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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 23日电
记者23日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通知称，
为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促进
实体经济发展，自2017年4月1日
起，取消或停征41项中央设立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时将商标注册
收费标准降低50％。

根据《关于清理规范一些行政
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取
消或停征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共35项，包括房屋转让手续费、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费等；取消

或停征的涉及个人等事项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共6项，包括预防性体
检费、婚姻登记费，收养登记费等。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财政部门
对本地区出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策进行全面清理，并于2017年4
月30日前，将清理规范情况报送财
政部。对确需保留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项目，要实施目录清单管理，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对中央设立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
执行，不得擅自改变征收范围、征收
标准或另行加收任何费用。

另外，各地区、有关部门和单
位应当严格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管
理规定，对须取消、停征或减免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
延或者拒绝执行。有关部门要加强
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
规定的，应当按照《预算法》《价格
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予以处理。

我国下月起

取消或停征4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21日，崇阳首届“龙泉山赏樱月”
开幕，吸引大批游人前往游赏。这座昔
日安静的大山，几乎是“一夜成名”。

近年来，崇阳在建设好幕阜山旅游
公路的同时，牢固树立资源保护与旅游
开发互促互利的理念，在保护野生资源
的基础上打造万亩野樱花观赏带，规划
建设了一条从港口西庭樱花小镇—西
庭岩—大岭村—官财山—大泉洞的循
环旅游公路，打通了港口、铜钟、青山三
个乡镇，以前藏在深山的野樱花开始向
外人展现出它的大美。换而言之，龙泉
山“一夜成名”，是因为幕阜山旅游公路
建成通车，沿途旅游景点才得到整体开
发。

幕阜山旅游公路在崇阳境内横线
途经港口乡、金塘镇、高枧乡等3个乡
镇；纵线途经高枧乡、青山镇、铜钟乡，
抵天城镇，如同一条彩带，在崇山峻岭
中穿梭，串起沿线的旅游资源。

据了解，崇阳幕阜山旅游公路沿线
旅游资源相当丰富，除了青山水库、大
泉洞、大湖山、洪下十里画廊等经典绿
色生态资源外，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罗荣桓、张体学、陈寿昌等浴血奋
战过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多年来，由于
景点分散，“旅的长，游的少”，交通不便
使丰富的旅游优势大打折扣。

“ 过去到大泉洞观赏景色的游客
走乡道需要近2个小时，如今只需20

多分钟就可以了！”青山镇大泉洞3A
风景区总经理沈杰说，旅游公路的修
建，不仅方便了群众出行，使得景区客
流量骤增。

路一通，崇阳的旅游产业成了“香
饽饽”，越来越多的客商入驻开发景区
景点。金塘镇湖北尚禾集团董事长沈
亚明，投资数亿把金塘畈上村建成柃蜜
小镇，成为一个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
生态种养、红色教育、人文景观、和谐宜
居为一体的生态旅游乡村，目前正在火
热施工；港口乡以崇阳县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朝阳洞庙为建设中心，建成停车
场、健身步道、休息亭、观景广场、古刹
朝阳寺、大雄宝殿、接待中心、烈士墓、

白鸭泉等。目前正筹措开发建设熊猫
抱子、抢水崖山寨、鸡冠潭、水晶洞等自
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吃农家饭、品农家菜，住农家院，
干农家活，购农家品…… 崇阳乡村旅
游村村各具特色、文化内涵迥异，客
流量与日剧增。沿线百姓着实体验
到了交通便捷,旅游兴旺给自己带来
的实惠。

一条路，唤醒沉睡的山乡
见习记者 马丽娅 特约记者 汪佳 通讯员 徐功频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孙蕊报道：21日，在赤壁
市赤壁镇政府，昔日的政府大院围墙
被拆除一空，取而代之的是绿色植
被、绿荫小道。

该围墙于今年1月底全部拆除，
拆围200余米。目前，施工方正在补
种植物，有樱花，樟树，桂花，红叶石
楠，紫薇等，共计1000余株，预计3月
底完成。

赤壁市旅游局副局长马承志告
诉记者，这是“赤壁小镇”建设项目之
一，也是赤壁古战场创国家5A景区

的配套工程之一。今年是赤壁古战
场创国家5A景区的冲刺之年，目前，
古战场景区游客中心、景区厕所、生
态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以及神龟厅、
拜风台、诸葛草堂、射箭台等景点的
改造工程已进入尾声，完成工程量
90%以上。

