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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咸宁市华信大酒
店迎来了绿色饭店评审专家，对酒
店进行了四叶级中国绿色饭店评
审。这也是我市首家绿色饭店。
该项殊荣是对酒店长期在节约能
源、绿色环保等方面作出的突出成
绩给予的高度认可。

评审组一行根据《绿色饭店》
标准，从绿色设计、节能管理、环境
管理、提供绿色产品与服务、社会
环境经济效益等五个方面，认真查

看了酒店客房、餐厅、厨房等场所，
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关于创绿工作
的汇报，对酒店创绿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华信大酒店严格把控好各
环节质量关，特别是对客使用的床
上用品和洗浴用品，确保每一位住
店客人使用的布草都达到卫生标
准，评审组还建议酒店充分利用太
阳能等新能源，降低能源消耗；建立
能源消耗台账，定时分析比较等。

中国绿色饭店共分为五个等

级，用银杏叶为标志，从一叶到五
叶，五叶级为最高级。此次华信大
酒店四叶级中国绿色饭店评审顺
利通过，是评审专家组对华信大酒
店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提供安
全、环保环境及服务等方面的重大
肯定。

12月 24日酒店将隆重推出
“缤纷圣诞·相约华信”圣诞晚会，
精彩绝伦的豪华晚宴，还有超值大
奖等你来拿，好戏不容错过。

着力打造健康企业，绿色发展企业，让四方来宾放心消费，安全消费

华信大酒店获得咸宁市首家“四叶级绿色饭店”

扩大有效投资 加强项目建设

咸安着力夯实发展“底盘”
本报讯 记者张敏、特约记者胡

剑芳、李旻媛、通讯员阮莉报道：车辆
来回穿梭，众多施工设备有序运转，工
人各司其职……16日，记者在咸安经
济开发区志研自动化设备项目现场，
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近段时间，施
工人员每天都在加班加点作业，以确
保项目年底前建成投产。项目投产
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6亿元。

这是咸安推进项目建设，着力夯

实发展“底盘”的一个缩影。
进入四季度以来，咸安各相关部

门，紧紧围绕打赢“三个决战”，确保完
成全年发展目标的要求，抓住工业发
展的牛鼻子，战项目一线，保民生底
线，掀起项目建设热潮。

扩大有效投资。落实政策激活民
资，加快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实
施一批示范性PPP项目；抢筑机遇主
动增资，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促进县
域经济发展的大项目、好项目，规划、

国土、环保等相关职能部门齐心协力
提供优质服务，力争更多的项目纳入
国家总“盘子”。

加强项目管理。以集中开工推进
项目及时启动、以责任包保助力项目
快速推进、以服务协调保障项目平稳
运行；坚持“一月一调度”工作机制，加
大项目开工、组织入库、投资申报等工
作力度，确保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均衡
入库。

同时，开展项目投资分析，有针

对性制定项目建设倒逼制度，进行项
目指导服务；紧跟发展抓项目，全力
以赴争项目，强化职能“管”项目，包
保干部常到一线，盯开工、盯进度、盯
结果，确保各项目早投产、早达产、早
见效。

截至10月底，咸安区共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198.4亿元，预计同比增长
16.2%；共有各类建设项目376个，同
比增长25.3%，其中，新开工项目299
个，同比增长41%。

香菇种植
强村富民

11 月 10 日，崇阳桂花泉镇东源
村香菇种植基地，村民陈池珍正忙着
采摘，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她告诉记者,在此打工一天能赚 80
元，一年就有3000余元的打工收入。

据了解，该基地采取“合作社+村
委会+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香菇
种植已成为该镇村民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支柱产业之一。

记者 张大乐
特约记者 汪淑琴
通讯员 王建华 摄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特约记者
刘健平、通讯员吴忠勇报道：18日起，
通城综治平安建设宣讲团深入到全县
11个乡镇开展平安建设宣讲活动。
这是该县深入开展平安创建的活动之
一。

