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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17～19日受副高控制，以晴天为主。具体预报如下：17日：晴天，偏东风2～3级，21～32℃；18日：晴天，偏东风2～3级，22～34℃；19日：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4级，23～35℃。今日相对湿度：50～90％。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记者江世栋、特约记者李
星、通讯员陈涵报道：9月14日，记者
在咸安区官埠桥镇小泉村看到，桂乡大
道旁的美食一条街土菜飘香，顾客盈
门；而邻近咸宁高新区的锦龙路物流一
条街也是货进货出，生意繁忙。

近年来，由于咸宁高新区工业园和
大洲湖湿地公园的建设发展，总面积
9315亩的小泉村被征地7300余亩，从
一个城郊村变为城中村；村民也获得征
地补偿，洗脚上岸，住上楼房。然而，村
里的500亩鱼池被征收，不能养鱼了，
也不能养鸡养猪；土地征完了，办工厂
也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将来的路怎
么走，是坐吃山空，还是另谋出路？

“小泉村组通过土地入股、房屋门
面租赁等方式，发展美食一条街和物流
一条街。”村党总支副书记沈晓平介绍，
村集体以土地入股200万元，引进合资
企业湖北荣锦有限公司办起物流业和
顺通驾校，村里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公司每年向村集体上交18万元。

小泉村7组紧邻桂乡大道，通过村

民建房出租，招商发展美食一条街。
2019年，市城管执法委拨款对美食一
条街的路面刷黑，各家各户也按规划出
钱装修门面，形成统一风格。目前，美食
一条街相继引进了小厨娘、外婆湾、鱼头
泡饭、和平里鸡汤、丰年小镇、澳门豆捞
等8家餐饮业，每家提供年租金8万元
以上，并安排附近村民160人就业。

临近中午，小厨娘餐饮店生意红

火。“一天60多桌，都是绿色无污染的
农家菜。”店长彭方进说，辣椒黄瓜茄子
等食材都是本地农户种的，鸡鸭鱼肉也
有检疫证明，三证齐全。

开业十年来，小厨娘餐饮店营业面
积扩大了一倍，达到800平方米，年租
金也从4万元涨至16万元。去年9月，
彭方进参加了咸安区总工会举办的职
工烹饪大赛，获得最佳厨艺大奖。

小厨娘餐饮店安排周边20多个村
民就业。厨师月工资6000多元，配菜
工每月5000元，小工每月2800多元，
服务员还招不到人。55岁的蔡美枝是
小泉村9组人，家庭生活好，自己还有
退休金，但她还是到店里做辅工，月薪
3000元。她说：“能做点事很开心，不
能坐吃山空。”

小泉村7组8组9组10组11组，
则依托临街门面招商，合力打造锦龙路
物流一条街。在小泉村10组，大道物
流咸宁加盟商余启胜租下村民6个门
面，经营面积达360平方米，年交租金
3.6万元。他说，主要经营生活用品、医
药食品的零担业务，每天进出货最低
30吨，服务温泉咸安及周围各乡镇。
安排了21人就业，7个送货师傅每人
月薪7000元，7个卸货工人每人月薪
2500元，7个管理人员每人月薪4800
元。

如今，锦龙路物流一条街已汇聚捷
安达、嘉楚等30多家物流企业，为当地
提供了租金收入，还安排周边村民150
人就业。仅小泉村10组年租金收入就
达60万元，一部分用于给村民分红，平
均每人每年可分红2500元；另一部分
用于组级基础设施建设。

咸安区官埠桥镇小泉村

建美食街 发物流财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魏烽
报道：9月8日上午，市政务服务中心
市医疗保障局服务窗口，统一着装的
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为群众办理相
关业务。

“我市今年启动了异地就医备案
小程序，开通了网上备案、电话备案，
选择‘不见面办理’的人数逐步增加，
群众异地就医结算越来越便捷。”市
医疗保障局医保综合服务窗口工作
人员晏汉金介绍，为进一步简化异地
居住人员就医备案流程，现只需提供
社保卡、居住证，或个人承诺书，实行

即来即办，一次办结。
去年以来，我市从深化医疗保障

改革、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优化医疗
保障服务、加大医保政策宣传等方面
着力，促进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
展，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医疗保障改革进一步深化。我
市协同推进县域医共体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六个县（市、区）均建立了“总
额预付，过程监督，结余留用”的医保
支付政策，将医保资金打包支付给医
共体牵头医院。

