栋２单元３０１
室

服务 ４５６

３７ 湖北金叶阳光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口区宝丰路６号 服务 ４２０

３８ 湖北省协诚交通环保有限公司 口区建设大道３８４号 服务 ４１１

３９ 凯德诺医疗器械（武汉）有限公司
口区口路１６０号武汉城市广场（北）１
栋２３层４室

医疗 ４１０

４０ 武汉金五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口区宝丰一路１２４号六楼 医疗 ３９８

４１ 武汉众业达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大科技园武大园二

路七号武大航域Ｂ３栋
商贸 ３９４

４２ 武汉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５７８号中御广场２Ｆ 医疗 ３９２

４３ 武汉君达蓝天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１０４９号 服务 ３９１

４４ 武汉鸿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口区同馨花园１栋２单元７层６０２室 医疗 ３７２

４５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武昌区欢乐大道７７号 服务 ３１２５７

４６ 葛洲坝集团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口区口路１６２号葛洲坝城市花园二
期１１栋／２３层１号

商贸 １７９７２

４７ 武汉江华房地产开发公司
口区解放大道５８６号同馨花园二期２５
栋２层１号－１

房地产 ４１２３

４８ 湖北新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口区宝丰路６号 建筑 ９６９

４９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汉阳区龙阳大道特８号 建筑 ８６９

５０ 武汉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江汉区建设大道８４７号瑞通广场 Ｂ座１９
层

房地产 ６６３

（黄元杰）

·９３２·

·街　道·



荣 华 街

【概况】　荣华街位于口区中部，东以武胜路为界
与六角亭街接壤，南临中山大道与汉中街接壤，西以

口路为界与汉水桥街接壤，北以京汉大道为界与

宝丰街毗邻。街辖９个社区，辖区面积０８２平方千
米，常住居民２６万余户、４１万余人。２０２０年，荣
华街工委、办事处深入贯彻落实口区委、区人民政

府中心工作，以项目化管理为抓手，聚焦重点，认真

谋划，狠抓落实，在策划打造武胜路、口路重要城

市轴线上力争实现新作为，努力完成年度各项工作

任务，为建设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口贡献

力量。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口社区教育学院与荣华街办事处联合举办插花艺术培训
活动

【街道经济】　２０２０年，荣华街全力推进街道企业服
务、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紧盯

目标、对标对表，挖掘街内的经济潜能，实现区域经

济平稳发展。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１１亿元，招
商引资总额５亿元，６家重点企业税收１７亿元，比
上年增长３５％。全年新增商贸业“小进规”企业２
家，新增服务业“小进限”企业１家。街辖共有商贸
业“限上”企业 １３家，全年“限上”批发业销售额
１１２４亿元，比上年下降６２％，“限上”零售业销售
额累计完成８７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１２％；建筑业
总产值累计完成 ６１７亿元，比上年下降 ２７８％。
香港中心项目由中建三局一公司

负责施工，截至２０２０年底，香港中
心Ｔ１、Ｔ２塔楼完成土建结构部分
２４层。新华书店片湖北人信正在
积极招商中，荣华街道积极配合区

招商局、区发改局大力推介人信武

胜里南区招商工作。

【城市管理】　２０２０年，荣华街聚
力精细化管理，重整治强执法，城

市治理多方发力。抓好日常精细

管理，每周组织综合执法，共取缔

流动摊贩 ４２０处，规范出店经营
４８６０次，取缔违规招牌 ５９３次。
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对老

旧小区楼栋、卫生死角等消杀消毒

工作，消除辖区卫生死角，重点开

展以灭鼠为中心的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向各社区发

放灭鼠灭蟑灭蚊药３箱、粘鼠胶１箱，修补损坏人造
鼠洞５０个。消杀辖区内花坛、窨井２５８０平方米，清
除积水５６８余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共修补
破损道路９９处，规整架空管线６０处，维修下水管道
１３处，修补井盖２３处。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常
态化、制度化，线下通过在小区出入口张贴公示牌、

喇叭播报，线上通过微邻里、微信群，加强文明宣传

和氛围营造，积极引导居民践行文明规范，共清理楼

道１５２处、平台６８处、雨阳棚顶１５０余个、乱堆放
５５８６处，铲除“牛皮癣”８０００余处、卫生死角 ８８３
处，规整共享单车９０００余辆。完善疫情防控应对方
案和应急预案，坚持闭环管理，做好不同疫情风险条

件下的社区疫情防控应对和准备工作。抓紧抓实常

态化小区封闭管理，坚持做好小区开放出入口的人

员管控工作，设置小区值守点４５个，采取硬隔离封
控６０处，为老旧小区安装铁栅门９２个。

【社会治理】　２０２０年，荣华街倾力推动平安创建。
发动社区、单位、门点通过广播、展板开展“一感一

度一率一评价”宣传，将纸巾、围裙、手提袋等宣传

品分发、张贴到每户商户、家庭和居民楼，制作平安

建设宣传横幅悬挂在居民区，将宣传口号在有电子

显示屏的单位、经营门点滚动播放，不断提升居民群

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加大治安防控，采取每晚夜

巡和定期联合巡查的方式，提高辖区居民安全感。

·０４２·

·口年鉴·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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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支行 口区中山大道６９号 国有 ３００ ６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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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８８

３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

口支公司
口区中山大道６７号 股份制 ５７ ２２２５

４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口支行
口区口路 １６０号城市广
场

国有 １４６ ５２１

５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

口支公司
口区中山大道８５号４楼 股份制 １６ ７５６

６ 中机三勘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江岸区塔子湖街跃进家园 Ｃ
区

民营 １７７ ３７２８

建立健全街领导带队开展夜巡机制，配合做好疫情

后学校上放学期间周边的治安防控，各学校、幼儿园

所在社区都派出安保队员到校园门前值守，维持秩

序，确保校园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在小区值守点、出

入口和楼道口等醒目位置张贴新“四必”，张贴公布

冬春季防疫注意事项，每日及时更新最新防疫信息；

采取社区小喇叭、微信群、武汉微邻里等方式宣传冬

春季防疫知识和注意事项，提高群众防疫警惕性和

自觉性。组织开展防病除害健康教育讲座，向居民

发放宣传册６００册，普及传染病防治知识，提高居民
健康意识。组织大型文化惠民广场演出２场，开展
群众文化活动、全民阅读活动１５次，组织举办各类
培训、展览１０余场。开展各类集中性读书活动１０
余场，宣传传统茶文化，推广口茶市的品牌效应，

在线上直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我们的节日中秋

“教你品茶汇”，线上观众积极参与，人数达 ７万
余人。

【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荣华街紧密围绕党的十九届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

视察湖北、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脱贫攻坚等主题开展中心组集中学习和研学

１２次，开展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读书班１期。围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开

展理论宣讲和文化凝聚提升活动共计百余场次，创

新推动党的科学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积极挖

掘、树立身边典型，在社会上弘扬正能量。全年在武

汉电台、长江日报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近２０次。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宣传，制作发放３００余条宣传横幅、
５０００多份疫情防控告知书、１５０００份致居民群众的
一封信。深入挖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涌现的先进典

型人物和事迹，中山社区“００后”志愿者余汉民先进
事迹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建国社区、荣

华社区被评为口区抗疫工作先进集体，幸乐社区

书记周云梅、中山社区副主任黄怒被评为口区抗

疫工作先进个人。依托“微邻里”信息平台，指导社

区做好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下沉社区组织工作，

共有２８个单位党组织和１１００余名在职党员到社区
报到。完成共建项目３２个，开展活动２０余次。

（覃涌杰）

汉 中 街

【概况】　汉中街位于口区中南部，东至武胜路与
汉正街相连，南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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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平方千米，常住
人口４８６０７人，辖有兴隆、军工、劳动、居仁、爱国、尚
义、长寿、马家、汉中、万兴、牌楼 １１个社区。２０２０
年，汉中街工委、办事处注重目标管理，战疫情、抗洪

水、促重振、化危机、应变局，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成

果，防汛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疫后重振迈出坚实步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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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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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生产总值

（万元）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标致雪铁龙（武汉）管理有限

公司

口区中山大道 １号越秀·
财富中心写字楼１６层

有限公司 ７１ １６７８７５ ４６７６

２ 武汉捞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口区中山大道２３８号凯德广
场·武胜５层５－１５／１６Ａ号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５９６５６ ８９８

３ 武汉平焦贸易有限公司
口区崇仁路天恒商住楼 ３
单元３０２室

有限公司 ９ ５６８００ ８１７

４ 武汉利标日化有限公司 口区泰合广场１０楼 有限公司 １６６ １８６７８ ６６９

５
武汉尚品宅配家居用品有限

公司

口区中山大道 ２３８号凯德
广场·武胜４层４号

有限公司 ３３０ １２９５８ ７０４

６
湖北普罗劳格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口区越秀·财富中心２４楼 有限公司 ３８０ ２４４２５ ６５５

７
武汉普罗格集成科技有限公

司
口区越秀·财富中心２４楼 有限公司 ２３４ １６０６６ １０

８
越秀（武汉）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口区云锦路４号星汇云锦５
号楼

有限公司 ４３２ ８１８８ ４５０

９ 武汉广信联置业有限公司 口区中山大道２３８号 有限公司 ４９ １０２６１ １５８４

１０ 武汉越秀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口区云锦路５号星汇云锦３
号楼物业服务中心

有限公司 ２３３ ７１８８００ ４７０７

１１ 武汉丰太建筑有限公司 口区新长江广场Ａ座２２楼 有限公司 ２１ ３０８２９ ７７３

１２ 武汉华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口区花样年·喜年中心 ３８
楼

有限公司 １８６ ３２００００ ８５２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居仁社区开展集中拉网式疫情大排查

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做出新的成绩。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汉中街举
全街之力对辖区内确诊、疑似、发

热患者及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

开展摸排，累计排查 ２２１４０户、
４１８８５人，做到不漏一人、应收尽
收，及时隔离救治、妥善安置，为居

民进行核酸检测３７８万人次，做
到应检尽检。在 ４月份疫情有所
缓解之后，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原则，构建全方位多渠道的

疫情防控体系。加强对境外返汉

人员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返（来）

汉人员的管理，严格执行社区管理

政策；加大对红区人员的管理力

度，加强卡点值守，落实疫情防控第一哨的责任。联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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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市场监督管理所对辖区各生鲜市场定期开展督

查，加强对冷链环节的督查，从食品源头做好疫情防

控。坚持每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开展防疫知

识宣传，对辖区背街小巷及老旧物业小区的卫生死

角开展清理，清除病媒源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

【街道经济】　２０２０年，汉中街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
资２８７６８万元；不断拓宽招商引资渠道，招商引资全
年实际到位资金１８７５亿元；完成税收１９３７３万元，
其中重点企业完成税收１１０２３万元，重点项目完成
税收８３４９万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力支持企业
疫后重振，协助企业办理纾困专项资金贷款，共协助

６８家企业、１４０家个体工商户完成申报。高质量完
成统计工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顺利推进，圆

满完成摸底调查、正式登记、长表登记、比对复查、行

职业编码等工作。

【重点项目】　２０２０年，汉中街崇仁 Ａ片“三旧改
造”项目房屋征收工作累计完成过审１２２８户，下达
征收补偿决定１７户，拆除面积约５６３万平方米，支
出房屋征收补偿款、土地整理及工作经费约２１８亿
元。汉中路项目道路红线内居民８５户、企业７户，
累计过审９１户，红线内所有房屋均完成腾退。湖北
省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楼已竣工，累计完成投资２４３１
万元。

【安全维稳】　２０２０年，汉中街坚持防疫、安全两手
抓，联合口区消防救援大队对疫情防控隔离酒店、

养老院等重点场所进行消防指导，杜绝重要场所火

灾事故及其他安全事故。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滚动开展安全检查，共下达安全生产隐患整

改通知书２３６个，整改完成２３２个。大力开展安全
生产宣传，共组织开展应急消防演练３３次，提升消
防志愿队伍和辖区居民的应急处置能力。坚持维稳

与解困相结合，加强专班包保化解稳控，辖区大局总

体平稳。

【民生工作】　２０２０年，汉中街民生事业全面推进，
“保就业”高效落实。全年完成新增就业 １４０７人
次，安置特困群体就业１９８人次，扶持３５４人成功创
业，带动９００人就业。共为２７９３名就业困难人员办
理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为５７７４名退休人员办理退休

待遇年审，为辖区４４３家企业办理企业劳动用工年
检。劳动社区荣获省级“充分就业社区”称号，长寿

社区荣获市级“充分就业社区”称号，“保民生”深入

推进。新增养老床位５０张，进一步完善辖区养老服
务格局。高逸小区、兴隆社区汉正街１００号已完成
老旧小区二次供水整体改造目标任务，破解３５０户
居民“吃水难”的困境。

【城市管理】　２０２０年，汉中街注重城市综合管理，
定期开展灭鼠灭蟑灭蚊活动，每周对老旧小区公共

环境开展消杀４次，每季对辖区下水管网进行疏捞，
保障辖区居民健康生活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扎实推

进，街道河长坚持每月巡河一次，社区河长每周巡河

一次，定期召开河湖长制工作例会，加强雨季巡查，

落实防汛工作。做好辖区建筑垃圾及渣土的清运、

管控工作，切实降低空气中粉尘浓度，空气质量进一

步改善。

【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汉中街进一步落实党员干部
下沉社区工作，１３家下沉单位近５００名党员与全街
１１个社区对接，形成多形式常态化包保社区的良好
格局。深化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抓好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工作，做好组织关系和发展党员工作，推进

党员发展结构优化。持续打造基层党建特色品牌，

发挥楼宇党建“龙头”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建设

“越港湾”，为越秀财富中心党员职工提供青少年托

管和心理咨询等服务。２０２０年，“越港湾”被列为首
批口区党员教育示范基地。

【宣传教育】　２０２０年，汉中街着力推进理论学习，
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２２次。面向辖区党员
干部群众开展全覆盖式理论百姓微宣讲，围绕党

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学习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精神等主题开展宣讲活动 ４１场。积极开展正
面宣传，挖掘辖区先进典型，突出讲好汉中故事，

传播汉中声音。“当好贴心人，守牢疫情防控第一

线”“七旬老党员带动自管小区居民参与防控”等

４６条新闻先后在湖北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进行
报道。

（闫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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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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街相邻，西至武胜路与荣华街接壤。辖区面积

０９３平方千米。街道办事处驻利济东街１５５号，下
辖学堂、荣东、宝善、游艺、民意、顺道、自治、南巷、六

角９个社区，常住人口 ４５０８７人，户籍人口 ２７５０１
人。街道党工委下辖１０个基层党委、５７个党支部，
其中，机关党支部５个，社区党支部３０个，非公企业
党支部１９个，国有企业党支部３个，中共党员１５２０
人。２０２０年，六角亭街工委、办事处以发展为根本，
迎难而上、克难攻坚，有力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口区领导走访六角亭街辖区企业精英盛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六角亭街注重基层党的组织
建设。强政治，抓主职主责。落实“思想引领、学习

在先”机制，研究落实党建工作６１项，组织专题党
课３０场、主题教育读书班 １期，制作廉政宣传墙
３００平方米，拍摄２部党性教育微视频，并在全市轨
道交通上循环播放。补短板，抓问题整改。完成第

十轮政治巡察整改；聚焦短板，创新“主题党日 ＋”，
组织参观中山舰等红色教育基地；聚焦能打胜仗，筑

牢基层战斗堡垒。坚决扛起抗击疫情的政治责任，

统筹４７０余名党员志愿者、９个临时党支部，全覆盖
保障７４００余户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药箱子”。
《经济日报》头版聚焦辖区老三栋零感染零疑似，中

央指导组、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点赞防疫成效，全街

提前３天完成应收尽收。牢固构筑防汛救灾的钢铁
长城。聚焦治理创新，落实基层主责主业。围绕

“民呼我应”改革，全面推进《六角亭街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项目清单》。抓党建合力，制定党建制度汇

编２７项，推动治理标准化。顺道社区打造红色业委
会，被列为全市５个优秀案例。学堂社区党建品牌
“星学堂　爱联盟”参加全市互比互学全面验收，被
评为全区首批党员教育示范基地。抓服务效能，抓

治理创新。落实三年培育计划，组织第二届公益创

投，备案社会组织１３６家，指导１家获全省银奖。依
托环卫所成立红色物业公司，“三方联动”破解老旧

社区物业难题。联合区委党校开办第五届干部培训

班，开展年轻干部“微讲堂”“青年·清廉”征文比

赛，筑牢思想防线。做强社区班子队伍，转岗９８名
社区工作者，调整选拔５名社区副职，１名社区书记
录取为事业编制，干部队伍进一步优化。持续激励

担当作为，启动全市第一例疫情“火线提拔”。民意

社区副主任廖建军被追授为烈士。国家级、市区各

级表彰４个党组织（集体）、５名个人。顺道社区书记
被《人民日报》点名表扬，民意社区志愿者获《焦点访

谈》专题报道，《光明日报》称六角社区工作队为“人

民的勤务员，党的好干部”。全年刊发正面宣传逾百

篇，全街拼搏奉献的氛围浓厚。认真落实“两个责任”

“四种形态”，全年办结党员违纪案５件，给予党内警
告２人，党内严重警告１人，开除党籍２人。

【街道经济】　２０２０年，六角亭街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２１６４亿元。重点项目稳步推进，一职教东片项目

已完成项目征收并于８月２７日成
功供地，实现全区首例净地供地；

跃进片项目于９月２９日下达征收
确认；跃进扩大片完成征收调查及

调查结果公示；顺道街变电站建设

地下加固工程顺利推进；恒隆广场

写字楼于１２月顺利开业，购物中
心完成竣工备案的开业准备工作；

金马大厦完成内部装修。全年走

访辖区重点企业、单位 ３００余次，
收集企业反馈问题及建议 ２３条，
问题收集率、反馈率和解决率均为

１００％。推广服务企业直通车平
台，处理服务企业直通车平台交办

件６件。对辖区企业进行全面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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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对计划申报“小进限”企业进行跟踪服务并成功

申报武汉光大燎原照明工程有限公司、武汉鑫东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调完成爱瑞迪科技有限公

司、武汉建科特种设备有限公司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复审工作；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中船重工物资贸易

集团（武汉）有限公司、武汉市市政工程机械化施工

有限公司高管个人所得税给予区实得１００％返还，
已兑现中船重工高管返税１８３６７６元。完成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各类普查宣传共计百余次。完

成９４个普查小区入户普查，共录入国家网 １８３６３
户、４５０８７人，其中长表填报１０６７户。

【民生工作】　２０２０年，六角亭街出生１２４人，其中
男孩６４人，女孩６０人，综合性别比为１０６６６，一孩
性别比为１１８１８，二孩及以上生育对象孕情监测到
位率为 ６２７９％，流动人口跟踪服务管理到位率
９７６５％，共为３５对符合生育政策计划怀孕的夫妇
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通过电子显示屏、宣

传标语、宣传折页等多种方式向广大育龄群众宣传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共发放宣传资料

１０００余份。全年新增就业岗位２６５０个，安置下岗
失业人员再就业３７６人次，帮扶困难群体就业２０４
人次，帮扶劳动者自主创业成功３６０人次，创业成功
带动就业９１４人。组织近百人参加“口区２０２０年
复工复产线下招聘会商贸专场”等招聘会，组织辖

区内７家企业参加２０２０年企业薪酬调查培训，采集
用工信息３００余条，提供岗位２０００多个。新增返乡
创业１９人，返乡创业带动就业６５人。完成失业人
员再就业培训２０１人，创业培训１００人。积极做好
双拥工作，增进军政军民关系。结合春节、八一等节

日对辖区退役军人及涉军群体进行现金或物资慰问，

对新冠疫情期间涉军群体突出困难人员进行帮扶救

助，对６名医疗困难退役军人进行申报。深化“一网
通办”，推行“一窗通办”，落实“一站办理”，加强“互

联网＋政务服务”，落实“好差评”评价系统建设工
作，不断提高智能化服务水平，不断加强街道政务服

务标准化建设，全力打造“标准化、协同化、智能化、便

利化”政务服务环境及营商环境。全年所有政务事项

办理时限压缩比例为８２１２％、社区办事压缩时限比
例为７９２９％，及时办结率为１００％、及时流转率为
１００％，按时保质地完成群众的各类服务事项。

【城市管理】　２０２０年，六角亭街继续加快城区更新

建设，提质改造顺利启动。将荣东社区推选为全区

老旧小区改造试点社区，坚持“政府主导、属地管

理，居民参与、尊重民意，先急后缓、分步实施，建管

并重、着眼长远，保护文化、彰显特色”的原则，深入

楼栋，充分了解群众需求，形成居民共同意志，并成

立老旧小区改造领导小组，明确专人负责，制定工作

方案。配合区房管局、市规划院和供水、供电等单位

及时启动荣东社区改造工作。推进环卫精细化管

理，全面开展城区市容市貌整治。通过强化督导调

度、宣传发动、体系建设以及全覆盖落实等措施，有

序推进城区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强化生活垃圾清

扫、收集、运输全过程监督检查。结合疫情实际，为

每个社区配备废弃口罩专用回收桶，生活垃圾分类

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制作垃圾分类宣传横幅３条，
张贴宣传海报１３５张，垃圾桶不锈钢外罩标签１６００
张。确立“干湿垃圾分类为导向、湿垃圾收运为重

