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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丁欢）23日，市
人社局、市医保局、市税务局联合
发出通知，调整2022年7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我市职工社会保
险缴费基数标准及个人缴费基数
上下限。我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月标准调整为6000元，个人
（包括参保单位的参保职工和灵活
就业等以个人身份参保人员）缴费
基数下限调整为3450元，个人缴
费基数上限调整为18000元。

据了解，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6月30日，我市灵活就业
人员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标
准有十个档次，分别为我市职工
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月标准（即
6000 元）的 60%、70%、80%、
90% 、100% 、150% 、200% 、
250%、300%、57.5%，由个人自行
选择其中一个档次按20%的缴费
比例申报缴费。从2022年7月1
日至2023年 6月30日期间均可
缴费。可采取按月、季、半年、一
年的期限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首次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
保的，参保登记有三种方式：通过
湖北政务服务网，通过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服务板块，按步骤注册
登记“自助办”；携带本人身份证
（支持他人帮办、代办）到黄石各
城区居住地社区，由社区工作者
协助进行参保登记“就近办”；携
带本人第二代身份证(18位)，到黄
石市民之家一楼社保服务区A3
至A8号窗口办理新参保，并开具
缴费单“经办机构办”。

随后，可通过下面两种方式
完成缴费：注册开通湖北税务手
机（“楚税通”）APP，选择缴费档
次，进行线上实时缴费，或携带身
份证或社保卡、缴费单到城区代
征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邮
政储蓄银行等银行营业网点），线
下缴纳社保费。

而原已在黄石市本级参保缴
费人员，缴纳2022年7月至2023
年6年期间基本养老保险的，无需
打印核定单，可直接选择“楚税
通”APP完成缴费；也可携带身份
证或社保卡、上次缴费单，到各城
区代征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
行、邮政储蓄银行等银行营业网
点），选择缴费时间、缴费档次进
行线下实时缴费。

大冶市、阳新县灵活就业参保
人员可结合个人实际，参照上述缴
费方式完成缴费。如还有疑问，可
拨打下列电话详询：黄石市社会保
险 事 业 局 0714—6575799、
6573503；大冶市社会养老保险局

0714—8718096、8718020；阳新
县养老保险事业服务中心0714—
7354476、7354479。

需要注意的是：2022年 9月
30日前，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补缴
2021年 7月至 2022年 6月之间

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补
缴2021社保年度（即2021 年7月
至 2022 年 6 月）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费的，使用2021社保年度
缴费基数标准；2022年10月1日
（含）以后要求补缴的，不予受理。

我市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正式调整

本报讯（记者 汪涛）23日下
午6时许，位于下陆区长乐大道
的黄石润信农批市场内渐渐忙
碌起来，从山东、云南、武汉等地
来的蔬菜陆续抵达。

据湖北润信农产品物流
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滕树
华介绍，目前整个市场保持正
常的蔬菜供应，每天供给 150

吨左右蔬菜，加上水果、冻品、
水产及粮油，总量达到 350 吨
左右。进货渠道主要有三种：
一是山东、云南等地的蔬菜从
产地直发，二是从武汉白沙洲、
四季美大市场进货，三是从黄
石周边地区的基地供应的蔬
菜。目前，各类生活物资存量
充足。

8 月 23 日，处暑，即为“出
暑”，炎热离开的意思。可黄石炎
热依旧，本月第22个高温预警如
约而至。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
我市高温热害风险加重，气象干
旱持续发展。目前，我市主要江
河水库蓄水普遍比去年同期有所
下降，总体形势尚且平稳。

富池大闸10孔全关
8月 22日，位于长江口的阳

新富池大闸于上午9点关闭用于
调控的最后1孔水闸，至此，富池
大闸全部投入抗旱保水蓄水。截
至目前，我市蓄水保水较往年同
期有所下降。

8月23日8时，长江黄石港水
位13.34米，富河水位17.40米，大
冶湖水位 17.80 米，保安湖水位
17.48米，富水水库水位49.35米，
王英水库水位65.41米。总体来
看，王英水库、大冶湖、保安湖水位
正常，可满足周边抗旱用水。长江
和富水水库水位较历年同期偏低。

早在7月份，市水利和湖泊局
就提前做好主要江河湖库塘蓄水
保水。7月15日起，富池大闸关9
孔留1孔调控，强化富河流域蓄水
保水。7月中下旬起，四顾闸、东
沟闸陆续关闸蓄水，有效提升我
市富河、大冶湖、保安湖水位。目
前，全市大江大河沿线骨干泵站
提水、涵闸引水、围堰拦水、蓄滞
洪区蓄水等措施应上全上，能上
尽上。其中，海口闸、菖湖闸筑坝
引长江水倒灌抗旱，红旗泵站于8
月初持续开机运行抽水灌溉，网
湖分蓄洪区开闸蓄水，富河、大冶
湖、保安湖均可引水灌溉。

