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育主体 争创品牌 放大价值

咸安三产融合推进提质增效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员李星

报道：15日，咸安区汀泗桥镇古塘村
联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钢架大
棚里，碧绿的瓜蔓向上攀援，青翠的
黄瓜即将上市。

在大棚旁，合作社经营的“上山
下乡”农家乐生意火爆，中午时分，预
定的客人如约而至，一下子坐满好几
桌。

合作社负责人张晓明介绍，2014
年流转承包了360亩土地发展蔬菜水
果种植。农产品除了销往大型超市，
每逢周末，城区许多家庭都会来这里

亲子游，采摘之后到农家乐饱餐一
顿，尽兴而归。

“去年一年农家乐收入有20多万
元，比单纯生产农产品赚钱多了。”张
晓明说。

咸安像张晓明一样将农业与服
务业结合起来的例子还有很多。

咸安是全省35个“双低”优质油
菜保护区之一，全区油菜种植面积达
38万亩。汀泗“塔垴山”、高桥“林泉
香”、双溪“清塘刘”等优质菜籽油品
牌已初具规模。据统计，几大品牌年
生产菜油 2000 吨，销售产值达到

4000万元以上。
近年来，咸安区委、区政府融合

油菜产业与乡村旅游业，提出了全力
打造“百公里油菜旅游休闲观光经济
带”的发展思路，至今已举办两届探
春赏花乡村游，油菜花海已成名片，
引爆生态旅游热潮。

油菜的三产融合成了咸安农业
提质增效的一大亮点。

今年，咸安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抓手，以幕阜山片区绿色经济
带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两菜一茶一
竹”特色产业基地、“农田水林路”基础

设施、竹循环产业园及农产品加工产
业园建设，积极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大力发展智慧农业、观光农
业，加快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提升
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据悉，咸安力争今年实现全区
“菜篮子”基地面积达3万亩，新增茶
叶种植面积1万亩，新增市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家、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和家庭农场60家，争创“三品
认证”农产品5个，全区拥有国家地理
标志不少于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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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郑重声明：

医院在咸宁城区
未设立任何分院

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起源于1898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镇氏风湿病马钱子疗法》第三代传人镇海馀先生创办于
1976年，是湖北省唯一的一家专治风湿病的二级甲等中医医
院。医院独家拥有“麻塘”、“镇氏”、“镇家”、“镇氏兄弟”等用于
医疗服务的注册商标。医院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氏风
湿病马钱子疗法》镇氏嫡系传人在咸宁城区未设立任何分院，
提醒广大市民谨防上当受骗。

院址：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 联系电话：861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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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准扶贫弄虚作假者零容忍

通山274名党员干部被查处
本报讯 记者程慧、特约

记者陈卫民、通讯员余飞、舒周
兵报道：昨日，记者从通山县纪
委了解到，因为精准扶贫弄虚
作假，274名党员干部被查处。

今年2月13日，通山被列
为全省运用大数据对精准扶贫
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
两个试点县之一。试点工作开
展以来，该县共收集源数据126
万条，比对数据276万条，通过
多次调整比对规则，最终确定
交办问题线索31483条，查实

问题线索4318条，其中整改问题
402个，取消清退2001个；查处问
责党员干部274人，立案处理48
人，组织处理226人，追缴违规资
金23.27万元。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九宫山镇横石谭村主任吴
某对“雨露计划”申请审核把关
不严，致使不符合雨露计划申
请条件的汪某等三人领取雨露
计划补助资金4500元，今年4
月，九宫山镇纪委给予吴某党
内警告处分。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
昨日，市政协主席曾国平主持政
协咸宁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四次
主席会议决定，政协咸宁市第五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于今年6月上旬在温泉召开。
副主席熊登赞、吴鸣虎、郑凌、孙
基志、冯春出席会议。

市政协五届四次主席会议
协商通过市政协《关于咸宁市幕
阜山绿色产业带生态环境保护
及产业发展布局情况的调研报
告》（讨论稿）；《关于咸宁市政协
文史资料馆筹建工作方案》（审
议稿）和《关于市政协委员活动
中心建设及使用方案》（审议
稿）；《关于组织市政协委员赴浙