点、示范区域建设为亮点”的分类目标，进一步完善

与垃圾分类相关的设施设备建设，通过替换、增设垃

圾容器，取缔前期遗留勾臂箱。加大巡查范围和频

度，对辖区长江大道、中山大道、京汉大道沿线及恒

隆商业区等重点路段区域加强管控，强化执法办案，

健全常态管理机制。保持违建控管高压态势，通过

违建存量排查及市、区“拆违风暴”专项行动，对已

排查出的存量违建及影响辖区功能品质提升的违建

应拆尽拆。全年拆除存量违法建设 １９５处，合计
３５７１平方米。严格落实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机制，每
周五开展“周末劳动”，组织动员机关干部、辖区单

位和居民参与其中，全面清理辖区卫生死角，营造健

康、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

【安全稳定】　２０２０年，六角亭街以建设平安六角为
目标，坚决打好防范和管控重大风险攻坚战，着力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经济社会发

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力有序有效推动５０余
家生产经营单位复工复产重要的任务，扎实抓好全

街复工复产，累计排查 ３０家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隐
患，发现安全隐患１０处，现场整改１０处，确保全街
安全稳定。开展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专项排查整治，

排查安全隐患３５０处全部整改完毕。推动街道重大
安全（消防）隐患整改，发挥物业、社区和辖区单位

“三方联动”作用，完成整改２家政府挂牌督办重大
隐患单位摘牌销号。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横幅、海

报、橱窗、展板、宣传单、小喇叭、微信、ＱＱ、微邻里等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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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六角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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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分公司（合并）

武昌区中南路９９号武汉保利
广场 ２１层 ２１０３Ｂ号、２２层
２２０３号、２３层

民营 ２８３ ５３４６ ７０１０２７

２
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

市第一医院）
口区中山大道２１５号

公益２类
事业单位

８９２ １６５９５６２５ ２７４９４４

３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武汉

有限公司
武昌区凯德１８１８－１５楼 央企 ７４ ８９１４３３ ２００５

４ 武汉爱瑞迪科技有限公司 口区中御广场２３楼 民营 １２３１ ２４４４４ １４８８

５ 中国船级社武汉分社 口区六角亭街新路１２８号
中央在汉

事业单位
１４６ ０９１５ ６９２

６ 武汉建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口区京汉大道５０８号 民营 ３００ １４ １２４４

７
北京搜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

８
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

司武汉办事处

９ 湖北中北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口区武胜路７２号泰合广场
２３层６、８室

民营 １０ ０７ ４２２

１０
武汉市市政工程机械化施工

有限公司
口区利济北路７０号 国企 ４０１ ２９１２３８７９１５ ４３５５６３０３

１１
湖北恒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口区京汉大道 ６８８号武汉
恒隆广场办公楼４０１－４１４号

外资 ２８８ ０ １２０８

１２
武汉鑫东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口区古田四路广电财富中

心１３楼
民营 ６ ０２３ ５７１４

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平安建设宣传。制作《告居民群

众一封信》５０００份、卡片３０００份、购物袋２５００个、
抽纸７００盒和横幅、宣传画等宣传物品，组织网格
员、安保队员、“两代表一委员”、协管员对辖区居

民、经营户和单位上门入户进行面对面的宣传，发挥

网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优势，与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相结合，穿红马甲上门入户和日常巡查，发放宣

传用品，动员居民扫码答题。积极开展安全宣传月

活动，制作下发《安全知识宣传手册》１５００本、手提
袋３００个、围裙３００条、横幅２２０条，张贴各类消防
安全宣传画２２００张，接受群众咨询１００余人次，组
织安全知识培训１０次，签订《口区居民住宅区消
防安全责任状》３０００份。充分利用微信群、微邻里
等线上平台，加强扫黑除恶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社

会治安氛围，在辖区主要道路和各单位门点显著位

置悬挂横幅２０幅，粘贴宣传画１００余张，设置扫黑
除恶宣传点１１个；利用宣传牌将区内扫黑除办的举
报电话、举报信箱和举报邮箱公示，畅通信息渠道；

统一为社区安装扫黑除恶举报箱共１０个，将举报箱
送到老百姓家门口。认真妥善处理居民信访问题，

全年阳光信访网上平台接信１５１件，办结１５０件，无
一件违规或过期处理信件。积极开展“化积案、解民

忧、促和谐”活动，针对市、区信访工作领导小组下发

的《口区信访积案包案责任清单》，按照“三到位一

处理”工作要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源头预防，做好

积案化解，全年市、区共排查９件信访件下派街道化
解，按化解报备销号７件，２件按办结报备销号。

（胡文昊）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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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正 街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第四届中国·汉正街服装服饰博览会暨首届中国·汉正街
电商直播节在武汉ＢＦＣ复星外滩中心开幕

【概况】　汉正街位于口区东部，东以自新巷、横
堤上街与江汉区分界，南临汉水与汉阳区隔水相望，

西至武胜路与汉中街接壤，北抵中山大道与六角亭

街相连，辖区面积１６７平方千米。街辖燕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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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约５６万人。２０２０年，汉正街
聚焦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加强“汉正老街”亮点片

区、精品步行街创建，抓好“十三五”各项任务收官，

着力启动“十四五”工作，取得较好工作成效。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零时，汉正街全面
进入战时状态，全天２４小时运转，街道班子成员靠
前指挥，社区干部和市区下沉干部坚守一线，迎难而

上，在收治、转运、守控、保供各个环节、各个点位党

员干部都挺在前面。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对

“四类人员”及时进行隔离救治和管理，共计管理

６７４名确诊、临床、疑似人员和７２６名密切接触者。
落实社区封控工作，设立 ２３００余米硬隔离，封闭
１４８个通道，动员４４０名下沉干部值守６７个封控卡
点。以社区为作战单元开展拉网式排查，共排查

１０５万户、２５３万人，组织４９８万人参与全民核酸
检测，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全力保民生保供

应，协调落实蔬菜包２０９５份，储备
冻肉、双汇冷鲜肉等３８６３份，鲜鱼
２５吨，为 ２００余位重症病人购买
药品，摸排７７８位需要重点关注的
对象，救助流浪人员２５人、滞汉人
员３４人。整合多方资源力量，共
接收捐助口罩约２５万片、防护服
约１５万件、护目镜约 ２６００个及
蔬菜、鸡蛋等２００吨。涌现出社区
抗疫第一线连续奋战６１天的警官
吴涌烈士、全国最美抗疫家庭李青

龙、张惠家庭等先进典型，街道办

事处获得“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荣誉，石码社区居委

会和“两新”组织党员万桂军分别

获得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荣誉。

【复工复产】　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武汉解封后，汉正街
及时清理主次干道、交通路口违停车辆，增加临时理

货区，为企业商户创造畅通货运物流、市场开门经营

提供有力保障。严格落实关于复工审批、金融纾困、

保障个体工商户用工物流需求、租金减免、税收减

免、社保费用减免和缓缴等方面的企业、个体工商户

扶持政策。积极对接市、区政府，多次召开汉正街各

商（协）会组织、非公党组织负责人、跨境电商、电商

直播企业等不同层面的座谈会，听取企业商户意见

和建议，依托拼多多、抖音、快手等电商平台，帮助商

户去库存，拓展产供销渠道。举办汉正街服装服饰

博览会暨首届汉正街电商直播节活动，在各市场分

会场举行原创品牌对话、线上线下订货会、电商直播

培训、网红直播间带货等系列活动，不断扩大时尚汉

正街业影响力，提振市场信心。依托各类平台为汉

正街市场带货。５月，汉正街３６个专业市场全部复
工复产复市，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龙腾第一大

道服装市场、品牌服饰批发广场、金正茂商城等１２
个服装专业市场商户复工复市率达７０％，人流量已
恢复到平时的三分之一。

【防汛抗洪】　２０２０年，汉正街成立防汛工作指挥
部，组建防汛排涝应急队，开展巡堤查险，协调安排

辖区１９家单位、１５个“两新”党组织共计２００多人
参与防汛值守，累计巡堤查险８万多人次，发现隐患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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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１１处，及时处置闸口险情；实行２４小时备勤，及
时抽排低洼区域滞水共计５０次。加强深基坑管理，
协调复星外滩中心制定深基坑防汛预案，完成预案

审核，安排安保进行２４小时值守，确保复星外滩中
心安全度汛。组建应急队伍，建立抢险救援突击队，

做到“有险抢险、无险练兵”，有备无患。强化工作

保障，储备防汛备料１００吨，准备移动式水泵２０台，
设立防汛堤防防护网２７５米、警戒线１５２０米，张贴
警示牌２４块，为防汛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党建引领】　２０２０年，汉正街工委在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

能和组织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推动组

织、宣传、统战工作提质增效，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推动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坚实的精神力量和广泛的智力

支持。围绕深化“民呼我应”改革，深化“双进双服

务”活动，组织全街９７名党员干部与挂点社区结对
帮扶，并完成不少于３次１２小时的服务目标；持续
推进“１３１４”治理体系，推荐利济社区书记参与区
“名书记工作室”项目，共谋社区发展新格局。压紧

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加大教育引导力度，从张贴

《给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开始，及时传达市、区各类

政策，用广播、喇叭等音响设备播放防疫知识，面向

２万余居民广泛宣传动员，对接新华网、长江日报等
及时发布４０余篇权威报道，针对３４起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复市领域负面舆情进行及时妥善处理，营

造全民主动参与疫情防控的浓厚氛围。组织全街

２０４１名党员自愿捐款２５３万元，全力支持抗疫工
作。用实践检验党员队伍建设质量，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防汛抗洪等关键时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党员突击队挺在前面，为

人民群众筑起安全之墙、生命之墙。

【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汉正街以服务企业为导向，
大力弘扬“店小二”精神，坚决落实“无事不扰”的原

则，打造“点餐式”政务服务环境。加大市场培育力

度，现有各类大型专业市场 ３６家，个体经营户
１８７４９家，辖区注册企业 １６５１家，总营业面积 １７０
万平方米。积极推动复工复产复市，落实领导干部

联系企业包保制度，建立重点企业走访档案，征求和

协调解决企业经营难题，为辖区重点企业工贸公司

及旗下全资公司高管兑现个人收入所得税返还

３１９４７万元。落实经营主体纾困政策，协助４４家
企业申请纾困资金，协助２０００家个体户办理纾困资
金约１０亿元。持续推进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工作，搭
建银企对接平台，组织辖区内７大银行支行合作开
展银企交流活动，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落实国有资

产租金减免政策，全面推动复工复产，为１３万余平
方米街道资产减免租金３３２万余元，为６０００余平方
米社区资产减免租金５４万余元。

【城市管理】　２０２０年，汉正街全面开展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以巩固“创卫”“创文”成果，按照“干净、整

齐、通畅、有序”的标准，开展精细化城市管理工作，

重点围绕环境卫生整治、拆违控违、占道经营、出店

经营、共享单车乱停放等多个方面开展整治。深入

推进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加大辖区环境消杀力度，扩

大消杀范围，疫情防控期间累计消杀面积近１５８万
平方米。深入开展“清洁家园”、共享单车整治等活

动，周末义务劳动共出动约 ７２００人次，清理垃圾
１１００吨，清理及摆放单车３０４５６辆。加大“五小行
业”“五个周边”整治力度，对辖区２个农贸市场和７
所学校周边实行专人守控。落实“门前三包”工作，

签订责任书３４７７份，占道、出店经营等问题有效缩
减三成。积极落实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宣传活动，更

换展板５块，更换垃圾桶标识４００张，设立公示栏
１９块，发放宣传用品２０００组。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自查修补背街小巷道路２６处，修补面积８００
余平方米，更换无主井盖３３１个，处理污水漫溢管网
疏通２２处，整理架空管线１０余处。持续加大交通
物流整治力度，协调相关部门开展“三车”综合整治

执法行动，清理处罚占道物流网点，取缔占道经营、

无证经营物流网点。

【公共服务】　２０２０年，汉正街紧盯各项民生目标，
及时解决百姓“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实施２９个老
旧住宅小区惠民工程，推动新建小区防控隔断门

（栏），安装小区楼道照明灯等便民服务设施 １０５
项，投入惠民项目资金３２３万元，提升居民群众的幸
福感。全街在册低保户 １３２０户，累计发放低保金
２２３５万余元；发放２５名在册特困人员生活保障金
４２万余元，发放２７名在册孤儿救助金５万余元，发
放２名在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金１７９万余元；
办理临时救助 ５０１人次，发放救助金 ９４８９万元。
结合街辖区内高龄老人、空巢独居老人较多的客观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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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积极推进“互联网 ＋居家养老”服务网点建
设，新建共和社区“互联网 ＋居家养老”服务点，石
码社区建成面积达４６０平方米的老年人服务中心，
累计发放高龄津贴 ２５０２人次，共计 ３３９８５万元。
组织发放１３５９名残疾人困难生活护理服药和信息
补贴，发放“两项”补贴１８０６７万元，残疾人学生和
特困家庭子女学费补贴７人，发放补贴 ３４万元。
圆满完成公租房年审３２７２户，新增办理公租房实物
配租３４户、租赁补贴１８户，累计发放租赁补贴６９５
户，共计１０５８２万元。积极支持与配合区扶贫办关
于精准扶贫的各项工作，开展“消费扶贫月”宣传活

动，在各社区进行“互联网 ＋社会扶贫”运用推广，
购买扶贫产品２２５万元，并分两批向定点扶贫单位
捐赠勾背式垃圾箱５０个、勾背式垃圾车８台。

【安全稳定】　２０２０年，汉正街全面推进社区、市场
安全稳定，综合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治安综合治理、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切实筑牢辖区平

安稳定底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全年签

订《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承诺书》２９万余份，开展安
全检查１００多次，整改隐患挂牌单位７家，辖区未发
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完善社区消防物资储备，新

增灭火器２８８个，替换灭火器４２９个，维修消防设施
５处。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１０８３人次，办理各级各类
信访案件６７８件，召开协调会、研判会、部署会、听证
会等共计３１次，各级领导约谈、接谈３０５人次，案结
事了、息诉罢访１３件。积极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服务管理，送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１４人，发放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以奖代补”３人次。

２０２０年汉正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址 性　质 创立时间 经营类别
上缴税收

（万元）

１ 武汉工贸有限公司 口区沿河大道１６６号 私营股份制 １９９９年 家电 ５３７６

２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正

街支行
口区利济南路 国有股份制 金融 １０３９

３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正

街支行

口区汉正街中心商城 Ｂ
栋

私营股份制 金融 ５８７

４ 武汉中百工贸电器有限公司
口区沿河大道１６６号１栋
３楼１室

私营股份制 家电 ４０２

５
武汉复星汉正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口区沿河大道 １８７－１８９
号

私营股份制 ２０１５年 房地产 １６９５

６
武汉市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口区沿河大道 ４３６号丽
水康城办公楼

国有股份制 房地产 １４５５

７ 武汉大陆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口区多福路附５８号 私营股份制 ２００４年 房地产 １１６２

８ 武汉明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口区世纪金苑（利南片 Ｂ
栋）４单元７层２－２室

私营股份制 ２００４年 房地产 ８４７

９
武汉复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口区沿河大道 １８７－１８９
号９楼９０２室

国有股份制 房地产 ６５２

１０ 武汉市龙腾置业有限公司
口区汉正街第一大道 Ｃ１
栋２３层

私营股份制 房地产 ３５６

（
"

保科）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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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先 进 集 体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武汉市肺科医院党委

中百仓储总部第五党支部

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武汉市肺科医院党委

中百仓储总部第五党支部

【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武汉市第一医院党委

武汉市第四医院党委

武汉市肺科医院医技党支部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武汉血液中心

武汉市口区人民政府汉正街办事处

武汉市口区人民政府宝丰街办事处

武汉市口区卫生健康局

武汉市口区民政局

武汉市口区委宗关街发展社区党委

武汉市口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党总支部

武汉市公安局口区分局六角亭街派出所疫情

防控收治转运突击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急诊医

学科党总支部

【湖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武汉市口区宗关街发展社区党委

武汉市口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党总支

武汉市第四医院党委

武汉市第一医院党委

武汉市肺科医院医技党支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急诊医

学科党总支

【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口区委党校机关党支部

口区司法局机关党委

武汉安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党总支

武汉迪安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党支部

武汉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党委

口区宗关街办事处

口区古田街办事处

口区汉水桥街办事处

口区荣华街办事处

口区易家街办事处

口区汉中街办事处

口区长丰街办事处

口区韩家墩街办事处

口区教育局

口区发展改革局

口区汉正街石码社区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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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六角亭街顺道社区居委会

口区宝丰街３５０６社区居委会

口区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国“敬老文明号”】

武汉市公安局口区分局古四警务综合服务站

【湖北省工人先锋号】

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口大队

【湖北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先进集体】

口区统计局

先 进 个 人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口辖区）

彭　鹏　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市结核病防治

所）院长，副主任医师

胡　明　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市结核病防治

所）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罗光伟　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

医师

董骏武　武汉市第四医院肾内科主任兼西院区

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艾　萍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金银潭病区护士

长

杜思颖　武汉血液中心办公室主任

王晓辉　武汉市口区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党支部书记

杨慧玲　武汉市口区韩家墩街四新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

吴　涌　武汉市公安局口区分局汉正街利

济派出所原一级警长

邱华威　武汉市口区六角亭街工委书记

王新卫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主任医师

赵建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　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妇科肿瘤专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赵俊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胆胰外科医师

胡惠东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口区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王新卫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主任医师

张　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妇科肿瘤专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赵俊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胆胰外科医师

胡惠东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口区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荣立个人一等功的现役军人】

张雨涵　口区宝丰街

【全国民政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陈　捷

【全国公安系统抗疫先进集体】

武汉市公安局口区分局新世界警务综合服务站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罗　浩　邱　飚　张抗美　吴忠泽

【第２４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汪　勇　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分部经理

【２０２０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陈琪方　湖北省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学生

【２０２０年度法治人物】

吴　涌　武汉市公安局口区分局汉正街利济

派出所原一级警长

【全国优秀公诉人】

徐　英　湖北省武汉市口区人民检察院一级
检察官

【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口辖区）

张　华　武汉市口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口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主

治医师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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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欣（女）　武汉市口区荣华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副主任，主管护师

聂祥智　武汉市口区易家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主任医师

闵　坦　武汉市口区宗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主治医师

丁良柱　武汉市口区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　乾　武汉市口区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医疗部副主任，主治医师

崔　春 （女）　武汉市口区长丰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副主任，护士

秦自春　武汉市口区古田街街工委委员、人

大街工委专职主任

赫　斌　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

行局局长，三级高级法官

戴胜伟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原副校长

王栋林　武汉市德发电子信息有限责任公司退

休（原技术部副经理）

景　京 （女）　武汉市口区卫生健康局党政

办主任

赵　闯　武汉市公安局口区分局宝丰街派出

所一级警员

孙　柱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口区税务局所

长

陈　乘　武汉市口区长丰街丰竹园社区居民

委员会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秋喜　武汉市口区汉中街劳动社区居民委

员会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　曼（女）　武汉市口区韩家墩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护士，主管护师

张　瑶（女）　武汉市第一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陈　菁（女）　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血液风湿

科党支部书记、呼吸内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张东友　武汉市第一医院放射影像科主任，主

任医师

杨家耀　武汉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胡必成　武汉市第一医院医学检验科副主任，

副主任技师

余　芳（女）　武汉市第一医院医务处主任，副

主任医师

周　鹃（女）　武汉市第一医院骨科护士长，主

管护师

彭定凤（女）　武汉市第四医院大内科主任兼

西院区心内 １科主任，主任医师

卢桥发　武汉市第四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

医师

沈　伟　武汉市第四医院西院区神经内科主

任，主任医师

许　涛　武汉市第四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兼西

院区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程方雄　武汉市第四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副主

任技师

肖　飞　武汉市第四医院西院区胃肠外科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

姜思达　武汉市第四医院，护师

王力霞 （女）　武汉市肺科医院党委书记，副主

任技师

陈先祥　武汉市肺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

任医师

秦立新　武汉市肺科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杜　鹃（女）　武汉市肺科医院放射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龚道敏 （女）　武汉市肺科医院肿瘤病区副护

士长，护师

王婷萍 （女）　武汉市肺科医院门诊主任，副主

任医师

吴　嵩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技士

王　刚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新八区负责人，

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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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君（女）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观察三病

区护士长，主管护师

赵　磊　武汉血液中心检验科主任，副主任技师

任　明　武汉血液中心供血科副主任，主管技师

李　赋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院办副主任，主

治医师

钟　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急诊医学科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副

教授、副主任医师

吴剑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医务处常务副处长，副教授、副主任

医师

黄文华 （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放射科技师，主管技师

黄丽红（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章晓云 （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感染科总护士长，主管护师

【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

陈先祥　武汉市肺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

任医师

彭定凤（女）　武汉市第四医院大内科主任兼

西院区心内 １科主任，主任医师

沈　君（女）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观察三病

区护士长，专技 ９级

陈　菁（女）　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血液风湿

科党支部书记、呼吸内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戴胜伟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原副校长

王栋林　武汉市德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弱

电工程师，中级经济师

张　华　武汉市口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口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主

