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引进人才
打造核心竞争力

9 月 10 日，崇阳经济开发区湖北
天炜能源系列产品生产线项目实验室
内，研发人员正在做实验。

该项目1月建成后，引进6名高学
历人才组成研发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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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团队也成了该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摄

嘉鱼不动产登记实行集中联办

“一条龙”办理提升服务质效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雷平报

道：将身份证放在不动产查询终端上进
行扫描，打印出查询结果。然后将资料
递交窗口，从房地测绘出图到缴税，再
到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整个过程不到
40分钟。9月23日，在嘉鱼县行政服
务中心，前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曾女
士，着实体验了一把“一窗受理，集中联
办”的快捷服务。

走进嘉鱼县行政服务中心，只见发
证、查（解）封登记、档案查询、水电气过
户等20多个窗口一字排开，前来办理

业务的市民只需在自动取号机上领号
排队，等候电脑叫号到指定窗口进行业
务办理，一切都井井有条。

“今年办证方便多了。”在办证大
厅，前来办理公司业务的李蓉高兴地
说。

李蓉是东岸翡翠城的工作人员，
经常要为客户办理过户及登记手
续。“以前我们帮客户办一个证，这个
资料那个手续，要跑好几个单位，往往
一个证办下来，十天半个月就过去
了。”李蓉说着，拍了拍手中的资料：

“我今天办了 6个证件，前后一个小
时不到。”

今年来，嘉鱼县行政服务中心以一
网三平台为依托，不断完善便民利民惠
民措施，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质量与效
能。市民只要资料齐全，即可在服务专
区实现不动产登记、房产交易、税费缴
纳、水电气过户、房地测绘等多个部门
的多种服务。同时，中心还实行互联
网+不动产登记业务，让不动产登记实
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申请办理，成
功后提供证书邮寄。

该中心主任王辅元介绍，中心对为
市民办理业务有严格的规定，只要客户
资料齐全，规定时限内必须办结。一般
登记3个工作日办结，新建商品房转移
登记2个工作日办结，抵押登记、实体
经济企业登记1个工作日办结。查封
登记、注销登记、异议登记、更正登记、
换证登记等只要资料齐全，即时办结。
对于资料不齐、手续不到位的情况，中
心人员会耐心解释，并指导市民如何办
理相关手续，竭诚为市民提供最优质的
全方位服务。

服务热线： 5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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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我市26～27日受偏东气流影响，多云，局部有阵雨（主要在南部）。28日受暖切北抬影响，多云，局部阵雨。具体预报如下：26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北风1～2级，18～24℃；27日：多云，局部阵雨，偏东风2～3级，18～25℃；28日：多云，局部阵雨，偏东风1～2级，18～24℃。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
徐丽君、高霜报道：9月22日，由
国际竹藤中心和咸宁市林科院
联合主办的“咸宁市CFCC竹林
认证培训班”在赤壁市举行。这
标志着我市竹林认证试点工作
率先在全省进入启动阶段。

CFCC是中国森林认证委员
会China Forest Certification
Council的英文缩写。竹林认
证是指通过对森林经营单位的
竹林经营活动进行评估，以证明
竹林是否实现了可持续经营。

据悉，开展竹林认证的直接
作用是竹制品企业取得出口国
际市场的准入证，从而推进依法

治林、科学育竹、生态保护、社区
和谐、效益提升，形成竹林经营
者和竹加工企业一同打开销路、
增加收入的双赢局面。

赤壁是全国30个“楠竹之
乡”之一。这次在湖北率先开
展竹林认证试点，既是落实咸
宁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批示精
神，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具体行动，也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
大举措。

该市计划在官塘驿镇、陆水
湖办事处、茶庵岭镇、赵李桥镇、
官塘驿林场等4镇1场10个村进
行试点，试点竹林面积12万亩。

赤壁率先在全省开展竹林认证试点

试点竹林面积12万亩

本报讯 记者周萱、通讯
员陈人兢报道：9月23日，2020
年咸宁市科普短视频大赛正式
启动，面向全市科普爱好者、工
作者有奖征集短视频。

此次比赛由市科协主办，
围绕“分享科学生活 传递科学
快乐”的主题，面向社会征集原
创科学实验、科技制作的科普
微视频，以及科普讲解短视
频。要求参赛作品围绕弘扬科
学精神、健康医疗、防灾减灾、
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人工智
能、生活科普小知识以及各类

自然科学类、技术知识类科普
知识等进行创作。

活动分为作品征集、网络
投票和专家评审三个阶段。即
日起至10月18日，可通过“咸
宁科协”微信公众号参赛。点
击微信公众号底部“科普咸宁”
栏中的“短视频大赛”即可提交
作品。最终结果将于11月上旬
评出。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的贯彻落实，加强科学传播，提
高公众科学素质。

我市启动科普短视频大赛

项目实行挂牌督办 驻企干部跟踪服务

咸安全方位服务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特约记者

李星报道：9月10日，在咸安经济开发
区，敏实、敏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
正酣。该项目今年7月动工，是敏实
集团20亿智能化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的第一期，占地463亩。大片的黄土
坡上，已有不少钢结构建筑初现雏形，
进展喜人。