为深入推进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进一步提高“一感两度
两率”工作水平，通城县公安局统一印
制2万份平安建设宣传卡片及《致全县
广大党员干部、居民群众的一封公开
信》发放到居民手中。还将宣传教育
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工作有机
结合起来，梳理出比较突出的信访案
事件，落实包案领导，明确包案责任人
和化解时限，力促妥善化解，增强宣传

实效。
该县还编发平安建设宣传短信，

向全县28万在网用户发送，进一步提
升了平安建设宣传覆盖面，达到“平安
建设人人知晓、平安宣传人人参与、平
安成果人人共享”的工作目标。

各乡镇也分别对综治及平安建设
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

关刀镇社区党员干部和民警到集
镇商场、小卖部以及普通居民家庭开
展宣传活动，向群众讲解“一感两度两
率”等基本知识。塘湖镇每个村（社
区）开办“平安创建”宣传专栏。沙堆
镇开展以“平安创建”为主题的送戏下
乡活动，将平安创建知识与文艺节目
有机结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本报讯 记者程慧、通讯员徐富
民、廖志高、林晶报道：21日，记者来
到通山县九宫山镇富有村富新公路
上，只见平直的水泥路向远方延伸，
道路两旁郁郁葱葱，农家住房鳞次栉
比……

富新公路起于九宫山镇富有村、
止于燕厦乡新庄村，全长18公里，横
穿沿线两个乡镇、12个村。为了将其
打造成为老百姓出行的“平安路”、“致
富路”，该县投入2000余万元，对公路
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以前这条路坑坑洼洼，村民出
行很不方便，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村支书陈新勤说，富新公路改造，
大大改善了对沿线3万居民的出行

条件。
近年来，通山县紧紧围绕建设“平

安畅通通山”目标，不断完善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强化交通安全管理，着力构
建农村交通安全立体防控网，提升当
地百姓出行安全感。

该县坚持把改善农村公路路况、
延伸公路里程作为重中之重，全县
187个行政村已全部实现硬化。同时
在“治”上下功夫，加大农村地区事故
多发、隐患严重路段的巡逻管控力
度，适时组织安监、交通、公安、农机
等有关部门联合治理农村道路集市
和利用公路打场晒粮、堆放杂物等影
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强化农村交通
安全保障。

提升“一感两度两率”

通城深入开展平安创建
增加群众出行安全感

通山构筑农村交通安全网

近日，笔者在公园里散
步，看见一位晨练者把石栏杆
当成了健身器材，用后背使劲
撞击，每撞一次，栏杆就晃动一
下，好好的石栏杆就这样给晃
松了。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
追求，喜爱运动的人越来越
多，公园、广场或马路边上，随
处可见市民锻炼的身影。锻
炼健身，本是一种文明健康的
体育活动，然而，只要稍加留
意就不难发现，总有一些市民
的健身方式显得“另类”。比
如，热爱广场舞的市民，音乐
放得“震耳欲聋”，严重影响附
近居民的生活；练习武术太极
的市民，拿树木当靶子，对着

树木拳打脚踢；甩大鞭、抽陀
螺的市民，长鞭舞起时，让路
人“提心吊胆”，唯恐躲避不及；
还有的市民锻炼时不爱护健身
器材，动作粗暴，造成器械人为
损坏。如此种种，有损城市的
文明形象。

锻炼身体看似小事，但也
体现人们的文明素养。生活
中，不管以哪种方式锻炼身
体，都应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
共环境，顾及自身形象和他人
感受，在强身健体的同时，营造
出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

锻炼身体也要讲文明
○刘予涵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通讯员宋
阿霞报道：近日，市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台文件，对我市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政策作出重
大调整。新政兼顾公平、稳定，实行

“两个调整、两个维持”，确保城乡居民
医保制度整合期间平稳过渡。

个人缴费标准作出调整。根据国
家文件规定，2017年我市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调整统一
为每人每年150元。

参保缴费时间作出调整。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时间统一为9月
1日至12月31日，下年度1月1日至
12月31日享受医保待遇，年度中途不
能缴费。新生儿享受医保待遇。