治医师

祝文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中法新城院区副院长、同济医院骨

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湖北省“人民满意公务员”】

吴　涌　武汉市公安局口区分局汉正街利济

派出所原一级警长

【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赵　闯　武汉市公安局口区分局宝丰街派出

所一级警员

【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李建强　口区宝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主治医师

郭　莉（女）　口区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护士长，主管护师

陈玉洁（女）　口区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院感科负责人，医师

康　蓉（女）　口区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护士长，主管护师

黄　珍　口区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治医师

方智明 　口区荣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

卫科科长，医师

关盼盼（女）　口区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治医师

刘　琴（女）　口区易家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党支部书记、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刘　识（女）　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

部书记、主任，主管医师

余亚心　口区卫生健康局组织人事科科长

潘凌壮　口区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与老龄健

康科负责人

金淑敏（女）　口区卫生健康执法大队副大

队长

柳丛伟　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四

级调研员

章国伟　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工委委员、副

主任

曹　燕（女）　口区统计局局长

张　慎（女）　口区政府健康服务业办公室

副主任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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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发　口区易家街办事处人武部部长

陈　斌　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党委副书

记、校长

彭　琮　武汉市公安局口区分局汉西警务综

合服务站副站长

邱　涛　口区教育局基建维修管理站副站长

刘　艳（女）　口区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党支部书记，主治医师

刘　荣（女）　口区汉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万桂军　三江浙江鞋城联合党支部书记、湖北

万佳乐鞋业有限公司法人、武汉鞋业

商会会长

柳　中　口区委宣传部网络信息安全科科

长，四级调研员

袁华刚　口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

局长

林　亮　口区人民检察院五级检察官助理

王　龙　口区行政审批局二级主任科员

朱宿连　口区商务局党政办公室主任

苏志斌　口环卫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胡华锋　市君子兰伟业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谦　口区长丰街办事处公共安全办公室

副主任

王　飞　口区易家街办事处张公堤社区党支

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武汉市优秀共产党员】

刘　艳　柳丛伟　彭　琮　邱　涛　万桂军

【武汉市百佳公务员】

杨小莉　代志刚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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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武汉市口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本规划纲要根据《中共口区委关于制定全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编制，主要阐明今后五年的发

展思路、发展目标、发展任务以及二三五年远景目

标，是指导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

第一章　砥砺奋进，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十三五”时期，是口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区委、区政

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武汉重要讲话和

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团结带领全区人民，克难

攻坚、砥砺奋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预计２０２０年地区生产
总值达到８６０亿元左右，是２０１５年的１６倍。五年
累计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１３６７亿元，克服疫情
影响，保持了“十二五”时期水平。招商引资实际到

位资金累计达到２５５１亿元，是“十二五”时期的３７

倍。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到３１１３亿美元，是“十二
五”时期的１８倍，一批大项目、大功能、大工程相
继落地。三大主导产业发展壮大，全区商品销售总

额突破２０００亿元、工业服务业产值突破２００亿元、
健康服务业营业收入突破５００亿元，经济发展质量
和效益稳步提升，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功能品质实现新提升。圆满完成“迎大庆、保

军运”任务，经受住特大洪涝灾害考验。东风村成

功摘牌，“城中村”改造进入全面开发建设新阶段。

五年累计完成征收（拆迁）５５４万平方米、供地３６７５
亩，引进投资３０亿元以上重大项目９个，１０１个项
目开工，９７个项目竣工，竣工面积达到１４０１万平方
米，三大功能区能级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进入

最快时期，城市建设投入超过 ２２９亿元，是“十二
五”时期的２３倍，道路里程达到１９９千米，城市面
貌焕然一新。

生态建设展现新亮点。汉江湾纳入武汉市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总投资１２４亿元汉江
湾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加快建设。１１３５片土壤修复
工程一期通过验收。“两湖”水质由劣Ⅴ类提升到

Ⅳ类，全面消除黑臭水体，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５５２·



到８８％，创近十年来最好水平。“东轴西谷、南北绿
带、垂江画廊、大道景观”生态格局加快建设，１５千
米汉江江滩公园全面建成，新增绿地面积 ６５万平
方米。

民生改善取得新进步。五年民生保障财政支出

占比达到７９６％。新建、改（扩）建学校９所、幼儿
园１５所，建成政务服务中心、老年大学等一批公共
服务设施。累计建成保障性住房２３５万平方米，更
多群众有了温暖舒适的新家。累计新增就业１６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２％以内，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４７９万元，提前实现翻番。社保
参保７１１９万人次，城市低保标准提高４３１％。对
口帮扶地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一批民生难题

有效缓解，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改革创新开创新局面。古田老工业区搬迁改

造、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校园足球等国家级改革

试点取得重要成果，获批全国双创示范基地、湖北省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四办”改革持续深化，新一轮

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全面完成，完成街道综合执

法体制改革，开展社区党组织书记事业岗位管理试

点。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达到４７
个，新建双创空间１０万平方米，引进两院院士等高

端人才１２４人，留下大学生８万人，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１３８家。

社会治理取得新成效。积极探索超大城市核心

区治理现代化新路子，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基

层治理格局加快形成。“七五”普法通过验收，法治

城区、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成效显著。平安口

建设不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积极成效，群

众安全感、社会治安满意度明显提升。着力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债务、金融、社会等风险总体可控。城

区文明程度持续提升，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用一个月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不到两个

月时间实现新增病例清零，用三个月时间取得决定

性成果，救治患者６８５４名，为打赢武汉保卫战、为全
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

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打好经

济发展战和民生保卫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强劲复苏态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部分经

济指标未达预期，但规划主要目标任务总体将如期

实现，为全面开启口复兴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专栏１：“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序号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５年
基期数

“十三五”

规划目标

２０２０年
预计完成数

１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５４７ ８２０ ８６０

２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３９２ ［１５００］ ［１３６７］

３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５１９２ ８０ ４８２

４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７６２ ８０ ７３５

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７６７７ １２００ ５５０

６
招商

引资

招商引资总额（亿元） ２９９４ ６００ ５６７

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 ６０７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５６５００

７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 ２１ ２５ －

８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３ ３５ ８２

９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３３７ 与经济增长同步 ４７９

１０
城镇

就业

新增就业人数（万人） ［１５］ ［１６］ ［１６］

登记失业率（％） ＜４ ＜３８ ３２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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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５年
基期数

“十三五”

规划目标

２０２０年
预计完成数

１１ 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万套） ０８ ［１５］ ［２９５］

１２ 每千名人口养老床位数（张） ３０ ５０ ５７７

１３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４８８４ ５０６８ ５６９０

１４ 居民平均期望寿命（岁） ８０ ８０１２５ ８０２

１５ 万元ＧＤＰ用水量下降率（％） － ３５ ５２

１６ 单位ＧＤＰ能源消耗降低（％） ［１７］ ［１８］ ［１８］

１７ 单位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１８］ 完成市级下达目标 －

１８
园林

绿化

绿地率（％） ３３３ ３５ 视同完成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 １２５ １３９ 视同完成

１９
空气

质量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５８７ ６５ ８８

细颗粒物ＰＭ２５浓度降低（微克每立方米） ６３ ［５］ ［２３］

２０

主要

污染物

排放

减少

化学需氧量（％） ［３６６］

氨氮（％） ［４０５］

二氧化硫（％） ［４３７］

氮氧化物（％） ［３１６］

完成市级

下达目标

完成市级

下达目标

２１
地表水

质量

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３３３ ３３３ ３３３

劣Ｖ类水体比例（％） ０ ０ ０

　　注：预计“十三五”期末绿地率为２９３％，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７２平方米，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调整为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两项指标均已达到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绿地率２８％、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５５平
方米），视同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内为累计数。

　　二、口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

从外部环境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湖北要建成支

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明确支持武汉“一主引

领”，武汉围绕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

和国际化大都市定位，打造“五个中心”、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武汉，明确提出“主城做优”，为口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和良好外部条件。

从口自身来看，口发展具有城市功能、产业

基础、空间载体、生态环境四大优势。中心城区的功

能成熟完善，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商业资源富

集，稳步推进了一批打基础、补短板、强弱项的重大

功能性项目，有利于吸引高端产业和高端人才。三

大产业方向清晰明确，数字经济将率先在商贸消费、

医疗健康、科技创新等领域赋能转化，深厚的商业底

蕴、广阔的辐射纵深、多元的商贸形态，在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大量连片土地资源、大

批高端楼宇、特色园区，为招商引资、产业重构、功能

再造提供了广阔的新发展空间。５个超千亩大型城
市公园蓝绿交织、连片成景、清新富氧，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居全市前列，汉江湾正成为三生融合发展

典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口仍然处于大有可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大于挑战。尽管外部大环

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但口发展呈现

逆势上扬的良好态势，将迎来蓄势腾飞的关键期。

口持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经济体量不大，产业

实力不强，对优质企业吸附能力不足，功能配套不够

完善，城市管理不够精细，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

务仍然艰巨，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存在薄

弱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保持战略定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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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

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

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第二章　乘势而上，全面开启口复兴新征程

一、指导思想

“十四五”时期口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

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湖北武汉时的殷殷嘱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落

实省委“一主引领”和市委“主城做优”发展要求，准

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

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全市构建

新发展格局重要枢纽中发挥支撑作用，加快建设汉

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汉水畔·企业总部集聚区、

汉江湾·生态活力新城三大功能区，重点发展现代

商贸业、健康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三大产业，推进超

大城市核心区治理现代化，全力打造转型发展示范

区、改革创新先行区、三生融合样板区，实现经济能

级、城市品质、民生保障、社会文明整体跃升，全面开

启口复兴新征程。

二、发展定位

全面对接国家和湖北发展战略，全面对标对表

武汉功能定位，在大势大局中找准定位、寻求发展，

成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

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支撑。

建设转型发展示范区。新旧动能转换的引导机

制、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协同推进机制更加健全完

善，布局大项目、大企业、大工程、大功能、大平台，推

动产业结构、城市功能、社会治理全面优化提升。

建设改革创新先行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自

主创新水平进一步提升，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基地、全国城区老工业搬迁改造试点、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湖北省可持续发展

实验区等试点示范取得明显成效，成为全面改革创

新的先锋模范。

建设三生融合样板区。践行“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完善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建设美丽生态

口，推动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融合，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

三、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作用，健全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

机制，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能

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

人民、牢牢植根人民，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

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品质化需求，提供更多的机遇

成就每个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

程和各领域，把数字赋能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

劲动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定

不移扩大开放，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高品位功能、高效能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抓好有利

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

重大改革开放措施落实，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

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发展与安全，着力固

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挑战，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

相统一。

四、二三五年远景目标

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

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贯彻落实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提出我区

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是：全面实现口复兴，基本建成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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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型发展示范区、改革创新先行区、三生融合样板

区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区。经济实力、科技

实力、综合实力大幅提升，跃居中心城区一流水平；

基本实现超大城市核心区治理现代化，人民平等参

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

口、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区、教育强区、

人才强区、健康强区，群众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

新高度，城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美丽生态口

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对外

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平安口建设达

到更高水平；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基本公共服务实现

均等化，人的全面发展、全区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五、“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锚定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综合考虑外部发展趋势
和口发展条件，今后五年要加快建设以转型发展

示范区、改革创新先行区、三生融合样板区为支撑的

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区。

高质量发展实现更大突破。坚持新发展理念，

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充分激发增长潜力，推动经济跨上“四个千亿”

量级：地区生产总值达到１２００亿元，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累计１６００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
１０００亿元，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累计２５００亿元。
创新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形成以现代

商贸、健康服务、科技服务为引领的三大千亿产业

集群。

高品位功能迈出更大步伐。城市功能大幅提

升，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基本形成“四张网”：“路网”

规划全面建成，新增道路里程５４千米，路网密度提
升０９４千米每平方千米。“绿网”形成“东轴西谷、
南北绿带、垂江画廊、大道景观”格局，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全市领先，创成国家生态园林城区。“水网”

体系基本建成，“一江两湖”水功能区水质达标，全

面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加快推进全域海绵城市建设。

“智网”先行先试，基本建成“城市大脑”。

高品质生活取得更大成效。用最好的资源服务

人民，公共服务实现“四化”：均等化服务更加普惠

利民，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优质化服务

能力明显提升，建成区级三甲医院、区图书馆、区体

育健身中心、区第二福利院、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

“新五大中心”。便利化水平显著增强，群众生活

圈、文体圈、休闲圈、应急圈等实现全覆盖。多元化

服务满足群众生活新期盼，服务供给渠道丰富多样。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实现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高效能治理展现更大作为。创新推进“四治一

体”，探索口特色的超大城市核心区治理现代化

新路子，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以自治增活力，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形

成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以法治强保

障，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多元调解机制更加完善，社

会保持安全稳定。以德治扬正气，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协同进步，群众文明素养全面提升，形成爱党爱

国、向上向善的强大正能量。以共治提效能，基层治

理主体更加多元，社会发展既充满活力又良好有序。

专栏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　位
基　期 规划目标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累计或

年均增长

经

济

发

展

１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８６０ １２００ ７５％

２ 全员劳动生产率 万元每人 １７８ ２０８ －

３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１００ １００ －

创

新

驱

动

４ 研发和试验经费投入强度 ％ － １ －

５ 每万人口高质量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 ８２ ８６ －

６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 － 完成市级下达目标 －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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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基期 规划目标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累计或

年均增长

民

生

福

祉

７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 － 与经济增长同步 －

８ 城镇调查失业率 ％ ≤６ ≤６ －

９ 人均预期寿命 岁 ８０２ ８０３ ０１

１０ 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 人 ９１ ９７ ０６

１１ 劳动年龄从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１５ １５１ ０１

１２ 每千人拥有０～３岁婴幼儿托位数 个 － ０５８ －

１３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２９１９ ３１６９ ２５

绿

色

发

展

１４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 ［１８］ 完成市级下达目标 －

１５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 － 完成市级下达目标 －

１６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 ８８ 完成市级下达目标 －

１７ 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 ３３３ ３３３ －

第三章　深化三大功能区　提升发展能级

统筹布局全区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

安全需要，发挥空间资源优势，深化三大功能区建

设，着力打造三大经济主轴，重点建设七大亮点片

区，以点带面、连片成块、滚动实施，着力构建“三区

并进、三轴牵引、七点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

专栏３：三大功能区规划范围

一、推进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建设

坚持“汉口之根、武汉之心、世界之窗”目标定

位，加快老旧城区改造，推进建成区转型升级，提升

功能配套水平，突出商贸金融和文化旅游“双 Ｔ”主
导功能，打造华中最大的服装创意设计集聚区、全国

知名的商产融合产业集群，建成历史有根、商业有

魂、底蕴深厚的国家级高品位步行街，建设世界５００
强总部汇集区、中部地区高端消费聚集区，推动汉正

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向国际化、高端化、时尚化、数

字化迈进。

打造城市商脉主轴。加快武广恒隆商圈—汉正

街城市中轴线升级发展，沿武胜路、游艺路、多福路，

串联武汉恒隆广场、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复星

外滩中心、跃进片、一职教东片形成城市活力商业

轴，串联花样年、武胜文化城、香港中心、新世界Ｋ１１
形成城市门户商务轴，汇聚优质商业资源，覆盖多元

化消费场景，发挥贯穿南北大动脉作用，打造国际化

元素与大都市气息相融合的城市商脉主轴，构筑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支点。

建设汉正复兴城。发挥两江交汇独特优势，以

复星外滩中心为引爆项目，整合新安九如片、三特竹

牌片、石码正巷片等地块，深度对接龙头企业产业资

源，“产业运营＋产业投资”双轮驱动，集聚金融、健
康、文化、时尚、旅游等产业集群，构建高端专业的产

业体系，打造国际化产业运营中心。

建设国际消费城。抢抓武汉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机遇，以武汉恒隆广场为引爆项目，整合六角南

巷片等地块，着力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高端品牌首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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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地、原创品牌集聚地，建设高端知名品牌“引进

来”和本土自主品牌“走出去”的“头堡”。

专栏４：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布局图

重大产业项目：武汉恒隆广场、云尚·武汉国际

时尚中心、复星外滩中心等１５个项目，估算总投资
１４２１９亿元。

二、推进汉水畔·企业总部集聚区建设

坚持多点突破、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着力做好

医疗健康、特色商务、两用技术三篇文章，整合相关

地块及楼宇资源，依托优质医疗资源和龙头企业，集

合总部企业核心生产力要素，加快建设研发中心、信

息中心、管理中心、创新中心，推动汉水畔·企业总

部集聚区区域能级、经济量级、产业层级全面跃升，

挺起口中部“脊梁”。

打造城市商务主轴。激活汉西路、口路沿线

葛洲坝商务中心、中成航空、融创一江源、万科万维

天地等项目优质楼宇和轨道交通资源，聚合各类企

业总部、第二总部、区域性总部、研发设计销售中心

等功能性中心，打造功能复合、产业集聚的商务总

部轴。

建设同济健康城。依托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

等优质医疗资源，改善周边交通环境，整合地大片、

军印长酒片、利北社区片、蓝天宾馆、梅园宾馆、同馨

商务楼等周边地块和楼宇，与汉江湾产业资源衔接

互动，承载医学研究、医疗科技、成果转化、精准医

疗、健康金融、数据服务等功能，打造国际一流、全国

顶尖的医疗目的地。

建设宗关枢纽商务城。坚持 ＴＯＤ发展模式，以
建一路西片、宗关枢纽西片为引爆项目，整合皮子街

片、汉西货场片和时代新世界等地块和楼宇，激活轨

道交通枢纽资源，集聚总部企业、头部企业、金融企

业，打造综合性枢纽经济平台。

建设汉水畔国际总部城。坚持顶层设计、梯次

推进、滚动开发，以崇仁片、崇仁 Ａ片为引爆项目，
整合口路片、六十五中北片等周边地块，开发滨水

岸线连片成块的宝贵空间，利用好“水面—岸线—

腹地”自然资源，吸引世界５００强、中国５００强、中国
民营企业５００强等各级总部和国际机构、跨国公司，
招引为企业总部配套的功能性、引领性机构进驻，打

造国际商务新地标。

专栏５：汉水畔·企业总部集聚区布局图

重大产业项目：万科万维天地、融创一江源、建

一路西片、宗关枢纽西片等２５个项目，估算总投资
２１１０３亿元。

三、推进汉江湾·生态活力新城建设

坚持创新智城、乐活悦城、生态绿城的发展方

向，突出三生融合主题，全面完成“城中村”改造、工

业老厂房改造，充分利用好汉江湾天然资源禀赋和

广阔空间优势，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成果转化能力、

人才集聚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要素配置能力，推动

汉江湾·生态活力新城展现创新、现代、生态城市气

质，成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打造城市创新主轴。传承古田老工业基地工业

文脉，沿古田二路整合园区、楼宇、地块资源，全面对

接初创企业、成长企业、领军企业等不同创新阶段的

需求，形成包容性、阶梯式、具有较强集聚和辐射能

力的创新发展轴。

建设汉江湾科创总部城。以超前理念、世界眼

光谋划，以１１３５片为引爆项目，整合万人宿舍片、汉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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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湾西片、联谊路片等地块，激活“城中村”产业用

地资源，探索布局未来产业，着力增强科技创新、总

部集群、研发设计等功能，打造全国老工业基地转型

典范。

建设汉江湾生态生活城。依托张公堤城市森林

带、园博园、竹叶海、张毕湖生态优势，以宜家购物中

心二期为引爆项目，整合周边汉正西物流、额头湾产

业用地等地块资源，布局商务办公、休闲购物、生态

旅游等功能，打造居民休憩娱乐的生态生活典范。

专栏６：汉江湾·生态活力新城

重大产业项目：汉江湾总部基地、宜家购物中心

二期等５５个项目，估算总投资２６６４６亿元。

第四章　融入新发展格局　打造双循环节点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用好“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注重需

求侧管理，推动对内对外相互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

更好结合，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节点。

一、打造投资目的地

发挥投资关键性作用，优化投资结构，扩大投资

总量，保持投资较快增长。着力调结构、强动能，大

力促进产业投资，重点围绕现代商贸、健康服务、科

技服务三大产业，聚焦数字经济、总部经济、楼宇经

济等产业业态，加快引进、培育重点企业，滚动实施

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着力强功能、补短板，聚焦“两

新一重”，加快推进 ５Ｇ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等新型城镇化项目，加快推动公

共卫生设施、应急能力建设等民生重大项目建设。

建立基础建设项目梯次接续的储备格局和政府专项

债券项目配套机制。着力挖潜能、添活力，创新投融

资机制，规范和加强政府投资管理，发挥政府投资撬

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形成市场主导的投

资内生增长机制。“十四五”时期策划实施重大项

目１８７项，累计完成投资１５００亿元，“十四五”期末
当年投资迈上５００亿元台阶。实施重大产业项目
９５项，总投资６１９６８亿元；基础设施项目４３项，总
投资９０３９亿元；生态环境项目８项，总投资２９７
亿元；社会事业项目４１项，总投资３８８５亿元。

