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鱼县高铁岭镇

一业带来多业兴

走进全市十强乡镇 ⑨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特约记者谢
燕子、通讯员李娜报道：3月18日，记
者走进嘉鱼县高铁岭镇金盛兰“1+5”
项目施工现场，只见塔吊林立，来往工
程车辆络绎不绝，一派热火朝天的景
象。

这个投资额 139 亿元的金盛兰
“1+5”产业集群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
可提供就业岗位1.2万个，实现年工业
产值超过300亿元，税收15亿元。

“该项目的建设，将极大促进我镇
经济社会发展，带动就业，并为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提供了强大动能。”高铁岭
镇镇长高云海说。

近年来，高铁岭镇确立了“建成临
港小康镇，打造嘉鱼副中心”的工作目
标，大力发展钢铁水泥支柱产业，加快工
业崛起，以镇域经济的做大做强，推进乡
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金盛兰“1+5”产业集群项目所在
的临港产业园，是该镇做强镇域经济的
主阵地。同时，以金盛兰冶金和葛洲坝
水泥为龙头，该镇坚持优化企业发展环
境，招引了一大批中下游关联企业，吸
纳一批重大项目落户高铁岭，全镇经济
实力进一步增强。

2018年，高铁岭镇招商引资引进
及签约项目 11个，完成工业总产值

152亿元，实现税收7.2亿元。
工业经济的发展壮大，为高铁岭镇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发展，实施乡村
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工业经济为支撑，该镇着力打造
城乡建设新亮点，垃圾治理、农田水利
建设深入实施，全镇农村及人居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同时，如期实现了全镇建
档立卡贫困户1340户4651人脱贫，深
度重点贫困村九龙村和贫困村新庄村、
陆水村脱贫出列。

2018年，该镇对社区街道沿线立面
进行改造升级和地下管网铺设，进一步
提升了高铁岭集镇的规模、功能、内涵。

群众文化活动、红色宣传、民间文化发掘
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建设有声有色。

“我镇将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该镇党委书记殷志刚表示，今年将
在抓好办点示范、推动发展大农业，加
大农业投入、建设美丽乡村，持续跟进
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方面下功夫，加快

“建成临港小康镇，打造嘉鱼副中心”，
实现高铁岭镇的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员舒
极德、秦军报道：清明，既是一个燃香
烧纸祭祖扫墓的传统时节，又是山火
频发的关键节点。如何及时识别、防
范和发出火情报警？4月2日，记者
从咸宁移动分公司了解到，通山、崇
阳、嘉鱼三县的重点林区建立了远程
防火监控，解决了这一难题。

360度旋转摄像头，上下跟踪拍
摄，森林火情尽收眼底，一旦发现火
点，可立刻识别、报警……截止4月
初，借助咸宁移动搭建的森林防火远

程监控及应急通讯指挥系统，我市对
通山、崇阳、嘉鱼三县的12个重点林
区、1000余平方公里森林，实现了远
程防火监控覆盖，以信息化手段保障
森林资源安全。

早在2016年6月，通山县林业局
就运用咸宁移动4G网络搭建的森林
防火远程监控系统，在全省首个实现
了远程森林防火监控。利用该系统，
工作人员在监控室里足不出户，就可
全天候、全方位对森林重点区域进行
监控、智能识别林火并报警。

“该摄像头还具备自动分析和卫
星传递信息功能。”咸宁移动分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专用监控探头日间
可视半径达5公里，晚间达3公里，监
控林区有任何火情，系统都能在第一
时间捕捉并实时反馈到监控室。除
此之外，依托中国移动基站和4G网
络优势，工作人员通过手机也可实时
高清监控林场附近情况，移动式监控
更方便。

三年来，该系统成功投入运行，
使通山县的森林防火管理顺利实现

了由传统人工巡防到远程监控的转
变。

“以前，森林防火以人工巡查为主，
观测范围小、距离短，经常出现火情发
现不及时的情况。”通山县林业局负责
人介绍，有了远程监控系统，可实现全
方位、全天候、立体式的监测模式，真正
做到火灾隐情早发现、早排除。

据介绍，森林防火远程监控系统
将向全市各地多个林区推广。此举
将有力提升我市森林火灾技防水平，
为绿色资源保护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我市1000余平方公里森林

