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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陵立交桥应急通道月底通车
荆门晚报讯 （记者戴永君 通讯员李
俊 ）207 国 道 改 建 工 程 指 挥 部 日 前 对
207 国道子陵立交桥应急通道建设情况
进行了督办，目前施工方正在加紧施工，
确保 6 月 30 日通车。
因子陵铁路立交桥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东宝区政府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
在该桥设置了高度为 2.3 米的限高梁，
限制车身超过 2.2 米的车辆通行， 限行
对 207 国道子陵段运输和居民出行造成
较大影响。 为缓解子陵铁路立交桥段交
通压力， 最大限度减少公路沿线企业的
生产经营损失和周边居民出行及日常生
活影响， 东宝区先行启动葛洲坝水泥厂
至西外环段 6.98 公里应急通道建设。 由

于受火焰冲水库桥建设工期和征迁进度
影响，暂不能顺接西外环，近期拟先打通
葛洲坝水泥厂至曾庙村杨冲路段， 然后
过往车辆从杨冲路绕行。 该工程长约 5.2
公里，涵洞 17 道、桥梁 2 座、土石方量约
38 万方。
截至目前， 该项目路基土石方已完
成 36 万方，占总工程量的 95%；涵洞 17
道已全部完成；两座桥宽 24.5 米、跨径
分别为 13 米和 20 米的桥梁已完成全部
下构，目前正在浇筑桥台和梁板，已完工
程量占总工程量的 75%以上，6 月 20 日
可实现半幅通车；5.2 公里过渡路面垫层
已完成 2 公里， 占总工程量的 38%，计
划 6 月 30 日全线通车。

207 国道改建征地 4771 亩搬迁 521 户
荆门晚报讯 （ 记者戴永君 通讯员
李俊 ）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 207 国道改
建工程征地拆迁督办会上获悉， 本月
25 日前 207 国道沿线 4 个县市区必
须完成所有征地协议签订， 本月底前
完成所有房屋征迁协议签订。
207 国道改建工程征地拆迁工作
涉及 4 个县市区 8 个乡镇， 分别为钟
祥市胡集镇、 双河镇， 东宝区石桥驿
镇、子陵铺镇，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团
林铺镇，沙洋县五里铺镇、十里铺镇、
纪山镇，共需征地 4771 亩，拆迁房屋

521 户，迁移杆线 102.5 公里。 征地拆
迁工作从今年 3 月启动， 在 4 个县市
区政府和 207 国道改建工程指挥部的
统一调度下，征迁工作全面展开，截至
目前，沙洋县已完成土地征收工作，掇
刀土地征收接近尾声， 但整个征迁工
作进度严重滞后， 特别是农户房屋征
迁工作。
会议要求， 各县市区高度重视征
迁工作，切实履行地方征迁主体责任，
充实专班力量， 确保 6 月底前完成征
地拆迁任务，按时交付施工段面。

掇刀人大机关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
荆门晚报讯 通讯员薛勇 陈琳

（
）连日 “
宣教月”党纪法规知识测试；聚焦转作风、
来，掇刀人大机关围绕“聚焦党章党规党 强本领，优环境、促发展，召开“两整”活动
纪和宪法、监察法”主题，扎实开展第十九 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观看《不忘初心 警
钟长鸣》 廉政警示片； 党组书记陈泽云以
个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
宣教月期间， 掇刀人大机关重点以 5 《坚守崇高精神追求 树好清廉务实形象》
月、6 月
“
党员主题活动日”为契机，组织机 为题，给全体机关干部上廉政党课；组织机
关党员干部赴扶贫包联村， 与村党员一起 关干部及家属参观东宝区检察院警示教育
学习党章、宪法和监察法；全员参与湖北省 基地，用生动的案例警示教育
“
身边人”。

市行政审批局指导企业建设
荆门晚报讯 通讯员李武军

（
）日前，市
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利用双休前往沙洋
毛李镇湖北金凤源食品有限公司，对公司
进行现场指导。
工作人员对该蛋制品生产项目食品
安全标准的制订、 生产工艺流程设置、厂
房规划、车间布局等方面的规范性要求和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讲解，并结合现
场提供解决方案， 为企业规避重复建设，
节约时间和资金，也为以后一次性快速通
过审批核查奠定了基础。
4 月以来，市行政审批局围绕“两整”

活动，深入开展“荆门发展依靠谁，营造良
好环境我们怎么干”的大讨论，在重商亲
商认识不足，“官本位”思想突出，政商关
系“清”而不“亲”，缺乏公仆意识等方面严
格自查。 此次超职责范围应企业诉求开展
事前建设指导，旨在打造“忠诚担当、主动
作为”的服务性公仆队伍。

半城青山半城楼
讲述人 ：刘治林 ，市林业局办公室主任
简介 ：我市国土面积 1.24 万平方公里 ， 低山 、 丘陵和平原各占三分之一 ， 林
业发展潜力巨大 ，前景广阔 。 2008 年 7 月 31 日 ，国家林业局下发通知 ，正式批复
我市为国家现代林业建设示范市 。

