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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新街答卷”
——随县新街镇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孙洪明 赵守武 江虹颖

聚焦民生
幸福指数攀升

时光的年轮刻下奋斗的足迹, 智慧的双手翻开梦
想的新篇。

站在辞旧迎新的时间节点,舒展今日新街画卷,绿
色新街、创新新街、活力新街跃然而出,一幅幅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民生事业不断改善、特色产业兴旺繁荣、
基础设施日益完备的新图景,正次第精彩呈现。

2020 年，面对经济发展任务艰巨、脱贫攻坚任务
繁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等严峻形势，新街镇在上级
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把握机遇、真抓实干，在低起点
下负重奋进，在自我完善中开拓创新，全镇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项目是镇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和“引
领”。新街镇坚持“大集团引领、大项目支撑、
集群化推动”的思路，突出“补链、延链、强
链”，提前布局新业态，不断招大引强，项目建
设火力全开，好戏连台，持续上演着加快发展
的“速度与激情”。

2020 年，新街镇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 16.74亿元，完成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23778.6 万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7.3 亿
元，实现外贸出口 400 万美元，实现招商引资
3.37亿元。新增 3家规模企业和 1商贸企业，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已达目标要求。

新街镇坚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落实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发
扬“拼、叮、抢、吸”的“四千精神”，如饥似渴抓
招商，如狼似虎抢项目。去年，全镇招商引资

项目 10个。其中，年产 10万吨非金属矿物制
品、鑫达 40 万立方米混凝土搅拌站、众达电
声 2000万套喇叭生产线、昊宇电子 1000万件
高频电子变压器、蓝雅电子 1000 万套电脑连
接线、梓树湾村水果种植及电商销售平台等
在建项目 6 个；远洪农业艾草精油提炼、藤椒
基地种植加工续建项目 2 个；特大型生物气
生物肥综合利用、大成长禾电子单双面覆铜
板在谈项目 2 个。重点项目稳步推进，投资
5000 万元的年产 40 万立方米混凝土搅拌站
项目，已签订合同，摘牌及规划手续已办理完
成，正在进行土地平整；湖北资尚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非金属矿物制品项目设
备已安装完成；荷花街电子一条街项目，已有
2家电子厂落户，计划通过 2－3年的努力，将
全镇 9 家电子企业全部落户于荷花街，把新
街打造成电子特色小镇。

坚持“巩固提升传统农业、稳步推进特色
农业”的发展思路，新街镇全力推进现代农业
引领乡村振兴。全镇旱稻种植面积达 2.3 万
亩，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6 万亩，农作物总播
种面积 16万亩，总产量 8万吨，总产值 1.76亿
元；耕地地力补贴面积 85675.76亩，发放补助
金额 618.24 万元，人均农业纯收入达 4000
元，同比增长 4.7%；充分发挥凤凰寨村核心作
用，以刘家岗、墩子湾、红石桥等厉均公路沿
线村为试点向河源店片区延伸，大规模种植
艾草、地瓜蒌、连翘等中药材 4000 余亩。其
中艾草 1400 亩，年产值达 2300 余万元，带动
全镇 580 余户农户就业；凤凰寨村种植地瓜
蒌 2600 亩，6 年累计纯收益达 2.15 亿元，带
动 58户贫困户参与种植中草药材 148亩。

主攻项目
积蓄发展动能

新街镇党委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坚持以提升党组织整体功能为重点，注重
在工作一线中锤炼队伍、培养干部，切实把
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党员干部选好用好，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
展。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新街镇第
一时间启动联防联控机制，确保责任落实、
防控措施、全面排查、有效隔离、科学救治、
物资供应、工作保障七个到位。积极推行机
关干部包村居、村两委包农户，确保责任落
实，不留空白。动员 700 多名在家党员积极
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成立了志愿服务
队，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新街镇党委坚持把“讲政治”作为从严
治党的核心要求覆盖到每一个党组织、每一
名党员和干部。成立新街镇委党校，对政府
机关党员行政干部、镇直部门党员负责人及
村“两委”干部开展了为期三天的党校培训；