通过此项改革，全市住院患者县
域内就诊率达90.71%，患者外转率同
比下降5.3%，外转患者医保支付同比
下降6.5%，医保基金县域内支出率提
高到72.18%。

医疗保障服务进一步优化。各
级医疗保障部门设置的门诊、住院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全国定点医疗机构
达到4万多家，省内达到786家。我
市已全面融入武汉城市圈，实现民生
同保，有37家医疗机构接入平台。

同时，为进一步缓解群众“看病
贵”难题，我市积极推进医药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共
采购集采降价药品2353.22万片/万
只/万袋，完成了国家组织前三批次的
约定采购任务，直接为群众减负4100
余万元，在省药采联办通报中多次居
于全省前列。

在优化医保经办服务方面，2021
年市本级、咸安区、赤壁市被列为湖
北省基层经办服务能力建设试点地
区之一。对9大类26项医保事项进
一步梳理和优化，承诺时限优化
85%，达到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的要求。

我市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梳理优化9大类26项医保事项，承诺时限优化85%

9月11日，广东省湖北咸宁商会与广东省湖北嘉鱼商会在中山
市举办迎中秋庆国庆联谊会，邀请商会会员及友好兄弟商会代表欢
聚一堂，庆双节、话乡情，为加强广东和咸宁的商贸交流合作搭建平
台。当天，广东省湖北咸宁商会党支部还表彰了一批先进基层党组
织和优秀共产党员。 艾博 摄（影像咸宁）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员邓
丹报道：“段所长，我们公司网站打算
上一个新产品宣传，麻烦用词方面帮
忙把关一下！”9月7日，咸宁新松模板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庆堂再一次因
为公司网站宣传用词，请教嘉鱼县鱼
岳镇市场监管所所长段善良。

罗庆堂说，之所以这么在意公司
网站宣传用词，是因为上个月的一起
投诉。8月上旬，罗庆堂因为一起投诉
被鱼岳镇市场监督所打电话请到所里
协助解决。原来，其公司产品宣传网
站上的一句宣传用语“各大建筑工地
指定使用”被人投诉过度、虚假宣传。

到了鱼岳镇市场监督所之后，罗

庆堂如实说明了公司宣传的初衷，其
公司在嘉鱼县生产经营二十几年，其
中大部分客户都有二十年左右的合作
史，不存在虚假宣传。得知缘由后，段
善良让其提供了各大合作客户的合作
合同和说明，在罗庆堂提供了上述资
料后，经嘉鱼县市场监管局法规股研
究决定，对其不予处罚。

同时，针对罗庆堂所反映的自己
公司已多次被职业打假人投诉，并多
次以此要挟索要钱款的事情，段善良
一方面要求其公司增强专业知识培
养，规范用词，同时也表示自己将24
小时为企业服务，有不懂的地方随时
咨询。

“如果此次不是市场监管局公平
处理，那么我们公司不仅会面临最少
20万元的罚款，征信也会受到很大的
影响，损失不可估计。”罗庆堂说，此次
的投诉也给自己敲响了警钟，今后自
己会更加注意提高专业素养，不让别
人有机可乘。

提起免罚政策，嘉鱼县大岩湖畔
农家乐负责人龚子超也有同样的感
激，今年7月份，由于其经营的农家乐
菜单上有一道菜叫“野生甲鱼”，他被
投诉到了陆溪镇市场监督所。在调查
中，市场监督所发现甲鱼并非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非法捕捞获取，而是来自
该村一养殖户的鱼塘，念其初犯，决定

对其免于处罚，作销案处理。同时，该
所还要求其立即对菜单进行了整改，
去掉了这道菜。

据了解，2019年以来嘉鱼县市场
监管局认真落实省市局出台的包容审
慎监管政策，强化包容监管，对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
管、柔性执法，认真落实轻微违法、首
次违法不罚要求，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确保“一单尽列、单外无单”。

今年以来，该局已对27家市场主
体实施了免罚，减免罚款金额60余万
元，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20份，案件
涉及登记监管、广告、食品安全、药械
化监管等领域。

包容审慎监管 轻违首违不罚

嘉鱼为市场主体免罚60余万元

梅贤益：

坚守匠心 引领新人
3日，通山县星光玉龙机械（湖北）

有限公司装配车间，工艺部部长梅贤益
正在对年轻人进行技术指导。

今年57岁的梅贤益从事机械设计
30多年，自公司成立开始，他带领部门
人员参与5大类20多个品种新产品研
发、技术改造、产品升级等，其中参与专
利设计产品 14 项，为公司新产品开发
做出巨大贡献。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孔帆升 徐大发 摄