而在另一边的凤凰工业园，敏实、
敏能过渡厂房内，工人们忙碌赶工。
早在疫情期间，这里就以7天建成一
座新工厂、提前40天达产的速度上演
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接力赛。如今，这
里的生产依旧紧张有序，每月订单额
超过1000万元。

不论新厂建设推进，还是过渡厂
房的顺利达产，都离不开该区一群“跑
断腿”的“店小二”。

来自咸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
干部姜山宁，因为熟悉项目建设手续
办理业务，被派驻到开发区，专门负责
园区内在建项目的审批。土地招拍
挂、规划办证、建设管理、施工许可，园
内大小企业，样样离不开他。

“尤其是外地客商来咸后，对我们
本地的路和办事流程不了解，所以我
就代替他们多跑跑。”姜山宁说。

在他的全流程服务下，企业各种
手续办得轻车熟路，如原本需要3个
月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往往一个

月内就能落实，极大减轻了企业负担。
无独有偶，在华仕欣防护用品有限

公司建设现场，多栋厂房拔地而起，工人
们围着一台巨大的机器进行最后调试。

“这边是厂房，那边是宿舍，办公
楼是那一栋，食堂就在那儿……目前
公司已经准备了4条生产线，我们后
天就要开始试机。”向记者作介绍的并
不是企业负责人，而是来自区科经局
干部潘永彪。

从该项目立项起，他就作为包保
负责人“钉”在这里。工地就是他的办
公场所，公司用电找他、材料进厂找
他、部门协调还找他。

今年以来，咸安经济开发区创新

服务，主抓项目建设，对在建的项目全
部实行挂牌督办，安排驻企特派员随
时待命。

“除了开发区干部全员上阵，区领
导、区直部门干部也全面跟进，为的就
是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当项目遇到可能
出现的、影响建设进度的问题时，在最
短的时间内以最高效的方式得到解决，
让企业彻底放开手脚谋发展。”咸安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娟说。

目前，咸安经济开发区全面推行
工业项目“容缺审批”“边建边办”，在
建项目办证审批时间大幅度缩减，园
区内26个在建项目、18个续建项目
全速前进，掀起一轮项目建设新高潮。

9月18日，记者走进赤壁市赤壁
镇东柳村，一座座大棚映入眼帘。大棚
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一片。

“现在村里闲逛的人少了，大棚里
忙碌的身影多了。”东柳村党支部书记
吴会堂介绍，我们的西瓜刚刚下市不
久，现在全力育苗和移栽西兰花。

吴会堂说，以前农户土地一般都是
种植水稻、棉花，每亩收入不超过2000
元。改种蔬菜、西瓜后，每亩收入平均达
到4000元以上，实现了每亩收入翻番。

据悉，10年前的东柳村，虽建有
“复兴路”“幸福渠”，但发展落后，全村
农村居民年纯收入不到9000元。直到
2011年，新任党支部书记吴会堂上任
后，他带领村民积极探索增收致富新路
子，自掏腰包聘请浙江、湖南、广西的种
植能手来村授课。

在吴会堂的带动下，东柳村大力发
展西瓜、葡萄等特色产业。近些年，还成
立了赤壁市创先种植专业合作社，大力
发展蔬菜生产，并逐步向有机蔬菜生产

转化，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路子。
“我家有20亩大棚西瓜，今年每亩

地的平均收入5000元以上。在疫情特
殊的困难时期里，身边在外打工的亲友
没了收入，而我的收入却超过了10万
元。”东柳村贫困户陆华庭看着自己的
致富大棚，激动不已。

“2017年没有土地流转前，我家每
亩地只有200到300元的收入，现在每
亩地能有5000元的收入。”眼下，正在
奋力移栽西兰花的陆华庭，还带了家里

几名亲友一起干，满脸喜悦。他非常感
谢吴会堂为他们指明了致富路。

在东柳村，像陆华庭一样翻身致富
的贫困户还有28户，发展特色产业、助
力脱贫攻坚是该村“两委”班子的一致
意见。如今，大棚种植解决了本村贫困
群众的就业问题，28户贫困户已经全
部脱贫。同时，还吸引了邻村低收入人
群前来务工。

目前，东柳村建成西瓜大棚1640
个、葡萄大棚420个、蔬菜大棚200个、
稻虾共作基地2700亩，果蔬等农产品
供不应求。

据统计，现在的东柳村，村级集体
经济不断提升，2019年合作社村级集
体分红达27万元。农民收入不断增长，
2019年全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达2
万元，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富裕村”。

赤壁东柳村

2260个大棚实现“脱贫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张海燕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
员黄泽中报道：9月24日至25
日，全市“质量月”活动暨涂附
模具产业质量提升项目推进会
在通城召开，旨在持续提升供
给体系质量，全面增强企业“质
量第一、效益优先”意识，推动
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上，玉立集团、瀛通电
子、平安电工、三赢兴电子企业
代表作了交流发言，湖北省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院长陈
炎明作了项目介绍，省监督管
理局二级巡视员、质量发展处
处长刘年生作了《湖北质量状
况分析与对策》主题辅导报告。

