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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恬、见习记者尹
君、通讯员万俊报道：2月28日，记者
从市编办了解到，近日，市政府下发《关
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这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市第六次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事项。

《决定》共取消和调整9项行政审
批事项，其中取消4项：会计从业资格
认定、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
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审
批、在林区经营（含加工）木材审批；承
接5项：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员
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除撤销登记外）、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劳务
派遣经营许可、地高网高速公路项目施
工许可、二手车交易市场二手车经销企
业备案。

据了解，此次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事
项，主要是衔接落实国务院、省政府近
期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有关文件精

神，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深化“放管
服”改革。同时更是政府部门转变职
能，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以便更好地
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既要在行政干
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

“抓手”，也要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坚持
“放手”但不“甩手”。

推进简政放权 深化“放管服”改革

我市取消和调整9项行政审批事项

②走进开发区系列报道

通山经济开发区

合力拼出加速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慧 通讯员 程良万 朱绍武

新春伊始，万物复苏。2月28日，
走进通山县经济开发区，厂房鳞次栉
比，道路纵横交错。一条条生产线开足
马力，忙着赶制订单。

在水晶工业园晶艺饰品生产车间
内，机声轰鸣，统一规格的全自动数控
水钻机一字排开、正常运转。四川籍工
人张东正在其中一台设备的控制终端
进行程序操作。

“手掌大小的触摸显示屏，却是水
钻机的控制中心，从它上面，我们可以
直观地看到设备各部分运转情况，并能
根据生产需要及时作出调整，非常方
便。”张东介绍说。

去年底动工，首条生产线节后投

产。晶艺饰品项目，从一个侧面生动诠
释了工业经济发展的“通山速度”。

据悉，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200
亩，总投资5亿元。除已投产的生产
线，原料库房、辅助楼、第二条生产线等
都在紧张的施工当中，建成后可实现年
产值2.5亿元，实现税收1000万元，提
供就业岗位420余个。

“正月初八，所有负责生产或者施
工的工人就已全部到岗到位，按照眼下
的进展情况，预计今年8月可以全线投
产。”公司行政主管张冬梅告诉记者，抱
团发展是企业的优势之一，因为车间生
产原料全部由毗邻的德福玻璃制品有
限公司提供，极大地节省了运输成本。

在皇居家私（通山）板木车间，工
人们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一道道工序，
或切割，或打磨，或雕刻，或抛光，秩序
井然。

“这个车间是专门用来生产定制家
具的，可以根据住房实际条件，定向制
作符合规格的实木家具，以满足不同客
户所需。”生产主管袁知文介绍到。

皇居家私（通山）是一家专业从事
高、中档办公、酒店、民用家具生产、设

计和销售为一体的家居公司，总投资
8000多万元，拥有9栋现代化厂房，以
及各类生产原木高端家具的木工机械
和生产加工红木系列的数控雕花机。

“订单都已经排到了5月份，单从
价格上看，就有一百多万元。所以，春
节假期一过，我们就开足马力生产，确
保如期交货。”袁知文说。

据了解，为确保工业企业实现开门
红，该县经济开发区采取分片包干、责
任到人的方式，建立干部一对一联系企
业的工作制度，通过定期走访和随叫随
访相结合的形式，及时掌握企业生产、
经营、管理等情况，并与区内企业逐个
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为经济发展营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目前，通山县经济开发区园区内的
工业企业均已复工，到处是一派火热繁
忙的生产景象。

迈进新时代 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朱哲、见习记者谭昌强、通
讯员敖琼报道：日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丁小强围绕落实河湖长责任、共抓长
江大保护话题接受了新华网的专访。丁小强
说，水，是咸宁城市的特色和底蕴所在，是极
其重要的战略资源。咸宁将打造河长制“升
级版”。到2020年，咸宁重要水功能区水质
将实现90%以上达标。

