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柯常智 组稿：谭辉龙 胡剑芳 金志兵

电话：0715－8383902 邮箱:xiananxinwen@163.com

咸安新闻
XIANANXINWEN

2017年6月20日

星期二

3版

桂
乡
短
波

★8日，笔者从咸安区委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获悉，该区第一
轮巡察的区农业局等6家单位，共发
现面上问题112个，移交问题线索14
条。 （张晏山）

★5日下午，咸安区委组织部机
关干部分组深入双溪桥镇三桥村、区
人社局和天源纺织公司，观摩指导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推动基层党组
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 （沈心悦）

★13日，笔者从咸安区教育局获
悉，今年中考，该区将在永安中学、区
实验中小学、横沟中学、常收中学等
地设8个考点，考生3673人，比去年
增加54人。 （曾伟）

★16日，咸安区经发集团源通出
租车公司联合区消防大队，在客运站
举行消防实战演练，以增强驾驶员的
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应对突发火灾的
能力。 （李扬）

★13日，全国航天科学普及首席
科学传播专家田如森一行分别前往
二号桥小学、外国语实验小学，为孩

子们作“航天梦，强国梦”专题讲座，
激发孩子们的航天梦、太空梦、科学
梦。 （阮学书 曾伟）

★日前，40多位农民工高兴地领
到了被拖欠的783301.8元工资，这是
咸安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积极受
理农民工举报，帮助农民工讨薪取得
的成效之一。 （周舟 祝波）

传播安全知识
16日，咸安区举行“6.16”安全生产咨

询日活动，交警民警正在为市民群众讲
解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

当天，该区组织安监、交警、卫生、国
土等部门走上街头，向市民群众宣传安
全科普知识，提升市民的应急自救互救
能力。

通讯员 吴涛 何小琴 摄

6月15日，在咸安区记山大屋美术馆举行的“纪念李可染
诞辰110周年——白发学童李可染师友弟子作品咸宁展”，
展出当代名家作品近100幅。通讯员 吴涛 郭景平 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通讯员
镇方敏、冯传庚报道：14日，夏雨初歇，但
咸安区“一区六园”督办工作一刻也没有
停歇。区长盛文军率各乡（镇、办、场）有
关区直部门主要负责人，深入马桥工业
园、张公工业园、向阳湖飞地工业园、咸
安经济开发区温办孵化园，看规划、督投
产、查安全。

“一区六园”是咸安区新一届区委、
区政府确立的区级战略，按照“信息资源
共享，政策优惠同步”的要求，该区积极
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推动工业园区经济
由经济开发区1台“经济发动机”向6台

“经济发动机”转变。
在马桥工业园区，只见规划园区的

标牌醒目，征地、平场、清表井然有序，6
个企业正在招商洽谈之中；张公工业园
内，一片新开垦的荒地黄土裸露，地面开
阔，与一、二期有效对接；向阳湖飞地工
业园区建设规划已完成修编，纵横园区
的4条道路正紧张施工，已完成平整土地
140亩，其他房屋拆迁评估正在进行；温
办孵化园今年引进的专业物业管理公

司，已落实9幢厂房出租，还有一家企业
在洽谈之中，“满园工程”目标为期不远。

“要率先发展，融入发展，特色发
展。”在听取了区经信局、咸安经济开发
区、汀泗桥镇等单位有关工作汇报后，盛
文军要求，各单位一把手要保持招商引
资定力，主动出击，亲自上阵。在项目开
工上，对有意向的抓紧签约，有签约的抓
紧落地，有落地的抓紧建设，有建成的抓
紧投产。

针对各园区建设发展不平衡问题，
该区要求各园区主要责任人要合理制定
规划，排出时间表，倒逼园区建设；要紧
急招商引资，盯紧项目开工，优化园区建
设；要加快园区规划编制，加快土地报

批，加快土地清表整理，加快园区配套建
设；要建立“容缺”机制，建立绿色通道，
按照“一企一策一领导”的工作要求，急
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解企业所需，切
实帮助企业解决供水、融资、招工等起始
阶段困难，支持存量企业做强做大；要关
注经济数据，把心思用在发展上，全力冲
刺“双过半”、“硬过半”。

与会的“一区六园”负责单位责任人
纷纷表示，下半年将按照“一月一通报、
一季一检查”的倒逼工作机制，支持华宁
防腐等有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广绅电
器等有技改空间的企业做大做强，以思
想上再提高、思路上再清晰，合力催开