走进乡村看小康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员
陶然、杨昀琰报道:9月 15日，
崇阳县32万余名选民积极履行
宪法和选举法赋予的民主权利，
参加了所在选区人大代表选举
投票。

上午9时，崇阳101个选区
的投票点和流动票箱迎来了选
民，大家依次排队领票、认真填
写选票，并郑重投进票箱。

记者在该县体育馆第96选
区投票点见到，160名选民严格
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排队郑
重投下选票。

该县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
介绍，为了统筹做好选举投票和

疫情防控工作，此次，崇阳将疫
情防控要求落实到换届选举投
票的全过程、各环节。工作人员
在每个选区设置了投票点，部分
选区还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
选民提供流动票箱进行投票，对
于外出不能返乡参加选举的选
民，采取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
的方式进行了投票，确保每一位
选民能够依法行使选举权利。

据悉，此次崇阳县乡两级人
大换届选举，确定县级人大代表
名额242名，乡级人大代表名额
880名。全县共划分县级代表
选区101个，其中，县直选区6
个，乡镇选区95个。

崇阳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顺利完成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
员邓丹、梁宁报道：9月16日，
嘉鱼县31万余名选民积极履行
宪法和选举法赋予的民主权利，
参加了所在选区人大代表选举
投票。

此次嘉鱼县县乡两级人大
换届选举，共划分317个选区，
其中县级人大代表选区97个、
镇级人大代表选区220个。

嘉鱼县在做好多种形式宣
传的同时，还在每个选区设置了
投票点，部分选区还为居住分
散、交通不便的选民提供流动票
箱进行投票，对于外出不能返乡
参加选举的选民，采取委托其他

选民代为投票的方式进行了投
票，确保每一位选民都能够依法
行使选举权利。

“选出能代表人民心意的代
表，既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也
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自己要把握
好这次机会，选出真正为民的好
代表。”嘉鱼县新街镇三畈村一
组选民曾邵治，在自家地里通过
流动票箱完成了这次选举投票
后说。

当天上午，嘉鱼县的各个投
票点和流动票箱投票秩序井然，
民主氛围浓厚，将选举产生县级
人大代表210名、镇级人大代表
604名。

嘉鱼开展多形式宣传

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有序

本报讯 记者王馨茁报道：
9月14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公
布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
开发试点名单，全国共有676个
试点。其中我市3地入选，分别
是赤壁市、嘉鱼县和通城县。

据了解，国家能源局将依托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开发建设按
月调度机制，对试点地区各类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开
工、建设和并网情况等进行全过
程监测，按季度公布相关信息。

各地电网企业要在电网承

载力分析的基础上，配合做好省
级电力规划和试点县建设方案，
充分考虑分布式光伏大规模接
入的需要，积极做好相关县（市、
区）电网规划，加强县（市、区）配
电网建设改造，做好屋顶分布式
光伏接网服务和调控运行管理。

2023年前，公共机构、工商
业厂房、农村屋顶建成光伏发电
的比例分别达到 50%、40%、
30%和 20%的，将列为整县
（市、区）屋顶分布式开发示范
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赤壁、嘉鱼、通城

入选全国光伏开发试点名单

本报讯 记者王奇峰、实习
生靳龙慧、通讯员王晶报道：9
月6日，省自然资源厅优化营商
环境领导小组通报第二季度第
三方评估结果，在全省49个参
评机构中，我市登记财产指标考
核获得全省第一名的好成绩。

据了解，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契机，大力
实施不动产登记各项改革创新：
借助互联网平台，加强与住建、
税务等单位数据共享与整合，为
群众办理不动产提供一站式服
务；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实现

不动产抵押登记“零跑路”；实行
“不动产登记＋水电气视网”过
户线上、线下全覆盖；创新部门
联动，为开发企业及业主提供

“交地即交证”“交房即发证”服
务；推行电子证照，开启抵押注
销登记“无纸化”。

通过不断优化登记流程、
压缩办结时限、开辟绿色通道等
系列便民利民改革举措，我市不
动产登记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登
记流程、办理时限、申请材料等指
标均处于全省最优水平，市场主
体与社会公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优化流程、压缩时限、开辟通道……

我市登记财产考核获评全省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