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城管水平居全省前列
省“城考”得分 90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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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阳、通讯员罗
玲报道：12 日，省住建厅通报了
2018 年度城市管理工作检查考评
情况。此次考评采取明查暗访、满
意度测评的方式进行，
我市得分在
90 分以上，城市管理工作继续排
名全省前列。
2018 年，我市城市管理执法
工作改革创新激发了新活力，市
容管理开创了新局面，城市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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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新提升，设施短板得到了
新 改 善 ，城 管 队 伍 展 现 了 新 面
貌。省住建厅在通报中多次点名
表扬咸宁：
“咸宁等城市率先按照
改革要求，印发三定方案，落实机
构编制，推进综合执法；咸宁市城
管执法委被住建部评为‘强基础、
转作风、树形象’专项行动表现突
出单位，
受到通报表扬……”
2019 年，我市城市管理执法

工作将坚持“街道卫士”，
“以人民
为中心”，
“把城市当家建、把城市
当家管”的理念，稳中求进、静心
“绣花”，深化城管执法体制改革，
不断提升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市
政维护、园林绿化和综合执法等
各项工作水平，推进城市“共同缔
造”，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努力实现“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建功新时代 实现开门红

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罗玲 宋志强

12 日，省住建厅通报湖北省 2018
年度城市管理工作检查考评情况时，公
布了目前全省已有的 40 个国家级园林
城市（县城）名单，
咸宁市榜上有名。
自 2008 年我市被省政府命名为
“湖北省园林城市”、2013 年被国家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命名为“国家园林城
市”以来，我市利用大自然赐予的生态
优势，运用大地园林的理念，以“一核、
一轴、两圈、一环”为骨架，充分发挥绿
地系统的生态、景观、游憩等多种功能，
形成了
“山、水、桂、泉”诸要素凸显的城
市园林特色风貌。
意蕴悠长的人民广场，每天早晚都
是市民锻炼休闲的好去处。水光潋滟
的淦河畔，洋溢着城市活力。松竹叠翠
的潜山国家森林公园，成为市民最美的
乐园……放眼咸宁，城在绿中，路在林
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穿行其间，犹
如置身一座大公园。
截至目前，
我市建成区绿地率、
绿化
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
35.81％、41.27％和 14.66 平方米以上，
实现出门
“300 米见绿，
500 米见园”
，
空
气质量位居全国重点城市前20强。
规划先行，严格管控，引领城市“绿
色梦想”
“美丽的咸宁，就是一个绿树成荫、
天蓝地净、鸟语花香、宜居宜业宜游的
城市。”13 日，市园林局局长李灵贵告
诉记者，这既是老百姓的期待，也是城
市建设努力的方向。
我市历届政府都把“生态立市，绿
色兴市”作为发展战略，把园林城市创
建作为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总抓手，
不断巩固提升园林城市建设成果。

目标定，
方向明，
动力足。2006 年，
我市就成立了职能明确的专业管理机构
咸宁市园林绿化管理局，专抓园林绿化
工作。
去年 9 月份，省住建厅组织专家组
来咸宁开展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工作。在
李灵贵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一摞摞文
件资料。除了对照新标准整理的台账资
料外，
还有诸如《咸宁市
“十三五”
园林绿

化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五彩咸
宁专项规划》、
《咸宁市公园城市规划纲
要》、
《咸宁市“四小”建设规划》、
《咸宁
市城区历史文化景观规划》等一系列新
规划格外引人注意。通过超前规划，合
理布局绿带、绿心、绿楔、绿环、绿廊等
城市结构性绿地，使城市内部的绿地、
水系同城市外围河湖、
森林、
耕地有机连
接，
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

如在实施海绵城市规划中，建成咸
嘉生态文化城镇带海绵城市道路示范
项目，包括南外环海绵体建设体系、太
乙大道海绵体建设体系、规划七路海绵
体建设体系；不断推进“五彩咸宁”建
设，确定“一区、两带、四线、六园、十二
片、多点”的彩色总体空间结构，建立了
五彩咸宁建设项目库……
（下转第四版）

