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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受高空脊影响，我市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晚气温低；明天又有一次降水过程，后天转受槽后偏北气流，以多云天气为主。 4日：多云到阴天，偏北风1～2级，5～11℃。 5日：小雨，偏北风1～2级，4～7℃。 6日：多云，偏北风1～2级，3～11℃。

嘉鱼民政局

多方救助困难群众
本报讯 通讯员王晓越、谭礼义报道：“如果不是

县里及时为我办理了医疗救助，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17日，嘉鱼县渡普镇王庄村村民张军感激地说。

张军因患肾病进行肾移植手术，巨额手术费让贫
困的家庭债台高筑。该县民政部门通过入户摸底调
查，为他办理了低保，并办理了医疗救助。

该县民政局不断强化农村低保、医疗救助、临时
救助、五保供养等力度，切实保障贫困群众基本生
活。该县将农村低保保障标准提高至每年4530元；将
因病致贫的重特大疾病患者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对重
症患者实施门诊救助，最高年救助达1500元；拿出140
万元专项资金，专门用于资助全县低保、五保对象参合；
针对特别困难对象新增了大额临时救助，农村救助对
象最高可达4530元。

官埠桥镇

精准识别贫困户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郑传前、侯杰翔报道：

“讲政策，诉困难，填选票，识真贫。”连日来，咸安区官
埠桥镇通过户主评议会，精准识别贫困户。

按照“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要求，该镇组织全体
镇、村及镇直部门干部，联合区直扶贫工作队，深入全
镇 223个村民小组召开户主会议，对建档立卡的 1656
户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

按照干部宣讲政策、农户自诉困难、群众民主投
票、工作队员监督、专班测评汇总的工作流程，该镇将
精准识别工作模式化、精准化、透明化，评选出符合标
准的“真贫户”。

通过户主评议会，该镇共识别出贫困户 1104户
2224人，其中新增 161户 350人，为下一步助困脱贫打
下了坚实基础。

11月30日，咸安区佳乐豪园小区居民祝美华代表
全体业主，将一面锦旗送给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
感谢该公司投资20余万元，免费为小区添置加压泵，
更换破旧管道，解决了小区近200户居民的用水难。

记者 袁灿 通讯员 徐武勇 摄

赤壁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简明凤被移送司法机关

据咸宁廉政网消息 日前，咸宁市纪委将赤壁市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简明凤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市博物馆

历史文化进社区
11 月28 日，御龙花园小区广场，居民

正在参与博物馆文化答题活动。
为满足社区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市

博物馆积极开展“博物馆文化进我家”社会
教育活动。通过开展流动展板进社区和有
奖互动活动，让社区群众认识、了解咸宁悠
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促进优秀历史文化
传统的保护与弘扬。

记 者 夏正锋
通讯员 彭禹希 摄

市政府就“十三五”规划(草案)

召开专题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闻期骏报道：2日，我市召集市政府

咨询委员会部分委员，就《咸宁市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草案）召开咨询专题座谈会。省政府研究室副巡视
员刘纯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晖出席会议。

会上，市发改委“十三五”规划起草组负责人介绍
了规划起草情况，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各位委员结合咸
宁发展实际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就草案的总体思
路、发展目标、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深化改革等内容
提出意见和建议。不少专家委员认为，咸宁要瞄准城
市定位，做足绿色崛起文章，在保证发展速度的同时，
注重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布局，要在农产品加工、食
品制造、新能源方面等方面拓宽思路。

会议指出，破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推动经
济企稳回升，是当前首要问题，希望各专家委员继续
抓住关键问题深入研究，为我市实现绿色崛起竭才尽
智；市政府咨询委员会要依托联系广泛的优势，凝聚
智慧，充分吸收此次座谈会意见和建议，挖掘利用所
有领域、行业的学术资源和研究成果，为《咸宁市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草案）提供参考依据，确保我市“十三
五”规划编制工作顺利完成。

（上接第一版）李建明强调，要切实做
到“四个自觉”，强化人大工作保障。市委
即将出台的《中共咸宁市委关于进一步加
强人大工作和建设的实施意见》，对全市
各级党委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作出了
细化明确的硬性规定，必须认真贯彻落
实。要自觉把人大工作纳入党委工作总
体布局。全市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
人大工作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
导，切实把人大工作纳入总体工作布局，
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要自觉
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要健全党委领
导、人大主导、政府协同、各方配合、公众

