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迎党代会 荆楚新跨越

嘉鱼县潘家湾镇人民政府

2017年4月21日 星期五 丁酉年三月廿五（今日8版）

第11477期 国内统一刊号：CN42—0039 代号：37—25

XIANNINGRIBAO
中共咸宁市委机关报

www.xnnews.com.cn

地址：湖北咸宁温泉路26号 邮编：437100 新闻热线：18907249111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值班总编：刘文景 责任编辑：刘子川

本报讯 通讯员蒋扬眉报
道：日前，省委通报了2016年度
全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建设检查考核情况，咸宁市综
合排名第一，被评为优秀单位。

去年，我市坚持把加强党
的领导放在首位，让主体责任
扛起来；坚持把践行“四种形
态”作为总引领，让监督责任
专起来；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
发力点，让正风肃纪严起来；
坚持把选好用好干部作为强

支撑，让干部干事创业实起
来；坚持把构建惩防体系作为
总驱动，让“三不腐”机制紧起
来；坚持把支持执纪执法工作
硬保障，让严管厚爱常起来，
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建设。

据悉，2016年，全市纪检监
察机关受理信访举报1101件
（次），处置问题线索2304件，立
案1466件，共处分1342人。

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我市获评全省优秀单位

今日导读

绝不放弃对生命的渴望
（详见第二版）

那些不能错过的反腐力作
（详见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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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方向机
新增“咸宁造”

19日，湖北三环方向机有限公司
奔驰方向机车间，德国专家在安装调
试生产设备。

为增强市场竞争力，该公司投资
5.5亿元，从德国引进奔驰TKPS技术
和先进生产设备，专门生产奔驰汽车
方向机。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
值5亿元，税收5000万元。

记者 袁灿
通讯员 李朝阳 李炯 摄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20日，市长王远
鹤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第
三环境保护督察组《湖北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意见》，审议《关于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意
见》、《咸宁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7年巩固
突破攻坚行动方案》等文件。

会议指出，要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放在
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抓紧抓实。要高
度重视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湖北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涉及咸宁的问题，按时
间、标准和要求，狠抓环保督察问题整改。要
压实环保责任，通过开展督察、约谈、督办、通
报等机制，确保百分之百整改到位。要按照
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对标调焦，举一反三，全
面排查，自查自纠。要加大督察、巡查和追责
的力度，建立长效机制，切实做好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

会议要求，要深化“三抓一优”，以更宽的
视野、更高的标准、更大的力度抓好招商引资
工作。对《关于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意
见》进一步修改完善。要抓紧制定招商引资优
惠政策实施细则，确保政策落地兑现。既要突
出重点产业支撑，同时对不同的行业和产业实
行分类施策。要抓好招商引资任务分解，形成
上下联动、全员招商的良好局面。要进一步健
全招商引资机制，建立项目评估机制和招商奖
励考核机制。

会议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党中央、国务
院对全国人民、全世界的宣言书。必须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要求，确
保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以
问题和目标为导向，按照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指数的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文化建设、
人民生活、资源环境五个板块，进行系统分析，
巩固成效、补齐短板、攻克难点。要加强目标
督查和统筹协调，举全市之力，合力攻坚，确保
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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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远远报
道：20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召
开第二次主任会议。受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
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王汉桥主持会议。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李逸章，副主任镇方松、程学娟、
肖彬以及秘书长王勇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
视察组关于咸嘉生态文化城镇
带建设情况的视察报告、市政府
关于全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
作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编制
《咸宁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规划（2015-2023年）》的
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咸宁市
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人
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决定（草
案）》、《关于在市五届人大代表
中开展“五个一”活动的方案》、
市人大代表小组成员名单及小
组各项制度。

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议
案，推定了宪法宣誓仪式主持
人，并确定了领誓人。

会议决定于2017年4月25
日在温泉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次会议。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第二次主任会议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通讯员陈
爱华报道：4月17日，首届湖北改革
奖候选名单公布，公众网络投票活动
同时启动。我市有4个名额入围，欢
迎广大网友踊跃投票。

记者在公示名单中看到，我市有
嘉鱼潘家湾镇人民政府、湖北瀛通通
讯、赤壁市胡文斌和咸宁市公安局章
志钢等4单位和个人入围。

湖北改革奖由省委、省政府主
办，旨在表彰和奖励为改革工作作出
突出贡献的单位、企业、项目和个人，
营造勇于改革创新、争当改革促进派
和实干家的社会氛围。该奖是目前
全国省级层面第一个且唯一一个改
革奖，是我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大举措。奖励范围包括本省范围内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

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
等改革工作，对象涵盖全省各级党委
政府及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奖项分为单位奖、企业奖、项目奖、
个人奖四类，各设10个奖励名额。评
选分为初评、中评和终评三个步骤。经
过提名推荐、资格审查、初评等环节，每
个奖项已产生30个候选名额，共计120
个候选名额入围中评，由社会公众、专