二、打造消费首选地

强化消费基础性作用，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

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把握消费升级趋势，聚焦

核心消费群体，从最高端和大众化两头发力，提升供

给体系对各类需求的适配性，引领时尚化、高端化消

费，着力打造全要素、高效能消费市场。聚集优质消

费资源，鼓励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和体验

店，吸引国际新品首发，引导商贸龙头企业增加优质

商品和服务供给，鼓励商业企业开展实体店铺数字

化改造，大力推动本土品牌创新发展。打造新型消

费载体，培育发展一批“博览会”“购物节”“时尚

周”“消费展”等国际商品和服务消费新平台。推动

消费融合创新，发展无接触消费服务，加快推动旅

游、文化、养老、教育培训等消费线上线下发展。积

极融入全市物流体系，支持流通企业加强信息化改

造，以大流通驱动大产业、大消费。到２０２５年，打造
１～２个具有全国影响力、吸引力的综合性消费商
圈，带动形成一批适合不同群体的时尚消费地标。

三、打造外资承载地

提高外资引进和利用水平，推进“双招双引”向

海外延伸，健全重点外资项目跟踪服务机制和重点

外资企业服务机制，引进国际知名企业、研发中心等

机构落地。发挥口在大健康、建筑安装、桥梁监

测、新材料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影响力，支持重点企

业、单位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开展投资并购、海外上

市，发展更高能级总部经济，建设境外并购产业合作

园，输出更多优质口服务、口技术、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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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加快建设汉正

街跨境电商功能区，积极对接国际标准、国际规则、

国际标识，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

加强与东湖高新等国家级开发区示范联动，争取建

设武汉市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积极融入国家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加快发展服务外包、知识产权、科技

金融等新兴服务贸易。到２０２５年，实际利用外资达
到６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５０亿元。

四、打造国内国际交往活跃地

拓展国际视野，深化交流合作，强化城市营销，

提升国际交往活动承载能力。扩大武汉国际电子商

务产业博览会、中国汉正街服装服饰博览会等品牌

活动国内外影响力，积极承担网红电音节等大型文

化活动和体育赛事，不断提升赛事节会活动能级，打

造好口名片。提高亚布力论坛、中博会、武汉马拉

松、茶博会、世界集邮展等省、市活动参与度，提升城

区知名度。加快优化城市道路、公共场所等外文标

识，谋划建设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国际社区、国际人

才公寓，提升在国际人士生活便利度。到 ２０２５
年，累计举办大型展会活动２０场。

第五章　优化产业体系　加快建设创新口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

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

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形成三大产业引领、现代服务

业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

一、突出创新核心地位

优化创新平台载体。依托同济医学院、海军工程

大学、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等

科研院所资源，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孵

化器、国家级众创空间等重大功能性支撑平台，全面

加强企业服务平台、供需对接平台、金融服务平台、技

术交易平台、人才服务平台建设。到２０２５年，全区新
增科技创新平台２０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２００家，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达到１８％。

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要素、政策、服务

向企业集聚，引导鼓励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着力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支持行业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建设各类科技创

新平台，与高校院所共建研发机构，在前沿技术领域

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推

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拿出最优政策引进“高精

尖缺”人才，加速集聚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入选者等

领军人才。大力推进“双招双引”，深入实施“千企

万人”“黄鹤英才”“武汉工匠”“口英才”等计划，

持续推进“学子留汉工程”，继续办好武汉市“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加强引进优秀产业人
才和创新团队。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构筑

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新高地。到２０２５年，新增各类
高层次人才１５０名，各类人才总数达到１３５万名，
形成覆盖全面、结构优化的“人才金字塔”。

营造创新文化氛围。倡导崇尚创新的社会氛

围，树立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竞争、鼓励创新的

鲜明导向，着力提升全民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弘

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力。倡

导开放包容的文化，允许失败、宽容失误，增强包容

心、宽容度和承受力，实现各种创新要素汇集交融、

各个创新主体奋勇争先、各项创新成果喷涌而出。

二、强化三大产业引领

提质发展现代商贸业。全力支持汉正街打造全

球知名商圈，提升宜家、凯德、越秀、恒隆、新世界等

商圈品质，引导现有商圈提档升级，提高消费市场能

级量级。支持骨干商贸企业发展壮大，鼓励有条件

的企业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扩大连锁经营范围，培

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商贸品牌和龙头企业。加

快跨境电商示范建设，着力发展交互电商、沉浸式电

商等新一代电商模式。大力发展新零售等新模式新

业态，积极发展线上经济、平台经济、粉丝经济、体验

经济，促进各种形式的商业模式、产业形态创新应

用，引进和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新渠道。到

２０２５年，商业的集聚度、繁荣度、便利度和辐射力进
一步提升，成为武汉建设国家商贸物流中心的核心

·３６２·

·附　录·



示范区。

聚焦发展健康服务业。大力发展高端医疗服

务，充分发挥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的引领作用，全

力支持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建设，巩固

技术领先地位。大力发展特色化精准医学服务，引

进前沿医疗诊断技术，发展“精准预防”“精准诊断”

“精准治疗”“精准康复”等核心环节。大力发展多

元化健康管理服务，引进国际国内领先的健康管理

企业，建立和整合个人健康信息系统，构建健康大数

据平台。大力发展健康金融产业，强化全省健康保

险示范区引领作用。大力发展医药、器械研发，支持

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链。加

速医疗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发挥医疗技术交易中心作

用，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医学影像、病理分析、医

疗辅助诊断等领域广泛应用。不断探索运动医学、康

复医学、居家养老等健康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成

为武汉打造世界级大健康产业集群的重要引擎。

突破发展科技服务业。大力发展科技研发服

务，充实和丰富与葛洲坝集团、远大医药等核心企业

战略合作内容，积极促成企业把更多重大技术创新

和产业发展任务落在口实施，大力引进平台型企

业或其他创新型、功能型企业。鼓励骨干企业将研

发中心、工程中心、信息机构等剥离成为具有科技研

发功能的科技服务企业。加快形成技术交易、成果

转化、知识产权、创新创业服务等科技中介服务体

系，支持中技所等专业科技服务机构发展创新创业

服务，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为高成长企

业做大做强提供资本、人才、市场等深层次服务。大

力发展科技创新服务，大力培育和集聚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服务实体经济的强劲动能。

三、加强现代服务业主导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加强跨区域产业良性互动，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检验

检测、商务会展、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等生产性服务

业，打通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关键节

点。大力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支持创投风投、非银

金融、产业金融、股权投资、科技金融等创新业态，大

力推广科保贷，加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功能。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

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积极培育生活性服务

业新业态新模式。丰富健康、养老、家政等服务产品

供给，提高网络购物、远程教育、旅游等服务层次水

平，扩大文化创意、数字家庭、信息消费等市场规模。

加强生活性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改进服务流程，加强服务规范和监督管理。

增强服务业发展新动能。大力发展金融、保险、

法律、财务、商务、文创、体育、旅游为代表的现代服

务业，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服务业集聚示范区。促

进商业模式、产业形态创新，培育一批以服务为主的

融合发展型龙头企业，强化服务业全产业链支撑作

用。鼓励服务业品牌化和标准化发展，着力培育知

名品牌，鼓励实施服务业标准化项目，鼓励企业参与

制定国家、行业标准。支持服务业企业做大做强，壮

大服务业市场主体。

四、发展高端产业业态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信息安

全等前沿技术应用示范，推进与金融、商贸、政务、民

生、物流等重点行业的融合应用，抢抓未来数字产业

发展主动权。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中的赋能引领作用，推动传统产业实施数字化

驱动的转型升级，加强数字化融合创新，在智能服

务、智慧生活、科技创新等方面不断催生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实现互促共进、联动发展的良性循环。

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全力支持现有总部企业发

展，大力引进集聚各类企业总部和总部企业。鼓励

跨国公司、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办事处向区域性总部

梯度转型升级，支持企业设立行政管理、研发中心、

结算中心等职能型总部。增强龙头企业的发展张

力，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与中小企业产业对接、数据共享、供应链互通，提升

产业协同效率，带动形成以总部企业为核心的新型

产业组织模式和更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到２０２５
年，市、区两级认定总部企业达到７家。

大力发展楼宇经济。加快高品质楼宇开发，新

增一批高层次、高效益的品牌楼宇、定制楼宇，形成

高品质、大体量、专业化、多功能的楼宇集聚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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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升专业楼宇品质，探索“一楼宇一园区”发展

理念，发展楼宇型园区。加强项目包装和招商，提升

重点区域、精品楼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整合部门、

街道、物业和社会力量，搭建楼宇服务平台，提升楼

宇管理标准化和专业化水平，构建经济服务、民生保

障、社会服务统筹的楼宇服务管理体系。

五、营造良好产业生态

做强延伸产业链。延长短链、强化弱链、连通断

链，加快构建上中下游密切衔接、配套完善的产业集

群。大力支持商贸物流、科技创新、医疗健康产业集

群化发展，形成龙头企业牵引全链优化、“链主企

业”带动全链受益、“冠军企业”打造单链特色的发

展格局，提升产业链完整度和安全性。鼓励大型龙

头企业利用市场地位和技术优势，以并购、引进、参

股等方式提升产业的垂直整合度。对接国家和省、

市产业发展方向，加强和巩固产业比较优势，争取成

为国际国内产业链供应链“首选项”。

加大多元资金投入。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和引导作用，依托口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设立种子投资、天使投资、

风险投资等股权投资基金，完善“财政补贴 ＋引导
基金＋购买服务”的综合性投入体系。积极引导金
融资金和民间资本投向产业发展。加强项目路演、

投融资对接、信息交流等创业投资专业化服务能力

建设。大力支持企业上市，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完善产业配套政策。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

超前开展规划对接、政策对接、项目对接，优化完善

争取地方债、ＰＰＰ等国家和省、市的政策项目落地的
工作机制。结合企业诉求与管理需要，建立全覆盖

的产业政策体系，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

和服务链条，建立健全无偿与有偿结合、事前与事后

结合、补贴与约束结合的多元扶持方式，提升要素可

及性和服务精准性。

六、促进市场主体倍增

实施“顶天立地”龙头企业引领工程。全力以

赴服务好骨干企业加快壮大规模、增强竞争实力。

建立领军企业后备库，重点扶持规模较大、带动较强

的实力企业成为“新龙头”。坚持以资源引产业、引

项目，重点引进“三类５００强”企业、上市公司，全面
加强产业支撑力。力争到２０２５年，全区“四上”企
业翻一番，年税收过亿元企业达到１８家，实现年税
收５亿元、１０亿元企业新突破。

实施“专精特新”潜力企业培育工程。重点在

研发设计、关键材料、先进工艺、核心技术上实现突

破，培育科技“小巨人”。弘扬“工匠精神”，推进精

益生产、精细管理、精心服务。鼓励老字号企业研发

具有地域文化、企业特色的产品，打造“百年老店”。

培育一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瞪羚企业”。支

持一批潜力企业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力争到２０２５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翻一番，培育和
引进“专精特新”企业５０家。

实施“铺天盖地”中小企业扶持工程。全面落

实惠企利民政策措施，重点推进减税费、降成本、增

信贷，让广大市场主体活下来、留下来、强起来。对

标国际国内一流，为开办企业、创新创业提供一切便

利，让市场主体在口大量涌现、快速发展。力争

２０２５年，全区企业主体总量翻一番，企业占比提高
１０个百分点。

实施“十百千万”平台载体打造工程。优化产

业用地供应机制，优先保障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制定

“基地＋园区＋楼宇”产业空间地图，满足企业全生
命周期需求。拿出１０个重点地块，打造１０个总部
楼宇集群。坚持“一园区一特色”“一楼宇一主题”，

全区产业平台、楼宇和园区总量达到１００个，科技创
新性平台、项目达到１００个。新增创业工位１０００个，
设立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１０００项。结合城市更新改
造，建成１００万平方米差异化、低成本的产业空间。

第六章　提升功能品质　加快建设精致口

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尊重城

市发展规律，加强全生命周期管理，以工匠精神建设

城市，以绣花功夫精细管理城市，建设以人为核心的

精致城区。

一、实施更新改造攻坚行动

以“三旧”改造拓展发展空间。强化规划统筹、

空间统筹、时序统筹，重点完成１１３５片、跃进片、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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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片、皮子街片、汉江湾西片等地块征收供地，累计

完成征收２３０万平方米、供地２００公顷，基本完成棚
户区改造，全面完成城中村改造。激活存量工业用

地，改建创新产业园区。以微改造打造未来社区。

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进老旧小区市政配套设

施改造、社区环境品质提升、安全管理设施升级，完

成１７０个老旧小区改造，保留城市肌理和人文气息，
提升社区环境品质。完善邻里社交、终身教育、全民

康养、创新创业等应用场景，打造１０分钟活动圈、１５
分钟生活圈，提升宜居安居水平。建设一批体现历

史传承、地域特色、时代创新的“生活秀带”，营造优

美、安全、舒适、共享的公共空间，让城市有记忆、有

故事、有温度、有底蕴。

二、实施道路交通畅通行动

加快构建高效安全、功能完善的道路交通系统，

基本建成骨干路网，实现区域对内、对外多通道快速

衔接。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建成轨道交通１２号
线口段，力争更多轨道交通线路在口布局实施，

新建轨道交通站点较“十三五”翻番。着力贯通主

次干道，建成汉江湾桥，打通沿河大道、南泥湾大道

等道路瓶颈，力争启动汉正街隧道建设，提升干道通

行能力。进一步加强三大功能区次支路网建设，推

进断头路连通工程、微循环畅通工程，新（改）建道

路１１６条，促进主要通道有效扩容。完善绿道、步行
道、自行车道等慢行交通网络，加快完善静态交通系

统，新建公共停车泊位５万个，缓解停车难停车乱难
题。加强城市道路设施养护，确保道路完好率达

９５％以上。到２０２５年，力争道路密度达到６７千米
每平方千米。

三、实施公共设施提升行动

围绕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加快提升市政设施供

给能力、供给品质和服务水平，让市民生活更加便

利。实施易渍水点排水综合提升工程，扩能改造、优

化完善排水管网，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加快全域海绵

城市建设，实现暴雨无渍水、雨污全分流。继续推进

老旧小区二次供水和消防设施改造。围绕世界一流

电网建设，新（改）建电力通道５７７千米。探索开
展集中供热制冷。实施环卫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提

升固体废弃物分类流转中心垃圾转运能力，加快构

建和完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加强地下空间的

规划和开发利用，探索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四、实施绿满口提质行动

深化生态景观格局，全面提升城区绿化品质，建

设公园城市。谋划启动汉正街中央绿轴建设，有序

推进汉江湾生态谷建设，建成张毕湖、竹叶海等城市

公园，加快建设古田公园、铁路公园等集中公园绿

地，打造“四季有花、四季有果”汉江湾五彩花园，提

升景观绿化水平。改造提升张公堤绿带、汉江绿带、

铁路沿线生态绿带，实施绿道联通工程，建设环汉口

绿道示范段。提升建设大道、沿河大道等道路景观

绿化品质，打造一批林荫大道。新建一批贴近市民

生活的小公园、小绿地、小森林，让群众在家门口享

受大自然。依托桥梁、建筑屋顶、立面发展立体绿

化，丰富城市景观层次。到２０２５年，新增绿地４６万
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７３平方米，保持全
市领先。

五、实施生态环境创优行动

始终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提升区域生态系

统质量和稳定性。打好碧水保卫战，落实长江大保

护战略，扎实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

保护“三水共治”。加强汉江岸线管控，坚决落实长

江流域十年禁渔，全面完成汉江湾生态综合治理项

目；提升张毕湖、竹叶海湖泊水质，巩固拓展机场河

流域口段整治成果，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水

生态。打好蓝天保卫战，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加

大城市扬尘、机动车尾气治理力度，促进 ＰＭ２５、
ＰＭ１０持续下降，城市空气质量稳步提升。打好净
土保卫战，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全面完成１１３５
片土壤修复，完善医疗废弃物处置体系。加强环境

监测与执法，规范环境影响评价，严格落实生态环保

责任制。加强重点耗能企业节能管理，推进经济开

发区循环化改造，确保能源消费总量达到控制目标，

单位增加值能耗保持全市最低水平。

六、实施城市管理提标行动

理顺和建立城市管理精细化、人性化、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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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机制，持续开展市容市貌环境综合整治，打造

整洁优美、方便快捷、文明和谐的城市新形象。围绕

沿河大道、解放大道、中山大道、建设大道、南泥湾大

道、长丰大道等城市主干道，在道路建设、绿化美化、

地下管网、亮化工程等方面精工细作，打造一批具有

景观效果和文化元素的精品街区。加强重要节点、

亮点片区城市天际线、建筑立面、城市家具、景观小

品等综合管控，持续整治违法建设，营造整洁、有序、

文明的人居环境。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再利用、

资源化，实现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１００％、无害化处
理率１００％。

七、实施智慧城市建设行动

探索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建设，适度超前

布局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智联万物、融创未来”的

智慧城区。探索建立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在国家、地

方、行业相关标准的基础上，结合重点应用领域，制

定统一、开放、可操作的标准和规范体系。着力培育

智慧城市应用场景，加快推进智慧交通、智慧社区、

智慧园区、智慧医疗等建设。加快５Ｇ、下一代互联
网等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联感知体系。

探索多元化智慧城市投入机制，通过开放数据和服

务接口等方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提升智慧城市可

持续运营能力。全力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努力实现

城区运行“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社会

诉求“一键回应”。

专栏７：“十四五”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重大项目
轨道交通１２号线口段、沿河大道改造拓宽、

南泥湾大道（汉西二路—汉西路）、古田公园等 ５１
个项目，估算总投资９３３６亿元。

第七章　聚力改善民生　加快建设幸福口

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回应人民群

众新期待，补齐民生领域短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提高就业质量和居民收入水平

有效促进就业创业。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多渠道

开发就业岗位，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城镇新增就业１６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１５万人次，实现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健全高校毕业生留就业创业工作机

制，留下大学生１０万人。建成青年创业服务中心，开
展创业培训２５００人，创业带动就业３５万人。做好
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创业工作，加强

困难人员等特殊群体就业援助，消除零就业家庭。

强化就业技能培训。支持企业发挥主体作用，

发挥职业院校基础作用，提升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

力。鼓励开展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培训、重点群体技

能提升和创业培训、重点领域高技能人才培训，加快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的劳动者队伍。组织

开展一批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建设一批公共实训基

地，创建一批国家级和省市级技能品牌、技能大师工

作室、创业就业基地。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城镇调

查失业率控制在６％以内。加大劳动保障监督检查
力度，保障农民工等就业群体利益，劳动保障监察案

件结案率达１００％，建设无欠薪城区。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

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发展慈善事业，让人民群众在

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

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

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深化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二、加快建设健康城区

健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成区级三甲医院，

全面改善疾控机构设施设备条件，新建扩建古田街、

韩家墩街、汉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提升汉水

桥街、荣华街、汉中街、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加强医疗服务平台建设，新增医疗机构床位５００张。
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大力开展“一中心一

特色”建设，发展中医特色专科，巩固全国基层中医

药工作先进单位创建成果。

提升综合健康能力。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为居民提供全周期一体化健康服务。规范医疗质量

控制管理，实现区级医疗机构医疗质量检查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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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基层医疗机构改革，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建

成有口特色的医联体合作模式。完善医防融合服

务模式，推动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慢病管理等内容

与基本医疗深度融合。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公立基层医疗机

构人员待遇，增加医学专业人才比例，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专业技术高级岗位逐步提高至１０％。

三、推动人口均衡发展

优化人口规模和结构。结合城区建设和产业发

展，促进东、中、西部人口均衡分布，有序扩大人口规

模，积极引入年轻群体，打造青年之城。推动人口、

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互动融合，集聚高端人才和专

业技能人才，不断优化人口结构，最大限度释放人才

红利。

保障妇女儿童和青少年权益。坚持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保障妇女享有获得经济与社会资源的平等

机会。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全面建设儿童友好型城

区，落实孤儿、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保障政策，关注

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建设青少年活动中心，新增

０～３岁普惠托幼机构３家。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推进“１３３”工程，

健全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模式。

推进养老机构建设，完成区第二福利院建设，支持建

设社区居家“虚拟养老院”，实现街道养老综合服务

全覆盖。鼓励医养康养融合发展，护理型养老床位

占比达到６５％以上，有意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达
到１００％。支持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鼓励社会资
本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

四、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

完善社会保险体系。深入推进全民参保，基本

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特殊群体应保尽保。完善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提高

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鼓励发展补充医疗保

险和商业健康保险，支持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融合

发展。落实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政策。

强化住房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完善公租房、共有产权房、人才保

障房、征收安置房“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高

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

持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建成公租房 １５００
套，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深化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灾害、医疗、教育、住

房、司法等救助体系，扩大社会救助覆盖面。规范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生活补助，动态调整低保标准。

完善志愿服务体系，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社会化、

专业化，支持慈善组织、社工机构、志愿服务组织健

康发展，注册志愿者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 １６％以
上，志愿服务组织达到６００个以上。

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深化兜底保障、医疗康复、

就业帮扶、特殊教育、文化体育、权益保障等服务，落

实残疾人福利保障政策，深化残疾人阳光家园示范

区建设。加强残疾预防，加强慢性病、职业病管理。

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五、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提升教育活力。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教育公益性原则，促进教育公平。坚持立德树人，持

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培养一批市级以上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师。健全

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增强学生文明素养、社

会责任意识、实践本领。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加大产

业、人口快速集聚区的学位供给力度，办好群众家门

口的优质教育。

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全面普及学前三

年教育，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９６％以上，普惠性
学前教育占比保持在８０％以上，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１００％实施学区化办学，力争在全市率先实现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多样化、有特色、可选择的高