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质
量提升是推动咸宁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选择，抢抓国家支持湖

北疫后重振这一重要窗口机遇
期，稳步提高咸宁发展的质效；
要深入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的质量提升工作，以产业集聚
区、专业特色小镇、专项产品园
区等为重点，深入开展重点行
业（区域）质量提升，并深入开
展标准比对、质量攻关、质量创
新等活动，研究制定质量问题
解决方案；要扎实抓好“万千
百”企业质量提升工程的推进
和落实，加大质量提升工作投
入，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目
标任务并切实抓好落实。

会议结束后开展了质量管
理知识培训，郑锦绣、李同洪两
位专家分别对全面质量管理、6S
现场管理知识，以及涂附模具行
业标准进行了讲解和解读。

全市“质量月”活动走进通城

推进产业质效提升

本报讯 记者王苒宇、通
讯员蒋昊报道：9月24日下午，
市委第四巡察组召开巡察咸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情况反馈会。
会上指出了其在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等4个方面需
要整改的问题，并就如何开展
整改提出明确要求。

市委第四巡察组要求，市
中级人民法院要认真贯彻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班子
成员要切实负起责任，发挥好

“关键少数”的作用；要进一步
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扎实推进
作风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
念，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
盼；要进一步提高党建工作水
平，增强抓好党建工作的责任
感。

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对
巡察反馈的问题虚心接受、照
单全收、立行立改；要强化党组
主体责任，制定详细的整改方
案；要实行“台账式管理”和“销
号制落实”制度，扎实做好整改
任务分解落实；要推动巡察整
改工作成果转化，将巡察整改
成果与司法作风建设与审判执
行工作结合起来，为咸宁高质
量发展贡献法院力量。

市委第四巡察组

向市中院反馈巡察情况

本报讯 通讯员吴紫芬、
陈莹、唐颖报道：“作为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的推进者和参与者，要
带头践行文明行为，说文明话，
办文明事，做文明人……”9月
24日，咸安区宣传部文明办负
责人深入向阳湖镇，为全体镇、
村干部、镇直单位负责人和“两
代表一委员”讲授文明城市创
建知识，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向纵深发展。

该镇地处城区结合带，坚
持以开展“治脏乱，微改造，优
环境”活动为抓手，全力服务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一方面紧盯
人居环境问题清单，认真清理
网格小区内的果皮、纸屑、塑料
袋、“牛皮癣”等垃圾，改善房前
屋后乱堆乱放现象，另一方面按
一村一策要求，结合实际对道路
两旁绿化带进行改造，通过建设
生态停车位、清理出水沟、整治
集镇街道摊贩无序经营等，为群
众营造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截至目前，该镇共发放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应知应会宣传单
2000余份，清理各类垃圾150
余吨，改造绿化带1300平方米。

咸安向阳湖镇

整治人居环境 助力文明创建

“灭火器有效期只到今年2月，过
期了，得扣3分！”

“这里有个卫生死角，上面都是烟
头、塑料等垃圾，扣3分。”

“楼道里的牛皮癣这么多，蜘蛛网、
烟头到处都是，扣3分。”

9月25日上午，6名市民文明巡访
员在市创文办工作人员带领下，开始上
岗后的首次文明督察巡访活动。

据悉，这次督察巡访的主题是单位
“门前四包”责任制落实情况。根据《咸
宁市单位“门前四包”责任制管理办
法》，分为“垃圾杂物乱堆乱放”“存在

‘牛皮癣’‘蜘蛛网’”“厕所不整洁有异
味”等28条评分标准，采取百分制倒扣
办法，多个责任区按平均分记。

这次，市民文明巡访员们对城区单
位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直奔现场
的方式进行督察巡访。

仔细查看、逐一对照，市民文明巡
访员们在评分表上认真打下每一项分
数；柔声劝导、轻言叮嘱，市民文明巡访
员们表示创文来不得半点马虎，单位应
该做好每一处细节。

“扣分不是目的，根本在于推动单
位真正将责任扛起来，多为创文添亮

点，不为创文增黑点。”市民文明巡访员
李晓芬说着，随手将休闲桌椅上的饮料
瓶、烟盒等垃圾捡起来，丢到垃圾桶。

市民文明巡访员梅兴南说，单位
“一把手”是否重视，直接关系落实情况
好坏，有的单位领导带头，全员行动，落
实情况很好；有的单位领导敷衍，职工
疏忽，到处都是问题。

“通过巡访，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

题。”市民文明巡访员范江桥认为，创文工
作开展以来，各个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但
仍有不少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希望单位都
能行动起来，做好分内事，为创文做贡献。

“市民文明巡访员现场打分，我们
现场收集，公平公正。”市创文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巡访完毕后，将根据打分情
况，评出得分最低的三家单位，发放“不
文明单位”牌子。

市民文明巡访员：做得不好，扣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王苒宇

文明巡访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