“两学一做”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扎实开
展，全镇讲专题党课 48 次，开展专题学习 32
次、专题交流 32次。

压紧压实党建主体责任，按照党委书记
抓党建述职承诺清单，实现对标对表，各自
认领并进行落实，同时对市、县检查反馈的
问题进行认真整改，逐一销号。

随着“访民情、议民事、解民难”活动深
入开展，该镇 1730 名党员中，除在外流动党

员和老弱病残党员外，共有 616 名党员参与
联户，联户 6500 户，共走访 1600 户，收集各
类问题 1800 余条，及时解决答复问题 1500
条，重难点问题 300条。

紧扣问题抓整改。新街镇党委认领省
委第九巡视组巡视脱贫攻坚存在的突出问
题反馈意见两大类共 6 个问题、县委第一巡
察组反馈的党委 33 个问题照单全收，并逐
项梳理归类，明确整改内容、整改目标、责任
主体和整改时限，强化跟踪督办。

强基固本
锻造清廉队伍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针对 2020 年完成剩余存量 140
户、329人脱贫销号任务，新街镇紧扣“两不愁三保障”，抓重点、
攻难点、补短板、强弱项，提早谋划，周密部署，层层签订责任
书，夯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任务，落实帮扶举措，脱贫攻坚再
战再捷。

坚持精准导向，政策措施落地生根。新建单户井和管网延
伸工程解决红石桥村、凤凰寨村共 11 户贫困户安全饮水问题；
全面落实义务教育补助政策，落实学前教育补助 101 人，小学
328 人，初中 153 人，发放补助资金 313875 元；16 个村配齐标准
化卫生室、合格村医，贫困人口参保率、常住贫困人口慢性病签
约服务均达 100%。贫困人口慢性病门诊医疗费政策范围内报
销比例达 80%，住院报销比例达到 90%，国家规定 30种大病摸排
53 人，已救治 53 人；落实产业奖补政策，发放产业奖补资金 208
万元。

以“村集体+合作社+主导产业+农户+贫困户”的市场主体
带动模式，积极发挥瑞阳生态养殖合作社、天夏农业合作社、随
县王奶奶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引领带动作用，全镇产业发展呈现
出明显的带动效应和区域特色。河源片区大力发展苍山贡梨等
优质水果、香菇产业，积极打造养牛、养鸡、稻虾等特色养殖基
地，通过加入合作社、入股分红、流转土地等方式辐射带动贫困
户脱贫；前进片区以发展艾草种植加工、乡村旅游为主，依托远
洪艾叶种植加工产业扶贫基地、苏湾太空莲基地，大力发展旅游
观光扶贫产业，带动周边贫困户脱贫增收；集镇中心片区的凤凰
寨村大力发展中药材地瓜篓种植，居委会以大户种植、粮油收购
加工销售、工业为重点，通过土地流转、鼓励贫困户到企业务工
等途径实现贫困户增收。

坚持激励导向，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引导贫困户外出务工，
全镇外出务工贫困户达 2254 人，发放外出务工生活补贴 45.08
万元、交通补贴 38.9万元；分配使用光伏电站收益 75万元，用于
贫困户公益性岗位工资和小型公益事业劳务费支出超过 60 万
元，开发公益性岗位 199个，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有效增收；成功
申报允升、博艺皮革扶贫车间，带动贫困户就业 37人。

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

新街镇党委、政府秉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宗旨，以实施乡村振兴为
抓手，只争朝夕，埋头苦干，尽最大
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享受更多的
发展红利，让新街的发展更有质
感、更有温度。

统筹规划建设美丽乡村。投
资 1000 余万元，打造联合村、苏湾
村、金鸡山村等多个美丽乡村示范
点，改造自然湾和村级活动场所，
在村庄合理位置点缀反映农村气
息的文化广场、休闲亭廊、村庄步
道、田园竹篱笆，充分展现出农村
田园风光和风土人情。并采取绘
文化墙、维修改造破损立面等形式
美化村庄，苏湾村、姚庙村、凤凰寨
村、金鸡山村绿化、美化、亮化、净
化、硬化工程提档升级。

