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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12日，切变线南压影响，中雨转多云，局部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日晴天；14日受高空弱波动影响,局部地区有阵雨。具体预报如下：12日：中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17～30℃；13日:晴天,偏北风1～2级，18～33℃；14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北风1～2级，18～31℃。今天相对湿度：60～100%。

本报讯 记者马丽、通讯员庞军雄报
道：日前，市地税局向社会公开作出五项承
诺，全面落实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依法
治税、服务改善民生、转变工作作风、维护
纳税人合法权益，并邀请市纪委和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等进行监督。

今年来，该局将履职尽责督促检查与
党建工作、组织收入工作、作风建设紧密结
合，着力解决不担当不作为、作风不实、服

务不优、执法不严、行为不廉等五大突出问
题。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组长的履职尽责
督促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和6个督查专班，
制定方案，细化职责分工，明确工作时限和
要求，采取“六访、四查、三问、一究”等方
式，积极开展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各
县（市、区）地税局也迅速启动履职尽责督
促检查各项工作，形成内外互动、上下联动
的格局。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通讯员敖琼报
道：8日，全市水利系统举办首届“十佳文
明家庭”授牌大会暨“我的家规家训”展示
活动，刘昌辉等10户家庭获得“十佳文明
家庭”称号，徐一钊等9户家庭获得“十佳
文明家庭”提名奖。

这些受到表彰的家庭里有同住18年
和睦相处的兄弟妯娌，有细心照料患病公
婆、养育外甥侄子的贤妻良母，有照料病

妻、呵护家庭、撑起一家的铁骨男儿，还有
带动全家投入义工事业的担当青年。他
们弘扬了家庭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温暖了人心，诠释了文明，传播了正
能量。

此次活动是市水利系统支部主题党日
的组成部分，旨在引导全市水利党员干部
崇廉尚洁、修身齐家，建立良好家风政风，
推进水利系统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

市水利系统举办授牌大会

表彰十佳文明家庭
市地税局做出五项公开承诺

从严治党 依法治税

近日，市政府印发《咸宁市职工生育保
险实施办法》（下文简称新《办法》），对我市
2012年出台的《咸宁市职工生育保险实施
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新办法自今年
4月14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施行。

10日，记者采访了市医疗保险局工
伤生育科有关负责人，对新《办法》进行解
读。

完善生育津贴的计算方式
为了适应当前计生政策，新《办法》规

定，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妇女，除享
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30天。与
试行《办法》相比，取消了“晚婚晚育”的限
定条件，只要合规生育的，均可在国家规定
的产假基础上，增加30天。

新《办法》还延长了男职工护理假的时
间，根据《湖北省计生条例》规定，将试行
《办法》中的10天护理假增加到了15天。
新《办法》明确规定，参加生育保险的用人
单位男职工，其配偶符合国家政策生育的，
在配偶产假期间可享受15天护理假和护
理假津贴。

规范生育津贴的领取办法
新《办法》明确规定，医疗保险经办机

构按照标准拨付给用人单位的职工生育津
贴、护理津贴，用人单位必须用于职工在生
育、产假、护理假期间内应当享受的工资及
福利待遇。拨付的津贴低于职工本人工
资、福利标准的，其差额由职工所在单位补
足；高于职工本人工资、福利标准的，按津
贴标准计发。

由财政全额拨款的单位，其职工生育
保险生育津贴、护理津贴由医疗保险经办
机构与财政部门另行结算。

市医疗保险局工伤生育科有关负责人
解释，生育保险津贴属于产薪范畴，新《办
法》突出了两个特点：一是生育津贴和工资
不能双重领取。二是遵循“就高不就低”的
原则，最大限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明确生育医疗费的支付限额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生

育津贴及国家、省、市规定的其他费用。
新《办法》规定，生育医疗费的年最高

支付限额为：流产300元、顺产3000元、剖

腹产5000元。计划生育医疗费用的年最
高支付限额为500元，包括因计划生育实
施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皮下埋置（取
出）术、绝育及复通手术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及妇检费用。

新《办法》还明确，职工未就业的配偶
生育，按上述标准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

与试行《办法》相比，新《办法》将最高
支付限额明确到“年”，避免了试行《办法》
因表述不清引起的误解。

压实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
新《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照新

《办法》规定参加生育保险，为职工缴纳生
育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未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生育保险待
遇由用人单位按照新《办法》规定标准支
付。

用人单位按照规定参加生育保险，并
连续缴费满6个月，是职工享受生育保险
待遇的条件之一。用人单位欠费、断保补
缴生育保险的，其欠费、断保期间的生育保
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支付。

