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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受高空偏北气流影响，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具体预报如下：9月2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21～33℃；9月3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21～34℃；9月4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21～34℃。今天相对湿度：40～80%。

咸宁医保之窗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通讯员宋阿霞、
余小红报道：近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服务，市直简化多
项证明项目，医保审批、报销将更加方便。

医疗和工伤保险审批将全面推行一
个窗口、一次告知、一网经办“三个一”服
务。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慢性病
评审、缴费年限认定以及工伤行业风险等
级确定等业务下放到窗口办（受）理，实行

一个窗口对外，避免群众多头跑路。窗口
实行一次性告知制度，申请工伤认定、劳
动能力鉴定、医保慢性病所需资料一次性
告知群众。逐步实现工伤认定、劳动能力
鉴定网上申报、查询。

为方便异地居住参保患者就医，取消
定点医疗机构和当地医保经办机构盖章，
改为直接由异地居住所在街道办事处或
社区盖章。本人（或亲属）入院后3个工作

日内电话备案，合规住院医疗费用按市内
住院政策审核报销。在异地开通联网结
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直接联网结算。在未
开通异地联网结算的医疗机构住院，出院
后一个月内回医保窗口报销。当年发生
的合规医疗费用在12月26日前结算，跨
年度不报销。12月26日以后跨年度出院
费用转下年度审核报销。

同时，人社部门全面提升社会保障卡

综合服务能力。在经办服务大厅统一设置
社会保障卡综合服务窗口，“一窗式”实现
数据采集、补换卡、挂失解挂、政策咨询、信
息查询的业务办理。实现即时制卡能力，
承诺正常情况下当天申请、当天领卡。

今年，社会保障卡将开通82项综合应
用功能，包括：医保就诊一卡通、异地就医
持卡结算、养老待遇发放、就业待遇领取、
工伤生育待遇发放等便民利民应用。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提示，异地就医的
备案电话为：0715-8235910。

一个窗口 一次告知 一网经办

市直医保审批报销更加方便

中央党校首次向全国

推介咸宁党校工作经验
本报讯 通讯员周子逸报道：近日，由中共中

央党校组织编写的大型党校工作纪实通讯《春潮
——十八大以来党校事业大发展纪实》（上、中、下
卷）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书共收入
中央党校及省、市、县党校经验文章60篇，咸宁市是
入选的5个地级市之一。

《“党校姓党”满庭芳——十八大以来中共咸宁
市委党校发展纪实》共分“一块风水宝地：全国绿化

‘四百佳’”、“一块金字招牌：五七干校研究”、“一块
地方品牌：‘咸宁瞭望’系列”、“一个研究基地：咸宁
市情研究”、一方人才高地：‘招硕引博’工程”五个
部分，充分展示了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咸
宁市委党校5年来的教学科研成绩和校园变化及党
校人的精神风貌。这是中央党校首次向全国推介
咸宁经验。

针对城区建筑工地扬尘问题

市环指现场督办
本报讯 见习记者马丽娅报道：8月30日，市

环指督办组深入城区多个建筑施工工地，对施工扬
尘治理工作进行现场检查督办，对部分工地存在黄
土裸露未完全覆盖、洒水降尘措施不到位、施工围
挡不干净、施工渣土物料清理不及时等问题，当场
提出了具体整改意见。

随后，督办组召开座谈会。会议要求，各相关
单位要结合咸宁城区实际，设立文明施工标准和相
应的处罚标准，让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自觉接受辖
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同时，激励引
导市民广泛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设立举报监督电
话，邀请市民监督。

咸安区社保局

推动服务向基层延伸
本报讯 通讯员黄德禄、常亚鹏、王勇刚报道：

“15分钟就能办妥手续，这样的服务真的很便民。”
日前，家住咸安区永安办事处的退休人员陈顺仙，
在所居住的社区办完退休资格认证手续后感慨道。

为让离退休人员能在所居社区办理资格认证
手续，今年来，咸安区社保局组织培训社区专管人
员，并配置电脑，进行政策宣传，提高办事效率。

截至目前，该局已通过乡（镇、办）和社区为
2100名离退休人员办妥了相关认证手续，保障了养
老金的正常发放。

8月29日，温泉沃尔玛广场前，市民正在咨询测
绘相关常识。这是市测绘地理信息局举办的“测绘
法宣传日”活动，全方位展示我市的测绘成果和测绘
法要点。今年的主题是“贯彻地图管理条例，更好服
务国计民生”。 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王萱 摄