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９９５％。
支持民办教育规范健康发展，推行名校学区制发展，

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推动信息化、数字化校园建

设，学校信息化配备水平全面达标，打造省级智慧教

育城区。

提高终身学习服务水平。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

培训，深化学徒制培育模式。办好特殊群体义务教

育，擦亮特殊教育品牌。巩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

建设成果，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方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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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

系，建设高质量学习型城区。

六、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

深化文明城区创建。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

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深入

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

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弘扬党和人民在

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推进公民道

德建设，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健全志愿

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弘扬诚信文

化，推进诚信建设。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开展以

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加强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

文化，强化区融媒体中心功能。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彰显“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的精神特质。

健全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持续推进文化惠

民工程建设，加快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建成区图

书馆新馆、区档案馆新馆，深入推进“一街多特色”

文化品牌创建，完成“１２分钟文体圈”建设。鼓励和
支持社会文艺团体健康发展，开展群众性文化培训、

惠民演出等活动６００场次以上。强化文物、文化遗
产系统性保护，发挥民族工业博物馆、汉正街博物

馆、非遗中心社会功能和阵地作用，弘扬“汉正商根

文化、古田民族工业文化、同济健康文化、体育冠军

文化、武胜书香文化”口五大特色文化，保护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大全民健身场地建设，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成口体育中

心、汉江湾体育中心，建设社区足球场３０个。发挥
市场主体作用，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力争到

２０２５年，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２０亿元以上。
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建立完善文化与旅游、金

融、商贸、体育、科技融合发展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

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大力推进文化招

商，规范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

脉，推进汉正街“百年商脉”、武胜里“文化之径”、汉

江湾“古田记忆”等风貌街区建设，保护修缮历史建

筑，推动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保留城市历史文化

记忆，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区、国际文化旅

游目的地。

七、支持其他事业繁荣发展

推动双拥、民兵预备役、退役军人服务、国防动

员、统一战线、对台、民族宗教、侨务、对口帮扶、科

普、档案、口述史、地方志等工作再上新台阶。

专栏８：“十四五”社会事业重大项目
区级三甲医院、口体育中心、区第二福利院等

４１个项目，估算总投资３８８５亿元。

第八章　提升治理水平　加快建设平安口

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重

塑基层治理格局，建设韧性城市，打造超大城市核心

区治理现代化新标杆，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口，确

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一、织密安全风险化解网

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

识，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

民内部矛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常态

化开展领导干部下基层大接访、领导包案化解，构建

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着力消解矛盾存量，逐个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着力减少矛盾增量，第一时间发

现、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着力防止矛盾变量，做到即

诉即办、即诉即结。强化对社会心理的监测预警和

危机干预，防范极端事件发生。坚持专群结合、群防

群治，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坚决防范和打击

暴力恐怖、黑恶势力、新型网络犯罪，保持社会和谐

稳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

法，促进区域本质安全。加大食品、药品、质量、特种

设备、消防设施等领域安全监管力度。

二、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

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创新推进“防治一体化”

建设。增强公共卫生事件早期监测预警能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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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医疗机构与疾控中心

联接联动，补齐医防融合短板，打造公共卫生防护

口样本。强化应急医学救援网建设，加快优质医疗

资源合理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推进院前急救中心

和急救站点建设，打造１０分钟医疗急救圈。设立全
区公共卫生总师、首席公共卫生专家特设岗位。健

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深入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加大公共卫生空间综合整治力度。创

新社会动员机制，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提高群众

公共卫生防护能力。

三、织密基层社会治理网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

层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聚焦街道主责主业，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社

会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移。切实减轻

基层工作负担，让街道社区干部腾出更多时间和精

力为老百姓干实事、解难事。充实基层工作力量，落

实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常态化机制，建好用好社区党

组织书记、社区工作者、社区志愿者三支队伍。强化

制度保障，落实社区工作者管理制度，促进社区工作

者向专业化、职业化迈进，社区办公及活动用房全面

达标。优化“民呼我应”机制，构建网格化管理、精

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

台。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

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四、织密城市应急处置网

坚持精准治理、依法管理、社会共治，构建实战

化、扁平化、合成化应急处置模式，完善各领域应急

管理网络。抓好应急体系建设，健全统一领导、上下

联动、反应灵敏的应急指挥管理体制，健全信息共

享、协调高效的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多元主体联动

机制，全面提升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应急统筹协调

能力。抓好应急演练，提高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预案

实操性，建强基层应急管理组织机构，加强应急专业

人才和专业队伍建设。抓好物资储备，健全多种储

备方式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完善平战结合的

应急物资采购调度机制。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强化

交通枢纽、大型商场、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场所安

全管理，强化全民预防、联防联控相关知识与技能推

广普及，提升基层社区风险管理和应急能力。建立

化整为零、分级响应、灵活机动的平战转换机制，实

现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

五、建设法治城区

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法治城区、法治

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入开展“八五”普法，

引导全社会尊法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发挥市民公约、行业规章、

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积极作用，推动多层次多领域

依法治理。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完善

全覆盖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第九章　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建设活力口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抢抓内陆城市开放

新机遇，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破除发

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持续增强区

域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一、推进国家级改革试点

深化古田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继续争取政策支

持，在产业转型升级、土地治理与开发、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与运营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新模式、新做法，为

全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提供示范。深入推进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创新示范基地发展模式，

构建产业协同发展生态，提升示范基地集聚和辐射

效应。深化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建立完善支持

创新创业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政策支撑体系，探索推

广“互联网＋创业单元”新模式，力争成为全国创新
创业引领高质量发展先进典型。深入推进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老工业区产业功

能重塑、水生态综合治理、滨水生态绿城建设、绿色

发展机制创新四大示范工程，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

先与绿色发展探索口经验。

二、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加快推进汉正街、汉水畔、汉江湾管理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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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建立统一协同工作推进机制。积极探索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融资模式创新，推进城市建

设体制机制改革。巩固扩大机构改革成果，进一步

理顺内部设置、职能职责，推动职能更加优化、权责

更加协同。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强化中期财政规划

管理，提高财政资源利用效率。深化预算管理制度

改革，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健全政府债务管

理制度，强化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加快国有企业整合优化，做强做优做大国有

资本和国有企业。发挥商贸大区、市场大区优势，推

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深化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

机构改革。加强干部管理机制改革，健全容错纠错

机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树立“能者上、优者奖、

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

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坚持党的领导，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

治理体系，打造服务型、高效能政府。全面推进政务

公开，自觉广泛接受监督。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

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对新产业新业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健全重大行政

决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畅通参与政策制定

渠道，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推进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优化配置执法资源，推动执法职

责、执法力量进一步集中和下沉。推进行政执法规

范化、标准化、数字化建设，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

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坚持以人为本、用心用情，持续优化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

化、便利化，实现政务服务便利度领先，营商环境满

意度领先，市场主体活跃度领先，营商环境主要指标

达到全市前列。深入推进“五减五通”，全面推行

“一网通办”“全域通办”“秒报、秒批、秒办”“一张

身份证办事”，探索惠企政策“一窗通办”，推动公共

服务事项９０％以上纳入“一网通办”范围。大力发
扬“店小二”精神，落实“首问负责制”，做实企业问

题收集交办解决反馈评价的闭环工作机制。营造公

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政府带头践信守诺，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维护市场秩序。

五、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

导向，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区域合作互

利共赢发展新模式，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探索

发展“飞地经济”，开展区域产业合作，实现交通互

通、产业互补、信息互畅。围绕三大主导产业，加大

外资外企、国际人才引进力度，鼓励发展外贸新业态

新模式。搭建多层次合作交流平台，与国家部委、政

策性金融机构及省市部门加强沟通协调，与国际友

好城市、外地先进城区及知名企业、院校深化战略合

作，在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科技教育方面

促进人文交流，塑造开放口国际形象。

第十章　加强组织领导　保障规划纲要实施

“十四五”时期，全区上下要紧紧围绕本规划纲

要确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主要任务，主动作为、

奋发有为、担当善为，确保规划纲要落地落实落细。

一、加强规划统筹协调

本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是战略

性、纲领性、综合性规划。各专项规划、年度计划、审

批核准重大项目、安排政府投资和财政支出预算、制

定特定领域相关政策要与本规划相协调，确保总体要

求一致，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做好与上级

“十四五”规划体系的有机衔接，加强与土地利用规

划、城市空间规划、行业发展规划等规划的相互协调。

二、完善规划实施机制

本规划提出的预期性指标和产业发展、结构调

整等任务，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要

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创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体制环境和法治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本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和公共服务

领域的任务，是政府对全区人民的承诺。约束性指

标要分解落实到责任部门，要明确工作责任和进度，

确保目标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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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重大项目支撑

坚持以规划引领项目、以项目落实规划，围绕产

业转型、城市功能、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等重点领域，

组织实施好一批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

优化重大项目投资领域和区域布局，保持投资规模

稳步较快增长。强化重大项目建设全过程管理，严

格建设程序。强化重大项目前期论证、效益论证，

完善重大项目调度机制，加快项目落地。健全政

府投资管理制度，提高政府投资管理水平和投资

效益。

四、强化规划评估考核

健全规划中期评估制度，在规划实施的中期阶

段，由区政府组织全面评估，检查规划落实情况，形

成中期评估报告，并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审议。规划

编制单位要对专项规划开展中期评估，自觉接受区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检查。完善规划调

整制度，按规定程序依法对规划进行调整或修订。

完善规划实施监督评估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规划实施，保

障规划目标和任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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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目录选编

中共口区委员会文件选目

发〔２０２０〕１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意见

发〔２０２０〕３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发〔２０２０〕４号　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共武汉市委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主

要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发〔２０２０〕５号　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超大城市核心区治理现代化的决定
发〔２０２０〕６号　印发《中共口区委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发〔２０２０〕７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发〔２０２０〕８号　印发《中国共产党口区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
发〔２０２０〕９号　印发《中共口区委常委会议事和决策规则》的通知
发〔２０２０〕１１号　关于制定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文〔２０２０〕２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设机构及职责

等事宜的通知

文〔２０２０〕３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充实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机构设置的通知
文〔２０２０〕４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充实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机构设置的通知
文〔２０２０〕５号　区委关于追授廖建军、吴涌、戴胜伟同志“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文〔２０２０〕６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充实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机构设置的通知
文〔２０２０〕７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全区绩效管理综合考评立功单位、优秀单位的通报
文〔２０２０〕８号　区委关于转发《区政协党组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文〔２０２０〕１０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年度考核连续三年优秀记三等功及２０１９年度考核优秀给予

嘉奖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的决定

文〔２０２０〕１１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机构设置和领导分工的通知
文〔２０２０〕１２号　区委关于成立区委平安口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文〔２０２０〕１３号　区委关于上报《武汉市口区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等配套文件的请示
文〔２０２０〕１４号　区委关于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文〔２０２０〕１５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全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

区委、区政府决定，授予刘华等１４８名同志“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授
予区疾控中心等４９个集体“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

文〔２０２０〕１６号　区委关于同意召开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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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２０２０〕１７号　区委关于同意召开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批复
文〔２０２０〕１８号　区委关于同意补选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的批复
文〔２０２０〕１９号　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确认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０年度口区文明单位、文明街道、文明社区、

文明校园、文明家庭的通知

文〔２０２０〕２０号　区委关于成立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党委和各代表团临时党支
部的通知

文〔２０２０〕２１号　区委关于成立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党委和各界别组临时党支部
的通知

文〔２０２０〕２２号　区委关于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

中共口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选目

办发〔２０２０〕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口区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工作的实施办法》的
通知

办发〔２０２０〕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２０２０年全区绩效管理综合考评办法》的通知
办发〔２０２０〕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科学精准防控工作的实施

意见

办发〔２０２０〕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具体措施》的通知
办发〔２０２０〕５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大力推动全区干部“主动作为、狠抓落实”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办发〔２０２０〕６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推进超大城市核心区治理现代化“八大工程”
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发〔２０２０〕８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施意见》
等４个文件的通知
其余三个文件为：《口区社会党组织书记实行事业岗位管理试点的实施方案》《口

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实施方案》《关于深化新时代志愿服务工作助力

基层社会治理实施意见》

办发〔２０２０〕９号　印发《关于巩固深化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１号　关于严肃全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纪律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走访帮扶企业精准推进复工复产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２０２０年运用『扶贫和民生领域政策落实监察系统』开

展监督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４号　关于印发《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２０２０年集中学习计划》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６号　关于印发《２０２０年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７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口区精神文明创建「十大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１０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配合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工作方

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１４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员会易家街道工作委员会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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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口区人民政府易家街道办事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１５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员会长丰街道工作委员会武汉
市口区人民政府长丰街道办事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１６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员会古田街道工作委员会武汉
市口区人民政府古田街道办事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１７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员会韩家街道工作委员会武汉
市口区人民政府韩家街道办事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１８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员会宗关街道工作委员会武汉
市口区人民政府宗关街道办事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１９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员会汉水桥街道工作委员会武
汉市口区人民政府汉水桥街道办事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２０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员会宝丰街道工作委员会武汉
市口区人民政府宝丰街道办事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２１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员会荣华街道工作委员会武汉
市口区人民政府荣华街道办事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２２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员会汉中街道工作委员会武汉
市口区人民政府汉中街道办事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２３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员会六角亭街道工作委员会武
汉市口区人民政府六角亭街道办事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２４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中共武汉市口区委员会汉正街道工作委员会武汉
市口区人民政府汉正街道办事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２７号　区委办、区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口区贯彻落实〈院士专家引领十大高端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工作方案》的通知

办文〔２０２０〕２８号　关于做好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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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１号　关于印发《２０２０年口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一期）的通知
政〔２０２０〕２号　关于同意组建张毕湖社区等四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通知
政〔２０２０〕３号　关于切实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
政〔２０２０〕４号　关于添添艺术幼儿园等１６家重大火灾隐患销案的批复

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选目

政办〔２０２０〕１号　关于印发市、区《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２０年主要目标责任分解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２０〕２号　关于印发区第十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议案、建议办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关于超长规发展

民营经济的议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学前教育公益普惠优质发展的议案；关于加快老旧小

区建设，推进二次供水改造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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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办〔２０２０〕３号　关于印发区政协第十四届第四次会议建议案、提案办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关于创优营商
环境做好我区安商稳企工作的建议案】

政办〔２０２０〕４号　关于印发口区农贸市场（菜市场）标准化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２０〕５号　关于印发口区重大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２０〕６号　关于印发《口区“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政办〔２０２０〕７号　关于印发口区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放哪的通知
政办〔２０２０〕８号　关于印发人大十四届五次会议３号议案工作方案的通知【关于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建设，打造武汉经济发展新增长极案】

政办〔２０２０〕９号　关于印发口区支持现代商贸业发展的政策十八条的通知
政办〔２０２０〕１０号　关于印发口区支持大健康产业发展政策十五条的通知
政办〔２０２０〕１１号　关于印发口区关于支持工业服务业发展政策十一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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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宣 传

题　　录

报　社 日　期 版　面 主　　　题备　注

人民日报

２月２６日 ４版
武汉市口区公安分局民警刘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线抗疫群英

谱）

３月５日 １９版 警徽闪耀武汉战“疫”一线（法治头条）

３月７日 ４版
武汉市口区六角亭街道顺道社区党委书记潘丽娟———“以心换心累也值”

（建功立业“她风采”）

３月２０日 ２版 爱心暖城（英雄的城市 英雄的人民）———走近武汉一线社区志愿者

４月２日 ４版
武汉５１岁民警吴涌牺牲在岗位上　“我们多一分辛苦，群众就多一分安宁”
（一线抗疫群英谱）

４月７日 ４版
用生命为救援护航（一线抗疫群英谱）———追记倒在武汉抗疫一线的志愿者

戴胜伟

５月６日 头版转第１１版 锻造公安铁军 护航平安中国

１２月３１日 １４版 武汉市口区：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人民网

１月３０日 湖北频道 汉警“石乔乐队”创作《加油，武汉》为武汉打气

２月１６日 湖北频道 武汉口方舱医院首批６名患者出院

２月２３日 湖北频道 血液存量告急　城管小伙挽袖逆行

２月２４日 湖北频道 二月二“龙抬头”　四位美发师义务为城管队员和环卫师傅理发

３月３日 湖北频道 援汉医生丢失身份证　武汉民警快速服务

３月７日 湖北频道 一线奋战４０多天　女城管最大的愿望是全家补吃一顿团圆饭

３月１１日 湖北频道 一线抗疫群英谱：“换身防护服我就来！”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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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报　社 日　期 版　面 主　　　题备　注

人民网

３月１３日 湖北频道
抗疫路上逆行人　方舱医院志愿者———记武汉市口区税务干部、共产党
员胡惠东

３月１５日 湖北频道 武汉学生录制手语歌曲《不放弃》送给抗疫英雄

３月２０日 湖北频道 武汉口城管助力辖区企业复工复产

３月３０日 湖北频道 武汉口城管助力辖区企业复工复产

４月２日 湖北频道
武汉５１岁民警吴涌牺牲在岗位上　“我们多一分辛苦，群众就多一分安宁”
（一线抗疫群英谱）

８月２０日 湖北频道 口城管无惧酷暑，“汗”卫铁路及周边居民安全

８月２４日 湖北频道 汉正街“新平台”：“手把手”教小老板搞跨境电商　订单量“超乎想象”

１０月３１日 湖北频道 武汉口：注销公告时间缩短２５天　６类企业享简易注销程序

１１月７日 湖北频道 第九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生命医疗项目异军突起

１１月１４日 湖北频道 聚焦健博会：金融科技赋能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网

２月３日 新华网 警察父亲敬礼目送　青年民警借车返汉选在医院巡逻

２月１４日 新华网 战“疫”汉正街

４月４日 新华网 武汉：深切哀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５月１２日 新华网 “警察蓝”与“天使白”：武汉抗疫中的警医伉俪

中央电视台

２月１７日 《新闻联播》 战疫一线卫士（分局抗击疫情突击队进驻方舱医院）

３月５日 《焦点访谈》
口区体育馆小学副校长刘放一人身兼数职，在平凡的工作中展现了一位

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４月２日 央视新闻 湖北１４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牺牲人员被评定为首批烈士

５月１３日 央视新闻 《新闻１＋１》２０２００５１４　今日疫情应对：武汉全员核酸检测

５月１５日 央视新闻
连续３天上升　防反弹怎么防·湖北武汉　开展全面核酸检测　加强常态
化防控

·８７２·

·口年鉴·



续表２

报　社 日　期 版　面 主　　　题备　注

光明日报 ３月１９日 ７版 守护社区，他们有故事与期待：党员跑腿小分队：为居民解困难送温暖

经济日报

２月１７日 头版 织密织牢社区疫情防控网———来自战“疫”一线的纪实报道⑩

２月２４日 ５版 把时间留给辖区群众

２月２５日 ９版
武汉市口区韩家墩街道古四社区党员志愿者张繤：携起手来，一定会早日

战胜疫情

３月１１日 ５版 六角社区：当好人民勤务员

２月１５日
经济日报

新闻客户端
武汉疑似轻症患者蔡建英：隔离点医护人员很让我们感动！

２月１５日
经济日报

新闻客户端
基层疫情防控有硬度也有温度：除了“硬核”设卡，他们还做了这些……

中国纪检

监察报
３月８日 ２版 一名党员一面旗　武汉零感染小区背后的故事

人民政协报

８月１９日 ４版 武汉市口区委书记与委员共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９月２９日 ３版 武汉市口区政协“金点子”助力“十四五”产业发展

人民法院报

２月２２日 头版 湖北省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组织１００多名干警前往社区支援（图片新闻）

６月２１日 ２版 运用公共法律服务保障民法典实施

８月４日 头版 武汉口法院善意执行助企业重生

法制日报 ３月１４日 ２版 武汉“９０后”民警赵闯转送感染者的故事

中国教育报 ４月３日 头版 “武汉爸爸”，您依然在我们中间

湖北日报

１月２６日 ３版 江城环卫消毒忙

３月２９日 头版 关键时刻冲上去

２月１０日 ４版 志愿团队：一天运了２０吨消毒液

２月１１日 ３版 １．７万余党员干部下沉武汉社区大排查

２月１８日 ４版 开放式社区怎么封闭？武汉地铁连夜调来９２个隔离栏杆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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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报　社 日　期 版　面 主　　　题备　注

湖北日报

２月２３日 ３版 武汉持续加力，“日结为零”

２月２３日 ６版 一天五次“闯”医院

２月２８日 ８版 主动与病患交朋友的民警赵闯———有求必应助病人解忧

３月１８日 ８版 堪当大任———９０后民警一线显身手

３月２０日 ４版 “来年樱花盛开时，与君再相逢”

３月２６日 １０版 警魂永存———同事、群众追忆抗疫一线牺牲的民警吴涌

３月３１日 ９版 “环卫头”苏志斌：“上，是一种责任”

４月３日 １版 湖北１４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牺牲人员被评定为首批烈士

４月５日 头版 应勇在武汉慰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烈士家属

４月９日 ５版 城市“解封”重启新人登记结婚

４月９日 １３版 口“云招商”签约３６．８亿元　助力英雄城市经济“重启”