记者了解到，这些规定，主要是为了压
实用人单位的参保缴费义务，防止投机参
保、搭车参保等行为。

保障参保职工的医疗权利
新《办法》和试行《办法》都做出了明确

规定：参保职工治疗因生育引起的并发症、
合并症疾病，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
用，产假期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产假期
满后需继续治疗的医疗费用，按照基本医
疗保险的规定办理。但按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由第三方承担的医疗费用除外。

经鉴定，因实行计划生育手术引起并
发症的治疗费用，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
付。

“这些规定，是为了充分释放政策红
利，最大限度地保障参保职工权益。”市人
社局有关负责人说。

今日
聚焦

最大限度保障职工权益
——我市职工生育保险政策解读

记者 王远远 通讯员 宋阿霞 沈琳洁

本报讯 记者程慧、通讯员钱成成报
道：“勤免正人品、待人言有信、和谐睦族
邻 ……”8日，通山洪港镇洪港村党员王
瑞铎在“支部主题党日”党员家庭风采展示
会上介绍自家家训，并通过讲述父母“勤
俭、守信”的传家宝故事引发共鸣。

树家风，促“新风”，弘扬正能量。连日

来，该县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广泛开
展“主题党日+家风建设”活动，传播向上
向善的正能量，得到党员群众拥护和响应。

“好的家风可以造就一个人，影响一个
家族和地区，家风既是私事，也是公事，它
连着民风、社风、政风。”该村村支书王洐林
表示。

据悉，3月以来，该县将家风建设与党
的组织建设、政治生态净化、美丽乡村、文
明创建相结合，在全县深入开展“继承传家
宝·传承好家风”主题活动，通过宣传和培
育党员干部的优良家风家规，营造出“家家
有家规、户户好家风”的良好氛围，形成纯
正家风与党风政风相嵌互动的清新局面。

该县组织部长胡江玲表示，开展“继承
传家宝·传承好家风”活动，目的是以党员
好家庭带动群众好家庭，以党员好家风带
动社会好风气，以良好的家风支撑起良好
的社会风尚，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融
入日常工作生活，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目前，该县已开展一个传家宝、一篇小
故事、一张老照片、一面展示墙“四个一”
家风展示52场，参与党员群众6000余人，
挖掘和搜集家风家训、小故事、老照片
7000余份，掀起“家风化社风”活动热潮。

通山好家风引领新风尚

我市召开现场推进会

安排拆围验收及后续管理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员邓文君报道：10日下

午，我市湖库拆围验收及后续管理工作现场推进会在
咸安区向阳湖镇召开，副市长汪凡非出席会议。

汪凡非指出，要肯定成绩，坚定打好拆围攻坚战的
信心，我市拆围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也还存在
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各地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克服
厌战、畏难情绪和麻痹思想，一鼓作气，趁胜追击，在规
定时间节点前完成拆围验收工作；要务求质量，扎实抓
好湖库拆围各项工作，确保拆围台账规范，湖面清理彻
底，奖补资金到位，启动渔民安置等后续管理工作；要
强化担当，主动做好湖库拆围后续管理工作，要查清湖
库情况，摸清渔民底数，整合人社、民政、农业、扶贫等
各部门力量，妥善安置渔民生产生活，巩固拆围成果，
探索湖库保护新机制，确保拆得了，稳得住，不反弹。

长江大学科技学院

即将竣工
9日，咸安区贺胜桥镇梓山湖桃林村，

占地2300亩，总投资10个亿的长江大学科
技学院已完成教学楼，食堂，学生公寓等主
体工程建设，附属工程正紧张施工，预计今
年9月可招生开学，预招3000人，4年共招
1.5万人。

记 者 张大乐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 讯 员 王建桥 摄

旅游公路颜值高
记者 马丽娅 特约记者 汪佳

11日，走在幕阜山旅游公路崇阳段连
接线上，两侧新栽的小树挺拔有致，沿途
农民正忙着浇水、铺草皮。

“这条路是严格按照景观路、生态路、
旅游路来打造的，是一条高颜值的‘绿色
生态景观长廊’。”该县林业局局长陈海平
介绍。

2014年该县启动“绿满崇阳·美丽天
城”行动，提出以武深高速、杭瑞高速、106
国道和幕阜山旅游公路四条主要交通线
绿化为主轴，建设道路景观绿化带、绿色
示范乡村。围绕三大百亿产业，该县按照

“山水路、城乡村”统筹，“点、线、网、面”结
合的原则，将全县3年的造林绿化任务落

实到具体的山头地块，统筹规划。
今年，该县筹集资金300万元，购买栾

树12万株对杭瑞、武深高速沿线进行大树
补植，实现应栽尽栽。

同时，投资600万元，对武深高速、崇
赵线、幕阜山旅游公路等7条通道绿化。
结合扶贫搬迁和新农村建设，以绿色示范
乡村建设为重点，在武深高速、杭瑞高速、
幕阜山旅游公路沿线、青山水库周围、陆
水河流域崇阳段、县城区及环城区域，选
取36个重点村庄，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实
施绿化。