参与的“五位一体”立法工作格局，努力把
立法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改革优势、法
治优势。要自觉支持人大加强自身建
设。各级党委要重视支持人大及其常委
会加强自身建设，切实增强人民代表大
会、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人大常
委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整体合力，提
升人大工作整体水平。要自觉加强县乡
人大工作和建设。明年上半年，我市将启
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严把代表“入口关”、“质量关”，严
把选举“组织关”和全过程“监督关”，严防

“带病当选”、身份失真等问题，坚决杜绝

拉票贿选现象，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
正。

丁小强主持会议时要求，全市各级政
府要更加自觉地维护国家根本政治制
度。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坚决维护党的
领导权威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权威。要
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坚决执
行人大作出的决议决定，主动向人大及其
常委会报告重要工作，诚恳接受人大的满
意度测评，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意
见。要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全
面实施依法行政，严格规范行政执法，加
快建设法治政府。要全力支持人大工作，

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联系人大长效机制，
密切与人大代表的联系，积极为人大履职
创造良好环境。

胡毓军、吴晖、刘太平、罗继洲及市
委组织部、崇阳县委负责人作了大会发
言。

各县（市、区）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
任，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
长，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直正
县级以上单位（含垂直单位）负责同志，市
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各专
（工）委、室主任、副主任，部分市人大代表
参加会议。

（上接第一版）
善做权力“减法”，获取市场活

力的“乘法”
“落户之初，窗口单位承诺时限

为25个工作日。可从报建到办理施
工许可证，用了103天。”华源印铁项
目负责人李昭霞回忆说。

市政府调研发现，政务服务中
心不仅审批事项和环节过多，还有
单位“人进事不进”、“事进权不进”：
窗口接单后，交回单位办理审批，办
事窗口形同“收发室”。

转变政府职能从简政放权开
始。粮食局将粮食收购资格许可下
放；安监局下放权力 7项；规划局将
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报建资料一次
性告知单》中需建设单位提供必备11
项材料缩减至 5 项……全市将原
1325 项审批事项和服务事项减至
594项。

权力瘦身后，新办事流程规定，
凡无需现场踏勘和专家评审的单一

事项，必须当场办结；承诺件全部精
简为受理、审核、批准、发证 4个环
节，必须3个工作日内完成。

继去年出台了《市级行政权力
清单及目录》、《市级服务管理事项
清单》和《关于公布<咸宁市市直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
后，咸宁市政府今年审议通过了《咸
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资工业企
业市场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
单）》，保障了内资工业企业市场准
入特别管理规范化。

7月27日，湖北骏腾置业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张国斌在市政务服务中
心工商窗口领到了该市第一本“三证
合一”营业执照。“过去办理三证要花一
个月，现在20分钟就办完了。”他说。

从 11月 1日开始，企业和群众
足不出户便可上网申报办理审批事
项，市政府还启动了“同城通办”、

“先照后证”、“一址多照”、“一照多
址”、“一照一码”等新规。

此外，通过设立咸宁仲裁委员
会、在咸宁高新区试行“一个部门管
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开展行政
复议委员会试点，部门行政复议权
向政府集中；坚持依法决策，定期清
理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开行政执
法主体、执法人员信息、行政裁量基
准、行政执法文书等举措，营造了良
好的投资法治环境，激发了市场主
体活力。

世界银行出版的《国家的财富
在哪里》一书中，在分析国家资本财
富问题时，将法治指数作为国家无
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中
等收入国家，其无形资产平均有57%
取决于法治程度。

记者从咸宁市经信委了解到，
全市今年新落户的工业企业 232
家，总投资 479.5亿元；新投产固定
资产投资额 2000 万元以上工业项
目 192个，预计实现工业增加值 112
亿元。

牢牢把握正确方向 紧紧围绕“四个全面”
全面展现人大工作大有作为崭新风貌

本报讯 记者程慧、通讯员王文辉、
程懿君、付婧烨报道：“再过 3年，等油茶
进入丰产期，我们这些‘股东’每年每户平
均将可增收 4000多元。”3日，通城县沙堆
镇罗塘村油茶种植基地内，正在进行油茶
抚育管理的 5组村民胡义礼如是说。

2010年，胡义礼以流转 4亩林地的入
股方式与湖北黄袍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合作，联营开发油茶基地，并成为了一名
基地“股东”，按照4：6的农户、公司股份合
作模式参加分红。