丁小强介绍了我市扎实推进河湖库长
制，着力打造水生态文明城市的成效。他说，
去年，咸宁自我加压，以高于全省目标的要
求，提高水质达标率和水质优良比例，在湖北
省推行河湖库长制基础上，咸宁将全市所有
河流、湖泊和561座水库全面纳入河湖库长
体系，打造河长制“升级版”。同时，还将河湖
库长制向村级延伸，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河
湖库长责任体系，明确市级河湖库长15名、
县级河湖库长107名、乡级河湖库长757名、
村级河湖库长 999名，层层织密河湖责任
网。目前，市县乡村四级河湖库长履职率达
100%。

“作为长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
障，咸宁在长江经济带建设、长江生态保护中
肩负重大责任。”丁小强说。去年，咸宁市在
做好拆围后续管理和渔民安置工作的前提
下，重点拆除斧头湖咸宁水域、西凉湖水域养
殖围网围栏17.2万亩和黄盖湖赤壁水域围网
围栏网箱1.2万亩、迷魂阵1008部。六个县
市区已完成全部水库拆围任务。 咸宁境内
的37个非法码头也在2017年全部完成整
改，其中拆除34个，关停1个，另2个经湖北
省政府同意已纳入砂石集并中心建设。取缔
的34个码头堆场已经平整和复绿，植树面积
近1300余亩，恢复长江岸线近4.6公里。 另
外，为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咸宁市还持续整治黑臭水体、推
进工业污染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和农业面源
污染处理。城区5处黑臭水体中的3处已完
成截污管网改造；建成温泉、永安、长江产业
园三个污水处理厂，对全市30多家废污水排
放企业进行改造整治；统筹资金2亿元，完成
190个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实施农药化肥专项整治和畜禽养殖“三
区”划定工作，关闭规模养殖场72家；关停非煤矿山109家。

丁小强表示，咸宁市计划到2020年，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87%以上，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90%以上；长江干流优良
比例达到100%，国家级、省级考核断面优良比例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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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哲、见习记者谭昌
强、通讯员付强报道：最是一年春光好，
植树添绿正当时。

3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丁小强等市领导来到咸宁大道东
延伸段，与市直机关干部、群众一道义
务植树，以实际行动弘扬生态文明，共
建生态家园，助力绿色崛起。

在咸宁大道东延伸段的一片山坡
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植树景象：挥锹扬
锄、挖穴铲土、扶苗填坑，踏土夯苗、提
桶浇水……丁小强一行拿起铁锹，加入
植树队伍。市领导同机关干部、市民群
众、志愿者一起，三五人一组默契配合，

你扶苗，我填土，他浇水，认真地完成着
每一道工序，栽下一株株树苗。 一阵
忙碌过后，一株株桂花、香樟、中国红
枫、垂丝海棠、中华石楠迎风挺立，孕育
着绿色的希望。

植树间隙，丁小强向林业部门负责
人关切地询问起我市植树造林和城市
绿化工作。近年来，全市上下大力实施
城乡绿化工程，每年以30万亩以上的
规模推进植树造林。特别是通过深入
持续开展“绿满鄂南行动”，咸宁造林面
积、森林覆盖率位列全省前列。去年，
通过扎实推进美丽咸宁建设，我市完成
造林48.24万亩。今年按照省委省政

府统一部署启动精准灭荒行动，我市计
划完成灭荒造林15.5万亩。目前，已
完成整地11.71万亩、造林5.16万亩，
分别占年度任务的75.3%和33.2%。

看着新植的片片葱绿，丁小强叮嘱
林业部门负责人，要科学开展植树造林
工作，加强林木养护管理，确保苗木成
活率。他强调，当前，正是植树造林的
最佳时节，要深入实施‘双五’（五年内
森林覆盖率、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各
提高5%）工程，统筹推进绿满鄂南行
动、幕阜山区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国土绿化精准灭荒三年行动计划，在全
市迅速掀起春季造林和全民义务植树