因长江水位快速下降，导致
富池大闸内外水头差达到 5.39
米，已接近富池大闸内外水位差
安全运行的极限，后期随着长江
水位的继续回落，为保富池大闸

安全，富河水位将同步降低，对富
河上游抗旱灌溉带来影响。

水库塘堰蓄水量偏少
截至8月22日，全市286座

水库中，总蓄水量 9.37 亿立方
米。2座大型水库蓄水8.51亿立
方米，占总库容的37%；6座中型
水库蓄水0.20亿立方米，占总库
容的32%；278座小型水库蓄水
0.48 亿 立 方 米 ，占 总 库 容 的
35%。山塘蓄水量 0.18 亿立方
米。全市有55座水库，蓄水在死
水位以下。全市水库塘堰蓄水总
量比去年同期偏少约3成。

全市中小型饮用水水源地水
库共27座。饮用水水源地水库蓄
水在汛限3米以内的9座，在汛限
3米以下的有18座，其中陶港镇朱
应水库、李才堍水库，排市镇硖石
洞水库，太子镇冯家堍水库蓄水较
少等5座，在汛限10米以下。

记者从市水利和湖泊局了解
到，黄石目前旱情形势总体平稳，
城镇生活用水并未受影响，但饮
用水主要来源小型水库及山塘的
部分农村地区，饮用水形势较为
紧张。

提前安排 科学保水
7月初开始，市水利和湖泊局

先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6轮干旱
天气影响农村居民饮水问题排
查。加强与气象、水文等部门的
会商研判，及时通过微信、QQ群、
电话、短信等方式发布干旱预警
信息，提醒各县市区加强蓄水保
水和旱情应对工作。

连日来，市水利和湖泊局四
个抗旱小组分赴大冶、阳新等片
区，参与、督导抗旱供水。

气象部门抓住一切有利条件
实施人工增雨，水利部门千方百计
调度江河湖库等保水蓄水。

各地各部门积抗旱自救。阳
新县龙港镇富山村组织人员溶洞
找水，引入村民家；洋港镇打井抗
旱；排市镇万家村积极协调消防
应急部门运水送水；陶港镇龙门
村新建临时泵站蓄水保水……

8月21日，全市落实应急送水车
辆81台，落实应急队伍1608人，采
取打井、拦坝引水或新建水源等方式
解决9474人饮水困难，对64500余
人采用分时分区供水措施，给334个
行政村2410人应急送水。

本报讯（记者 顾文娟）8月
23日，在2022年全省“人才服
务月”活动启动仪式黄石分会
场，我市启动今年黄石“人才服
务月”活动。

据市委人才办介绍，今年黄
石“人才服务月”活动从现在起
启动实施，9月集中开展系列活
动。活动聚焦人才事业发展和
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关键小
事”，共设置了9项子活动，包括
开展人才政策“五进”活动，送人
才政策进企业、进园区、进科研
院所、进基层、进机关，推动人才
政策落地见效；开展专家人才健
康关爱活动，组织专家人才健康
体检、休假疗养、保健讲座、就
医“绿色通道”体验等服务活
动；开展专家人才安居保障活

动，助力各类人才在黄石安居；
开展专家人才金融服务活动，引
导金融机构加大专业人才创新
创业支持力度；开展专家人才科
研配套服务活动，组织为专家人
才送科研政策和配套服务，支持
专家人才承担科研项目、强化创
新创效；专家人才联系服务活
动。组织各级党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联系专
家人才，积极为专家人才办实
事；青年人才专项服务活动。聚
焦青年人才来黄留黄就业创业
服务需求，组织专项服务，促进
青年人才在黄安居乐业；科技人
才项目对接服务活动。组织科
技服务专班，上门为科技人才项
目提供精准对接和跟踪服务活
动等。

我市启动“人才服务月”活动
9项子活动打造“近悦远来”生态

旱情依然严峻 千方百计保水
■本报记者文红玲肖琼/文 通讯员刘诗文/摄

润信农批保障市民“菜篮子”

本报讯（记者 马南山）8月
23日，新港园区工横五路与工
纵八路交叉口，一座自来水厂拔
地而起，一条条供水管网加速延
伸。这意味着我市首个工业水
厂建成投入使用。

此前，新港园区工业用水由
各企业采用自备水源自行供
给。随着落户企业越来越多，对
工业用水量的需求日益增长，对
工业用水水质稳定性要求也越

来越高。为此，我市首个工业水
厂项目应运而生。

“以长江水作为原水，经过混
合、絮凝、沉淀、过滤、消毒后直供
给企业用户。”该建设单位项目负
责人赵阳说，项目总投资2.8亿元，
供水规模18万吨/日，分两期实
施，一期规模9万吨/日。目前，该
项目一期已经建成并进入试运行
阶段。该水厂建成投用填补了
黄石无工业水厂的空白。

全市首个工业水厂项目建成

王英水库管理局在一条渠前做挡坝以抬高水位，解决农田灌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