征收渠道维持不变。在整合城乡
居民医保制度过渡期间，城镇居民和
农村居民缴费原则上仍继续按原渠
道征收。即城镇居民持身份证在城
镇社区、乡镇人社中心办理参保登记
核定手续，到地税部门指定的邮政银

行网点缴费；农村居民以家庭为单位
参保，由所在行政村负责参保登记和
缴费手续。在校学生、在园（所）幼儿
以学校（园、所）为单位集中参保登
记。

特困群体补助方法维持不变。
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丧失劳动能力
的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计划生育特殊困
难家庭中经核定的特困家庭夫妻及
其伤残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所需

个人缴费资金给予全额资助。低收
入家庭中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未
成年人以及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其
他特殊困难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当地政府给予
补贴，资助办法由各县市区根据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救助资金
筹集情况等因素研究确定。同一人
员同时符合多种资助缴费政策时，按
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予以资助，不得
重复享受。

我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政策有调整
个人缴费标准统一为150元 缴费时间截止12月31日

丁
小
强
在
突
出
环
境
问
题
整
治
专
题
会
议
上
强
调

绿
色
发
展
做
加
法

环
境
污
染
做
减
法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刘会林
报道：昨日，我市召开突出环境问题整治
专题会议，传达省委领导关于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听取突出环
境问题整治、大气污染防治和迎检准备
工作情况汇报，部署下阶段工作。市委
副书记、市长丁小强出席并讲话，副市长
吴刚主持。

截至11月23日，全市246个突出环
境问题已销号 223 个，整改完成率
90.65%。其中省“双交办”突出环境问题
10个，已全部完成销号；省环保综合督查
突出环境问题25个，已全部完成销号；市
政府督查突出环境问题52个，已全部完
成销号；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159个，
已销号136个，整改完成率85.53%。

丁小强指出，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
重视下，在市环指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前阶段咸宁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工
作措施务实，整改成效明显。可以说，大
家用实际行动推动咸宁生态文明建设，
加快实现绿色崛起，为全省迎检工作作
出了应有贡献。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工作
任重道远，要认真学习省委领导关于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进一
步提高思想认识。要认识到环境问题关
乎所有人，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做好环境保护工作。要正视当时
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坚持问题导向，一线
工作，落实解决推动有关问题。在新一
轮跨越发展中，要绿色发展做加法，环境
污染上做减法，两措并举，走绿色环保生
态低碳发展道路。

丁小强强调，要找准症结问题，对症
下药。要在前阶段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工
作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认真分析，找准病
症、症结，提出有效解决办法，强化督办
落实。采取更强力度推进突出环境问题
整治，限期完成整改任务。要压实责任，
追责问责。要构建责任链条，把责任落
实到具体人。对不担当、不作为，搞选择
性落实、相对性落实的要依法依规，严肃
追责问责。要全力以赴抓好突出环境问
题整治，不唯GDP抓好突出环境问题整
治，扎扎实实抓好环境整改。全市上下
要共同发力，推动咸宁创新驱动绿色崛
起，为全省迎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作出
应有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桂丽娟、
胡贵林报道：11月 16日，经
过近20公里的颠簸和3公里
的步行，由国网通城县供电公
司组成的精准扶贫工作队，来
到革命老区塘湖镇黄袍山，为
群众送去精准扶贫实施项目。

黄袍山区日照充足，适宜
光伏发电。为了早日使山区
群众脱贫，走上小康之路，通
城供电公司主动与地方政府

对接，向上争取扶贫项目资金
80余万元，在黄袍山区大埚、
望湖、雷吼三个村的移民安置
点开发光伏发电项目，帮助贫
困户增收。

据悉，该公司在当地精心
选址13个采光点，总装机容量
130千瓦。预计月发电量为
1170万度,仅此一项将使当地
1.5万户群众每年户增5000余
元，实现精准脱贫目标。

通城光伏发电产业助脱贫
惠及1.5万户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