实现远程防火监控

宣传护林防火
3日，咸安区马桥镇党员干部在

高赛村为村民发放防火宣传资料。
清明假期来临，又值春季森林

防火紧要时期，我市各地积极采取
多种有效形式，广泛宣传护林防火
知识，全面增强群众防火灭火意识，
防止森林火灾发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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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道：4月4
日，在咸安经济开发区内，三九生物科
技（湖北）有限公司的厂房建设热火朝
天，水泥泵车正在浇灌污水处理池，工
人们正在装窗户、贴墙砖。

“等污水处理池建好，6月前就可
以进场安装第一条生产线。从签约到
现在，咸安经济开发区干部随叫随到，
像保姆一样为我们排忧解难，所以项目
建设速度才这么快。”公司副总经理易
再田对当前项目进度很满意，对当地干
部赞不绝口。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咸安区在
经济开发区内设置了企业服务中心，该
中心目前有23人，按照开工签约前、项

目进行时、投入生产后三个阶段明确分
工，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服务。

易再田仅用了三个月不到的时间，
就为三九生物科技公司取得了必需的
各项审批报备证件。

在三九生物科技（湖北）有限公司
旁，湖北健翔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无尘
车间内灯光通明，工人们正在忙着整理
线路、调试设备。

“我们正在安装4条多肽生产线，
本月15日就可开始试机，预计6月底
就能正式投产。”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龙
镭表示，建设投产速度之快让他感到惊
喜。

该项目由深圳银星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一期投资30亿元，专业研
发、生产、销售新型多肽原料产品。16
条生产线全面投产之后，预计能带来
80亿元的销售收入，其中70%的产品
将出口欧美。

“之所以选择在咸安区投资，主要
是对这里的营商环境感到满意。”龙镭
说，咸安区不仅自然环境优越，其投资
环境更是获得了集团公司的高度认可，
从项目的对接签约到建设落地，处处都
能感受到咸安区的“保姆式”服务。

好环境就是生产力。咸安区近年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实行重大项目
贴身服务和“一企一策”对接机制，为项
目建设营造一流环境。

为缓解企业“融资难”，该区去年先
后为企业发放应急周转资金170笔，发
放过桥资金8.8亿元，帮助企业降低成
本1.57亿元。

该区各部门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
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简化行政
审批手续，拓宽绿色通道，缩短项目审
批办结时限。推行重大项目“容缺受
理”、“联审会办”制度，破解用电、用地
等问题，助力在建项目建设。

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去年，
咸安经济开发区规上企业完成产值
150亿元，新增规上工业企业8家，新
增限上企业3家。目前，开发区在建项
目22个，其中工业项目18个。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4 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
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强调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考
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完善社会
保险制度、稳步推进社会保险费
征收体制改革，确保企业特别是
小微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有实
质性下降，确保职工各项社会保
险待遇不受影响、按时足额支付。

《方案》明确，自2019年5月
1日起，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比例，目前单位缴费

比例高于 16%的省份可降至
16%。同时，继续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自2019
年5月1日起，实施失业保险总费
率1%的省，延长阶段性降低失业
保险费率的期限至2020年 4月
30日。自2019年5月1日起，延
长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的期
限至2020年4月30日。

《方案》提出，调整社保缴费
基数政策。各省应以本省城镇非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
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
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核定社保个人缴费

基数上下限，合理降低部分参保
人员和企业的社保缴费基数。个
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在一定
范围内自愿选择适当的缴费基
数。

《方案》提出，要加快推进养
老保险省级统筹，逐步统一养老
保险参保缴费、单位及个人缴费
基数核定办法等政策，2020年底
前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省级统收统支。要提高养老保
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2019年提
高至3.5%，进一步均衡各省之间
养老保险基金负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

为你跑腿 为你解忧 为你提速

咸安“保姆式”服务赢得八方客商 本报讯 通讯员杨晓庆报
道：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近日
率团赴杭州、嘉兴等地考察招商，
深入企业座谈交流、促成合作。

市委常委、咸宁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杨良锋，市政协副主席尤
晋，市招商和投资促进局主要负
责人等参加考察。

王远鹤率团赴杭州等地

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张
勇、吴颖报道：3月28日，是通山
县洪港镇车田村财务公开日，村
里的监察监督信息员王志军前
前后后忙活了好几天，不是忙着
核对公开的数字是否有问题，就
是多方征询村民的意见。王志
军说：“在核对村务公开的事务，
我都根据要求认真查实，如发现
问题线索，我会及时向镇监察办
报告。”这是通山县在村（居）配
备监察监督信息员，探索推动监
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真实写照。