“一区六园”满园春。

看规划 督投产 查安全

咸安加快推进“一区六园”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钟兵华报道：日前，
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委员会公布的
2017年全省第一批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
证名单显示，咸安区5家企业榜上有名，喜获
《湖北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证书》，该区无公
害农产品再添“新丁”。

咸安区此次上榜的5家企业分别是：
咸宁市香城百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联

社、咸宁市绿佳绿色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咸宁市昭阳农机专业合作社、咸安区
泉水湖渔场和咸安区斧头湖渔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

为夯实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础，近年
来，该区农业部门积极探索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成功经验，着力加强农产
品“三品一标”认证，提升品牌建设覆盖

面,“三品一标”认证规模不断扩大，不仅
推动一批企业和经营主体的农产品获得
全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而且绿色
食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工作也在紧
锣密鼓进行中，其中咸宁市信德现代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猕猴桃、咸宁市
柏庄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青砖茶已通过
产地环评和产品检测；高桥白水畈萝卜

申请认证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已完成
80%的工作量，后续工作正按计划有条不
紊地推进。

截至目前，该区拥有“三品一标”产
品41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26个，绿色
食品8个，有机食品4个，农产品地理标
志产品3个，“三品一标”覆盖率已达35%
以上。

咸安无公害农产品喜添“新丁”
拥有“三品一标”产品41个，覆盖率达35%

咸安五级人大代表

携手共绣“扶贫花”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通讯员周益民报道：“各位

代表既要挂帅，又要出征，携手共绣‘扶贫花’。”18日，咸安
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文波对区人大组织开展的

“聚力脱贫攻坚、五级代表在行动”活动提出要求，希望该
区902名全国、省、市、区、乡五级人大代表，发挥代表的优
势作用，聚力脱贫攻坚。

为确保活动不走过场，该区人大将组织各级人大代表
通过参加视察、调研、询问、工作评议和代表小组活动等，
在扶贫攻坚战场上，发挥好监督促进作用；组织代表深入
贫困家庭开展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及时提出切实可
行的意见建议；结合代表岗位职能、专业特长，引领代表多
形式多途径为扶贫攻坚出招献力。

据悉，该活动将持续到2020年结束，全区各级人大代
表将被分为46个小组，按每半年一个活动主题的要求，督
导各代表小组聚力脱贫攻坚，携手共绣“扶贫花”。

咸安召开专题培训会

着力巩固创卫成果
本报讯 通讯员李伟、荷花报道：6月15日晚，咸安区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专题会在区财政局附4楼会议
室举行，来自区直有关创卫工作责任包保单任、领导专班、
督办专班和社区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通过播放《国家卫生城市暗访模拟场景》视频短
片和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市容环境和食品卫生等2个课件，
激发全体与会人员的创卫工作责任意识，增强做好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迎检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该区要求各有关单位积极投身创卫主战场，在前一阶
段努力奋战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突出问题导向，主动出
击，及时有效解决问题，努力通过全民动员，全员动手，上
下联动，全力巩固创卫成果，推动创卫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咸安坚持“三个补齐”

整合财政资金办大事
本报讯 通讯员安财办报道：今年来，咸安区采取“三

个补齐”的办法，通过政策叠加，整合各类涉农财政资金
19512万元，支持精准扶贫和幕阜山绿色经济带建设。

“三个补齐”分别是：补齐精准扶贫投入不足短板，补
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和补齐幕阜山绿色经济带发展短板。

该区一方面整合4000万元集中用于温氏养鸡、蔬菜
种植、香菇种植、茶叶种植、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光伏发电
等“八大产业”发展，助推贫困村如期实现减贫和摘帽；一
方面积极实施南川水库、牛鼻潭和幸福堰栏河闸除险加
固、高桥河上游整治等“八大水利工程”，推进西湖围垸、滨
湖泵站改扩建等项目建设。同时，举全区之力，重点实施
双溪李容至大幕双垅等9条旅游扶贫公路和花纹水厂工程
建设，实现路相连、渠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发展目标。

