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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文见今日六版

筑梦“十三五” 建设新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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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此前发给种粮农民的农作物良
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
农资综合补贴“三项补贴”2016
年将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
贴。财政部、农业部25日发文
宣布今年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

“三项补贴”改革，让农业补贴
资金发挥更大效能。

此次改革后，80%的农资综
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农
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
资金，将用于耕地地力保护。
两部门明确，这部分资金的补
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
权的种地农民；对已作为畜牧
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
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

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
的耕地，以及长年抛荒地等不
再给予补贴。

改革后，20%的农资综合补
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
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
增量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
适度规模经营。两部门明确，
支持对象重点向种粮大户、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
倾斜，体现“谁多种粮食，就优
先支持谁”。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全面推开
80%补贴资金用于耕地保护

XIANNINGRIBAO
中共咸宁市委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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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门口就可以存钱、取
钱，用不着排队，也没有上班、
下班时间限制，非常方便。”22
日，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
村民沈春英来到自助银行网
点，存上1000元钱，整个过程不
到两分钟。

记者看到，来该村离行式
自助银行办理业务的村民络绎
不绝，业务咨询台被前来开立
银行卡的村民围得水泄不通。
赤壁农商行工作人员耐心地向
村民讲解自助存取款机的使用
和操作方法，让以前从未接触
过自助银行的村民很快掌握操
作方法，存钱、取钱不出村的便
捷让村民欣喜不已。

如何打通城乡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一直是金融部
门着力探索的课题。赤壁市农
商行大胆创新，整合资源构建
金融服务新平台。今年3月份，

全省首个村级离行式自助银行
在赵李桥镇羊楼洞村正式投入
使用。

据统计，自助银行开业一
个月以来，附近村民前来开立
银行卡113张，开通短信银行
57户。

为进一步扩大农村金融服
务的广度和深度，真正打造农
户“家门口银行”。近年来，赤
壁农商行积极探索在村级设立
离行式自助银行，在“深耕四
区”活动中，对拟设点进行逐个
走访，对选址、选人进行考察，
广泛征求当地村民建议，以确
保选好址、用好人，发挥农村自
助交易设备最大效应。

银行开到家门口
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余新华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王坤报道：20日，在赤壁
市经济开发区的湖北嘉一三维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3D应用展厅内，一个
图文并茂的案例吸引大家眼球——

去年，武汉某医院利用目前最先
进的3D打印技术，为一名脊椎严重变
形的女子进行了人工脊椎整形手术。

在嘉一高科的支持下，医院术前
将病人脊椎三维CT数据通过云平台
上传，通过客户端与3D打印中心进
行手术设计方案的沟通及确认，进行
骨骼等比例复制建模，为病人量身定
制，完成脊椎整形，手术精准程度误
差可以小于0.1毫米。手术进行得非
常顺利，病人已康复出院。

目前，嘉一高科已与全国40多家
大型医院达成协议意向，帮助医院建
立3D数字医疗中心，提供3D打印设
备、技术服务。

嘉一高科是赤壁市经济开发区
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数控
与3D技术研发、生产与应用服务。

该公司自2012年涉足3D打印行业
以来，已经获得专利10多项，于2015
年12月17日正式挂牌“新三板”，成
为中国3D技术综合应用第一股。

近年来，在赤壁市委市政府的引
导下，市科技局的培育下，该市高新产
业结构逐步优化。除嘉一高科外，以
星聚印刷、莱克斯特科技、巨龙科教为
代表的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正成为赤
壁产业升级的引擎。

“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数不低于
总数10%，高新技术企业产值不低于
总产值30%。”赤壁经济开发区有关负
责人介绍，开发区去年已获批省级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

目前，开发区入驻工业企业120
余家，38家为高新技术企业，初步形
成以舟桥、起重机械、消防交通安全
应急装备、光电信息、新材料和生物
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据统计，该市一季度实现高新技
术产值为20.3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了5.85亿元。

本报讯 记者程慧、通讯员范鑫
报道：21日，湖北（通山）通阳仓储服
务有限公司仓库外，工人们正将一件
件已经打包好的货物搬运上车，场面
忙碌而有序。

“车子装满后就要开往武汉转运
中心，在那里这些商品将走向全国各
地，然后准确送达到每个收件人的手
中。”负责人夏冬炳介绍，公司会根据
网上订单内容，将收件人等信息打印
在快递单上，然后在仓库内统一进行
配货、打包和装车。

据悉，该企业是一家专注仓储管
理、网上订单、快递包裹和分发包装
的专业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两
年来，巧借通山全力创建国家电子商
务示范试点县的“东风”，公司发展一
路高歌猛进，先后吸引6家商户入驻，
日均发货量达3万余单，年营业额突
破4000万元。

