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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陈东代表：

孙峥代表：

推动库区转产转业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
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所在，也是库
区乡镇加快发展的助推器。”陈东代
表说，建议市级层面对产业发展给予
更多政策支持。
燕厦乡地处鄂赣边陲两省三县
交界的太平山北麓的富水河畔，是集
库区、老区、山区于一体的边区乡，属
全省 27 个重点老区乡镇之一（咸宁市
唯一）。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富水库
区群众发展网箱养殖和围汊养鱼，一
大批渔民走上了致富路，但富水湖水
质急剧恶化，造成水体污染。近几年
来，富水水库网箱围汊被相继取缔，
也让长期靠水吃水的渔民失去生活
来 源 ，特 别 是 长 江 流 域 全 面 禁 捕 退
捕，富水水域纳入禁捕范围，原先的
渔民既不能养鱼也不能捕鱼。面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和群众经济
发展的新期盼，推动库区渔民转产转
业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答题。
近 年 来 ，为 进 一 步 激 活 优 势 资
源，推动库区转产转业，助力脱贫攻
坚，燕厦乡结合当地产业基础、资源
特色、交通区位等，着力布局“一湖、
二路、三区、四带”，相继引进了金宏
家庭农场、金珠油茶、大山油茶、畅周

巩固乡村振兴成果
万亩白茶基地等特色林特产业，形成
了以油茶、茶叶、水果为支撑的绿色
产业格局，特别是 2018 年招商引资引
进浙江客商新建的畅周白茶基地，已
形成规模茶园 2400 亩，未来将成为
引领群众致富的龙头产业。
“茶产业发展是全市重点支持的
百亿产业项目之一，白茶作为全市茶
产业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
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已具备做大做强
的基础条件，也符合燕厦转型发展绿
色崛起的思路定位。”陈东建议，结合
白茶产业发展实际，调整全市茶产业
发展的政策着力点，在标准化茶园建
设、茶产业发展奖补资金、茶品牌打
造上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在
扩大茶产业种植面积、完善茶园基地
配套设施、茶品牌塑造运营等方面发
挥出政策引导的最大推力。二是支
持将白茶产业打造成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的示范，支持和引导茶产业和大
健康、茶文旅融合发展，支持茶产业
基地配套建设特色茶楼、茶馆茶室，
力争建成生态高效茶园、产业核心基
地、茶叶加工企业、茶文化旅游相结
合的茶旅经济链。 （记者 王奇峰）

毛晓光代表：

理念、公共服务、组织制度、乡规民约
等方面都要注意引导乡风文明，应该
把乡风文明建设融入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各项工作
目标，
实现相互促进，共同提升。
毛晓光代表建议，
乡村振兴文化不
可少，
要把特色传统文化纳入重要议事
日程，在编制预算人员上予以重视支
持。乡风文明是乡村良好社会风气、
生
活习俗、
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
把好的理念、
作风、
习惯转化为农民群众
自身的需求，
使之真正内化于心、
外化于
行，
变成他们自发的行为和自觉的行动，
相互配合振兴新农村。（记者 陈志茹）

庞品委员:

完善物流服务配套
庞品委员表示，
他近两个月走访咸
宁当地的几家大型企业和保障民生物
资的市场、超市，了解到企业发展中和
保障民生的物流问题。比如公路物流
方面，
咸宁市没有一家成规模的物流园
区，
进出咸宁的物资只能靠特定的物流
车队进行完成，单一的物流车队运行，
导致运输时效差，调整运力不灵活，服
务质量差，物流费用大大提升，企业的
生产成本和市场的物价为之买单。
铁路物流方面，
现有的铁路货场受
专用线长度和数量的限制，
运力不足、
运
能较低，
企业对铁路作业时效上存在强
烈的改进建议。但十亿、
百亿级的生产
企业，正是需要这种成本低廉、运力强
大、
清洁环保的铁路运输方式来配套，
没
有强大的铁路物流支撑，
导致一些资源
性生产企业无法在咸宁落地。
水运物流方面，作为物流成本极

力、物力和财力。首先要变“输血”
为“造血”，发展产业，既要发展贫困
户自己的产业，还要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产业是脱贫致富的有力支撑；
其次要积极争取上级的资金和项目
支持，通过国家对三农、对乡村振兴
的大力投入，带动崇阳县，乃至全市
乡村振兴不断向前推进，巩固前期
的成功，使全市乡村振兴的步伐更
快更稳。
（记者 庞赟）