“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对
象人员多、范围广，新增对象大
部分是基层非党公职人员和村
干部。”通山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察委主任刘海元表示，为
把监督触角延伸到“神经末梢”，
由乡镇监督办在每个村（居）配
备1至2名监察监督信息员，并
围绕授权范围、工作流程等完善
了相关制度，指导他们规范履
职、精准履职。目前，该县216
个村（居）都配有1名监督监察
信息员。

为加强日常监督提供有效
信息，规范村级监察监督信息员的
工作职责，该县把这些监察监督信
息员作为群众身边的“情报员”，主
要负责收集村（居）“两委”班子、驻

村干部和其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工作作风、廉洁履职等方面的
问题线索，并对惠民政策落实、扶
贫救灾款物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
发现问题线索及时向县级监委派
出乡镇监察办反映，并在必要时
配合调查。

在配齐村级监察监督信息
员队伍的基础上，该县结合实
际，对提升村级监察监督信息员
履职能力水平进行了探索，县纪
委监委编写了《村级监察监督信
息员监督指南》，内容包括民生
领域、扶贫领域、农业领域监督
和六大纪律监督等九部分监督
内容，每一部分均细化为办事程
序、存在风险点、监督方式和案
件通报，对监察信息员的主要职
责、监督方式、工作纪律、管理方
式提出明确要求，做到“监”有程
序、“督”有方式。同时，该县纪
委监委坚持以乡镇监察办为单
位每月开设一期纪法讲堂，加强
对村级监察监督信息员的业务
指导和实战锻炼。

“设置村级监察监督信息
员，充分发挥他们在收集、排查
问题线索中的作用，确保监督无
死角、全覆盖，让监察工作更贴
民心、更懂民意、更符民情。”通
山县委书记石玉华说。

安“探照灯” 装“千里眼”

通山村村配有纪检监察“情报员”

本报讯 记者刘震、通讯员
陆建华、彭澎报道：4月3日晚
19时30分，在城区双鹤桥头、
泉塘红绿灯路口等地，警灯闪
烁，大批执法人员在有序检查过
往车辆。

当晚在温泉、咸安城区共设
4个执勤点，执法人员来自市、区
公安交警大队、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温泉分局巡特警和市客管处，
共160余人。这是咸宁城区开展
的第二次夜查联合行动。行动是
按照市委、市政府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统一部署，进一步加强市
城区交通秩序管理，提升我市文
明程度。

据悉，此次夜查行动共出动
警力140人、交通执法人员24
人，警车27辆，交通执法车4辆，

以酒驾、醉驾、毒驾、非法营运等
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此次行动
查获饮酒驾驶15起，其中无证
并饮酒驾驶1起，饮酒未达标3
起；查获无证驾驶并套牌1起；查
获涉嫌违法飙车（摩托车）7辆，
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
车1起，报废车辆1起；查获其他
违法行为67起；拆除电动车雨
蓬220顶；扣留机动车15辆；查
获正规出租车不打表4起，无服务
监督卡2起，未使用服务监督卡2
起，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3起，暂
扣证件15本；查处违规出租车1
辆，非法营运车辆5辆。

交通管理部门呼吁广大市
民，积极配合我市交通秩序整治
工作，文明出行，携手共创文明、
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

我市交警客管联合开展第二次夜查行动

查处违法驾驶行为近百起

本报讯 记者吴青朋、通讯
员戴建伟报道：谚语说“清明难
得晴，谷雨难得阴”，但今年清明
节不再是“雨纷纷”。1日，市气
象台发布了今年清明期间的天
气预报，我市天气以多云到晴为
主，天气总体较好，适合大家出
门踏青。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预计清明节前后我市先雨后
晴。4月2～4日受南支槽东移
和中低层切变线影响，有一次
降水过程。5～8 日以晴到多
云天气为主，其中5日早晨部
分地区有雾。6日受短波槽快
速东移影响，云量较多，局部有

零星小雨。
市气象专家提醒，由于清明

节前期有降水发生，对公众祭
祀、出行等带来不便，外出需携
带雨具。清明节期间（5～7日）
基本无雨，气温回升，森林火险
等级高，又是祭扫、踏青活动高
峰期，公众祭祀需加强防范，注
意用火安全。

具体预报，5 日多云到晴
天，偏北风1～2级，气温10～
23℃。6日多云到阴天，偏北风
1～2级，气温11～24℃。7日
多云到晴天，偏南风1～2级，气
温15～27℃。8日多云，偏南风
1～2级，气温15～25℃。

今年清明节不再“雨纷纷”
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