家委员会及省改革办三方进行评审。
根据《湖北改革奖奖励办法》，候

选名单4月17日起向社会公布，欢迎
公众评审，踊跃进行网络投票。

首届湖北改革奖评选网址：
http://www.cnhubei.com/xwzt/
2017/hbggj/ 可通过微信扫描如下
二维码，加关注后回复“投票”可浏览
其详细介绍并参与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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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湖北改革奖候选名单公布
我市4单位和个人入围欢迎您投票

本报讯 见习记者马丽娅、特约
记者汪佳、通讯员黄振宇、柳军霞报
道：“今日，剑锋厨具正在平整土地。”
19日下午，崇阳县副县长张正韶通过
微信群，向县委书记杭莺汇报项目进
展情况。

“辛苦，请务必做好园区服务工
作，为投资商创造一个优越的投资
环境。”正在外地学习的杭莺再三叮
嘱。

今年是崇阳“大上项目之年”，该
县将创优发展环境作为招商引资的
关键一环，按照“封闭式管理、全托式
服务”的思路，让企业办事零障碍、矛
盾纠纷零接触。

为了尽快促进项目落地，该县坚
持“只要企业园中建、一切手续我来
办”的原则，推行投资项目代办制度，
企业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公章等基础
材料，在这之后，批文、证照等都由代

办员办好后送到企业,此举大大提高
了行政审批效率。

该县还将作风建设作为项目建
设的“助推器”，全县党员干部在争
项目、引项目、建项目上检验作风，
以决战决胜的精神加快重点项目建
设，着眼新开工重点项目,突出解决
好征地拆迁、审批服务、金融助力、
基础配套等问题，坚决落实优化企
业发展环境“十不准”、企业“宁静

日”和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六条禁
令”等制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见
效。

在此导向下,该县将服务关口前
移,坚持推进精简规范行政审批事
项，完善高端人才引进培养机制，强
化金融服务支撑，加快建设创业机制
平台,进一步整合优化资源,聚全县
之力营造一流的创业环境、政策环境
和法制环境。

崇阳让项目建设零障碍

咸安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钰、特约记

者李旻媛报道:19日，咸安区温泉办
事处党委副书记杨斌根据阿乐乐可
公司的招工需求，与区经信局、区招
商局等部门协调有关事项。

早在8日签约之前，温泉办事处
就包保了该企业注册和营业执照的
办理，只用了2天时间，所有手续完
成。这样高的办事效率让阿乐乐可
董事长章强坚定了在咸投资兴业的

决心。他说：“我从苏州工业园来到
咸安，就是充分信赖咸安政府，他们
像朋友一样，真心实意为我们解决问
题。”

章强的话道出了不少在咸安投
资的企业家心声。

咸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
先柏介绍说，区政务服务中心开辟了

“绿色通道”，实行“一口受理，全程代
办”。通过前台指挥后台，组织相关

部门开展联合会审、联合踏勘、联合
审批，为企业提供全程保姆式的服
务，项目平均办结时限由原来的100
多天，缩短为目前的35个工作日。

政商“亲近”，但要“清白”，既不
能让权力越位，也不能让企业办事无
门。

在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同
时，咸安区委、区政府和区纪委通过
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强化监督问责，

做到撑腰不“放水”、监督不缺位。
为预防重大项目资金安全，确保

风清正气，该区拟定了《全区开展重
大工程廉政风险同步预防的工作意
见》，对区财政筹资2000万元以上的
单体项目，开展廉政风险同步预防先
行先试工作，并针对项目推进不快、

“放管服”改革不力、营商环境不优等
问题，以明察暗访、电视问政等形式
开展专项整治。

据新华社北京4月 20日电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映经济。记
者20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
今年一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
收收入33317亿元（已扣减出口退
税），比上年同期增长11.8％。

“一季度税收收入增长较快，
主要是因为与税收关联度较大的
经济指标表现积极，特别是受PPI
上涨较快带动，这也反映了宏观经
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税
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司长郑
小英20日在一季度税收新闻通报
会上说。

据郑小英介绍，按全面推开营
改增试点后，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
入划分过渡方案对去年执行数调
整后的新口径计算，今年一季度，
中央级和地方级税收收入分别为
15441亿元和17876亿元，分别增
长11.1％和12.4％。

“一季度税收收入反映了经济
发展中的一些亮点。”郑小英说，现
代服务业税收增长强劲，显示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取得成效；第
二产业税收增长加快，显示实体经济
情况好转；重点区域税收增势较好，
显示国家战略实施效果继续显现。

据介绍，一季度，第三产业税
收收入占比达到55.7％，超过第二
产业11.6个百分点，反映我国产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中，现
代服务业税收收入增长强劲，互联
网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信息产业
蓬勃发展，税收收入分别增长
61.4％和42.1％；文化产业税收增
长17.4％，其中新闻和出版业税收
增长23.7％。

我国一季度税收同比增长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