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咸宁生态环境质量有何预期？

我市明确三大战役四个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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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郑俊华介绍，全县 4 个战区，
工业与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方式，
12 个作战兵团，9 个工作专班，进一步
灵活建设扶贫车间，保障扶贫车间进
补齐脱贫短板，全面落实十三个
“到村
村进小区得以顺利推进。仅此一项可
到户至人”举措。
带动 1568 户贫困户脱贫。
该县制定并下发了《崇阳县 2018
为了解决干部白天入户难以见到
年脱贫
“摘帽”决战方案》，县
“四大家”
群众的难题，该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领导每月至少 10 个工作日用于扶贫； “湾子夜话”活动。对群众提出的问
县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实行“1+4”工作
题，能当场回复的就当场回复，能解决
机制，要求帮扶干部每月到所联系贫
的当场开办解决，不能解决的就记录
困户现场解决问题不少于 4 天。
下来向上级反映，争取尽快解决。截
该县围绕群众增收，初步探索出
至目前，该县已拿出 3000 万元用于解
出一条以扶贫车间为引领的产业帮扶
决湾子夜话中遇到的问题。
之路。利用废弃村部、校部及部门闲
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是
置房，采取集中与分散、车间与作坊、
实施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也是精

准扶贫“九有”补短板中的重要一环。
该县围绕“九有”目标，对全县 47 个贫
困村和 34 个非贫困重点村、311 个项
目
“补短板”。
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参与脱贫决
战。该县举办“决战 2018”脱贫攻坚
大 型 公 益 活 动 ，现 场 募 集 公 益 资 金
957.8 万元，
将全部用于扶贫。
县委书记杭莺说，围绕“摘帽”目
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以
“压倒一切”
的重大政治任务，以“豁出去”的政治
勇气和政治担当，坚决打赢问题整改
销号战、贫困户脱贫定点战、贫困村出
列整体战、整县
“摘帽”收官战。

崇阳：聚力脱贫攻坚摘穷帽
咸安：深化三抓一优创佳绩
本报讯 记者甘青、特约记者胡
剑芳、通讯员柯其河报道：今年以来，
咸安上下聚力聚焦“三抓一优”，优化
政策、信用、政务环境，着力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日前，二季度全市拉练检查成绩
出炉，咸安区以 95.09 分综合排名全
市首位。
咸安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今
年以来，咸安立足实际，从三个方面发
力，让企业顺风顺水舒心发展。
——出台激励政策，统筹整合财
政资金，设立了 1 亿元的绿色产业发

展基金，兑现落实涉企优惠政策奖励
资金 5667 万元。
——推进诚信政府建设，对已签
订的各类投资合同，坚决按照约定条
款，将承诺事项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
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社会
资本投资咸安的信心与决心。
——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
推动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共建共
享，探索推进
“一次办结”机制，平均办
结时限由原来的 7 天缩短为 2.5 天。
在机电、防腐等传统产业厂房，机
声隆隆，满负荷生产。企业老板说，得

感谢区委区政府实施“万企万亿技改
工程”
“中小企业成长工程”，运用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让企业更有竞争力。
上半年，咸安区实施重点工业技
改项目 27 个，总投资 38 亿元。其中
22 个项目完成技改并投产。
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新兴产
业厂房，工人连轴转地赶订单。公司
负责人说，这是区委区政府发展“四
新”经济和总部经济，实施“企业倍增
计划”
带来的利好。
上半年，咸安区生物医药产业增