雷玲代表：持续推进产业扶贫，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着力培育文明乡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高度重
视乡村文明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历史
地位和时代价值，培育乡村文化原创
力。”毛晓光代表说。
毛晓光代表表示，目前农村古民
居，传统习俗，随着老房的倒塌，老人
的故世逐渐消亡。咸安区马桥镇在建
国畈做了一些探索，把马桥境内的古
民居、典型建筑按一定比例安置，进行
很好的保护，将当地的民风民俗，在建
国畈传承了下来。
毛晓光代表认为，村民的生活习
惯、文化素养，与生活条件的提高、环
境的改善是相辅相成的。在建筑设计

“通过市委市政府连续几年的
努力，目前我市的乡村振兴成效明
显。”昨日上午，崇阳代表团分组审
议现场，孙峥代表对实施乡村振兴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孙峥代表表示，目前通过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的基础设施、
农民的幸福指数都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这些成果还需要不断的巩固。
怎样才能巩固呢？这就需要投入人

低的运输方式，生产制造业是相当青
睐的，咸宁当地企业生产物资依旧依
托武汉的阳逻码头转路运到咸宁。武
汉阳逻码头作业量也已经趋于饱和，
咸宁拥有得天独厚的长江资源，有待
大力开发水运物流产业。
空运物流方面，咸宁的高质量经
济产业会拥有空运物流的需求，空运
物流顺理成章的在市场环境下催生。
庞品委员认为，在市委市政府大
力招商引资下、在武汉的承载能力饱
和状态下，在各种主观、客观条件下，
迫使很多大型企业喜欢咸宁、选择咸
宁、落地成宁，但是他们也需要物流服
务配套的同步增长。其实政府在规划
上都做过了，建议政府加快项目落地，
在长江经济带大开发的战略背景下，
咸宁的经济发展一定会突飞猛进。
（记者 徐浪）

（佘影/摄）

郑俊华代表、胡亚丽代表：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民
生事业振兴和基础设施的振兴。”昨
日，崇阳代表团分组审议现场，郑俊
华代表提出，要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促进协调发展。
郑俊华代表表示，今年崇阳县
以美丽乡村示范创建和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为抓手，按照“五线八片”布
局，推进 22 个示范村、50 个整治村
建设。特别是把农业产业作为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今年重点打
造涉及青山、白霓等乡镇 50 平方公
里农业开发示范带建设；扎实推进
石城镇万亩中药材基地、桂花泉镇
万亩雷竹基地、青山镇万亩茶叶基

地、路口镇万亩油茶基地和万亩香
榧基地等重点农业基地提档升级，
构建“一村一品”
“ 一镇一品”
“ 一县
一业”产业发展格局。
“ 要想乡村振
兴，必须要人才振兴。”
胡亚丽代表建议，大力加强乡
村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村干部建
设，从体制身份、就业待遇、医疗保
障等方面留住肯干愿干实干的人
才，让年老的村干部有保障，让年轻
的村干部有盼头。
她还建议，每个村成立一个经
济工作组，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以产业振兴为依托，为村集体发展
注入活力。 （记者 庞赟 李思源）

宗克飞代表：

出台全域禁鞭法规
“全面禁鞭、限鞭是打造自然生
态公园城市的有力抓手。”宗克飞代
表认为，通过全域禁鞭、限鞭能有效
减少因燃放鞭炮带来的空气污染和
噪音污染，为自然生态公园城市打造
提供更有力的环境基础。
此外，
全面禁鞭、
限鞭也是维护公
共安全的重要途径。2017 年我市明
确了各县、
市、
区的禁鞭、
限鞭区域，
但
未禁鞭区域因鞭炮导致的大气噪音污
染、
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
群众对全域
禁鞭、
限鞭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推行全域禁鞭、限鞭将对一个
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整治工

作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全面禁鞭、
限鞭是防疫的有力措施。”宗克飞代
表表示，我市部分地区群众在节日、
喜事及丧事活动期间有聚集燃放鞭
炮的习俗，这为我市当前正在开展的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不小压力。
“为做好疫情防控，推行全域禁
鞭、限鞭刻不容缓。”宗克飞代表建
议，出台全域禁鞭的政策法规，由各
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法依规做好实施，
切实将全域禁鞭、限鞭落到实处，以
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对全域禁鞭的期
盼，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安
全及环境保障。
（记者 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