筑梦新时代 奋力创新显身手
—东宝区总工会
——
5 年工作扫描

荆门晚报记者 胡于梅 通讯员 周晟
5 年来， 东宝区总工会紧紧围绕省、
市总工会总体部署和东宝区委、区政府工
作中心，勇于担当，扎实工作，在服务大局
中显身手，在服务职工中展作为，留下了
“咱们工会有作为”的坚实足印。
服务中心实现新突破。 东宝区总工会
以提升职工技能水平和促进企业发展为
目标，先后广泛开展了“建功十二五、精彩
在东宝”“践行新理念、建功‘十三五’”等
系列主题劳动竞赛和“百行百业大练兵、
百岗百星大比拼，争创五星级班组、争做
五星级职工”等创先争优活动。 各基层工
会组织开展了青年教师五项全能竞赛、
“月嫂”技能大比拼、叉车技能大比武等劳
动竞赛 500 余场，万余名职工参加，先后
涌现出省劳模韩士法、胡为义，市劳模赵
成丽等一大批先进个人。
依法维权取得新成效。 以贯彻落实
《湖北省集体合同条例》为抓手，组织开展
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月、工资集体协商
百日行动， 打造工资集体协商示范点 20
余家，探索出了具有东宝特色的行业性工
资集体协商“三带”模式，辖区 2215 家经

昨日， 荆门市国税局工作人员来到东宝工业园湖北技联志成智慧电能科技
产业园项目工地，开展“税企携手心连心，夏送清凉鼓干劲”活动，为建筑工人送
去西瓜、粽子、矿泉水等物资。
荆门晚报记者 胡燕 摄

济组织坚持每年组织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覆盖职工 1.4 万余人。
服务职工打造新品牌。在乡镇街道、工
业园及企业中推进集信访接待、困难帮扶、
就业创业、权益维护、综合服务等服务项目
于一体的“一站式”职工服务中心（站）建
设，成功打造湖北新洋丰、龙泉街道、教育
工会等 70 余家规范化职工服务中心（站）；
先后筹资近 200 万元对近 1200 名困难职
工、近 400 名困难职工家庭学子进行“两
节”慰问和助学帮扶；主动参与并成功调解
各类劳动纠纷 30 起、安全事故调查 20 余
起，为职工争取工伤赔偿近 30 万元。
推进改革增添新活力。 东宝区总工会
坚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党的群
团工作会议精神，大力推进专兼挂工会干
部落实， 调整优化基层工会干部配备，充
实基层协理员队伍，有效实现工会体制机
制创新，同时深入开展基层工会工作规范
化创建，培育职工之家等各类规范化示范
点 100 多个，全区现有各类工会组织 767
个，会员 31247 人，建会率、入会率均达
96％以上。

我市是全省重点林区之一， 在省林 林食品加工龙头企业；围绕“绿色能源”
业厅的大力支持下， 围绕国家现代林业 工程，着力培育林业循环经济龙头企业；
示范市建设这一目标， 着力建设林业生 围绕“生态游”工程，着力培育生态旅游
态、林业产业和生态文化三大体系，打造 龙头企业。
了一片绿色澎湃的中心腹地。
林业部门还依靠宝源木业等森工龙
2007 年，市委市政府首次提出建设 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在全市推行“公司 +
生态宜居城市， 在全市掀起了植树造林 基地 + 农户”的订单林业模式，调动全市
的高潮。 当年 12 月起，我市围绕国家现 人民参与产业建设的积极性。 2008 年，
代林业示范市建设有序开展工作。
全市新建高效经济林基地 4 万亩， 新增
2008 年，我市相关部门大力推进集 花卉苗木基地 2 万亩， 新建速生丰产林
体林权制度改革， 坚持把林改与发展林 基地 12 万亩。
业产业有机结合， 积极引导发展特色经
通过一段时间的建设， 我市林业初
济林、 花卉苗木、 速生丰产林等林业产 步实现由部门造林向全社会造林、 由只
业；把林改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实施 注重数量扩张向提高质量和效益、 由单
“百村绿色家园示范工程”， 建设了 105 一的提供木材等直接林产品向综合提供
个绿色家园生态村； 把林改与低产林改 生态产品和高精深加工林产品、 由传统
造有机结合，改造低产林 7 万亩，提高了 的林业经营机制管理体制向现代的林业
林地产出率； 把林改与农民增收有机结 经营机制管理体制、 由政府投入建设林
合，促进林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 全市 业为主向全社会投资建设林业为主的
完成确权面积 504 万亩， 占林改任务的 “
五大转变”。
91.5％。 配套改革同步跟进，特别是深化
时任湖北省林业厅厅长王海涛曾在
金融信贷改革，放宽林业贷款条件，允许 我市林业工作会议上给予高度评价：“荆
林农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森林资产抵押 门生态建设和林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
申请贷款， 开展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总价 绩，在全省有影响，在全国有地位。 ”
（
）
1.9 亿元，森林资源抵押贷款 6000 多万
元，实现林权交易额 2600 万元。
同时，共争取到 5 亿元投入现代林业
建设中，其中千佛洞森林公园、荆门植物
园等 3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达 3.9 亿元。
“
龙头兴则产业兴”。 为此，我市围绕
“一块板”工程，着力培育木材加工龙头
5
企业；围绕“绿色饮料”工程，着力培育森

杨涛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