群策群力整治人居环境。集
中整治拆除不规范户外广告 100
余处，拆除户外遮阴棚 40 余座，取

消流动摊点 10 余处；全镇 16 个村
（居）开展垃圾大清理行动，清理河
道、荷花街渠道、背街小巷堆积垃
圾 90 余吨；高位推进厕所革命，在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共改造户厕
2329 户，村级公厕 15 座，乡镇公厕
2座。

稳扎稳打完善基础设施。投
入资金 30 余万元，新增勾臂式垃
圾箱 100个，垃圾分类桶 600个，率
先在镇区和 6 个重点贫困村实施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桶配备齐全，
镇村一体、全域覆盖的生活垃圾处
置体系初步形成；投入资金 20 余
万元，新增街道路灯 20 余盏，并对
镇区路基硬化、排水、绿化等基础
设施进行修复和完善，镇区面貌焕
然一新；投资 2000 余万元的镇污
水处理厂运营日趋完善，污水治理
取得明显效果。

夯实基础
城乡凸显新姿

民生跟着民心走。新街镇以
改善民生、提高百姓生活质量为抓
手，集中财力抓关键保重点，促进
民生不断改善，全力保障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

2020 年，累计投资 330 万元，
集镇 4.6km 供水主管网改造完工，
15km 支管网改造工程即将竣工，
惠及全镇 1.8 万人；投资 160 万元，
新建农贸市场，彻底解决镇区内脏
乱差现象，擦亮集镇名片；对 16 个
村（居）242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住
房安全进行全面排查登记，已对符
合危改政策的 19 户对象完成危房
改造，全部通过验收；红石桥村福
利院食堂改造工程已完工，农村福
利院广场改造完成，投资 20 余万
元，为两所福利院房间安装空调，
确保五保老人生活舒心；积极开展
文化惠民工程，全镇 26 支志愿服
务队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70 余次，
参与人数达 2000人。

认真完成低保等常规民生工
作，全镇共有 459 户 719 人享受农
村低保，特困供养户 305 人，累计
发放低保金 221.33万元，特困供养
金 312.15 万 元 ；临 时 救 助 共 336
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28.49万元；
为 57 名符合条件的农村独生子女
申报独生子女保健费，申报金额
62480 元；完成 102 户残疾人无障
碍施舍改造核查，为符合护理补贴
和生活补贴的残疾人申报两项补

贴,并为贫困户中未脱贫 102 个残
疾人申请了韩红基金补贴，每人
3000 元；为 571 名优抚对象发放优
抚金 280 余万元，春节、八一建军
节共慰问退役军人 197 人次，送去
慰问金 79000 元，为 10 名在部队服
役立功的现役军人家属送去奖金
5000元。

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发放
法治宣传册 1500 余份，张贴标语
30 幅，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200 余人
次；组织开展校园安全整治活动 3
次，集中排查矛盾纠纷 2 次，调处
各类矛盾纠纷 42 起；做好“逢四说
事”信访接待工作，全年收到信访
件 135 条、“逢四说事”接待件 26
条、市长热线工单 98 条，做到接访
有地点、值班有人员，确保每件事
都有人办，每个说事人都有人管；
大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全镇扫黑除恶线索共计 12 条，其
中县扫黑办交办 2 条，群众举报 4
条，书信举报 6 条，经派出所甄别，
12条线索不属涉黑涉恶线索，为一
般信访问题，均已办结。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撑百
尺杆。2020年，一组组喜人的成绩
单，昭示着新街镇克服发展难题、
塑造经济特色、书写崭新篇章的美
好前景；站在新的起点，新街人将
继续昂首阔步，勇往直前，再创辉
煌！

▲ 乡村旅游留住乡愁

▲ 苏湾村美丽乡村

▲ 凤凰寨村地瓜蒌喜获丰收

▲ 太空莲观光园

▲ 湖北首个农民自办博物
馆——河源店革命历史纪念馆

▲▲ 新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新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 香菇产业成为群众致富的主导产业

▲ 允升电子加工车间一派忙碌 ▲ 电子产业方兴未艾 ▲ 艾草深加工▲ 湖北资尚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