咸宁，一个诗意栖居的城市
业、宜居，更加富有“诗意”
。
绿色是咸宁最大的优势，生态是咸
宁最大的财富。一直以来，我市立足资
源优势，以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
林城市、国家文明城市等为抓手，持续
提升城市绿化水平，涵养城市绿色文
化，实现城市绿色发展，不仅满足了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也使“香
城泉都”
享誉神州。
去年，
我市作出建设公园城市的新部

署，
这是绿色发展理念在咸宁的新飞跃，
意
味着咸宁人向
“诗意栖居”
再进一步。
我们要厚植公园城市理念，锚定
“打造中国中部绿心、建设国际生态城
市”的目标，不断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构
建城市绿色发展的新格局。
我们要巩固自然生态本底，构建全
域公园体系，加速打造“一城十区二十
景区”，精心建设一批生态公园、郊野公
园和城市公园，园中建城，城中有园，城

园相融，
让“绿心”
优势更加彰显。
同时，要进一步优化城市管理，真
正把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贯穿于城市建设发展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细节，不断提升市民生活的舒适
感和幸福感，真正实现“诗意栖居”
。

坚持岸上岸下城镇农村同步治理

近年来，崇阳全面推行河长制，把
责任落实到乡镇、村主要负责人头上，
并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把水域的保
护纳入生态环境提升的范畴，坚持岸上
岸下、城镇农村同步治理。
“连日来，我们镇村干部和驻村工
作队成员，每天都会到河边走走看看，
及时清除河岸、水面各类垃圾，就像是
隽水河的贴身保姆。”石城镇八一村村
民余平贵说。
“像这样的保姆，崇阳有近万名。”

地址：
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 198 号咸宁传媒大厦

该县水利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该县
围绕水环境大保护战略，对全县所有的
河流、水库开展专项整治，内容包括河
库清洁专项整治、工矿企业及工业聚集
区水污染专项整治等 10 项。
在水域保护工作中，
该县投入3.1亿
元，在全县 11 个乡镇政府所在地（天城
镇除外）,新建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及管
网建设。与此同时，坚持建设与保护并
举，
通过加强防洪护岸综合治理、
农村面
源污染整治和水域清漂，
使水域达到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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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兰芬报道：
可以享受首套房的低利息、补缴
6 个月公积金就能贷款、提取加
贷款一次性可达 30 万元、家庭
成员间可互用公积金……记者
昨日从市棚改办和市住房公积
金中心获悉，我市降低公积金使
用门槛，出台多条优惠政策，支
持棚户区改造。
具体优惠政策：已建立住房
公积金制度的拆迁户办理住房
公积金贷款业务，不受贷款次
数、房屋套数的限制，按首次办
理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未建立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拆迁户，可补
缴 6 个月住房公积金，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贷款按《咸宁市灵
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
用管理办法（试行）》执行；拆迁
货币补偿户或拆迁还建户，需提
取住房公积金或住房公积金贷
款的，提取额与贷款额之和可达
到 30 万元；拆迁户住房公积金
可以代际使用。
此次优惠政策的对象及使
用范围，列入我市棚户区改造项
目并签订拆迁协议的拆迁户购
买自住住房。

通山实现水运智能监控

崇阳万名
“保姆”
护一方碧水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员胡
伟、罗威报道：10 日清晨，崇阳县隽水
河南门桥段，一艘清漂小船正在打捞水
面上的漂浮物。远远望去，河水碧波荡
漾，两岸树木在微风吹拂下枝条飘舞；
河边散步、垂钓的市民络绎不绝……
崇阳隽水河（即陆水河中上游），
境内约 67 公里，占整个流域总长 187
公里的 35.8%，是该县人们生活生产极
其重要的地表水源，被誉为崇阳人的
“母亲河”
。

我市降低公积金使用门槛
支持棚户区改造

○ 邓昌炉

在国家园林城市复查中，我市各项
指标全部达标，蝉联“国家园林城市”称
号，
这是对咸宁城市建设的至高褒奖。
城市，是人类共同的栖居之所，是
现代文明进步的载体。一百多年前，德
国诗人荷尔德林咏叹：
“人，要诗意地栖
居。”从此，诗意栖居逐渐成为人类的共
同愿景，成为城市永恒的价值追求。人
们不断优化城市功能布局，转变城市发
展模式，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城市更加宜