江大学学习培训的方案》（审议
稿）；《政协咸宁市委员会关于委
员履行职责管理及考核的暂行
办法》（审议稿）；《关于市政协委
员履职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初步
方案》（草案）；《关于召开市政
协五届二次常委会议的决定》
（草案）及会议议程。

据了解，政协咸宁市第五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主要议程为：传达学习全国
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精神；市
委组织部作党建工作专题报
告；协商通过《关于咸宁市幕阜
山绿色产业带生态环境保护及
产业发展布局情况的调研报
告》（审议稿）。

市政协五届四次主席会议决定

常委会第二次会议6月上旬召开

捷程机械
即将投产
22 日，湖北捷程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技术员在调试生产设备。
该公司位于咸安经济开发区，总

投资5000万元，主要生产汽车油箱及
配件加工。公司分两期建设，其中一
期生产车间已建成，生产设备正陆续
进场安装，六月底可进入投产。整个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5500万
元，利税650万元。

记 者 袁灿
通讯员 彭扶摇 摄

成立不到一年的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以创新服务方式、破解登记难
题为突破口，以群众满不满意为出发
点，持续提高办事效率，实现了不动
产登记提速增效。截至5月23日，该
中心共受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33659
件，办结 32603 件，办结率达 97%。

科学设置，群众办证方便快捷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时刻站在服
务对象角度思考问题，科学设置服务
窗口，切实方便群众办事。

设置全覆盖网点。投入558万
元，建成了不动产空间信息、登记簿

信息、业务信息数据库，搭建了符合
国家技术规范要求、能够纵向（省、
市、县三级）与横向（房产、林业、公安
等部门）接入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平
台，信息查询不再登录多个网站，可以

“一站式”解决,极大提高了办公效
率。同时，设立咸安区分中心窗口及
10个乡镇国土窗口，服务网点覆盖辖
区内13个乡镇、街道的179个村、社
区。各网点受理的电子资料经分中心
初审、中心复审和核定后，在分中心登
簿、发证。整个审批流程均可在不动
产登记信息系统中完成，确保群众“足
不出户”就可以拿到不动产权证书。

设置窗口快车道。该中心采购
了排队叫号系统和自助查询电子设
备，实时查询办理状态。将信息采录
和资料扫描分开，实行扫描后置，减
少前台窗口业务受理时间。针对老
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设置专门窗口
提供“绿色通道”和上门服务。此外，
还有80%以上的申请人享受了预约
服务。

设置企业自助区。初期，该中心
发现企业业务量大，办理业务长时间
占用前台，导致群众个人办理登记等
候时间长，有时甚至需要跑许多趟才
能办好。

针对这一情况，该中心创造性地
推出了“分区分流”措施，即将企业业
务和个人业务实行分流，增设企业自
助服务专区，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更
加高效，也为个人业务办理腾出时
间。

缩减办结时限。登记人员当天
受理的业务须当天移交下一环节，确
保零积压；抵押登记、预告登记、预抵
押登记等办理时限由规定的30个工作
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首次登记、转移
登记等其他登记类型办理时限由规定
的3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

区别对待，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不动产统一登记后，原分散存在
于各个部门的历史遗留问题更为突
显。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集中专家调
研、联合各部门会商、借助政府力量
破解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取得了明
显成效。 （下转第六版）

创新服务提效能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不断破解登记难题

记者 江世栋 通讯员 柯昌明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报
道：昨日，市委宣传部发出通
知，要求各单位组织干部职工
收听广播剧《飞箭》。

广播连续剧《飞箭》由市委
宣传部出品，由湖北广播电视
台新闻广播部、咸宁日报网络
传媒中心联合录制，是全国首
部“打传”广播连续剧。该剧根
据“打传（销）英雄”张亮先进事
迹进行艺术创作，充分展示了
主人公作为一名普通公务员爱
岗敬业、追求卓越、勇于担当、
善于作为的感人事迹和勇敢、

智慧、坚毅、执着等精神品格，
对于净化社会风气，鼓励干部
作为、部门履责，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该剧共三集，剧情层层推
进，案件剥茧抽丝，故事曲折生
动，是一部精心打磨的广播剧
力作。

咸宁广播电台88.1综合广
播频率于 5 月 25 日 14:00—
15:30三集连播。将于5月26、
27、28日三天的15:00—15:30
各播一集。请注意收听。