４月１８日 ６版 口万人社区有位“独臂书记”

４月１０日 ２版 人员不断档　防控不松懈———记者探访武汉社区

４月２８日 冲在战“疫”前线的湖北劳模和先进人物代表，听听他们怎么说

４月２９日 ２版 劳模精神在战“疫”一线闪耀

８月５日 ４版 监督检查２８０余次　问责处理１９人　口一线监督筑牢“纪律堤坝”

８月１９日 ９版 与电信诈骗分子“隔空较量”　武汉警方挽回损失６．５亿元

８月１９日 ９版 电商直播助力　汉正街服装博览会月底“归来”

１２月１４日 ８版专题 两大地标之作　致敬“英雄之城”新世界中国：为国际化大武汉赋“新”能

长江日报

２月５日 ５版 武汉开建１３家“方舱医院”　集中收治轻症患者

３月６日 ３版 志愿者的光亮，日复一日温暖这座城市（易春恒）

３月９日 ８版 深入社区　把战斗堡垒建在第一线

３月１１日 ４版 “我们一定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武汉保卫战”

３月１１日 １１版 原价进原价卖　还能满足特殊需求　她为居民开了个“应急小卖铺”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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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报　社 日　期 版　面 主　　　题备　注

长江日报

３月１５日 头版
总书记为英雄的人民发出赞叹　本报今起推出“你是这样的武汉人”系列报
道

３月１５日 ３版 干部群众奋战在社区防控最前线　总书记的肯定让我们“干劲更足了”

３月１７日 ５ 自我服务　相互帮助　总书记讲话激发广大群众战疫斗志

３月１８日 ３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你是这样的武汉人

３月２６日 ８ 探访疫情向好后的社区封控　继续坚守　力量不减　有序活动

３月３１日 ９
临别前，内蒙古援汉医护商量给驻酒店干部惊喜　他们却———再也等不到
“戴阿爸”的“早餐到了！”

４月９日 特５
线上招商争取投资　线下专车接员工返汉　口多措并举“重启”区域经济
发展

４月１２日 ４版
落实总书记回信要求，我们这样干———抓细抓实“各显神通”　复工居民２
分钟出门

４月１６日 ５版 我们一起拼过命　就是过命的交情

５月１２日 头版转３版 解封不解防　严把大门关　管好出租户　老旧社区常态化　防控不松劲

５月１５日 ４版 一批重量级项目签约、落户武汉，这些区都有好消息

５月２０日 ８版 管住城门、院门和家门　常态化防控不放松　武汉守好疫情防控“三重门”

５月２５日 １０版 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全力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６月２９日 ８版 口聚焦转正目标　聚力攻坚克难　全力以赴勇攀经济发展新高度

８月１７日 ５版
口探索超大城市核心区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加快建设转型发展示范区、
改革创新先行区、“三生”融合样板区

８月２１日 １１版 环卫工也可以做一名党报优秀通讯员　他将城市小隐患变成小亮点

８月２６日 ９版专题 “店小二”当品牌推介官，为汉派男装直播带货

８月２６日 ５版
本报７路记者探访机关、职工食堂和自助餐厅　以节约为荣的风尚正在形
成

９月３０日 ２４版 国家高血压慢病防控示范区建设项目在口启动

１０月２８日 ６版 “七五”普法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口绘就全面依法治区崭新画卷

１０月３１日 ５版
口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　创新举措“瘦身”办事流程　智
能软件精准防控风险

１１月２日 ９版
口韩家墩市场监督管理所“三步走”解决投诉纠纷　专班服务为七旬老人
解新房漏水难题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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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报　社 日　期 版　面 主　　　题备　注

长江日报

１１月９日 １２版
第九届武汉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圆满收官　助力复工复产
“珀森云智造”黑马夺冠

１１月１２日 ８版 擦亮“健康口”城区名片：注入金融“活水”强动能　集聚健康产业新发展

１２月２４日 １１版专题 推动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现代化大武汉

１２月２７日 Ｂ２版
口区政协努力开创提案工作新局面　为建设转型发展示范区、改革创新
先行区、三生融合样板区奋斗

１２月２８日 １２版专题
全力打造全面开启口复兴新征程“红色引擎”质量党建强基础　活力党建
强功能　品牌党建强示范

１２月２９日 １０版专题
经过疫情考验，居民更加信赖社区医生口“一中心一特色”用好１０分钟基
层医疗圈

１２月２９日 １４版专题
打通“健康口”与居民间的“最后一公里”　积极探索健康管理新方法　
稳步推进特色医疗模式

１２月２９日 ８版专题 构筑生态环境高地　绘就美丽口新画卷助力武汉打造世界滨水生态名城

１２月３０日 １０版专题 口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　加快建设三大功能区　全面开启复兴新征程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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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资 料

人 口 状 况

计量单位：人

单　位 总人口
其　中

男 女
居民中人口 集体户人口 未落户人口

合　计 ５４１９４７ ２６９７１１ ２７２２３６

易家街 １４１６７ ７８９４ ６２７３

古田街 ６７５２９ ３３７４７ ３３７８２

韩家墩街 ７２７７５ ３６８６２ ３５９１３

宗关街 ４９６０６ ２４６７１ ２４９３５

汉水桥街 ６１５３９ ３００２４ ３１５１５

宝丰街 ５４８５０ ２６６１５ ２８２３５

荣华街 ４１１４３ １９９７０ ２１１７３

汉中街 ４８４３５ ２３６４８ ２４７８７

汉正街 ６１５９４ ３０９３７ ３０６５７

六角亭街 ２７５０１ １３４５９ １４０４２

长丰街 ４２８０８ ２１８８４ ２０９２４

其中：农业人口

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湖北省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上线，取消农业户口性质；２０２０年年报统计不区分居
民、集体、未落户口类别。

人口按年龄分组情况

计量单位：人

年　龄 合　计 男 女

全　区 ５４１９４７ ２６９７１１ ２７２２３６

０～１０岁 ４７３９４ ２５０１２ ２２３８２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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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龄 合　计 男 女

１１～２０岁 ３１７５８ １７０１７ １４７４１

２１～４０岁 １４３５８８ ７２８９６ ７０６９２

４１～５０岁 ７１５１０ ３５３１５ ３６１９５

５１～６０岁 ９７０６１ ４７８２６ ４９２３５

６１～７０岁 ９４６１７ ４６９６５ ４７６５２

７１～８０岁 ３７０６１ １７３３２ １９７２９

８１～９０岁 １６８１３ ６５２５ １０２８８

９０岁以上 ２１４５ ８２３ １３２２

人口增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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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７１ ７．３３ ５８５５ １０．８０ －１８８４ －３．４８

易家街 １１０ ７．７６ １１０ ７．７６ ０ ０．００

古田街 ５１１ ７．５７ ６７８ １０．０４ －１６７ －２．４７

韩家墩街 ５７７ ７．９３ ５６４ ７．７５ １３ ０．１８

宗关街 ３９７ ８．００ ５６１ １１．３１ －１６４ －３．３１

汉水桥街 ４０３ ６．５５ ６４６ １０．５０ －２４３ －３．９５

宝丰街 ４１５ ７．５７ ５４８ ９．９９ －１３３ －２．４２

荣华街 ２３９ ５．８１ ５１２ １２．４４ －２７３ －６．６４

汉中街 ３１７ ６．５４ ６１８ １２．７６ －３０１ －６．２１

汉正街 ３０２ ４．９０ ９７３ １５．８０ －６７１ －１０．８９

六角亭街 １５９ ５．７８ ３３３ １２．１１ －１７４ －６．３３

长丰街 ５４１ １２．６４ ３１２ ７．２９ ２２９ ５．３５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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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人口密度

项　目
土地面积

平方千米 比重（％）

人口密度

（人每平方千米）
居委会（个） 村委会（个）

合　计 ４１．４６ － － １３５ １

易家街 ８．８ ２１．２ １６１０ ７ １

古田街 ５．２２ １２．６ １２９３７ １４

韩家墩街 ４．５９ １１．１ １５８５５ １１

宗关街 ３．７１ ８．９ １３３７１ １２

汉水桥街 ２．６４ ６．４ ２３３１０ １２

宝丰街 １．８８ ４．５ ２９１７６ １１

荣华街 ０．８１ ２．０ ５０７９４ ９

汉中街 １．３３ ３．２ ３６４１７ １１

汉正街 １．５７ ３．８ ３９２３２ １９

六角亭街 ０．７４ １．８ ３７１６４ ９

长丰街 １０．１７ ２４．５ ４２０９ ２０

地区生产总值

指　标 ２０２０年（亿元） 增幅（％）

地区生产总值 ８０１．１６ －８．４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 －

　　第二产业 ２１５．９０ －６．３

　　第三产业 ５８５．２６ －９．２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 －

　　工业 ７４．４１ －１１．３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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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２０２０年（亿元） 增幅（％）

　　建筑业 １４１．７４ －２．５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７５．２６ －２７．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９６．８５ －１５．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５．５９ －２４．６

　　金融业 ６３．０５ ６．１

　　房地产业 ７３．８３ －１３．７

　　其他服务业 ２５０．４３ ３．０

工业生产、销售总量

计量单位：千元

项　目
工业总产值

（当年价）

工业销售产值

（当年价）

总　计 １４５６３４０２．１０ １４５９９４９０．９８

总计中：轻工业 － －

重工业 － －

总计中：国有企业 １８６７１５６．０５ １８２０６９１．８２

集体企业 － －

股份合作企业 － －

股份制企业 １６８９８０．３３ １６８９８０．３３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１０１４７６４０．００ １０１４７６４０．００

其他企业 ２３７９６２５．７２ ２４６２１７８．８３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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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一）

项　目
企业数

（个）

亏损企业数

（个）

主营业务

收入

（千元）

利润总额

（千元）

亏损企业

亏损额

（千元）

利税总额

（千元）

本年应付

职工薪酬

（千元）

全部从业人员

年平均人数

（人）

总　计 ２６ １０ １５３４５０３８ １３８６４２２ －４３２３３１ １０９９７３ － ２０６７６

国有企业 ４ ２ ２８３１７８７ －１７８１１２ －２３４１０５ １０００６ － ４７９４

集体企业 － － － － － － － －

股份合作企业 － － － － － － － －

联营企业 － － － － － － － －

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 １７３６３２ １３５１１ ０ ３７１ － １６９

私营企业 － － － － － － － －

其他企业 １８ ８ ９４２９１２０ １５４６４１５ －１９８２２６ ７６９５４ － ９２７６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２ ０ ２９１０４９９ ４６０８ ０ ２２６４２ － ６４３７

外商投资企业 － － － － － － － －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二）

计量单位：千元

项　目

年末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资产

合计

流动资产

年平均余额

固定资产

原价
累计折旧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

权益合计

总　计 １５０１５１７４ － ２３６４２２７４ － ３８７８３１７７ ２８１００６８０ －

国有企业 ４７９１５５０ － ７４１７８５４ － １２７４４２７５ １０３０５６６２ －

集体企业 － － － － － － －

股份合作企业 － － － － － － －

联营企业 － － － － － － －

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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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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

年平均余额

固定资产

原价
累计折旧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

权益合计

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８２３６ － ７３６３４ － ５１１８５０ ３７６３４７ －

私营企业 － － － － － － －

其他企业 ６３４５８４７ － ６８９７７７９ － １３５５００１４ ７７３１７１２ －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３４２９５４１ － ９２５３００７ － １１９７７０３８ ９６８６９５９ －

外商投资企业 － － － － － －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消费量

项　目
原煤

（吨）

汽油

（吨）

柴油

（吨）

热力

（百万千焦）

电力

（万千瓦时）

购进 ７９４６９．８２ １００４．２０ １７５．０２ ２９１９６０ ３２８７７．７８

消费 ８１４７６．８２ １１５４．１２ ５６８．１７ ２９１９６０ ３２６７４．９２

库存 ３９３９ ０ ３ ０ ０

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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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４６９．８２ ８１４７６．８２ ８１４７６．８２ ０

焦炭 吨 － － － －

汽油 吨 １００４．２０ ２０９３．２２ １１５４．１２ ９３９．１

柴油 吨 １７５．０２ ５８９．６４ ５６８．１７ ２１．４７

电力 万千瓦时 ３２８７７．７８ ３２８７７．７８ ３２６７４．９２ ２０２．８６

·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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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企业年报生产情况

项　目 计量单位 总　计

企业个数 个 ７１

一、建筑业合同情况签订合同额 亿元 ２８０７．０２

　１．上年结转合同额 亿元 ２０１６．７９

　２．本年新签合同额 亿元 ７９０．２３

二、承包工程完成情况 ———

　１．直接从建设单位承揽工程 亿元 ６９８．００

　２．从建设单位以外承揽工程 亿元 ５．７５

三、建筑业总产值 亿元 ７１３．３６

四、竣工产值 亿元 ２３５．４１

五、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８５９．２６

六、年末自有机械设备 ———

　净额 亿元 ２１．４３

　总台数 万台 １．５０

　总功率 万千瓦 ６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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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９

　期末从业人数 万人 ４．８０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万人 １．５０

　　　持有一级资质证书人员 万人

补充资料：企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１４１．６４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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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企业年报财务状况

项　目 计量单位 ２０２０年

一、年末资产负债

流动资产小计 亿元 １５９０．５０

固定资产原价 亿元 ２９７．１９

累计折旧 亿元 １０９．９７

在建工程 亿元 １４．９７

资产合计 亿元 ２７６４．４４

流动负债合计 亿元 １４３９．２７

负债合计 亿元 １９３０．８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亿元 ８３３．６２

二、损益及分配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１０９９．５３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亿元 １１．６０

管理费用 亿元 ４８．８６

营业利润 亿元 ８０．０６

利润总额 亿元 ７７．７９

三、工资、福利费

本年应付职工薪酬 亿元 ７７．１１

应收工程款 亿元 １２２．１４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年　份 比上年增长

２０２０年 －１３．１％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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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法
检
查

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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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
”

情
况

检
查

生 产 企 业 数

注 册 登 记 企 业 数

应 审 验 企 业 数

实 际 审 验 企 业 数

执 行 标 准 应 变 更 数

执 行 标 准 实 际 变 更 数

产 品 数

有 标 准 产 品 数

标 准 覆 盖 率

其
　
中

国 标 数

行 标 数

地 标 数

企 标 数

备 案 数

复 审 数

帮 助 企 业 制 修 订 标 准 数

标 准 查 新 数

农 业 地 方 标 准 制 修 订 数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示 范 基 地 数

制 修 订 数

采 标 发 证 数

复 查 发 证 数

采 标 标 表 备 案 数

重 要 国 际 培 训 班 次

资 格 培 训 班 次

Ｗ Ｔ Ｏ ／ Ｔ Ｂ Ｔ 培 训 班 次

次 数 ／ 人 次

受 检 商 场 市 场 场 所 数

立 案 查 处 数 ／ 限 期 整 改 数

检 查 企 业 数

合 格 企 业 数

２０
２０
年

度
完

成
数

１０
４
个

１０
４
个

９８ ％
７ 个

２ 个

９５ 个

９５ 个

２２ 个

２２ 个

５ 次 ／ １５ 人

１ 个

２ 个

２ 个



城镇居民收支

计量单位：元

指　　标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比上年增长（％）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４６６３１ ４７９３０ －２．７１

１．工资性收入 ２４８３３ ２５０６２ －０．９１

２．经营净收入 ７５７４ ８６６７ －１２．６１

３．财产净收入 ５０８４ ５１１６ －０．６３

４．转移性收入 ９１４０ ９０８５ ０．６１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目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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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１３ ２１３５ ０ ０ ０ ５２１ １８ ３７ ０ ２ ６０ ０ ５１ ３９ ２５６３

备注说明：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同时，１＝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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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发展情况

行　业
户　数
（户）

从业人数

（人）

注册资金

（万元）

总产值

（万元）

营业额（万元）

合　计 其中：零售额

合　计 ６１８８２ １８５６４６ ４２９７９９．９２ ３０９４１ ２１８４４３．４６ １６８３１９．０４

工　业 ７５０ ２２５０ ５７５９．２ ３７５ ２６４７．５ ２０４０

建筑业 ７７ ２３１ ９９０．５ ３８．５ ２７１．８１ ２０９．４４

运输业 ３３１ ９９３ ２４０１．５ １６５．５ １１６８．４３ ９００．３２

商　业 ５０７２９ １５２１８７ ３４０２０２．０３ ２５３６４．５ １７９０７３．３７ １３７９８２．８８

服务业 ９９９５ ２９９８５ ８０４４６．６９ ４９９７．５ ３５２８２．３５ ２７１８６．４

招商引资情况

序　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２０２０年 增幅（％）

１ 招商引资总额 亿元 ５６６．０３ １．５７

２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５．７２ ０．１６

３ 外贸出口 亿元 ４７．６９ ２．８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项　　目 计量单位 ２０２０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５６２．３０

限额以上 亿元 ４３２．８８

限额以下 亿元 １２９．４３

·１１３·

·附　录·



财 政 收 支

单位：亿元

指标名称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比上年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６７．６８ ９９．０９ －３１．７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４８．６９ ６０．２０ －１９．１
　　＃税收收入 ４０．５２ ５１．１２ －２０．７
　　＃增值税 １３．９４ １５．９１ －１２．３

企业所得税 ８．５７ ８．１６ ５．１
个人所得税 ３．０７ ４．４３ －３０．７

公共财政税收总收入 ５９．５０ ９０．００ －３３．９

财政收入预算完成情况

计量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度预算 全年收入 为年度预算（％）
合　计 ６６４２１５ ５１４２２６ ７７．４

一、增值税 １６２８００ １３９４４４ ８５．７
二、营业税

三、企业所得税 ９００００ ８５７２７ ９５．３
四、企业所得税退税

五、个人所得税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７３４ ６１．５
六、资源税

七、城市维护建设税 ３０５００ １９９２２ ６５．３
八、房产税 ３９０００ ２１０２８ ５３．９
九、印花税 ９０００ ８５３７ ９４．９
十、城镇土地使用税 ６６００ ４１９４ ６３．６
十一、土地增值税 ５００００ ４２３９７ ８４．８
十二、车船税 ３０００ ３１２７ １０４．２
十三、耕地占用税 １４６４
十四、契税 １４６７００ ４８１２７ ３２．８
十五、其他税收收入 ４５９
十六、专项收入 １３６００ １０３１５ ７５．９
十七、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１８００ ２５２０ １４０．０
十八、罚没收入 ９０００ ８４９７ ９４．４
十九、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３９０００ ５４４５８ １３９．６
二十、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９０００ ４２８２ ４７．６
二十一、其他收入 １６９６
二十二、政府性基金收入 ８４２２
二十三、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４２１５ １８８７６ ４４７．８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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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情况

计量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度预算 全年支出 为年指标（％） 为上年同期（％）
合　计 １１９４２０５ １３８８４３５ １１６．３ １２１．９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４７１１０ ６６２７０ １４０．７ １３１．４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３２４ ３０７ ９４．８ ９２．５
四、公共安全支出 ４５３７３ ６５１７９ １４３．７ １１３．０
五、教育支出 １７２１７８ １５２９５３ ８８．８ １０２．４
六、科学技术支出 ２０３７ ６３０ ３０．９ ４８．８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２２５３ ２１８９ ９７．２ ７７．５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１２３４０４ １５５２９３ １２５．８ １４０．０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５５１１４ １３８０６７ ２５０．５ ２４６．２
十、节能环保支出 １７５８ ８６４２ ４９１．６ １１．０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５１４５１ １００５０２ １９５．３ １０６．０
十二、农林水支出 １５５７ ３１９５ ２０５．２ １０５．６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１０７ ２０６ １９２．５ １３４．６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３２１７ ７８５１ ２４４ ３２２．４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１４４５ ６７２．１
十六、金融支出 １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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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０６４ ３４７０９ １１５．５ ５０．１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２４５ ３７１．２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２５５３ ６１８５ ２４２．３ ６４０．９
二十二、预备费 ５５００ ０．０
二十三、其他支出 ２４４５ ２３２．４
二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５０００ ６２２３ １２４．５ １７５．０
二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８９ １３４．８
二十六、文化基金支出 ３０７
二十七、社会保障基金支出 １ １００．０
二十八、城乡基金支出 ６２３８７６ ４０９４２８ ６５．６ １０６．３
二十九、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

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１１０５５４

三十、彩票公益金支出 １２０５ ７４．３
三十一、债务付息基金支出 １０３３３ １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４３．７
三十二、债务发行费用基金支出 １７９ １７９ １００．０ ２２３．８
三十三、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４７９９８
三十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１０８１７ １０４７８ ９６．９ １２６．５
三十五、债务还本支出 ４３７００ ８１．６

·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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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交易

项　目 计量单位 数　量

不动产登记发证户数 件 ４６８０４

不动产登记证明 本 １３８１７

不动产抵押起数 起 １９４２３

不动产落宗编号 件 １２５２１

房地产交易起数 起 １８６９４

口区建设局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序　号 目标项目 计量单位 数　量

１ 安装社区路灯 盏 ６２８　

２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项 １１

亿元 ２．２４

３ 建筑业管理项目
项 ６０

万平方米 ６６０　

４ 协税工作 万元 １９４００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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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情况