除此外，5年来，胡义礼还为黄袍山公
司抚育管理 380亩油茶基地，按每亩每年
142元的工钱计算，仅此一项就可以为他
带来53960元年收入。

“像胡义礼这样的‘股东’村里有80多

户。”村支书柳中鹏告诉记者，现今，罗塘
村油茶种植面积已增加至1400亩，其中流
转给黄袍山公司的就有1083.1亩。

近年来，该县加快林地流转步伐，落
实油茶基地造管主体，推进油茶产业规模
经营。坚持引导农民参与的方向，通过土
地入股分红的方式，充分调动农户建设油
茶基地的积极性，不断推进林地流转和油

茶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在林地流转模式选择上，该县坚持双

方自愿、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则，加快
实现山地造林绿化、油茶产业发展和农民
增收致富的三赢局面。

据悉，该县今年通过林地流转新建油
茶规模种植基地16000亩，全县油茶种植面
积现已达24.6万亩，两万多林农当起股东。

通城流转林地发展油茶产业
2万多林农当股东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胡剑芳、
通讯员钱小林、魏伟报道：2日，记者走进
咸安区马桥工业园鑫玛服饰有限公司，从
设计、样衣、生产、包装等环节，探寻服装加
工的全过程。

“公司拥有自动剪线机、自动裁剪机、
自动充羽绒机，这些机器的投入使用，可大
大提高劳动效率。”鑫玛服饰董事长刘慧高
兴地介绍。

据了解，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是
一家以生产“十八淑女坊”品牌羽绒服、时
装系列为主，集设计、开发、生产、经营高级
羽绒服时装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制衣企
业。

今年，该公司新增资金5000万元建设
6500平米厂房和1500平米综合楼工程，新
增12条电脑全自动流水生产线，两年内将
提供就业岗位近千人，预计全面投产后产

值可超亿元。
近年来，咸安区按照“一镇一产、优势

互补、突出特色、错位发展”的思路，加快促
进产业布局、产业集聚，强力推进贺胜、横
沟、官埠等重点乡镇工业小区拓展升级、串
点成带，着力打造沿 107 国道“工业长
廊”。

同时，各乡镇坚持把项目工作摆在经
济工作的首位，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按照

“一个项目、一名党委、一套班子、一抓到
底”的原则，压紧招商引资工作责任，营造

“齐上阵、大招商”的浓厚氛围，工业园区发
展风生水起。

据悉，全区有 8个有园区和孵化园。
官埠桥镇的张公工业园区一期建设已基本
完成，入园工业企业 6家，二期已有 4家企
业开工建设；横沟桥镇的群力工业园入园
企业达到23个，其中已投产的14个。

咸安乡镇工业小区风生水起
8个乡镇建起工业园和孵化园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车辆
原单位）公开展示，不另行组织踏勘。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
然人均可参加竞买，有意竞买者应于2015年12月10日下午16时
前将竞买保证金（每辆车人民币壹万元）汇至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
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收据到咸宁市产权交易中
心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四、保证金交纳账户
户 名：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
开户行：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淦河支行
账 号：82010000000165731

五、联系方式
（一）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
联系人：陈女士 0715-8126201 13986619871
地 址：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D区306室
（二）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女士 18971829863 0715-8209633
联系地址：咸宁市银泉大道567号劲风大厦A座16楼
公司网址：www.hbhxpm.net（车辆具体图片及详情请登陆

本网站查询）
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5年12月4日

车辆拍卖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车辆牌号
鄂L53103
鄂L53107
鄂L52651
鄂L43267
鄂L33081
鄂L31180
鄂L32048
鄂L32888
鄂L01268

车辆原使用单位
烟草公司通城营销部
烟草公司通城营销部
烟草公司通城营销部
崇阳县烟草专卖局
通山供电公司
通山供电公司
通山供电公司
通山供电公司
咸宁国家粮食局

车辆名称及规格型号
江铃全顺牌JX6541DJ-H

五十铃NKR55LLEWACJXS1
别克牌SGM6515GL8

五十铃NKR55LLEWACJXS1
江铃牌JX1023DSE

东风雪铁龙牌DC716316V
桑塔纳SVW7180CE1

别克BUICK牌SGM7252GL
金龙牌KLQ6820E1

购置日期
2006.12.29
2006.12.29
2006.07.07
2007.02.07
2008.03.06
2003.05.29
2006.06.06
2003.12
2003.03

表显里程（公里）
175000
186000
326000
190000
192724
320000
203303
310000
里程表坏

参考价（元）
17000
13000
30000
14000
10800
7500
8700
25500
23400

受委托，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联合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15年12月11日上午10时整，在咸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二开标
室（市政服务中心三楼D303室）按现状对以下车辆进行公开拍卖。

一、标的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