“健康中国行”宣传活动走进赤壁

倡导全面健康生活方式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健、通讯员

宋明亮报道：8月30日，由省卫计委主办的“健康中
国行”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赤壁举行。活动以

“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康一辈子”为口号,倡
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全民健康素养。省卫计委副
主任姚锡武现场向赤壁市政府授予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旗，并宣布活动开始。

上午9时，活动在赤壁市人民广场上拉开了帷
幕，健康咨询台前人头涌动，市民参与热情很高。

姚锡武指出，希望赤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
一步加强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全面推
进健康生活方式，倡导健康自我管理，不断提高全
民健康素养水平。

市政协召开“两学一做”研讨会

做“讲道德有品行”党员
本报讯 见习记者马丽娅报道：8月31日，市

政协两级党组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三次专
题研讨会，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重点围绕

“讲道德、有品行”开展专题研讨。
研讨会上，市政协副主席尤晋以“讲道德、重品

行”为主题作辅导报告；传达了栗战书同志在中央
办公厅“七一”专题党课上的报告；机关党员代表
紧扣研讨主题，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作了研讨发
言。

会议指出，“讲道德、有品行”是做合格党员的
重要标准之一，要切实增强讲道德、有品行的坚定
自觉性，把讲道德、有品行作为做人干事为官的基
本修养、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底线,要牢牢把
握讲道德、有品行的内在要求，做一个高尚人、老实
人、明白人、廉洁人。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钟栋报
道：8月30日傍晚，温泉城区桂花路一家
烧烤店内，市城管执法局的执法人员正认
真地向老板宣传无烟烧烤，倡导使用无烟
烧烤设备或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这是市城管执法局推行“三结合”防治
大气污染的举措之一。自我市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该局以此为抓手，在
推进“三禁三治”专项治理中，坚持管理不
间断，执法不放松，大力防治大气污染。

疏堵结合，规范露天烧烤经营。开展
专项行动，打击沿街门店出店经营，取缔占
用公共场所从事露天烧烤的行为的同时，
要求市区烧烤经营户油烟排放必须达标，

远离居民生活区。同时进行摸底排查，打
算选择适当地点，引导商户入市规范经营。

惩教结合，整治焚烧垃圾和燃放烟花
爆竹。该局成立专班，对不听劝阻者，按规
定予以处罚。并加强内部管理，严禁环卫
工人焚烧垃圾，要求及时清理垃圾和市民
违规燃放的炮渣、炮灰。同时积极配合公

安、安监部门受理市民举报，加强整治。
管建结合，治理道路扬尘污染。为了

减少扬尘，该局扩大道路冲洗范围，对城区
重点路段每2天进行一次彻底冲洗、每天
洒水降尘5-6次，要求渣土公司对运输线
路每2小时洒水降尘一次，每天早上7点
前将污染道路冲洗干净，要求城区建筑工
地对进出车辆进行冲洗。另外，该局对城
区主次干道所有“断头路”进行了摸底调
查，预计今年内将城区主次干道所有“断头
路”整修完毕，杜绝断头道路扬尘污染。

市城管局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最美禁毒网格员
昨日，通城县隽水镇雁塔社区网格员

黄玲俐向群众发放禁毒宣传手册。
黄玲俐负责该社区156户居民网格信

息管理。几年间，她以一个网格员的身份
走进一个又一个吸毒人员的家庭，以知心
朋友的身份陪伴一个又一个吸毒人员走
进吸毒康复中心，以饱满的热情为社区
100 多户群众构筑了一道治安防控的护
栏，今年被评为全省首届最美禁毒爱心人
士。

记者 张大乐 摄

王英水库引水工程本月即将建成通
水。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赵立龙问，如何优
化配置城区饮用水资源？如何规范城区
供水市场秩序，避免供水企业之间重复建
设、恶性竞争？

市住建委主任孙新淼回答，将采取联
合经营和相对分区经营方式统筹整个城区
供水市场，避免市场纠纷和重复建设，真正
实现城区供水互联互通，同城、同质、同价，
确保城区用户都能享受优质水资源。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漆胜保问：如何开
展王英水库及蔡贤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
划定、水质监测系统建设等工作？如何协
调城市供水与农业灌溉需求矛盾？如何
加强水库科学调度提高供水保证能力？