长 17%，电子信息产业增长 19%，数
控模具产业增长 11%，总部经济企业
康笙源实现税收 3558 万元，
“四新”经
济企业湖北众网营收达到 2661 万元。
不仅新旧产业发展形势喜人，项
目招商更是硕果累累。该区综合运用
产业链招商、重资产招商、新媒体招商
及基金招商、委托招商、平台招商等多
种方式，在招大引强、资源整合、路径
探索上实现了新突破。
上半年，全区新签约项目 60 个，
合同引资额 137.29 亿元，累计到位资
金 108.01 亿元。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曾
文波、左彬报道:记者 1 日从市卫计委
获悉，日前，我市在全省地市州中率
先出台《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
政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
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扩大公共服
务供给，有针对性地解决养育子女的
后顾之忧，推动全面两孩政策更好地
落地，促进我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
家庭和谐幸福。
《意见》对现有的政策措施进行
了有效整合衔接，以推进各项政策措
施更好地落地见效。比如：卫计部门
将主导实施好五项（婚检，孕前医学
检查，两癌筛查，发放叶酸，孕产妇爱
滋病、梅毒、乙肝检测）国家免费妇幼
健康服务项目；人社部门将生育费用
和计生基本技术服务费用按《咸宁市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以
及《咸宁市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
规定，
纳入报销范围等。
《意见》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进
行了大胆创新。针对无人照料问题
开展 3 岁以下婴儿照护服务，
《意见》
鼓励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将政
策内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 6 个
月，配偶陪护假延长至 1 个月，期间工
资奖金照发；推行弹性工作制度，允
许怀孕期和幼儿小于 3 岁的女职工自
主灵活的选择工作具体时间和地点；
对辖区内参加孕期健康检查的政策
内二孩及以上孕妇，每位补助 300 元
用于孕期保健服务；鼓励支持用人单
位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
幼儿托育服务等。同时，
《意见》也在
出院分娩、幼儿园保教费、住房等方
面，加大了对生育政策内二孩及以上
的家庭的支持和保障力度。
为推动《意见》的贯彻执行，我市
还成立了全面两孩配套政策工作领
导小组，正加紧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和
绩效考核方案，确保《意见》中两孩配
套政策落实，让更多育龄群众生得
起、生得好、养得起、养得好孩子。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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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文景、马丽娅、特
约记者胡向辉、汪佳报道：
“ 等村里脱
贫摘帽后，我再去住院。”8 月 1 日，57
岁的崇阳县公路局干部、驻村第一书
记刘建会如是说。他患有严重的糖尿
病，每天需要注射胰岛素，眼下日夜奋
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今年是崇阳县脱贫“摘帽”之年，
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最后的决战冲刺
阶段。县委、县政府举全县之力，调集
最精锐的力量、出台最优惠的政策、完
善最有效的举措、强化最硬朗的作风，
向脱贫攻坚的最后“堡垒”发起了冲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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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
打赢净土保卫战方面，
加强污
染源监管，
确定全市土壤环境重点
监管企业名单，合理确定畜禽养
殖布局和规模，推进土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力争到 2020 年全市
土壤环境状况基本摸清，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污
染地块安全利用率不低于 90%。
同时，
将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力争到 2020 年实现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全覆盖，
并完成厕所革命
和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鼓励将政策内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六个月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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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尾气污染管控治理，认真落实
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建立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力争到
2020 年，市、县建成区空气质量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分 别 达 到 80% 、
83%以上，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
星闪烁。
打赢碧水保卫战方面，落实
好河湖库长制，坚定不移做好黑
臭水体整治工作，确保黑臭水体
整治如期达标。力争到 2020 年
全市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到 90%，无劣 V 类水体，还给老百

我市率先出台全面两孩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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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邓昌炉、通讯
员刘会林报道：
“ 力争到 2020 年，
市、县建成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 率 分 别 达 到 80% 、83% 以 上
……”在 8 月 1 日召开的全市环保
工作会议上，一组生态环境整治
量化数据令人眼前一亮。
我市明确，
在未来两年多时间
里，
将全力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
三大战役，
达到
“四个力争”
效果。
打赢蓝天保卫战方面，着力
推进能源清洁利用，加大工业企
业、城区扬尘、餐饮业油烟、机动

我市开展环保督查整改“回头看”
“三抓一优”看亮点
服务大众

确保不发生“假整改、伪整改”现象

情系民生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
道：7 月 31 日，市突出环境问题
整治工作指挥部发出《关于开
展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回头看”
专项督查的通知》，要求进一步
梳理和自查中央环保督查期间
的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情况，确
保已完成整改的问题不反弹、
不死灰复燃、不产生新的突出
环境问题。
《通知》强调，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对照突出环境问题责任
清单，认真开展自查自纠、查漏
补缺，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虚报
整改完成情况、整改进度缓慢、

