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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港口村

梦里渔村 幸福生活
“移民政策好，我们一家搬进了

新房。村里发展旅游业，也让我们
多了一条增收致富的路子，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9 月 11 日，谈及现在
的生活，通山县通羊镇港口村民阮
长英满脸洋溢着笑容。

港口村位于富水水库旁，全村
共 570 户 2681 人，其中移民人口
2353人，是一个典型的移民村、渔业
村。

近年来，通山县整合库区避险
解困、渔民上岸、美丽乡村建设等各
项政策，积极改善港口村群众生活
环境，同时依托山水、湖塘资源，大
力发展游湖、戏水、垂钓等乡村游、
体验游，全力打造“梦里渔村”，带动
当地村民发家致富。

目前，港口村已逐渐成为库区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农民富裕的美
丽新乡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石善谋 周建军 摄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详见第六版

重点项目建设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袁立新、通
讯员钟琳报道：“您好，我们是
110报警中心，有市民投诉小区
隔壁工地半夜11点还在施工，
噪音扰民不属110接警范围，建
议转12345处理。”记者昨日获
悉，为减轻基层民警负担，我市
启动 12345 公共服务热线与
110联动机制，正确引导并处理
群众相关诉求。

据悉，自去年11月12345公
共服务热线上线以来，110引导
市民拨打12345来电近500余
条；110直接转拨12345来电54
条，形成有效诉求41件。

过去，大量非警务警情挤
占了公安机关有限的应急警务
资源，挤占了真正处于危险境
地的受害群众第一时间得到救
助的宝贵机会。如今，12345与
110联动后，110接到的非警务

类群众诉求，即时转到12345进
行处理。12345接到110转办
的诉求后，严格按照1个工作日
签收，咨询类诉求3个工作日办
结，投诉、举报、意见、建议类诉
求10个工作日办结的工作要
求，及时交办有关部门办理，办
理结果第一时间向群众反馈。
同时，12345接到的警务类诉求
也可通过电话转接、三方通话
等功能转办110处理，实现两个
平台互通流转。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有
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市民，今后
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
非警务类的诉求，建议市民直
接 拨 打 12345 进 行 反 映 。
12345热线作为政府与群众24
小时沟通的桥梁，将持续优化
热线处办效率，为民办实事，为
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我市启动12345与110联动机制
非警务类诉求，请直接拨打12345

倒计时 37 天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知根知底｜国之大计

本报讯 记者饶敏、吴文谨、特约记者胡剑
芳、通讯员李莉报道：9月9日，咸安经济开发区
爱鑫公司内，一边鼓槌叮当、焊光闪烁，厂房还
在抢抓快建；另一边机器轰鸣、争分夺秒，女工
忙着缝制防护服。

这家企业正在赶制巴西的订单，国际市场
的巨大需求，让订单排到了年底。

“我在江苏、武汉、咸宁等地办了12年企
业，但这样的成长速度绝无仅有，咸安简直是我
的福地！”企业负责人左峰赞叹。

企业高成长的背后，是开发区的高效率：3
月8日签约，3月9日给地，3月10日动工，6月
9日投产，此后一直满负荷生产，短短三个月，
这家新创企业距入规仅剩“临门一脚”。

作为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开发区为该企业
拿出“私人订制”方案。左峰掰着手指头算：“不
仅特许先建后批，还有土地款折扣、社保减免、
税收优惠、电费补贴等‘惠企大礼包’。”他笑称，

“开发区的干部真是为我们‘跑断了腿’！”
姜山宁就是左峰口中“跑断腿”的干部之

一，作为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的一员，他全程服
务所有在建项目的办证审批，从土地招拍挂，到
规划设计、建设管理、施工许可，随处可见他的
身影。“特别是3至5月份，每天工作12小时，周
末没休过一天。”姜山宁说，但以往3个月的审
批流程，今年缩至1个月。

新107国道旁的咸宁现代公路港项目建设现
场，货车川流不息，土方回填作业如火如荼。该项
目由武汉港航投资，是我市唯一一家多式联运供
应链主体，建成后可弥补市区无大物流园的缺憾。

然而数月前，项目进展却因拆迁几乎停
滞。一片低洼的水塘，成林成片的苗木，20多
栋房屋的补偿……

“第一次遇到这么难的任务！”开发区项目
办主任葛燕感慨。他们派出近10人专班，又一
次拿出“私人订制”方案——任务挂图上墙、人
员下沉一线，5+2、白+黑，历时2个月攻坚，终
于啃下拆迁这根“硬骨头”。随后，跑手续、土方
回填、七通一平等，一步一个脚印地紧跟落实。

“开发区对这个项目在人力、物力、财力上
的投入，前所未有！”采访时，该项目负责人柯剑
赞不绝口。

“不要说不能办，不要说不好办，只能说怎
么办——这是我们服务企业的原则。”开发区主
任陈娟对记者说，“具体讲，就是一家企业一套
办法。只要企业有需求，开发区必回应；企业有
问题，开发区来解决。”