市水务局局长刘中英回答，将积极推
动王英水库水功能区调整，积极落实王英
水库向咸宁城区供水的取用水量，积极配
合做好王英水库向咸宁城区引水的下一
步的工作。

今年7月7日至12日，因道路塌方导
致长江主供水管道损坏，全城大面积停水
长达5天，居民反映十分强烈。“这次事件
反映了应急管理机制和供水管网建设的
不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杨飏问道：今后
如何加强城区饮用水安全保卫工作，防止
发生公共安全事件？如何建立和完善城
区饮用水应急机制？如何完善供水管网
建设？

市住建委主任孙新淼表示，为切实提

高市城区供水应急保障能力，将全面实现
三家供水企业主管网互联互通；加快城区
供水管网改造进度；推动长江、王英水库
两大引水工程配水主管网实现互联互通。

联合水务公司总经理毛雄辉承诺，将
进一步修订完善《突发供水事故应急预
案》，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充实应急抢修力
量，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建立应急快速反
应机制，提升城区供水保障应急处置能
力。

B 问应急保障能力：

完善应急预案，提升处置能力
D 问饮用水资源配置：

抓好统筹，优化配置

问答之间见担当
——市人大常委会城区饮用水安全专题询问侧记

记者 朱哲 通讯员 程平利

8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联组会议室气氛紧张而热烈，
一场由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关于城区饮用水安全的专题询问会正在举行。

这是今年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对政府工作进行专题询问。专题询问采取
现场面对面“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

这犹如一场特殊的“考试”,“考题”只有一道，即饮水安全。“考官”是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考生”是市政府督查室、市住建委、环保局、水务局、卫计
委、公安局、财政局、王英水库管理局、联合水务公司、思源水厂、南川源供水
公司等部门和供水企业主要负责人。

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提问者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回答者不回避，不
推诿，实事求是，整场专题问询既庄重、严肃，又紧凑、有序。

水源地保护是饮用水安全的源头。
目前城区饮用水水源地还存在一些安全
隐患，如淦河马桥取水点附近的液化气钢
瓶检测站、炼油厂废弃厂房，王英水库引
水工程取水点上游的两家养殖场，这些都
对城区饮用水安全构成了威胁。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李春明率先发问：
“请问有关部门打算在水源地保护方面采
取哪些具体措施？何时把这些问题处置
到位？”

市环保局副局长祝文广说，9月6日
前将要求马桥饮用水水源地炼油厂完成
所有整改要求，否则将立案查处，实施强
制拆除。湖北特检院咸宁分院钢瓶检测

站目前已全部停产，搬迁申请材料已上报
省特检院，待批复实施。针对王英水库引
水工程取水点上游存在两家养殖场的问
题，待省政府批准实施蔡贤水库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以后，市环保局将及
时与黄石市环保局协商拆除或者关闭养
猪场相关事宜。

市住建委主任孙新淼补充说，住建部
门将建立健全水源地取水口附近地域的安
全隐患巡查制度，不定期对各取水口附近
的环境状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供水企业
进一步加大淦河马桥饮用水源地、长江潘
家湾水源地和王英水库水源地的日常巡查
工作力度，切实把好供水安全源头关。

A 问水源地保护：

强化源头监管，全力保障安全
老百姓最关心从自家水龙头流出的

水质量是否合格。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罗
建明询问有关部门和企业：具备检测能力
和执行新的检测标准有无时间表？达不
到国家和省要求是否问责？如何加强水
质检测信息公开工作？

市卫计委副主任阚远全说，在加强生活
饮用水的监测能力建设上，卫生计生部门始
终保持着高度责任意识，并从检测的硬件
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两方面加强建设。

市环保局副局长祝文广补充说，每月
对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进行62项指标监测，每年6-7月份进行
水质109项全监测，并以月报形式及时向

社会发布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信息。
近期，“二次供水”的用水安全性纳入

公众视野。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游爱民询
问：有关部门和企业打算如何切实有效消
除二次供水安全隐患，确保安全？

市住建委主任孙新淼回答，将严格按
照《湖北省城镇供水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进一步明确落实监管对象和责任主
体。建立和完善二次供水设施维护费收
取制度，进一步加强对管理单位的监管。

市卫计委表示，将确保到今年年底前
城区二次供水单位卫生监督、监测覆盖率
100%，及时排查隐患，保障城区二次供水
卫生安全。

C 问水质安全：

提升检测能力，加强信息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