湖北三赢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喜讯！喜讯！我市蝉联“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行业最高规格
百级无尘车间，国际领先的半导体封装及检测
设备，全自动高速贴片生产线……3 月 7 日，记
者走进湖北三赢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咸宁高
新区分公司，其
“高大上”
形象让人刮目相看。
“公司销售额每年以 30%的速度增长，客
户大都是世界 500 强和国内一线品牌企业。”
分公司总经理刘凌说，三赢兴已成长为行业内
智能制造领先企业。
“智能制造企业的竞争，核心是技术的竞
争。只有保持技术的优势，才能保持市场的优
势。”公司董事长刘传禄一语道破了公司高速
发展的
“秘诀”。
三赢兴科技始创于 2005 年，专注研发和
生产高端高清摄像模组、精密指纹识别模组及
智能影像类产品。十多年来，公司把握市场的
前沿趋势，持续加大新技术研发力度，每年以
销售额的 5-6%投入产品研发。公司研发人
员 200 余人，大多数是哈工大、华科大等名牌
高校毕业生。
就在去年，公司投入 3000 余万元科研经
费进行技术攻关，高端影像模组的研发捷报频
传。双摄、三摄模组成功量产，屏下光学指纹
模组率先获得客户认证，智能影像产品获得汽
车、无人机行业一线品牌认可，并于今年第一
季度成功实现量产。
“十年前，车间还是以人力为主设备为辅，
现在全部转为自动化生产线，生产制造升级发
生了质的改变。”生产部部长徐孝松说，公司的
生产设备 60%以上有自主知识产权，整套软
件测试系统、控制系统是自主研发的。其中，
公司的光学实验室建设达到业内最高标准，获
得国际一线品牌客户认可。
“自动化升级改造完成后，生产效率更高，
产品精度更高，产品质量更加可靠。”刘凌介
绍，在同样的人力下，公司生产效率 2018 年较
2017 年提升了 20%。
“高大上”设备需要高素质工人。三赢兴
和湖北科技学院、咸宁职院等院校合作，选聘
中专以上学历的年轻学生为一线工人。工人
入职前进行一个月岗前培训，合格后上岗。工
人管理严格，待遇从优。一批批优秀员工从一
线工人中脱颖而出。
如今，三赢兴科技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手
机、电脑、汽车、安防、平安城市、医疗、精密工
业、航天航空等领域。公司去年营业额突破
12 亿元。截至今年 2 月底，公司实现销售额同
比增长 35%，达到 2.8 亿元，印度、非洲等新兴
市场出口看好。
目前，该公司已完成内部股改，正在筹备
上市。

打造高新优势 实现高速发展

走进民营企业 ④

连续 23 年无安全责任事故

畅、
水清、
坡绿、
岸美”
的治理要求。
此外，还建立了农村生活垃圾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县集中处理的运行
机制，全县各个村和社区实现生活垃圾
清运全覆盖。
当前，崇阳良好的水环境已释放出
生态红利，青山水库、洪下十里画廊、白
云潭湿地等重要河库生态安全在得到
有效保障的同时，也成为人们休闲旅游
的好去处，正助推该县特色乡村旅游的
发展。
电子信箱：
xnrbxwb＠163.com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
员林晶报道：3 月 6 日，在通山县
地方海事处监控室，两名工作人
员正在监控系统前，察看富水湖
上每一艘船舶的运行情况。
“我们主要对违章载客、非
法运输危险品等行为进行监
控。”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每艘船上都装有 GPS 定位系统
和摄像头，能够准确定位每艘船
的位置，在船行驶时，船内摄像
值班总编：
刘文景

头会自动打开，每隔三秒拍摄一
次，实时监控船内状况。
“一旦发现问题，我们立刻
打电话给驾驶人员，要求他们立
即整改，确保安全。”工作人员
说，为确保域内水上运输安全，
该县强化现场监督管理，推行智
能化全程监控，大大提升了管理
效能。
据悉，该县已连续 23 年无
水上运输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责任编辑：
邓昌炉

校对：
宋文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