优质的服务，坚定了企业的发展信心。截
至目前，园区内无企业裁员，无企业破产倒闭，
在建项目26个，续建项目18个，全部开工。

咸
安
经
济
开
发
区

﹃
私
人
订
制
﹄
为
企
业
提
供
硬
核
服
务

湖北天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 赢得市场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特约记者汪

佳、通讯员黄振宇报道：9月 13日下
午，位于崇阳工业园区发展大道上的湖
北天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一批新生产的切削液、润滑油、防锈油、
消毒液，经工作人员清点后，即将发往
上海、广东、浙江等大城市。

“这些都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产
品，刚上市就受到全国各地客商青睐，
每天订单不断。”该公司法人代表陈进
刚介绍。

陈进刚今年46岁，原本在河南郑
州从事光伏组件生产。2017年，在崇

阳县招商引资政策的吸引下，回乡成立
湖北天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
特种油化学产品和太阳能光热—光电
应用产品的研发与生产。

天炜新能源系列产品生产线项目
也是崇阳县重点项目之一。起初，公司
靠租赁厂房作为生产车间。2018年，
县里通过征地拆迁为该公司新建了40
亩的厂房。2019年10月，公司正式搬
入新址。

“润滑油主要由基础油与其他添加
剂复配调和而成，产品适用于各类工业
机械设备润滑；消毒液由消毒剂、PH

值调整剂等添加剂复配调和而成，适合
大规模环境消杀使用，而且对家电没有
任何影响……”在该公司生产车间里，
今年40岁的研发部副总监叶候亮给记
者逐一讲解产品的相关情况。

叶候亮的老家在武汉，是中南民族
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自该公司成立后，应聘来这里搞研发。

在叶候亮的带领下，记者来到该公
司实验室，见到了正在实验室忙着做实
验的研发人员喻翔，他今年31岁、华中
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硕士研究生；
还有今年39岁、毕业于长江大学化工

学院本科的丁太旺……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自成立后，共

引进了6名这样的高学历人才组成研
发团队。他们中有男有女，最小的才
23岁。凭着专业的知识和夜以继日的
实验，所研发的切削液、润滑油、防锈
油、消毒液等产品赢得市场青睐，该团
队也成了该企业在同行业竞争中的核
心竞争力。

习近平对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持续深化综合改革，

努力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谭宏宇报
道：9月24日上午，市委书记孟祥伟主
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9月17日在基层代表座谈会
上的讲话，审议市本级及咸安区、赤壁
市《关于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
方案》，传达全省组织系统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安排部署我市具体落实举措。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9月17
日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时提出，当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
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
中谋求我国发展。我们要深学细悟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精神
实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
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以更
加稳定的发展路径和更加确定的工作
举措对冲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
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新发展理念，
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要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坚持
问计于民，把广大基层群众组织起来、
动员起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人民群众的
聪明才智、勤劳奋斗汇聚成推动发展的
磅礴力量，将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推向
前进。要持续深入开展“六大”活动，加强
对“六大”活动成果的转化运用，提高工作
的主动性、科学性和预见性，科学谋划全
市“十四五”各项工作，掌握发展先机，更
好推动咸宁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要强化党对城市基层治
理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深化街道管理
体制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目前基层
治理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夯实街道在
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基础地位，不断提升
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要坚定不移将
人力、物力、财力、权力向基层倾斜，推动
人员、力量下沉，做到责、权、利相统一。
要坚定不移划清市、区与街道，街道与社

区的责任边界，明确街道职责职权，严
格落实职责下沉准入制度。要坚持改革
和管理相结合，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
以落实工作日志作为突破口，加强对街
道干部的考核管理，坚决杜绝官僚主
义，让街道干部人在其位、人尽其用，切
实提升治理能力，更好服务人民群众。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和组织部
门要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准确把握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基本要
求，着力推动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咸
宁落地见效。要抓好党员干部人才的
选配使用，切实把好选人用人这个关键，
把好政治关、廉洁关、素质能力关，使选
出来的干部德配其位、才配其位，切实起
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要准确把握严密
党的组织体系这个重点，形成上下贯通、
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用完善的组
织制度构建起坚强有力的领导干部队
伍，切实增强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为
有效抓好具体工作落实、实现各项目标
任务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咸宁市进一步
深化殡葬改革开展殡葬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民政部等9
部委工作要求，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积极稳妥推进我市殡葬改革，确保
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有力、有
序、有效。要处理好堵与疏的关系，坚
持疏导为先，县、乡（镇）、村要统一规划
建设、完善殡葬基础设施，满足逝有所
安需求。要处理好存量和增量关系，限
期解决上一轮专项整治之后新出现的
违法违规殡葬问题，坚决遏制顶风违
纪，严防出现反弹现象，逐步解决存量
问题。要处理好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关
系，党员干部要带头落实殡葬改革有关
要求，对拒不配合整治、顶风而上的党
员干部，要依纪依规从严查处。要高度
重视殡葬改革工作，压实工作责任，加
强部门联动，形成长效机制，不断巩固
整治成果，切实更新观念、移风易俗，推
进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引导全社
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孟祥伟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坚持问计于民凝聚群众智慧力量
深化街道体制改革提升服务能力

怎样为企业提供最优服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