如今，来崇阳的人都说，旅游公路的
颜值越来越高了。

崇阳义工福利院送爱心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讯员丁枫报道：5日，新

华保险崇阳支公司、崇阳县“心连心公益协会”联合组
织开展“美丽使者”爱心公益活动，为路口镇农村福利
院老人送去牛奶、水果、肉等物品。

活动当天，爱心义工扶老人到院子里晒太阳、谈
心，为老人们剪指甲，并对所有房间进行喷药消毒，随
后为老人们准备了丰盛午餐。

该公司总经理陈茂平表示，今后将举办更多类似
的活动，把爱传递、让爱延续。

我市打造国家级旅游业
改革创新先行区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孔祥轶报道：11日，我
市召开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建设暨全市旅游
产业发展第2次联席会议。市领导何开文、镇方松出
席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咸宁市旅游业在全国有影响、在全
省有位次、在全市有地位，旅游业已成为咸宁市战略性
支柱产业。随着首批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的
成功创建，更应清晰的认识到肩上的责任，层层压实责
任。对改革先行区任务要积极作为。改革就是先行先
试，要敢于实践、大胆创新。各涉旅部门要把“旅
游+，+旅游”视为己任，主动融入旅游工作中。

会议要求，要把旅游十三五规划落到实处，加快推
动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旅游体系化、项目化、工程
化、智慧化、标准化、差异化发展，全力建设国家级旅游
业改革创新先行区。要强化共识共为，推进大旅游的形
成发展。要强化共融共赢，做到上下融合，市区融合，部
门融合。要强化工作督导交流，守好旅游安全底线。

市领导到通山大竹村

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王宇坚、王鹏报道：5月10日，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程良胜带领驻大竹村帮扶单位主
要负责人到通山县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程良胜对大竹村“乡村旅游”发展思路给予了充分
肯定，要求大竹村要充分利用好本地优势，做足大竹山
水文章，将“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相结合，大力发展
农村农家乐，要走出去、引进来。驻大竹村帮扶单位及
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帮助大竹村做好区位发展定位、找
准发展思路，充分利用隐水洞、富水湖等周边旅游资
源，全力以赴打造大竹生态旅游圈；对于选址好的项目
要尽快落地，要规范使用扶贫资金、按程序发展产业项
目；要进一步想方设法发展产业对接贫困户，提高贫困
户自身“造血”能力，不能搞“数字脱贫”、“算账脱贫”，
用真抓实干的作风，在发展乡村旅游业和带动贫困户
脱贫上多做文章，做到脱贫与发展两不误。

市人大常委会

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熊琦报道：5月11

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汉桥带领市人大
常委会第一检查组到嘉鱼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市人
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勇参加检查。

王汉桥指出，嘉鱼县委县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一
法一条例”贯彻有力，成效明显。嘉鱼发展旅游产业潜
力巨大，要以这次执法检查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对
此次执法检查期间发现的问题，要加大整改力度，做好
提升工程。

王汉桥要求，要进一步加大对“一法一条例”的宣
传学习和贯彻落实，坚持依法治旅、依法兴旅，为旅游
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促进旅游业规范发展。要认真落
实“三抓一优”要求，加大旅游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做好
生态环境、旅游资源的保护利用大文章。要在创新整
合上下功夫，做好整体宣传、营销推介工作，做大做强
嘉鱼旅游。

2日，嘉鱼县潘家湾镇龙坎湖村互得利专业合作社，技术人员正在基地里查看蛙苗孵
化情况。该基地占地500多亩，是集小龙虾、青蛙养殖和蔬菜种植于一体的生态观光园。

记者 夏正锋 特约记者 龙钰 通讯员 汪中昌 摄

孵化蛙苗孵化蛙苗

市农科院选育三系杂交晚稻新品种

在全省推广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刘伟报道：5日，由市

农科院选育的三系杂交晚稻新品种“巨风优1098”与
武汉楚禾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订生产经营权转
让合同。“巨风优1098”是市农科院在国家相关部委、
省农业厅各类项目的支持下，以高级农艺师黄志谋为
带头人的水稻育种团队经过多年长期积累取得的一项
重要成果，今年3月份正式审定。

此次武汉楚禾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市农科院合
作，获得独家经营权，将在湖北推广这一水稻新品种，
有力支撑全省现代种业创新发展。

“十三五”以来，市农科院承担了优质高产多抗水
稻新品种选育、机收再生稻等科研项目20余个。与
省、市10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服务关系，为企业提供
了大量技术支撑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