除此之外，今年2月，卓尔·赤壁
羊楼洞花亭茶溪运动休闲旅游区项
目正式开工建设；3月初，赤壁市积极
与北京今典集团、东方园林产业集团
等旅游投资主体积极对接，拟合作打
造“一湖两山”国际休闲度假区系列

旅游项目。
前不久，在全省旅游推进会上，

赤壁市政协副主席、旅游局局长欧阳
萍谈到，今年赤壁市将打破三国古战
场“单点开花”的固有印象，围绕“大
文化、大旅游、大健康”，以着力打造
华中地区休闲旅游度假基地为目标，
全力推动武汉卓尔文旅集团投资28
亿的花亭茶溪运动休闲度假区、世界
茶业第一古镇、万国茶市三大文旅项
目；积极创建三国赤壁古战场国家5A
级景区，补足咸宁市在5A景区上的
短板，实现赤壁旅游的二次创业；与

此同时，加大陆水湖绿色开发项目招
商力度，推进陆水湖约63公里环湖绿
道建设，打造成为时尚、健康、环保的
自行车骑行基地以及开发建设“一湖
两山”国际休闲度假区的重要引擎。

这三大旅游项目的建设将擦亮
赤壁旅游发展新名片。

据悉，除三大旅游项目外，赤壁
市今年还启动了“美丽乡村”运营服
务项目、五洪山温泉小镇、蒲圻古城、
智慧旅游平台等12个项目，预计总投
资141亿元，逐步形成赤壁市“一心、
两极、三区、四景”的旅游新格局。

本报讯 记者邓昌炉、特约记者
胡剑芳、通讯员黄先慧报道：22日上
午，在咸安区，春光里的三八河波光潋
滟；碧波如镜的斧头湖，更是爽心悦
目。

在三八河与斧头湖交汇处，一块
“湖长公示牌”十分醒目。公示牌上，
斧头湖湖区面积、岸线长度、湖长名
字、湖长职责等一目了然。记者按图
索骥联系上镇级湖长——官埠桥镇
镇长张文彬，恰遇他正在湖岸巡查。

“不记得巡查多少回了，反正稍有
时间我就来看看。”张文彬说着，带领
我们来到官埠桥镇雨坛村17组处，见

到正在清除堤坝杂物的村民龚相兵。
“我是镇里聘请的斧头湖管护员

兼巡查员，主要负责附近5公里湖堤
的除杂工作，并开展日常巡查，及时
制止举报各类破坏环境的行为。”龚
相兵说。

“我巡查的内容之一就是督促所
有的管护员、巡查员履行职责。”张文
彬接过话说。

在咸安，像他这样的河（湖、库）
长有100个。

河流治理由于牵涉部门甚多，出
现“九龙治水”无人管的现象在全国
都是普遍性问题。为此，2014年12

月，水利部启动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
新试点工作。基于咸安区河流位置
重要和水利治理工作已有良好基础，
该区被定为全国首批 46 个试点县
（市）之一，也是湖北省4个试点之一。

试点启动以来，咸安区编制了试
点实施方案，并创新推出河湖管护模
式——“河湖库长”制。按照“分级管
理、分片包干、一河一长、一河一策”
的原则，在全区区级、镇级、村级重点
河湖库分级确定“河湖库长”。

各级“河湖库长”对行政区内河
渠湖泊负总责，对河道水体、湖泊岸
线及保护区范围的绿化、保洁、涉水

行政执法和建设规划等事务实行一
体化管理，并纳入目标考核范畴。

至目前，咸安区100多条河湖库
全部落实“河湖库长”。全区构筑起
分工明确、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河
流管护“责任堤坝”。

河长治水见成效。如今，一度
“脏乱差”的淦河咸安城区段化身为
“一河两岸景观带”；曾经臭气熏天的
三八河找回清新可人的新形象。

监测显示，2016年，咸安区水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全区城镇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主要地
表水水质全部达到国家二、三类标准。

咸安百名“河湖库长”担起治水职责
赤壁建设“三大项目”擦亮旅游名片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胡朝霞、毛新
民报道：3月22日，湖北宝塔科技园内，一期厂
房已正式投入使用，各工序车间繁忙有序，高
端设备正常运转；厂房周边正加紧施工，完善
园区基础配套设施。