区国税局落实优惠政策

助推企业“轻装”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胡慰志报道：日前，笔者从咸安区国

税局获悉，一季度该局共为全区小微企业减免税77.8万
元，优惠政策享受面到达100%；帮助5户科技型中小企业
落实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833.52万元，4户企业享受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政策1375.15万元，1户高新技术企业优惠减
免税4.35万元。

今年来，该局全面落实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将《企业
所得税政策宣传手册》及时印发给纳税人，要求税收管理
员逐一送达并按时收回企业的签收回执，确保政策普及率
和知晓率，还通过QQ群，微信群，向纳税人宣传新政策，并
针对纳税人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实行一对一解答。

区农机局改造老泵站

力促排灌设施提档升级
本报讯 通讯员金志兵、江元胜、方光常报道：12日上

午，咸安区官埠桥镇紫潭村的齐心泵站机声轰鸣，齐心垸
河渠的河水通过泵机排入淦河……

据悉，老齐心泵站改造升级后，排涝流量由4200m3/
小时变为8850m3/小时，为齐心垸1000余亩蔬菜基地保
驾护航。这是该区农机局服务农业生产的一个缩影。

与齐心泵站一起完成改造升级的，还有熊家湾和原种
场2座泵站。其中，熊家湾泵站新装2台新式55KW机组，
服务附近1000多亩围垸，实现将内涝渠水抽到淦河，以解
决内涝，提升防汛能力；原种场泵站新装1台55KW机组和
1台37KW机组，保障了2000多亩农田灌溉。

“我公司生产的竹地板、户外板、廊
亭、家具等竹制品，始终无法解决户外风
吹日晒形成的开裂问题。”14日上午，咸
安区服务企业发展座谈会上，江南春竹
业董事长余位华向材料学专家、北京服
装学院教授周静宜和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严辉抛出企业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周静宜教授建议，由于竹制品目前
都是单向纤维排列，不妨改变制作工艺，
将竹纤维横向、纵向、斜向交叉排列，并
进行加压紧密，同时在容易开裂的部位，
使用一些韧性好的粘合剂，这样或许能
缓解开裂问题。

严辉教授说，目前我国竹产业刚兴
起，许多工艺标准、产品标准等全国性标
准体系尚未建立，江南春竹业作为湖北

省最大的竹类研发加工企业，要加快创
新，尽快形成团体标准、行业标准，掌握
竹产业的行业话语权。

“你们提出的如何提高导流罩模具
密封性，以及如何让成型后的复合材料
与金属件胎模分离等问题，我目前在这
方面还没有多少研究，但我一定把你们
的问题带回去，请教其他专家，帮助你们
解决问题。”在海威材料公司，严辉教授
诚恳地表示。

当天，10位来自北京的自动化控制
与机电、经济学、材料学、农业生产、畜牧
与肉类加工等专业领域的院士专家，深
入到咸安11家企业、2家区直单位，现场
开展项目论证、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
等活动，为全区企事业单位“把脉问诊”。

“现在正是藕带热销时节，每天采摘
的藕带不愁销。”18日上午，咸安区官埠
桥镇泉湖村12组农业示范大户樊织松，
一边忙着在自家香莲基地采挖藕带，一边
高兴地说。

今年44岁的樊织松，去年成立泉诚
种养殖专合业作社，投资50余万元种植
大棚蔬菜，投资50余万元进行基地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改造，投资50余万元兴
建基地农庄，并吸收4户贫困户参与种
养，走共同致富之路。

目前，合作社经营大棚蔬菜和水果面
积40余亩，发展水面养殖60余亩，实行
香莲小龙虾套养50余亩，总面积150余
亩。其中，10亩蔬菜大棚种植有辣椒、茄
子、黄瓜等，10余亩水果基地种植有油

桃、琵琶、桔、柑、橙等。
统计显示，今年至目前，该合作社不

仅大棚蔬菜纯利润达到10万余元，而且
水面养殖的纯收入也超过10万元，香莲
小龙虾套养纯利润在7万元左右，散养的
鸡、鸭、鹅等收入已逾15万元，每户贫困
户年务工收入近1万元。

“下一步，我将再建一个10亩左右的
蔬菜大棚，专供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有机
蔬菜的采摘乐趣。”尝到种养甜头的樊织
松，对未来充满憧憬。

桂乡速写
guixiangsuxie

种养结合奔富路
通讯员 金志兵 孙志勇

院士进企“问诊”忙
通讯员 陈文林 徐志宏 潘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