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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一优”看亮点
服务大众 情系民生
民生银行咸宁支行特约刊登

客服热线：95568

供不应求
订单满

23 日，赤壁市高新区，赤壁银轮
工业换热器有限公司车间，工人们正
在流水线上作业。据了解，该公司主
要生产不锈钢机油冷却器和工业换热
器，广泛应用于汽柴油发动机、变速
箱、缓速器及船用热交换器。目前，受
全国商用车需求增长影响，公司产品
供不应求，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8000
多万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但昭钧 摄

本报讯 记者邓昌炉、通讯
员程谦报道：碧水蓝天依旧是咸
宁标志。最新检测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市城区空气质量优良
率为83.8%，较2017年同期提
高12.3%；PM10浓度均值同比
下降 18.3%，全省排名第二；
PM2.5 浓 度 均 值 同 比 下 降
25.9％。

同时，全市8个县级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4个跨界断
面水质达标率100%。全市生
态环境综合指数居全省前列。

今年以来，我市以改善环境
质量为根本任务，强化环保督
查，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组
织开展环保执法“零点行动”、长
江经济带化工污染专项整治等
执法行动，对34家化工企业抽
查发现的100个环境问题进行
通报整改。目前，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的涉及我市38个环境问
题，已交账26个，整改完成率为
68.4%，剩余12个问题全部达
到时序进度。

全市坚决打赢蓝天保卫
战。抓住“三禁三治”、重点企业
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全面达标、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等关键，
督促一批重点涉气企业完成废
气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通过
开展秸秆禁烧“大宣传、大巡查、
大督办”，秸秆露天焚烧现象得
到有效遏制。

全市开展清水行动，对8个
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
境状况进行评估，督促存在环境
问题的12个水源地全部整改到
位。

我市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将
为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更
好的环境保障。

我市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上半年空气质量优良率83.8%

好男儿从军报国有担当，全社会同心协力固国
防！有志参军的青年请关注“咸宁征兵信息平台”
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01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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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26日，我市召开深化“放管服”
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
会。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到
会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何开文主持会议，副市长吴刚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各地务必切实增
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政治责
任感和时代紧迫感，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
一，对标看齐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的改革部署，全面
深入梳理工作中的短板，拿出不
改不行、不胜不休的自我革命精
神，把深化“放管服”改革进行到
底。

会议要求，要突出重点、纵
深推进。要深度精简行政审批
事项，对国务院、省政府取消下
放的事项，我市一律取消下放，
同时加强基层承接能力建设，确
保放得下、接得住；深度改革商
事制度，深入推进“多证合一”、

“证照分离”，大力推进“多规合
一、多评合一、多验合一”；深度
改进企业不动产登记；深度减证
便民，对市县两级自行设定的证
明事项进行全面清理；深度降税

降费，取消和降低部分涉企收
费；深度规范优化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要深化“精准管”工作，进
一步完善“双随机一公开”机制，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革城
市综合执法体制，完善电子监察
系统，完善市场监管考核制度，
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
督。要深化“服务优”的工作，不
断优化政务服务，简化服务流
程，创新服务方式，打破“信息孤
岛”，强化平台共建，着力抓好

“四通”、“四办”工作，即网络通、
数据通、业务通、应用通，“马上
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

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狠
抓落实。各地各部门要自觉做
改革的坚定拥护者、支持者、践
行者，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
推进，严格督促检查，对落实不
力、久拖不决的，要严肃问责。
要提高政治站位，刀刃向内，自
我革命，以更彻底的简政、更有
效的监管、更优质的服务，全力
营造良好的政务服务和营商环
境，助推咸宁高质量发展，不断
增强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获得
感。

全市电视电话会议要求

深化放管服改革
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湖北日报记者江萌、周
鹏、咸宁日报记者朱哲报道：7月 24
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艳玲赴咸宁
市调研，要求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加快
文化产业发展，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广
大人民群众。

王艳玲一行先后深入嘉鱼县潘家
湾镇四邑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二乔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官桥特色
小镇，赤壁市三国文化小镇、羊楼洞青
砖茶小镇等，与基层干部群众、文化产
业项目负责人进行交流，详细了解文
化产业发展以及基层文化站所建设情
况。

王艳玲说，省委、省政府坚定不
移地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培

育，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
来布局，要坚定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
信心，实施“文化+”的产业发展战略，
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特色小镇建
设融合发展，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把发展潜力转化为发展动
力，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培
育新型文化业态，努力建设文化强

省。她强调，要以强有力的基层党组
织建设为引领，以富有活力的产业为
支撑，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
施文化惠民工程，搭建文化活动平台，
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进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
活需要。

王艳玲在咸宁调研时强调

加强基层文化建设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咸宁作为 ②

新引进的野马新能源汽车项目，填
补了我市整车生产领域空白；华彬快消
品和安利运动饮料落户，巩固了我市功
能性饮料产业在全省的领先地位；“落
雁湖·未来城”正式签约，将打造绿色、
生态、宜居的新型城镇典范……