据介绍，该项目于去年签约落户通城，县
委、县政府始终把它作为通城的一号工程来
抓，主动服务，积极协调，全速推进，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短短几个月就成功试产。

宝塔光电的顺利建设是通城县项目建设
和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县始终秉
持“为投资者服务，让创业者成功”的理念，为
企业提供“零距离”“零缺陷”“零干扰”服务，让
企业家在通城放心投资、安心创业。

去年底，该县印发《2017年度县领导“五
联”工作安排》，要求县级领导和相关单位负责
人联系乡镇、重点企业、贫困村、城区社区、重
点企业，对全县75个重点项目、36家重点企业
实行挂点联系和包保服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必须靠前站位、靠前指挥，一切围绕项目转，一
切围绕项目干，力促落地项目早开工，开工项
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见效。

1至2月，全县新开工项目15个，其中亿元
项目6个；宝塔光电一期、三赢兴二期、亚细亚
陶瓷三期等项目建成投产。全县78家规模企
业，1至2月实现工业总产值18亿元，同比增长
15%；实现利税1.07亿元，同比增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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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汽车
生产忙

22日，湖北矩阵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员工在赶制产品。该公司位于
咸安经济开发区，总投资 8000 万元，
是专门从事轿车冲焊零部件，仓储制
品为主的生产企业。

该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实现工
业年产值 2.2 亿元，税收 400 万元，提
供劳动就业岗位120个。

记者 袁灿
通讯员 彭扶摇 李莉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马丽娅
报道：“桂花泉镇三山源村有一
牲猪养殖场，污染严重，请查
处。”这是3月17日三山源村一
村民的投诉。崇阳县环保局局
长李林刚接到投诉后，当即前
往现场督办。在对养殖场负责
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该猪
场最后被关闭，并对废水、粪便
及时作出清理。

近年来，崇阳畜牧业不断
发展壮大，在给农民带来一定
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地表水
及地下水源造成了一定的污
染，严重影响了周边群众的饮
水安全。

为彻底解决这一现状，保
护全县生态安全，该县成立畜
禽养殖污染调查工作专班，重
拳治理畜禽养殖污染，并将牲

猪养殖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列入
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在
陆续关闭拆除禁养区的牲猪养
殖场的同时，指导非禁养区的
养殖场（户）按照雨污分流等治
理要求进行改造升级。

通过几年来的集中整治，
受理的畜禽养殖信访投诉由每
年的五十多起下降到十几起，
对投诉中造成严重污染的养殖
场已关停12家。

与此同时，该县还强化环
境管理，编制了《崇阳县规模化
畜禽养殖规划》，对全县禁养
区、限养区、适养区进行了重新
划定；设立12369群众举报电话
和投诉信箱，采取群众监督以
及定期或不定期现场监测抽查
的方式，加强畜禽养殖场的日
常检查。

专班调查 重拳整治 雨污分流

崇阳零容忍畜禽养殖污染

本报讯 记者程慧、通讯员
夏有杰、张远杰、谭从兴报道：

“我家6亩田地，原是请人工耕
种，每亩得付费800元，而如今
广发合作社帮忙机耕，每亩450
元，节省了不少开支。”13日，通
山县大路乡寺下村村民蔡闲宝
跟记者算了一把明细账。

在蔡闲宝的印象中，合作
社成立前，村里农耕基本靠人
工进行，不仅效率低，而且费用
较高，所以，曾有部分村民觉得
种地“不划算”，弃农从商，导致
田地荒芜。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提高
乡里乡亲种田的积极性，2014
年，同村村民王细伍主动出击，
联手8名农户，成立了广发农机

专业合作社，并整合资金240万
元，购买了犁田、插秧、直播、收
割等机械，在村里率先迈出了
机械化生产的步伐。

这是该县推进农业机械化
生产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
该县按照全力普及机耕、大力
发展机收、努力突破机播的总
体思路，聚焦主要作物耕地、种
植、收获、植保、烘干、秸秆处理
等六个主要环节，用足用活、规
范落实购机补贴政策，提升机
械化水平，努力创建“平安农
机”示范县。

据悉，该县今年规划农作
物总播种面积52.6万亩，目前，
用于春耕生产的各类种子储备
量已超所需的70%。

普及机耕 发展机收 突破机播

通山农机服务助力农业生产

今日导读

“黑户口”初中生重返校园
（详见第二版）

野樱花呼唤春天
（详见第四版）

英国议会大厦附近
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详见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