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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速递

我市 75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 274.7 亿元
本报讯（记者镇强 通讯员方晓
松）昨日，2018 年咸宁市第二季度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咸宁高新区
故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工
地举行，全市集中开工项目 75 个，总
投资 274.7 亿元。
据了解，继今年第一季度 77 个
项目集中开工后，全市第二季度集中
开工项目 75 个，总投资 274.7 亿元。

其中，重大产业项目 52 个，总投资
119.5 亿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6 个，
总 投 资 33.6 亿 元 ；乡 村 振 兴 项 目 6
个，总投资 51.9 亿元；生态环保项目
6 个，总投资 59.9 亿元；重大民生项
目 5 个，总投资 9.8 亿元。在开工项
目中，主会场有 11 个，总投资 43.2 亿
元；分会场咸安区 10 个，总投资 54.3
亿元；嘉鱼县 10 个，总投资 36 亿元；

赤壁市 10 个，总投资 83.6 亿元；通城
县 12 个，总投资 9.1 亿元；崇阳县 12
个，总投资 18 亿元；通山县 10 个，总
投资 30.5 亿元。
从开工项目来看，产业转型升级
项目、乡村振兴项目、生态环保项目
数量占 85%以上，投资额占 84%以
上，充分体现了咸宁产业转型，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我市 400 余名民兵领取专属保障卡
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通讯员 吴
忠勇）16 日，湖北省民兵保障卡首发
仪式在咸宁军分区民兵训练基地举
行，400 余名参训民兵作为首批代表
在现场领取了保障卡。
据了解，民兵动态管理系统由
“民兵保障卡”和“训练备勤考勤系
统”组成。民兵保障卡在实现民兵信
息管理和服务保障的基础上，全方位

升级为民兵私人订制的金融服务，提
供日常结算、理财存款、电子银行、境
外汇款等多项配套功能，满足民兵日
常生活、补助发放等多维度金融需
求，让民兵预备役人员也享受到现役
军人同等的优惠政策，有效增强民兵
的身份归属感、社会尊崇感。
“训练备勤考勤系统”在民兵训
练基地设置信息采集点，并在全市

70 多个乡镇设置数据管理终端。在
民兵进行集中轮训时，采集民兵指纹
和面部等基本信息，建立民兵信息数
据库，并将数据通过互联网分发到各
个终端。民兵在分散备勤时，通过就
近的数据管理终端，进行考勤登记，
从而实现民兵训练备勤的动态化、精
细化管理，考勤结果自动生成数据
包，通过系统进行保障结算。

咸宁城市道路无障碍设施覆盖率达 85％
本报讯（记者吴青朋 通讯员 程
杏）记者昨日获悉，我市残疾人无障
碍环境建设覆盖率逐步提高，目前
城市道路无障碍设施覆盖率达
85％，合格率约为 80％，公共建筑物
无障碍设施覆盖率达 70％。
据了解，我市把《城市道路、公

共场所无障碍建筑设计规范》强制
性列为全市建筑设计标准，城市道
路的坡道、盲道、缘后道口、扶手、抓
杆、安全警示等无障碍设施基本普
及；公共场所建筑物内的通道、电
梯、扶手、厕位、抓杆、盲道等残疾人
专用指示标识等设施迅速增多；交

通指挥灯光系统更加符合听障人士
的认知能力和认知习惯。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为 1367 户
残疾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改造，受
助残疾人在如厕、洗漱、空间移动、
生活自理、家务操作等方面的状况
得到显著改善。

15 日晚，由市国税局、地税局联
合湖北科技学院和咸宁职业技术学
院 共 同 举 办 的“ 税 月 有 道·营 商 环
境”辩论赛在湖科图书馆学术报告
厅举行，两支代表队紧扣“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是提升纳税服务质量更重
要，还是减税降负更重要？”这一辩
题，围绕当前经济和税收的热点话
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赢得观众们
阵阵掌声。
（记者原子 通讯员黄长
松 李洋樊 汪少华）

麻塘风湿病医院镇水清院长

被确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本报讯（通讯员镇治）日前，从
市文化局获悉，咸宁麻塘风湿病医
院镇水清院长，被国家文化旅游部
确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镇氏风湿病马钱子
疗法》代表性传承人。
该院《镇氏风湿病马钱子疗法》
自 2014 年 11 月被国务院确定为第四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该院
《镇氏风湿病马钱子疗法》第五代传
人、
院长镇水清院长按照《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认定与管理暂

行办法》的要求，
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镇氏风湿病马钱子疗法》代表性项
目，
做了大量的工作。经医院研究，
确
定镇水清同志为《镇氏风湿病马钱子
疗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长期以来，该院运用《镇氏风湿
病马钱子疗法》治疗风湿病，疗效显
著，深得广大风湿病患者的青睐和信
服。经镇氏五代人百余年的努力，使
《镇氏风湿病马钱子疗法》不断得以
发扬光大，
“麻塘风湿”百年老字号专
科品牌越做越大，越做越强，现发展

到今天拥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二级
甲等中医医院，并实现了医院从农村
到城市的跨越。医院现为首批“全国
诚信民营医院”
、首批“全国优秀民营
中医医院”
、
“湖北省优秀民营医院”
、
医院注册商标“麻塘”
“ 镇氏”分别被
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镇水清院长被确定为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后，将
对该院《镇氏风湿病马钱子疗法》的
传承保护，和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群
众的身心健康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018 中 国 最 美 县 域
榜单”
揭晓

赤壁市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庞赟）近日，
在第十四届中国(深圳)文博会
上，
“2018 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正式公布，湖北 9 个县（市、区）
上榜，我市赤壁榜上有名。
赤壁古称蒲圻，缘起于三
国东吴黄武二年设置蒲圻县，
因湖多盛产蒲草（古时编织蒲
团的材料）形成集市而得名。
据悉，在大力发展全域旅
游和实施旅游精准扶贫的政策
指引下，发布“中国最美县域”
榜单的意义在于
“发掘美、传播
美、享受美”，成就全域旅游品
牌，助推全域旅游的发展。
“中
国最美县域榜单”评价的核心
标准是“丰富的旅游资源”和
“很好的生态环境”
。丰富多彩
的旅游资源以吸引游客，优美
的生态环境则足以留住游客。

市交警支队

“流动车管所”
开进园区企业
本 报 讯（记 者 庞 赟 通 讯
员李赛东）昨日，市交警支队
“流动车管所”开进了咸宁高
新区湖北智莱科技有限公司，
为工人办理驾管业务。
记者看到，民警现场接受
员工咨询，解答疑难问题，并
开展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交
通安全常识宣传。
“我去年底买了一辆五座
的私家车，想了解一下怎么年
检？”公司员工徐龙问道。
“新车 6 年之内免上线检
测，但是车主每 2 年要携带本
人身份证、行车证、有效期内
的交强险保单，处理好违章事
宜，到交警支队的窗口办理，
并打印检验合格标志。这些
都是免费办理的。”现场民警
回答道。
据该公司行政主管施进
平介绍，公司登记在册的员工
车辆有 230 多台，下一步将进
行 摸 底 ，与 交 警 联 系 集 中 办
理，为员工解忧。
据悉，为了落实市公安局
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十条措施
行动，市交警支队车管所与交
警二大队车管所组织民警走
进企业，为企业提供车驾管上
门服务，为企业员工办理机动
车驾驶证补证、换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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