近年来，通山县立足县情实际与
优势资源，积极探索切合山区电商发
展的路径，以电商进农村、促产业、助

扶贫为重点，推进电商产业发展，激
发县域经济活力。

该县不断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引
入“互联网+”思维，加快打造“智慧旅
游”、“品牌农业”、“生态工业”等特色
电商板块，积极引导产业实体发展电
子商务，实现县域传统支柱产业在触
网中壮大、在壮大中“蝶变”。去年，
全县新增各类电商企业、网店300余
家，实现线上交易3.33亿余元。

同时，该县通过从事电子商务经
营的龙头企业、网商、地方电商交易
平台等，逐步构建覆盖城乡的电子商
务产业链，帮助和吸引贫困户参与进
来，从而达到减贫脱贫效果。眼下，
全县“电商扶贫”受益家庭已达4200
余户，直接增收2100余万元。

记者从县商务局获悉，今年，面
对新形势，该县将继续实施“百店千
人”培训和电商扶贫计划，全年计划
举办12期培训班，并选择10家大型
电商企业进行示范带动，使电子商务
成为县城经济新的增长板块。

赤壁打造高新产业新引擎
通山培育电子商务新业态

早稻机插
22 日，咸安区农业部

门组织插秧机在双溪桥镇
毛祠村插早稻秧。

正值春耕时节，我市
各地早稻机插秧全面铺
开，累计投入插秧机械
2400 多台（套），本月底将
完成 20 多万亩的早稻机
插任务。

记者 袁灿 摄

“在我们阴山村，党组织的
公信力，正转换成生产力。”22
日，在嘉鱼县思姑台水产养殖
专业合作社，支部书记雷七林
说。去年，在县委组织部的支
持下，该社成立了党支部。

当天，社员李星火参加了
社党支部组织的培训后，找到
雷支书，商量订购饲料、鱼苗、
鱼药的事宜，雷七林答复他：

“下个星期，合作社统一购买
后，再分配。”

以往，说到水产养殖，李星
火自认是把“好手”。去年，在党
支部的号召下，他参加了一期培
训班，新知识让他耳目一新。

合作社指导李星火订购饲
料、鱼苗，搞科学养殖。当年，
他就尝到了“甜头”，每亩下种
700斤鱼苗，产出2000斤鱼，而
在以往，投种1000斤，产出也是
2000斤鱼，大大减少了成本。

如今，在官桥镇阴山村，越

来越多的“李星火”向支部靠拢。
在该镇官桥村，类似的故

事也在上演。该村的田源油茶种
植专业合作社大面积种植油茶，
最难的事情，就是土地流转。

去年6月，在合作社党员任
海林的带头下，自愿砍树，支持
流转，主动为村民看管油茶基
地，热情感染了村民。现在合作
社共有8000亩油茶基地，社员
2000多人。

近年来，嘉鱼县官桥镇适应
农村经济社会产业的新变化，重
点在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中建立党组
织，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让
基层党组织成为各类经济社会
组织的领导核心，引领群众脱贫
致富奔小康。

目前，官桥镇在基层党支部
的带动下，已建成1万亩油茶基
地、1万亩水产基地、1.3万亩茶
叶基地、4000亩花卉苗木基地。

支部建在合作社
记者 刘子川 通讯员 张京炜 孙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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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米之行，始于手指
（详见第四版）

黄石医院取消门诊成人输液
（详见第五版）

不出咸宁逛美景
（详见第八版）

本报讯 记者王远远、特约记
者胡剑芳、通讯员吴玖山报道：4月
25日，在咸安老城区鱼水路和怀德
路交叉口，城管执法人员正在逐家
商铺发放开展城区环境整治的公开
信，规范出店经营行为，劝离沿街经
营的摊贩。

当天，200多人的执法队伍分成3
个小组，深入咸安老城区各条街道开

展环境整治，掀开了该区城区环境综
合整治行动的序幕。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管理，改善城
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咸安从城管、
公安、商务、食药监、运管、工商、交警
等部门抽调人员，成立城区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专班，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城
区环境综合整治。

此次整治工作重点范围包括鱼

水路、咸宝路、怀德路、中城路、城北
街、西大街、南大街、永安大道、长安
大道、文笔大道，重点整治出店经营、
占道经营、乱摆摊点、乱倒垃圾、乱设
广告、乱停车辆、乱搭乱建、交通秩序
混乱等突出问题。

该区在突出重点的基础上，将综
合整治工作由重点街道、重点区域向
其周边延伸，由主次干道向旧城区、

社区和背街小巷延伸，由中心城区向
城乡结合部和进出城通道延伸，逐步
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据悉，集中整治行动结束后，各
成员单位将保留一定数量的执法人
员，参与到综合整治日常管理工作
中，通过长期有效的管控，力促城市
面貌和秩序明显改观，为“五个咸安”
建设夯实基础。

整合部门力量 突出重点区域

咸安开展城区环境综合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