重现“打传英雄”张亮曲折办案经历

广播连续剧《飞箭》近日播出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汪仁敏报道：“今年我们
公司已签了 10余笔海外订单。”20
日，赤壁羊楼洞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建军告诉记者，公司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正在赶制青砖茶订单，准备
销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

近年来，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发
展，该公司产品得到了消费者很大的
认可。为进一步拓展国外市场，方便
产品运输和销售，该公司还计划在俄
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建设茶叶

精深加工厂。
赤壁种茶历史悠久，是中外闻名

的万里茶道源头之一。自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提出以来，赤壁市以茶为
媒，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复兴万里
茶道源头城市，取得明显成效。

从一片小小的茶叶到一杯淡雅的
清茶，这一过程中充满了艺术之美，蕴
含着茶道精神。赤壁茶文化底蕴深
厚，1736年，赤壁羊楼洞诞生了世界上
第一块砖茶。赵李桥茶厂有限公司起
源于1949年，这里的砖茶沿用古法，

经过71道工序制作出来的青砖茶香气
纯正、风味独特。还有洞庄、乾泰恒等
一些后起之秀茶企。近年来，通过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牢牢占据着
我国西北地区和蒙古、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等国家消费市场。

“产品质量的关键是原料。”赤壁
市茶发局局长李新华介绍，为提升砖
茶品质，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赤壁市严格控制茶叶原料来源，
高标准建设茶叶基地，全市3万亩茶园
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大力发展有机茶

园建设，已有2300亩获得有机认证。
该市还不断推动企业扩大产能，

产业集群建设取得突破性发展。目
前，赤壁拥有茶叶加工企业32家，省
级农业（砖茶）产业化示范园区和省
级砖茶科技示范园初具规模。

同时，通过举办茶文化交流暨茶产
业推介会等活动，积极与沿万里茶道经
济带国家的企业建立友好贸易关系，并
设立砖茶销售跨国公司2家，赤壁市茶
企先后与“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
和地区、省市建立交流合作关系。

赤壁茶产业融入“一带一路”
已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我
国将建立网络数据安全管理体
系，强化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建立
完善数据与个人信息泄露公告和
报告机制。值得一提的是，将从
创新防范拦截技术、突破网络安
全核心关键技术等方面加强信息
安全保护，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维护好百姓的切身利益。

信息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360近日发布的2017年第一季
度《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显示，一
季度，骚扰电话标记数量同比上升了

65.8％，360手机卫士共为全国手机
用户拦截各类钓鱼网站攻击6.2亿
次。骚扰电话及钱财诈骗成为威
胁手机用户安全的两大方面。

一季度，工信部组织对59家
手机应用商店的应用软件进行技
术检测，发现违规软件31款，涉及
违规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恶
意“吸费”、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
用软件等问题。在网络改号方
面，联动“安全百店”106家应用商
店累计下架改号软件828个。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表示，

将切实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紧迫
感，加强创新，协同联动，推动形
成网络安全保障工作合力。工信
部将重点从建立网络数据安全管
理体系、强化用户个人信息保护、
建立完善数据与个人信息泄露公
告和报告机制三个方面大力强化
网络数据和用户信息保护，保持
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加强网络改
号整治和技术防范拦截等。

咸宁公安民警北京载誉归来

捧回多项“国字号”荣誉
本报讯 通讯员张恒报

道：5月19日，全国公安系统英
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咸
宁公安共1个集体，2名个人获

“国字号”荣誉。他们分别是：
赤壁拘留所荣获全国优秀公安
基层单位、民警洪回德荣获全
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民警任
朝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一直以来，赤壁市拘留所
坚持以监所从建机制、促创新、
提效能着手，强化队伍建设，不
断提高拘留所规范化、科学化
和队伍规范化管理水平，实现
了监所、队伍“双安全”的佳绩。

今年52岁的洪回德现任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教导
员，从警30年。在他的积极倡
议下，我市成立了全国首家由
公安机关主导的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

今年 36 岁的任朝现任嘉
鱼县公安局渡普口派出所所
长。他十年如一日扎根在农村
派出所。渡普派出所在任朝的
带领下，连续五年保持了全局
民警人均办案数第一，执法质
量综合排名第一，信息化建设
综合考核排名第一，刑事破案、
网上追逃工作第一的优异成
绩。

我国大力强化用户信息保护

喜迎党代会 荆楚新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