项　目 计量单位 数　量

全区树木 株 ３００００

街头园林小景 处 １０

道路绿化改造提升 条 １０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３４．９

人均公共绿地 平方米 ６．９３

绿地率 ％ ２９．０８

新增绿地 公顷 ３２

园林业务活动情况

项　目

其　　中

合　计
局机关收入

（万元）

公园收入

（万元）

绿化队收入

（万元）

竹叶海公园收入

（万元）

合　计 ３８６７６．３８ ３６９６３．４１ ８２．１１ １４０７．１８ ２２３．６８

财政拨款 ３８６７６．３８ ３６９６３．４１ ８２．１１ １４０７．１８ ２２３．６８

其他收入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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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设施情况

项　目 计量单位 区城管委数量 各街道数量（估报）

１果皮箱 个 ８５５ ８１７

２公共厕所 座 １４６

３洒水车 ２０吨洒水车 辆

１０吨洒水车 辆 ２２

８吨洒水车 辆 １３ ３

６吨洒水车 辆 ４ １

３吨洒水车 辆 ２７ １３

４高压清洗车 １７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１０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１４

５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１４ １

０７吨高压清洗车 辆 ３２ ２８

５高压洗扫车 辆 ３４ １

６机扫车 辆 ３ １

７护栏清洗车 辆 １２

８自卸车 辆 ２ １５

９吸粪车 辆 ３

１０吸污车 辆 １

１１垃圾压缩车 １６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１０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２８

８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１ ８

５吨垃圾压缩车 辆 ８ １９

３吨及以下垃圾压缩车 辆 ２７ ７３

１２垃圾密封车 ５吨垃圾密封车 辆 ２

３吨垃圾密封车 辆

３吨以下垃圾密封车 辆 ４ １３

１３垃圾勾臂车 １２吨勾臂车 辆 ２６ ２

０７吨勾臂车 辆 １０ ３４

１４铲车 正铲 辆 ５ ４

反铲 辆

１５道路清扫面积 万平方米 ６５１０９ ７７７２

１６清运垃圾（全年） 万吨 ２３

·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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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基本情况

计量单位：人

单　位 在编职工人数
文化技术人员

合　计 副研究馆员 馆　员 助理馆员 管理员

区文化馆 １０ ９ ２ ０ ６ １

区图书馆 ９ ４ １ １ ２ ０

合　计 １９ １３ ３ １ ８ １

文化活动情况（一）

类　别
文化单位

站、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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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文化馆 １３ ５８２０ ６００ １４ ４０ ３０ ３

区图书馆 １ ４０００ ５００ ４７ ９５０ １０ ０．１５

居民文化室

舞厅、歌厅、卡拉ＯＫ厅 １１ １６０００ ３０００

音像发行站、音像放映点

个体书摊 ３５ ４０００ １５００

台球、游戏机经营户 ６ ３２００ ４００

总　计 ６６ ３３０２０ ６０００ ６１ ９９０ ４０ ３．１５

·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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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情况（二）

单　位
竞赛成绩（个）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奖
集体成绩

市级

区文化馆

个人 １ １

集体 １

区图书馆

个人

集体 １

省级

区文化馆

个人

集体

区图书馆

个人

集体 １

全国

区文化馆

个人 １

集体

区图书馆

个人

集体 １

·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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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情况（一）

类　别 竞赛次数（次） 参加队数（个）
参加人数（人）

合计 男 女

总　计 １４ １４ ２９２ １７８ １１４

中学生 １０ １０ ２１７ １３５ ８２

小学生 ４ ４ ７５ ４３ ３２

职工

体育活动情况（二）

类　别
竞赛名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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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３ ２ ４

个人 ６０ ３０ ４３ ５０

老年人
团体

个人

省级 中小学生

团体

个人

全国 中小学生

团体

个人

·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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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校舍情况

类　别 学校数（所） 学校占地面积（平方米） 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

总　计 １５０ １０７４３２３．５２ ７３３０８２．４２

普通中学 ２５ ４３１２８３．４１ ２５５２１１．０３

职业中学 ２ １２２１０７ ９８６３８．６１

小学 ４４ ３４８８９９．４ ２３５４６３．６５

特殊教育 １ １１１３６ ６９８７．４

幼儿园 ７８ １６０８９７．７１ １３６７８１．７３

中小学校基本情况

类　别 校园数（所）

学校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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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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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０ ７ ６６ １８８４９ ２１６３４ ８０３５５ １９５１１ ３６５７９ ７５１５ ５７６９ ３２９ ６６９ ６５０ ２９０

普通高中 ８ ０ ２ ２６１６ ２８５８ ８３９０ ２６７５ ３９３８ １０１３ ９３３ ５３ ２０ ７ ６

初中 １７ １ ２ ４２０７ ５３７３ １５０９８ ４８２１ ６９０５ １４０３ １２７７ ５８ ４９ １９ ２０

小学 ４４ １ ２ ５３４０ ６８１１ ３６４８３ ５５０１ １６４８４ ２０５８ １９１３ １１６ １４ １５ ２４２

职业中学 ２ ０ ０ １２９４ １４３９ ３８７３ １２５８ １７００ ３６１ ３４５ ８ ２ ６ ０

特殊教育 １ ０ ０ ３８ ２１ １１４ １７ ５０ ３１ ２８ １ ０ ２ ０

幼儿园 ７８ ５ ６０ ５３５４ ５１３２ １６３９７ ５２３９ ７５０２ ２６４９ １２７３ ９３ ５８４ ６０１ ２２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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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任教师年龄情况

计量单位：人

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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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８ ３３５ ３２７ ７４５ １０１２ ９７５ ７１３ ２３１ ２

普通中学 ３８ １４７ １３７ ３７０ ４８６ ４２９ ４１３ １７１ ２

职业中学 ０ ４ ８ ４９ ８７ ９５ ７２ ３０ ０

小学 ９０ １８４ １８２ ３２６ ４３９ ４５１ ２２８ ３０ ０

民政优抚事业情况

项　目 计量单位 数　量

烈军属人数 人 １３９

革命残废人员数（伤残人员数） 人 ４０１

民政代管退休人员数 人 １６

民政局机关离休人员数 人 ０

准予登记结婚人数 对 ３５８４

居委会个数 个 １３５

村委会个数 个 １

安置残废人员数（福利企业） 人 （福利企业由市民政局统一管理）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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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济及优抚事业费使用情况

计量单位：万元

年　份 合　计
其　中

抚　恤 安　置 低保春节慰问 农村及其他社会救济

２０２０ １４０９５．５３ ８３７４．７６ ５１２５．８７ ５８３．０９ １１．８１

社会团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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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５１ １７ １ ３ ２ ２ ２６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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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天数

（天）

病人死

亡人数

（人）

医师人

均每日

担负诊

疗人次

总　计 ４９８９７９ １２６５７ １６１ ３６ ４６３ ５９．４ ５２．２６ ２１７３ ２２０８ ７３．５７ ０ １２．１６

长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６３６７１ ０ ３ ０ ９８ １．７ ３．１９ １６３ １６３ ７ ０ １１

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８６４３ ０ ２ ５ ５５ １１．５ １１．７６ ２７８ ２８９ ８．１６ ０ ９

宗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７５８５６ ２２７６ ２２ ０ ８０ １９．０ ８１．７２ １０１６ １０４０ ７ ０ ９

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６０５６２ １４９０ ３ １ ２５ ９．０ １７．６ ２１４ ２１４ ７ ０ ２０

荣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５５５４ ０ １３ ０ ５０ ６．５ ７．８ １８５ １８５ ７．７１ ０ ５．３２

宝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７７５１４ ２２１７ ６ １２ ５０ ３．０ ４．６１ ８３ ８３ １０ ０ １０

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０２１２ ０ ０ ０ ３５ ３．０ ８．６３ ２０ ２０ ９ ０ １８

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４５４９ １８７７ １０ ２ ４０ ２．８ ８．１ １１１ １１１ １０．７ ０ １８

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２５２６ １２６１ ６３ ７ ３０ ２．９ ２５．３８ １０３ １０３ ７ ０ １６

汉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４１９８ ３５３６ ３９ ９ ０ 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４

易家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６９４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５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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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系统人员情况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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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人员总计 ８０９ １ ４ ４３ ４２５ ２１ ２７ １３６ ３０１ ２１ ３１０ １２５ ６２２ ３８ ４２２ １６１ ３０ ０ ７

包括：区卫健局 ４７ １ ２１ ０ ０ １ ２５ ４６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区计生协会 １ １ １ ０ １

区红十字会 １ １ １ ０ １

区公医办 ２ １ ２ １ １

区卫生计生执法大队 ２３ １ ２３ １ ０ ５

区疾控中心 ４２ ４２ ４２ ４ ３７ １ １４ １５ １

区妇幼院 ５４ １ ３９ １５ ７ ４５ ２ ２６ １５ ４

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３１ ７７ ９ ４５ １１ １１１ ９ ６３ ４１ ７ ０

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８９ ８９ １８ ３７ ３４ ６ ７９ ４ ４０ ２４ １１ ０ ４

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９０ ９０ ２０ ３４ ６ ３０ ６ ６９ １５ ５３ １５ ２ ０

荣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５３ ３ ４４ ２１ ７６ ３ ４９ ２３ ２ ０

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８３ ４９ ３４ ９ ７３ １ ６４ ８ １

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７５ ７５ ８ ２２ ２ ４３ ６ ６７ ２ ５５ ７ ２ ０ ３

汉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７１ ７１ ９ ２８ ３４ ６ ６５ ５８ １３

已婚育龄妇女生育情况

全年实际

出生人数

一孩 二孩 多孩

人数

其中：

计划

外

一孩

率

（％）
人数

其中：

计划

外

二孩

率

（％）
人数

其中：

计划

外

多孩

率

（％）

计划

生育率

（％）

出生人口

性别比

２７３６ １４８９ ５ ５４．４２ １１５８ ３ ４２．３２ ８９ ５９ ３．２５ ９７．５５ １１０．６２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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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独生子女家庭情况

已婚育龄

妇女数

一个子女家庭 已办独生子女证 已采取节育措施 其　中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人数

综合

节育率

（％）

男女

绝育
上环

皮下

埋植

口服及

注射避

孕药

避孕套 外用药 其他

１２６７７５ ９３１９３ ７３．５１ ８０８３ ６．３８ １０４１０３ ８２．１２ ４７０５ ３６０６６ ５５０ ５７６ ６２１８１ ２５ ０

育龄妇女婚姻、生育年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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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４９４２ １９０７４ １０４７９ ３５６４１ ７１３７２ ６６２４３ １０２１３３

未婚人数 １１６８９３ １９０７４ １０１０６ ２６９５４ ３２３８５ １４７００ １３６７４

已婚人数 １８８０４９ ３７３ ８６８７ ３８９８７ ５１５４３ ８８４５９

其中：当年新婚

其中：当年生育 ２７３６ ５５ ６９３ １２６９ ５８２ １３７

采取各种节育手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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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４ ０ １０ １１９ ２６９ ２２７ ３７ ３１

育龄妇女节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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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下埋植 其他措施

１２６７７５ １０４１０３ ４７０５ ３６０６６ ５７６ ６２１８１ ２５ ５５０ ０

·４２３·

·口年鉴·



索　　


引

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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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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类未做索引。

数字首

１１０联动及智慧城管建设　１５３ｂ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口区安全生产相关指标统计表　

　１７３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口辖区社保扩面情况表　２１９

２０２０年口地区律师事务所一览表　１２３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一览表　１５１

２０２０年口区城乡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

情况一览表　２１４

２０２０年口区驰名商标一览表　１７６

２０２０年口区初级中学情况一览表　１９４

２０２０年口区高龄津贴发放汇总表　２１３

２０２０年口区公办幼儿园情况一览表　１８８

２０２０年口区基层司法所一览表　１２３

２０２０年口区街道基本情况简表　３８

２０２０年口区经营性用地出让地块情况一览表

　１５１

２０２０年口区旧城改造项目一览表　１５０

２０２０年口区民办幼儿园情况一览表　１８９

２０２０年口区普通高级中学情况一览表　１９５

２０２０年口区社区一览表　２０８

２０２０年口区委党校办班情况一览表　６７

２０２０年口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人数一览表　２１４

２０２０年口区小学情况一览表　１９２

２０２０年口区养老机构一览表　２１２

２０２０年口区中等职业学校情况一览表　１９６
·５２３·



２０２０年口区重点路网建设情况一览表　１４８

２０２０年口区竹叶海湖泊水质状况统计表　１３９

２０２０年口区竹叶海湖泊水质状况统计表　１４０

２０２０年口区主要湖泊调查情况统计表　１４５

“５·１２”宣传周和国际减灾日活动　１７２ｂ

字母首

ＰＰＰ项目　１３６ｂ

ＰＰＰ项目推进　１３４ａ

Ａ

安全工作　５０ａ

安全管理　１２６ａ　１５９ｂ

安全监督管理　１５６ｂ

安全生产　８８ｂ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１７２ａ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１７２ｂ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１７２ａ

安全维稳　２４３ａ

Ｂ

帮扶措施　２０ａ

宝丰街　２３６ａ

　　２０２０年宝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３８

　　党建工作　２３６ａ

　　概况　２３６ａ

　　党建工作　２３６ａ

　　公共安全　２３７ｂ

　　公共服务　２３７ａ

　　公共管理　２３７ａ

　　经济发展　２３６ａ

　　企业服务　２３６ｂ

　　综合工作　２３７ｂ

保护长江生态资源　１１８ａ

编制不见面审批　５９ａ

标准化工作　１７６ａ

兵役征集　１２５ａ

不动产登记　１４７ｂ

Ｃ

财经调度　５８ａ

财政　１７９ａ

　　概况　１７９ａ

财政审计　１８３ａ

财政收入　１７９ａ

财政收入与支出　４１ｂ

财政支出　１７９ｂ

参与精准扶贫　７３ａ

参与疫情防控　１１８ｂ

参政履职　１０４ａ

参政议政　９４ｂ　９６ａ　９７ｂ　９９ｂ　１０１ａ　１０１ｂ

　１０２ｂ　１０６ａ

残疾人就业培训　２２０ｂ

残疾人康复工作　２２０ｂ

残疾人事业　２２０ａ

　　概况　２２０ａ

残疾人文体　２２１ｂ

残疾人信访维权　２２１ｂ

残疾人组织建设　２２０ａ

查处非法传教活动　２０６ａ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１７６ａ

产业创新　１３１ｂ

产业体系构建　１３４ｂ

产业招商运营　１３４ｂ

产业经济　１３０

长丰街　２２７
·６２３·

·口年鉴·



　　２０２０年长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２８

　　“城中村”改造　２２７ｂ

　　安全稳定　２２７ｂ

　　城市管理　２２８ａ

　　党建工作　２２７ａ

　　街道经济　２２７ｂ

　　社会事务管理　２２８ａ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　４６ａ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１７５ａ

常委会议　８９ｂ

城区改造更新　１４９ａ

　　概况　１４９ａ

城市管理执法与交通运输　１５１ａ

　　概况　１５１ａ

城市建设和管理　１４７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４１ｂ

城市综合管理　１５２ａ

惩治犯罪　１１７ａ

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４７ａ

创建全国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　２２０ａ

创新工作机制　１３０ｂ

创业服务　１１０ｂ

创最优营商环境　１０５ｂ

从严治党　１７０ｂ

促进复工复产　１５２ａ

Ｄ

搭建政企交流平台　１７１ａ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１７２ａ

打击违法犯罪　１１４ｂ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８５ａ

大数据工作　１７８ａ

　　概况　１７８ａ

代表工作　７９ａ

党建工作　１８４ｂ

党务工作　２０４ａ

党校工作　６６ｂ

　　概况　　６６ｂ

档案馆大楼装修改造　７３ａ

档案管理与史志编研　７２ａ

　　概况　７２ａ

档案利用保管　１５６ａ

档案史志宣传　７２ｂ

道路桥梁维护　１５３ｂ

低碳城区建设　１４４ａ

堤防管理　２２ａ

堤防建设管理　１４４ｂ

地表水环境质量　１３９ｂ

地质灾害防治　１４８ａ

调查研究　５８ａ

督查工作　４９ｂ

督导管理　２０ｂ

队伍建设　６２ａ１２０ｂ　１８６ａ　

对台交流　７０ａ

对台事务　６９ｂ

　　概况　６９ｂ

对外经济贸易　４１ｂ

多党合作　５５ａ

Ｆ

发挥老干部作用　６６ａ

法规工作　４９ｂ

法规监察　１４８ａ

法律监督　１１７ｂ

法治建设　１２１ａ

法治　１１３

法治口建设　１１４ａ

反腐败斗争　１１７ａ
·７２３·

·索　引·



反馈问题整改　２１ｂ

防范金融风险　１３８ａ

防洪减灾　１３５ｂ

防汛排渍　２１ｂ　

　　概况　２１ｂ

防汛排渍　２１ｂ

防疫防控　１６５ａ

防疫防汛　１１６ｂ

房地产市场与房屋租赁　１５５ａ

房屋安全　１５５ａ

房屋管理和住房保障　１５４ａ

　　概况　１５４ａ

房屋交易监管　１５５ｂ

扶贫工作　８９ａ　１０６ａ　

扶贫资金投入　２１ａ

扶助微企融资　１３７ｂ

服务保障　１２７ｂ

服务大局　７７ｂ　１１７ｂ

服务非公有制经济　５６ａ

服务会员企业　１０５ｂ

服务民生　２２ｂ　７２ｂ

服务企业　１６７ｂ

服务水平　１６２ｂ

服务体系建设　１２７ａ

服务统战对象　５６ｂ

服务疫后重振　１１９ａ

妇幼保健　２０３ｂ

Ｇ

改革创新　１３３ａ

改革创新　１６６ｂ

改革落实　５７ｂ

改革与管理　２０１ｂ

干部包组入户　１５７ｂ

干部培训　６８ａ

岗位建功　９８ａ　１０１ｂ　１０３ｂ　

港口码头岸线资源优化调整　１５４ａ

工会建设　１０６ｂ

工会经费审计　１０８ａ

工伤待遇审核　２１９ｂ

工业　４１ａ

工作成效　１６２ａ

工作创新　６１ｂ

公安　１１４ｂ

　　概况　１１４ｂ

公安改革　１１５ｂ

公车服务　８８ｂ

公房管理　１３５ｂ

公房维修　１３６ａ

公共法律服务　１２１ｂ

公共服务　８７ａ　　２０４ｂ　　　

公共节能　８８ｂ

公民思想道德　４２ｂ

公司管理　１３３ｂ

公文传递　８９ａ

公益活动　１０４ｂ

公用事业　１５８ａ

公租房接管　１３６ａ

供电　１５８ｂ

　　概况　１５８ｂ

供电保电服务　１５９ａ

供气　１５９ｂ

　　概况　１５９ｂ

供水　１５８ａ

　　概况　１５８ａ

供水服务　１５８ａ

巩固“３＋１”改革成果　１１２ｂ

共青团口区委员会　１０８ａ

　　概况　１０８ａ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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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街　２２４

　　２０２０年古田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２５

　　安全稳定　２２６ａ

　　城市治理　２２６ａ

　　概况　２２４ｂ

　　街道经济　２２５ｂ

　　民生服务　２２６ａ

　　群团发展　２２６ｂ

　　依法行政　２２６ｂ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１８３ｂ

贯通融合　６３ａ

广告合同管理　１７６ａ

规划编制　１４７ａ　　１６５ｂ

国防动员　１２５ｂ

国家级改革试点　４０ａ

国民经济概况　４１ａ

国内贸易　４１ａ

国企职责担当　１３５ａ

国土资源与城市规划管理　１４７ａ

　　概况　１４７ａ

国有资产管理　８８ｂ

Ｈ

韩家墩街　２２８

　　２０２０年韩家墩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３０

　　城市管理　２３０ａ

　　党建工作　２３１ａ

　　防汛排渍　２２９ｂ

　　概况　２２８ｂ

　　公共安全　２３０ｂ

　　公共服务　２２９ｂ

　　纪检工作　２３１ａ

　　区域发展　２２９ｂ

　　疫情防控　２２９ａ

汉水桥街　２３３ｂ

　　２０２０年汉水桥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３５

　　城市管理　２３４ｂ

　　党建工作　２３４ａ

　　概况　２３３ｂ

　　街道经济　２３４ｂ

　　平安建设　２３５ｂ

　　社会事务　２３５ａ

汉正街　２４７ａ

　　２０２０年汉正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４９

　　安全稳定　２４９ｂ

　　城市管理　２４８ｂ

　　党建引领　２４８ａ

　　防汛抗洪　２４７ｂ

　　复工复产　２４７ｂ

　　概况　２４７ａ

　　公共服务　２４８ｂ

　　疫情防控　２４７ａ

　　营商环境　２４８ａ

汉中街　２４１ｂ

　　２０２０年汉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４２

　　安全维稳　２４３ａ

　　城市管理　２４３ｂ

　　党建工作　２４３ｂ

　　概况　２４１ｂ

　　街道经济　２４３ａ

　　民生工作　２４３ａ

　　宣传教育　２４３ｂ

　　疫情防控　２４２ａ

　　重点项目　２４３ａ

和谐劳动关系　１０７ａ

弘扬劳模精神　１０６ｂ

宏观经济管理　１６５ａ

　　概况　１６５ａ

后备人才培养　２０４ｂ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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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招牌及亮化管理　１５３ａ