大企业纷至沓来，好项目相继落
地。今年以来，我市把招商引资作为头
等大事、一号工程，好戏连台，捷报频传。

持之以恒抓招商、担当作为抓招
商、专业队伍抓招商、优化政策抓招
商、提升环境抓招商，各地招商引资
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不断
提升，质量效益继续改善。

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市新
签约项目391个，协议投资总额845.6

亿元。

坚持目标导向，招商劲头不减

对咸宁而言，招商引资是抓经济
工作的生命线，是实现预定目标的关
键之举。

上半年，各级领导带队走出去，
外出招商180余批次，拜访企业600
余家，深度参与咸宁经济发展和招商
引资工作——

市县两级领导挂帅抓招商，分赴
长三角、珠三角、北京等地招商，主动
对接世界500强、国内100强和重点
民营企业，挖掘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
高、税收贡献大、社会效益好的项目。

市直部门“一把手”带头抓招

商。截止目前，市直相关部门推进了
康美大健康产业、航星光电、神雾竹
资源利用等24个项目实现签约。

招商专班驻点抓招商发力，从去
年5月至今，市直招商专班与80余家
商协会搭建合作平台，累计拜访客商
1500余批次，掌握有价值招商信息
400余条，促成三赢兴摄像模组生产
基地等37个项目已实现正式签约，协
议投资总额158亿元。

围绕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
长极目标，我市重点瞄准“智能机电、

互联网+、生命健康、节能环保、电子
信息、新能源新材料以及大旅游、大
文化、大健康”等产业开展精准招商，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春季行动”，取得
阶段性成效。

上半年，我市策划了111个对外
招商推介项目，形成了招商推介项目
库。与此同时，更新制作《投资咸宁》
宣传册，重新拍摄招商宣传片，在媒
体平台密集发布招商活动信息，强化
对外宣传推介，营造了强大的声势。

（下转第六版）

26日上午10时许，在来自全省
各地的300余名民政工作者和媒体的
见证下，潜山村4组选民李细珍往票
箱里投下自己填写的两份选票。

为了这次投票，61岁的张细珍和
老伴、儿子媳妇两天前就从深圳回到
咸宁，他们觉得，选出一个好的村民
委员会，往返费用2000多元，花得值！

11时半，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宣布
了潜山村第十届村民委员会选举结果。

这标志着，潜山村在全省率先完
成“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潜山村隶属咸安区马桥镇。今

年5月，与咸安区温泉办事处金叶社
区一道，被确定为全省“两委”换届选
举试点。

2018年村（社区）“两委”换届选
举，是全省村（社区）换届统一届期后
的首届选举，省、市、区各级高度重视。

6月20日，试点工作启动。省民
政厅多次要求做好试点换届选举工
作，市领导和市民政局干部长期驻点
督办指导。咸安区召开区委常委会、
人大常委会研究部署“两委”换届选
举工作，印发《换届选举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该区要求，以选优配强村

“两委”班子为目标，着力提高人选质
量，规范换届程序，确保风清气正，选
出好班子、形成好规划、换出好面貌。

咸安区委书记李文波说，我们把
党的领导贯穿换届试点的全过程和各
方面，突出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牢
牢把握换届选举试点工作主导权。

实施阶段，村党组织换届选举被
视作“两委”换届选举的关键一环。马
桥镇党委对潜山村开展了任期审计和
换届考察，调整充实村党组织班子，把
握换届工作主动权。通过党员和村民
代表推荐、镇党委推荐、党员大会选举

的“两推一选”方式，于7月10日，选举
产生潜山村党支部委员会。

这次，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严格依
据法定程序，有序开展。

研究生毕业到深圳工作的孟维
也投上了自己的神圣一票。

她使用的是潜山村设计的远程
投票模式。

和孟维一样，28位在外地的村民，
用手机在微信直播页面参加投票。

孟维说，我们见证了潜山村的巨
大变化。所以，无论多远，我也要用
好自己手中这神圣的一票！

神圣的一票
——咸安区潜山村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目击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向东宁 通讯员 阮先强 实习生 郑爱金 柯煜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推动金砖合作再出发
实现金砖国家共同发展

全文详见第六版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26
日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丁小强，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远鹤率领市发改委、市林业
局和市规划局等部门，专题调研
咸宁机场项目选址和前期工作。

市领导强调，要坚持前瞻性
和科学性，进一步优化和完善选
址方案。加强协调服务力度，及

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
问题，确保咸宁机场建设项目前
期工作顺利推进，为下步开展工
作奠定良好基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开
文，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
胜，市委常委、咸宁军分区司令
员来承坦，副市长吴刚参加调
研。

市领导调研咸宁机场
项目前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