民生银行咸宁支行特约刊登
客服热线：95568

智能柜
受青睐
1 日，湖北智莱科技有限公司员
工在组装新型智能寄存柜。
该公司位于咸宁高新区，是一家
主要生产智能快递柜、自动寄存柜的
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公司重视产
品研发，其生产的智能系列寄存柜、
快递柜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目前，
公司订单充足，预计年产各类智能柜
3 万套以上，比去年翻番。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李朝阳 李炯 摄

破解用地瓶颈 税费奖补激励

通山着力优化投资环境

聚焦咸宁省级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

通城涂附模具：迈向世界砂布之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从街道作坊到“中国砂布之都”
7 月 20 日，记者来到位于通城县
石南镇樊牌新城的“中国砂布之都”，
玉立集团的 2 号车间里，数控生产线
上机器正在高速运转，一张张成型的
水砂布缓缓而出。
“这是新增的水砂生产线，全线采
用全自动数控生产，每台机器实现视
频监控，无需人工操作。”玉立集团总
经理助理张军介绍说，与传统生产线
相比，新型水砂线生产的砂布品质稳
定，生产效率高，产量翻倍，国内市场

销号材料不严不实、整改问题
反弹、处理结果群众不满意等
问 题 ，坚 决 确 保 不 发 生“ 假 整
改、伪整改”现象，全面迎接中
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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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环保督察信
访交办件 263 件，已全部办结；
生态环境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环保督查反馈的 47 个问题，
已完成整改 28 个，其余正在加
紧整改。

占有率达 70%。
1978 年，一群没有城镇户口的妇
女们在县南门菜队一个旧猪圈里成立
了
“‘五·七’大队砂布组”，在时任城关
公社轮胎厂技术员黎珊玉的指点下，
共产党员熊师菊等人先后前往武汉、
北京和湖南汨罗等地砂布厂参观学
习。几经周折，她们在镇车木厂废弃
的猪圈里，用纯手工制出了第一张木
砂纸。
通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通城涂附
模具产业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产
业集群，产销量连续十六年位居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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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第一。
水砂纸国内市场占比 85%以上，
砂布国内市场占比 70%以上，砂带销
量国内第一，通城被中国涂附模具协
会誉为
“中国砂布之都”。
据统计，通城境内涂附模具产业
集群企业已达到 45 家，规模以上企业
31 家。仅 2017 年，通城涂附模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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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总产值达到 32 亿元，实现销售收
入 25.87 亿，利税 1.36 亿元。

为涂附模具产业集群注入动能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涂附模具产
业，县里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县
经信局副局长华雄说。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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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徐 世 聪、
方梅红报道：8 月 1 日，骄阳似
火。在通山经济开发区湖北洪
茂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
人们或操持机械剪裁木材，或
喷洒气雾上漆，
一片繁忙景象。
该公司是通山今年新引进
的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 5.1 亿
元，主要生产中小型网购板式
家具，产品主要出口到欧美、日
本、加拿大等国家，年创外汇可
达 1000 万美元。
“我们能这么顺利地投产，
跟县政府的好政策分不开。”总
经理熊细奎说，
“ 刚落户时，为
帮助我们企业尽快投产，县开
发区、招商局主动联系租赁厂
房，让我们一边建设厂房，一边

今日
导读

开工生产。”
今年以来，通山县持续深
化“三抓一优”，努力克服因山
区县城工业用地异常紧张的瓶
颈，通过置换盘活、先租后建等
形式，灵活推进项目建设和工
业生产，助推县域经济快速发
展。
同时，出台相关奖补政策，
提升项目引进的吸引力。对固
定资产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的工
业项目，前三年财政按年缴企
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地方留成部
分的 100%给予奖励。
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据统计，
上半年，
该县新签投资项
目74个，
其中过亿元项目8个，
引
进总部经济平台公司14个。

快递包装垃圾去哪了？
（详见第四版）

不让
“病根”变
“穷根”
（详见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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