的新高潮。要引导全市人民牢固树立
生态文明理念、养成绿色生活习惯，把

“绿色”融入日常生活，用实际行动改
善、保护生态环境，让咸宁大地山更青、
水更绿、天更蓝、地更净。

2月2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
鹤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咸宁大道
东延伸段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3月1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吴晖，市政协主席曾国平，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汉桥，市委常委
何开文、张方胜、周勇，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

弘扬生态文明 共建生态家园

市领导集体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
3月1日，记者从全市旅游专题
会议上了解到，我市定于3 月中
下旬在梓山湖新城举行咸宁市
首届赏花文化旅游节暨春季赏
花线路推介会，打造春季赏花特
色产品。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各地有
野樱花近100万亩，油菜花约5
万亩，荷花约5万亩，桃花、李
花、梨花、菊花，牡丹花，杜鹃花，
月季花，芦苇花等近10万亩，以
及市花桂花、万亩茶园、10万亩
竹海等。

今年我市将着力打造咸宁
四季飞花的旅游产品。全市各
地给合春季旅游特点，坚持以春
季赏花为载体，以“芳菲香城，心
泊咸宁”为主题，打造香城咸宁

“无处不飞花”的春季赏花特色
产品，推动咸宁春季旅游产品大

开发大宣传和质量大提升。
据悉，目前我市确定于3 月

中下旬在梓山湖新城举行咸宁
市首届赏花文化旅游节暨春季
赏花线路推介会，集中发布咸宁
赏花旅游资源、咸宁精品一日游
线路，各县市区旅游产品线路、
旅游商品和赏花衍生品、赏花摄
影比赛和十大赏花基地评选以
及春季咸宁旅游其他当季产品
和优惠活动，全力展示全市各地
春季赏花好去处。

旅游节期间，我市还将邀请
全国全省知名旅行社、新媒体、
网络达人和旅游大型团队等参
加，进行咸宁春季赏花游的扩散
宣传。启动开展香城飞花小攻
略策划，开展各地赏花游基地专
题拍摄、作品评选、命名授奖，
并在市人民政府官网进行公开
发布，形成推广热潮。

我市将举办赏花文化旅游节

1 日，温泉沃尔玛
广场，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新广局主办的“香城
春韵·2018 元宵文艺演
出”在这里举行。喜庆
祥和的氛围中，《暖暖的
风》、《我们都是一家
人》、《画卷》等带有浓郁
地方特色的节目一一登
场，在宣传咸宁文化特
色的同时也丰富了群众
的文化生活，过往市民
纷纷驻足观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
者 夏正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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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特约
记者汪佳、通讯员陶然报道：2
月23日，崇阳通过视频会议的
形式召开县委三级干部大会。
会上，该县县委书记杭莺对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具体安排和
部署。

该县将按照20字方针，坚
持走好“七个之路”，加快推进崇
阳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
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
业的美丽家园。以发展现代高
效农业为方向，进一步加强两
竹、两茶、果蔬、禽畜、水产、药材
等特色支柱产业基地建设，推进
农村“业”的兴旺。

同时，规范农村建房秩序，
因地制宜采取小集中、大均衡模
式推进乡村建设，补强农村基础
设施短板，做好乡村民房“梳妆

打扮”，加大投入支持每年建设
一批美丽宜居乡村，增添农村

“美”的魅力。
该县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深度挖掘本土优
秀传统文化，开展提琴戏、红歌
大家唱、广场舞、乡村旅游文化
节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农民
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农村“文”的
内涵。推进自治、德治和法治融
合，提高农村综合治理水平，推
进平安乡村建设，强化农村“法”
的保障。

杭莺表示，将利用“旅游+”
“生态+”等模式，推动农林与旅
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
融合，建设一批休闲观光园区、
康养基地、特色小镇。实施“三
乡工程”，推动城市资金、技术、
人才等“上山下乡”，激活农村资
源。

崇阳力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