环保督查　１４１ａ

环境管理　１４０ｂ

　　概况　１４０ｂ

环境监测　１４１ｂ

环境监察　１４２ｂ

　　概况　１４２ｂ

环境监察执法　１４３ａ

环境空气质量　１３９ａ

环境卫生及“门前三包”管理　１５３ａ

环境污染投诉处理　１４３ａ

环境宣教　１４２ｂ

环境质量状况　１３９ａ

　　概况　１３９ａ

换证工作　２２０ｂ

会务活动　９８ｂ

惠民暖心　１０７ｂ

获评卫生先进单位　７３ａ

Ｊ

机构编制　５８ｂ

　　概况　５８ｂ

机构编制监督检查　６０ａ

机构改革调研　５９ｂ

机关党建　６０ａ

　　概况　６０ａ

机关事务服务　８７ｂ

　　概况　８７ｂ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２１９ａ

机要和保密　７０ａ

　　概况　７０ａ

积案化解　６４ａ

积极财政政策　１８０ａ

基本情况　３８ａ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５１ａ

基层宣讲　６８ｂ

基层组织建设　１０９ｂ

基础管理　７１ｂ

基础设施建设　１５３ａ

稽核和信访　２２０ａ

疾病预防控制　２０２ｂ

计生服务与管理　２０３ｂ

纪检监察　９２ｂ

　　概况　９２ｂ

纪律教育　９３ｂ

加大民生投入　１８０ｂ

加快新兴产业集聚　１７０ａ

加强财政财务监督　１８１ｂ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推进会　４８ｂ

价格管理　１６６ｂ

价格监管　１７６ｂ

坚持党的领导　９１ａ

监督检查　７１ａ

监所管理　１１６ａ

检察　１１６ｂ

　　概况　１１６ｂ

检务公开　１１８ａ

建立区级指挥体系　１３ａ

建言献策　５５ｂ　９１ｂ

建置沿革　３８ｂ

建筑管理　１５６ａ

　　概况　１５６ａ

建筑业　４１ａ

建筑质量监督　１５６ｂ

健全工作机制　２０５ｂ

江河湖泊保护与治理　１４４ｂ

交通管理　１１６ｂ

交通管理　１６１ａ

　　概况　１６１ａ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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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邮政通信　１６１

交通运输及安全生产　１５４ｂ

教育　４１ｂ

教育　１８４ａ

　　概况　１８４ａ

教育督导保障　１８７ｂ

教育科研　１８７ａ

教育文化旅游　１８４

接收国有企业退休档案　７２ａ

街道　２２２

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５８ｂ

节能环保工作　１４３ｂ

　　概况　１４３ｂ

巾帼志愿服务　１１０ａ

金融市场整治　１３８ａ

金融业　１３７ａ

　　概况　１３７ａ

禁毒攻坚　１１６ａ

经济和社会发展　４１ａ

经济运行　１６５ａ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８３ｂ

经济指标创新高　１６８ｂ

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　５９ｂ

精神文明建设　４２ｂ

　　概况　４２ｂ

精准扶贫　１９ｂ

　　概况　１９ｂ

精准扶贫　１１６ｂ　２０４ａ

精准施策　３９ｂ

竞技体育　２０４ａ

九三学社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２ａ

　　概况　１０２ａ

就业创业　２１５ａ

军事　１２４

Ｋ

开展抗疫防汛扶贫三大战役　１６９ａ

开展疫情防控应急科普　１１１ｂ

抗洪防汛　１５９ｂ

抗击新冠疫情　１１５ｂ

抗击疫情　５４ｂ　６９ａ　９８ｂ　１０３ａ　１０３ｂ　１３５ｂ

　２００ａ

抗疫保供　１５９ｂ

抗疫保卫战　１３ａ

　　概况　１３ａ

抗疫斗争　９２ｂ

抗疫宣传　５３ａ

科技成果转化　１６８ｂ

科技创新　１６９ｂ

科普示范建设　１１２ａ

科学技术　４１ｂ

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管理　１６８ａ

　　概况　１６８ａ

科研咨政　６８ｂ

客户服务　１６０ａ

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　１５２ａ

扩面征缴　２１８ａ

Ｌ

垃圾分类试点　１４４ａ

来信来访　６５ｂ

老干部工作　６５ａ

　　概况　６５ａ

老干部活动阵地建设　６５ａ

老干部文体活动　６６ａ

理论学习　５２ｂ　６１ａ　１０１ａ　１０２ｂ

理想信念教育　１０８ｂ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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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促征收　１５７ｂ

廉政建设　６１ａ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５１ｂ

领导大接访　６４ｂ

六角亭街　２４４ａ

　　２０２０年六角亭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４６

　　安全稳定　２４５ｂ

　　城市管理　２４５ａ

　　党建工作　２４４ａ

　　概况　２４４ａ

　　街道经济　２４４ｂ

　　民生工作　２４５ａ

路网建设　１４８ｂ

旅游　１９７ｂ

　　概况　１９７ｂ

旅游环境整治　１９７ｂ

旅游市场服务　１９８ａ

旅游行业有序复工复产　１９７ａ

绿化执法　１５３ｂ

落实残疾人保障政策　２２１ａ

落实扶持政策　１６６ｂ

落实惠企政策　２１８ａ

落实纾困资金　１３７ｂ

落实疫情防控任务　１５１ａ

落实责任　２０ａ

落实租金减免政策　１３５ｂ

Ｍ

民办教育　１８５ｂ

民兵整组　１２４ｂ

民防宣传教育　１２７ａ

民商事审判　１１９ａ

民生服务　２２３ａ　２２６ａ

民政　２０６ａ

　　概况　２０６ａ

民主党派建设　５５ｂ

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　９４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２０５ａ

民族宗教　２０５ａ

　　概况　２０５ａ

Ｎ

内部管理　１３５ａ

内设机构调整　８９ａ

能力提升　１８３ｂ

凝聚共识　９２ａ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１７５ａ

暖企便民服务　８６ａ

Ｐ

配套服务　１３７ａ

平安建设　１１３ａ

　　概况　１１３ａ

平安口建设　１１３ｂ

破解企业老干部服务难题　６５ａ

普法和依法治理　１２２ｂ

普法维权　１１１ａ

Ｑ

企宣文化　１６０ｂ

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　１７２ｂ

企业服务　１７０ｂ

　　概况　１７０ｂ

启动复工复产　１６９ａ

强化各类保障　１７ｂ

强化国有资产监管　１８１ａ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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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务工作　５７ａ

侨务工作　６９ａ

　　概况　６９ａ

侨务活动　６９ｂ

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５ｂ

　　概况　１３５ｂ

口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３ｂ

　　概况　１３３ｂ

口地区廉政教育大会　４８ａ

口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３２ａ

　　概况　１３２ａ

口经济开发区　１３６ｂ

　　概况　１３６ｂ

口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会议　７３ｂ

口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７７ａ

口区妇女联合会　１０９ｂ

　　概况　１０９ｂ

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１０４ｂ

　　概况　１０４ｂ

口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４８ａ

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１１１ａ

　　概况　１１１ａ

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７３ｂ

　　概述　７３ｂ

口区人民政府　７９ｂ

　　概述　７９ｂ

口区总工会　１０６ａ

　　概况　１０６ａ

口综述　３８

　　概述　３８ａ

青年成长成才　１０８ｂ

青年志愿者服务　１０８ｂ

青少年帮扶关爱　１０９ａ

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　４８ｂ

区级特色改革项目　４０ａ

区级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５９ａ

区纪委十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　４５ｂ

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８０ａ

区委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　４９ａ

区委十二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　４７ｂ

区委政法工作会议　４６ａ

区委政协工作会议　４６ｂ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　４８ｂ

渠道营销　１６３ｂ

全国文明城市迎检工作调度会　４７ｂ

全面深化改革　３９ａ

　　概况　３９ａ

全面推行绩效管理　１８１ａ

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４５ａ

全区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　４７ａ

全区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暨组织工作会议　４５ｂ

全区作风建设暨决战四季度誓师大会　４８ａ

权益维护　１２８ｂ

确保“四应四尽”　１５ａ

群众文化活动　１９６ａ

Ｒ

燃气管理　１５３ｂ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１７ａ

人才工作　５２ａ

人大议案和代表建议　８３ｂ

人防工程安全管理　１２６ｂ

人防工程与通信指挥建设　１２６ａ

人口普查　１７７ｂ

人力资源　２１５ａ

　　概况　２１５ａ

人民调解　１２２ａ

人民防空　１２６ａ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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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　１２６ａ

人民生活　４２ａ

人民武装　１２４ａ

　　概况　１２４ａ

人事管理　２１６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１１８ｂ

韧性城市建设　１４９ａ

日常维护工作　１７８ｂ

荣华街　２４０ａ

　　２０２０年荣华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４１

　　城市管理　２４０ａ

　　党建工作　２４１ｂ

　　概况　２４０ａ

　　街道经济　２４０ａ

　　社会治理　２４０ｂ

融媒体传播　１９８ａ

　　概况　１９８ａ

融媒体移动端　１９８ｂ

Ｓ

“三车”整治　１６１ｂ

三大保卫战　１４１ａ

三大攻坚战审计　１８３ａ

“三旧”改造　１５０ａ

扫黑除恶　１１４ａ　１１５ａ　１４８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１１７ａ

商会建设　１０６ａ

商务管理　１６７ａ

　　概况　１６７ａ

少数民族人口管理　２０５ｂ

社保服务“四办”改革　２１８ｂ

社保卡和年审　２２０ａ

社会保险扩面　２１９ａ

社会保障　２１８ａ

　　概况　２１８ａ

社会服务　９５ａ　９６ｂ　９８ａ　９９ｂ　１０２ａ　１０３ａ

　２０７ｂ

社会救助　２０６ｂ

社会绿化　１４６ａ

社会生活　２０５

社会治理　１１４ａ

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　１２２ｂ

社区教育　１８６ａ

社区卫生　２０２ａ

社区治理　２０７ａ

涉台服务　７０ａ

深化改革　１３１ｂ

深化项目审批改革　８５ｂ

审计　１８３ａ

　　概况　１８３ａ

审判　１１８ｂ

　　概况　１１８ｂ

生活垃圾分类　１５３ａ

生殖健康　２０３ｂ

生态环境保护　１３９

声环境质量　１４０ａ

失业待遇审核　２１９ｂ

十年禁渔　１７６ｂ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１７５ｂ

史志编纂　７２ｂ

市场监督管理　１７４ｂ

　　概况　１７４ｂ

市场行为规范　１５６ｂ

市政建设　１４８ｂ

　　概况　１４８ｂ

事故防降　１６１ｂ

收支平衡情况　１８０ａ

数据资源共享　１７８ｂ

“双评议”工作　１５８ｂ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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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共建　１２７ｂ

“双拥模范城”七连冠　１２９ａ

水务建设　１４４ａ

　　概况　１４４ａ

税收征管　１８１ｂ

税务　１８１ｂ

　　概况　１８１ｂ

司法改革　１２０ａ

司法行政　１２０ｂ

　　概况　１２０ｂ

思想建设　６０ｂ　９４ａ　９７ａ

思想政治建设　５０ａ　　１２４ａ　

思想政治引领　１０９ｂ

“四就近”服务　６５ｂ

Ｔ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口支部　１０３ｂ

　　概况　１０３ｂ

特色旅游品牌打造　１９７ｂ

特殊场所防控　１６ｂ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１７６ａ

提交科技工作建议　１１１ｂ

体卫艺科技教育　１８６ｂ

体育　４２ａ

体育　２０４ｂ

　　概况　２０４ｂ

停车位建设　１４７ｂ

通信　１６２ｂ

通信服务　１６３ａ　１６３ｂ　１６４ｂ

同心抗疫　９６ｂ

统筹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１７１ｂ

统计　１７７ａ

　　概况　１７７ａ

统计服务　１７７ｂ

统计工作　１７７ａ

统计监测　１７７ａ

统一战线　５４ｂ

　　概况　５４ｂ

统战工作　５６ａ

投身抗疫　１００ｂ

投身抗疫斗争　９１ａ

土地储备供应　１５０ａ

土地储备整理　１５７ａ

　　概况　１５７ａ

土地管理与利用　１４７ｂ

推广“一网通办”“一事联办”　８５ｂ

推进“放管服”改革　１８１ａ

推进“就近办”改革　８５ａ

推进城区重启　１８ｂ

推进救治与防控　１４ａ

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　１１１ｂ

推进民族团结　５６ｂ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８５ａ

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　１２９ｂ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建设　１２９ｂ

退役军人事务　１２７ａ

　　概况　１２７ａ

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　１２９ａ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１２９ｂ

脱贫攻坚　１５４ｂ

Ｗ

网格工作　１５８ｂ

网络建设　１６３ａ

网络建设和维护　１６４ａ

网络建维　１６４ｂ

网评员队伍建设　１９９ａ

为残疾人购买医疗保险　２２１ａ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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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服务　１１５ａ

为企业服务　１１１ａ

为侨服务　６９ａ

维护社会稳定　１１３ｂ

维护稳定　１１４ｂ

维权服务　１０８ａ

卫生　４２ａ

卫生健康　２０１ａ

　　概况　２０１ａ

卫生健康监督　２０３ｂ

卫生健康经费管理　２０３ｂ

卫生体育　２００

未成年人教育　４３ｂ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１１７ｂ

文化　４２ａ

文化　１９６ａ　

　　概况　１９６ａ

文化发展　５４ｂ

文化市场管理　１９７ａ

文化遗产保护　１９７ａ

文化阵地建设　１９６ａ

文明城区建设　４３ａ

文明创建　５４ａ

文明建设　４４ｂ

文明宣传　４３ｂ

文学艺术　１９７ａ

“我为党徽添光彩”活动　６１ｂ

物业管理　１５４ｂ

Ｘ

下沉社区抗疫　６０ａ

现代商贸业　１６７ａ

项目建设　１３２ｂ

项目签约　１３１ａ

项目融资　１３２ｂ

项目审批　１４７ａ

项目引进　１３１ａ

项目资金　１３４ａ

消防警情　１７４ａ

消防救援　１７４ａ

　　概况　１７４ａ

消费维权　１７６ｂ

小学教育　１８５ａ

协调劳动关系　２１７ｂ

新冠疫情防控　７２ａ

新媒体传播　１９８ｂ

新型墙体材料与建筑节能　１５６ｂ

信访　６３ｂ

　　概况　６３ｂ

信访制度改革　６４ｂ

信息服务　５８ｂ

信息化项目技术审核　１７８ｂ

信用体系建设　１６６ａ

刑事审判　１１９ａ

行政处罚工作　１７３ｂ

行政监管　１６８ａ

行政审判　１１９ｂ

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管理　８５ａ

　　概况　８５ａ

宣传工作　６６ｂ

宣传教育　５３ｂ　７０ｂ

宣传思想统战工作会议　４６ｂ

宣传思想文化　５２ｂ

　　概况　５２ｂ

宣传推广　４０ｂ

宣传优秀科技工作者　１１２ｂ

学前教育　１８５ａ

学术交流活动　１１１ｂ

学习活动　９５ｂ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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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教育　９９ａ

学习培训　２０５ａ

学习实践　１０４ａ

巡察　６２ａ

　　概况　６２ａ

巡察宣传　６３ａ

Ｙ

压减一般性支出　１８０ｂ

严控财政供养编制　５９ｂ

阳光信访　６３ｂ

阳光征收　１５７ｂ

养护管理　１４５ｂ

养老待遇审核　２１９ａ

养老服务　２０７ａ

野生动物保护　１７６ｂ

业务发展　１６３ｂ

业务技能练兵比武活动　２１８ｂ

业务经营　１６２ａ　１６３ｂ　１６４ｂ

医保改革　２０１ａ

医保基金监管　２００ｂ

医联体建设　２０２ｂ

医疗保障　２００ａ

　　概况　２００ａ

医疗救助　２００ａ

医疗应急救援　２０４ａ

依法履职　７８ａ

依法统计　１７７ｂ

依法行政　１５３ｂ　

移动源排气污染监管　１４２ａ

移交安置　１２７ｂ

以文辅政　５７ｂ

易家街　２２２ａ

　　２０２０年易家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２３

　　城市管理　２２２ｂ

　　党群纪检　２２３ａ

　　概况　２２２ａ

　　街道经济　２２２ａ

　　民生服务　２２３ａ

　　社会治理　２２４ａ

　　重点项目　２２２ｂ

疫后复工复产　１０３ａ

疫后重振成效明显　１９ａ

疫情常态防控　１７０ａ

疫情防控　６３ｂ　６５ａ　６８ａ　８６ａ　８７ｂ　　１０４ｂ　

１１３ａ　１２１ａ　１２５ｂ　１３２ａ　１５４ｂ　１５８ａ　１６２ｂ　

１７４ａ　１８０ａ　１８２ａ　２０６ａ

疫情防控服务　４３ｂ

疫情防控工作　１４１ｂ　１５７ａ　１７８ａ

疫情防控期间信访　６４ｂ

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专项审计　１８３ａ

疫情资料归档　７２ａ

意识形态工作　５２ｂ　６８ｂ

意识形态和廉政教育　１０５ａ

应急管理　１７１ｂ

　　概况　１７１ｂ

应急救援工作　１７３ａ

营商环境　１６０ａ　

影像资料留存　１９９ｂ

优待抚恤　１２８ｂ

优抚帮扶　１２８ａ

优抚政策宣传落实　１２８ａ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１１９ｂ

优化企业服务环境　１７１ａ

优化踏勘流程　８６ａ

优化营商环境　１５９ａ　１６６ａ

邮政　１６２ａ

　　概况　１６２ａ

舆情研判与处置　１９８ｂ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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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　１４５ａ

　　概况　１４５ａ

Ｚ

载体建设　１３６ｂ

造价管理　１５６ａ

责任落实　３９ａ

渣土管理　１５２ｂ

债券项目推进　１３４ａ

占道整治　１５２ｂ

战备训练　１２５ａ

战疫工作　１６１ａ

招商引资　１３１ａ

　　概况　１３１ａ

招商引资　１３６ｂ

招投标管理　１５６ａ

整改落实　６２ｂ

政策跟踪审计　１８３ａ

政策落实　２０５ａ

政策研究　５７ａ

　　概况　５７ａ

政法队伍建设　１１４ｂ

政府公共服务　８６ａ

　　概况　８６ａ

政府门户网站建设　１７８ｂ

政务服务系统　１７８ａ

政务管理　１８２ｂ

政务值班　８６ｂ

政协建议案和提案　８４ｂ

政协口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９０ｂ

政协口区委员会　８９ａ

　　概述　８９ａ

政治　４５

政治建设　６０ｂ

政治巡察　６２ａ

政治引领　１０６ｂ

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　１８１ａ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１６９ｂ

支持企业发展　１８０ｂ

知识产权保护　１７４ｂ

执纪审查　９３ａ

执行工作　１１９ｂ

职能履行　９１ａ

职权行使　７７ｂ

职业教育　１８５ｂ

指标控制　１７１ｂ

智慧城市建设　１７８ａ

智能电网建设　１５９ａ

中共口区委员会　４５ａ

　　概述　４５ａ

中共口区委政协工作会议　９０ａ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口区分公司　１６２ｂ

　　概况　１６２ｂ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９４ａ

　　概况　９４ａ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口营销服务中心

　１６４ｂ

　　概况　１６４ｂ

中国民主促进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９８ｂ

　　概况　９８ｂ

中国民主建国会口区委员会　９６ｂ

　　概况　９６ｂ

中国民主同盟口区工作委员会　９５ｂ

　　概况　９５ｂ

中国农工民主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０ａ

　　概况　１００ａ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口区分公司

　１６３ａ

　　概况　１６３ａ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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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公党口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１ａ

　　概况　１０１ａ

中学教育　１８５ｂ

重大项目调度　１３０ａ

重大项目建设　１３０ａ

　　概况　１３０ａ

重点地块招商　１３１ｂ

重点工程征地征收　１４９ｂ

重点绩效指标　１３１ａ

重点领域管理　１４３

重点楼宇招商　１３１ｂ

重复信访治理　６４ａ

重要会议　７３ｂ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及替代　１４３ａ

住房保障　１５５ａ

助力打好攻坚战　１２０ａ

助力复工复产　１０５ａ　１８２ｂ

助推企业上市　１３７ｂ

助推市域治理现代化　１２０ａ

驻村帮扶　２０ｂ

专记　１３

专项治理　６４ａ

专业队伍建设　１５７ｂ

专业绿化　１４５ａ

资产运营　１３３ａ

自然环境　３８ａ

自身建设　９２ａ　９３ｂ

宗关街　２３１ｂ

　　２０２０年宗关街重点企业一览表　２３２

　　城市管理　２３３ａ

　　党建工作　２３３ｂ

　　概况　２３１ｂ

　　街道经济　２３１ｂ

　　平安创建　２３３ａ

　　社会事务　２３３ａ

　　综合服务　８８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６５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　１７３ａ

阻断病毒传播　１６ａ

组织发展　９７ｂ

组织和思想建设　１００ａ

组织机构　６２ａ

组织建设　５０ｂ

　　概况　５０ｂ

组织领导　７０ａ

作风建设　６１ａ　９３ａ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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