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焦元德、阮金华
报道：秋高气爽正是林木抚育好时
候。连日来，笔者在通山县各乡镇

“绿满”造林基地看到，许多农民正在
割茅草、挖杂根、扶苗木。

“这是去年底定植的三千多油茶
林，近来天气晴朗，每天安排 10多个
劳力进行抚育管理。”天宇农林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虞少伟说。
今年来，该县在推进“绿满”行动

中，着力打破“年年造林年年荒、年年
造林老地方”的怪圈，围绕荒山造林、
村庄绿化等分别制定了“绿化标准”，
要求投资业主从购苗、定点、打穴、植
苗、培土，到栽植抚育与后期管理，都
严格按照标准操作，确保苗木成活

率。同时，建立县、乡、村“三级”管护
机构，实行责权利相统一的“护绿”机
制。

该县推行‘四个三’“护绿”机
制。即全面推行包栽、包活、包绿，对
去冬今春新造绿化树苗进行秋季管
护，确保无草荒、无病害；全面实施
县、乡、村或业主三级责任，由林业、

交通、扶贫、新村办等统筹安排调苗
木，由乡镇协调确定绿化点，由村“两
委”或绿化业主落实管抚责任。

同时，全面落实林地经营权、绿
化管理权、树木收益权，将造林奖补
资金与项目扶持直接发放到农户或
业主，避免中间环节克扣。严格执行

“三查”，按夏秋两季和次年秋季三次
检查进行验收，确保苗木成活率 97%
以上。

该县去冬今春新造的17.8万亩林
地中，陆续进入扶苗、除草、整枝、施
肥管理阶段，目前已投入劳动用工
26.7万个，完成当年新造林地垦抚 75
﹪以上。

制定绿化标准 创新护绿机制

通山力保造林成活率

因地制宜
种橘致富

13 日，慕名而来的游客，在崇阳
县肖岭乡金不村二组的橘园里体验
采摘乐。

金不村山多田少，但由台山水库
形成的库区气候和独特的土壤，适宜
种植柑橘。在有关部门的引导下，该
村村民因地制宜种植柑橘，走上脱贫
致富路。其中，仅二组村民种植柑橘
达200多亩，年收入100万余元。

记 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锦 芳 杨西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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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雪峰、通讯员项俊
平报道：被誉为中国第三代山水实景剧
开山之作的《嫦娥》实景神话音乐剧公
演以来，不光受到了中外观众的喜爱，
还赢得了国内旅游“大鳄”的热捧。日
前，国内著名的旅游机构途牛旅游网与
《嫦娥》剧投资方湖北香泉映月生态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斥资
1000万元预订《嫦娥》旅游产品，向全

球游客分销“嫦娥奔月”这道具有民族
记忆的“精神大餐”。

以“让旅游更简单”为宗旨的途牛
旅游网，业务涵盖跟团、自助、自驾、邮
轮、酒店、签证、景区门票以及公司旅游
等。截止目前，“途牛”已经在国内 137
个城市设立了140家区域服务中心，能
够提供180个城市出发的超过100万种
旅游产品的预订业务。

9月 26日，投资 3亿元打造的中国
第一台大型实景神话音乐剧《嫦娥》正
式公演。闻讯前来观看演出的途牛旅
游网负责人被《嫦娥》实景神话音乐剧
清丽的实景山水、顶尖的创制团队、独
特的创意策划、前沿的科技舞美和宏大
的演出阵容深深地打动，当即决定与实
景剧投资方签订预订《嫦娥》旅游产品
协议，将香泉映月度假区纳入“牛人专

线”。
据湖北香泉映月生态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胡家明介绍，《嫦娥》实景
神话音乐剧自至今共演出8场，场场爆
满。

目前，“途牛”500万元的首笔预付
款已经到账。携程、同程、驴妈妈、美
团、去哪儿、村游等 7家旅游机构也与
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鄂产旅游文化精品受热捧

《嫦娥》收获“途牛”千万“大礼”

本报讯 记者王远远、通讯
员周佳报道：14日，湖北省高速
公路“冲刺杯”养护工技能竞赛
落幕，湖北兴达杭瑞养护项目部
员工张超荣获第一名。按照相
关规定，张超将被授予省“五一”
劳动奖章。

此次竞赛由省总工会、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交通运
输厅联合主办，省高管局承办。
经过初赛、复赛阶段，最终有 8

支队伍参加决赛。
湖北兴达杭瑞养护项目部

高度重视员工技能培训，定期组
织全员参与业务技能培训。该
项目部在湖北省武黄高速公路
管理处养护科专家精心指导下，
从理论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设
计培训内容，培训内容包括桥隧
检测、钢护栏抢修等，切实提高
了员工的安全生产技能，提高了
高速养护工作效率。

省高速公路养护技能竞赛落幕

兴达杭瑞养护工夺冠

本报讯 记者邓昌炉、通讯员刘会林报
道：昨日，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全市“三禁
三治”行动实施以来，空气质量逐步好转，省
环保厅取消对我市的环评限批预警。

生态优越一直是咸宁最大的资本，然
而，受内因和外因的影响，近年特别是今年
以来，我市空气优良率出现了持续递减的态
势。其中，今年 1月 1日至 3月 20日，市区环
境空气优良率仅为46.83%。

面对严峻形势，全市上下迅速行动，打
响蓝天保卫战。

市委代理书记李建明强调，生态优势是
咸宁最大的资源和优势，千万不能因为生态
环境好而忽视对环境的保护。

市政府紧急召开大气污染防治“三禁三
治”专题会议，印发《咸宁市大气污染防治

“三禁三治”工作方案》，明确了大气污染防
治的主要任务和责任单位，并限时完成。

各级各部门迅速形成联防联控的格局，
深入推进“禁煤、禁烧、禁鞭”和“非煤矿山综
合整治、扬尘综合整治、机动车尾气污染防
治”行动。

目前市区已上报锅炉清洁化能源改造
方案 41家，完成燃煤锅炉淘汰改造 2家；全
市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加大督查力度，
先后对 8个秸秆焚烧严重乡镇予以通报，对
部分不听劝阻燃烧秸秆的群众进行了警示
教育，并予罚金；市公安局与172家单位签订

“限鞭”责任书，印发市民公开信60000余封，
出警192次，警告训诫211人，罚款31人。

全市已经关闭了16家非煤矿山，正在落
实关闭的有19家，非煤矿山综合整治迈出坚
实步伐。仅市区投入执法人员 10000人次，
执法车辆 800台次，强制割除非法改装加高
栏板和立柱车辆 350台，卸载 8500余吨，有
效遏制扬尘问题。同时，淘汰黄标车及老旧
车4500辆。

监测数据显示，从5月份开始，市区空气
PM10浓度均值较去年同期连续5个月下降，
平均降幅14.1%，最大降幅达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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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禁三治”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
者胡剑芳、通讯员罗志辉报道：

“推进绿色崛起、擦亮香城泉都
名片，综合整治非煤矿山势在必
行……”13日，咸安区召开全区
非煤矿山综合整治大会，着力推
进专项整治工作。

据了解，咸安区双溪、汀泗、
桂花等地的非煤矿山业，破坏了
当地的山体水体，产生了粉尘噪
声污染，严重损毁道路，影响了
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为有效保护生态，咸安区成
立了以区委书记为组长，区长为

常务副组长的非煤矿山综合整
治领导小组，出台了整治方案，
以实施“以产限药”政策为抓手，
采取禁批、禁转、限产、限超、关
闭、治理等措施，综合运用法律、
经济、行政手段，依法对非煤矿
山进行综合整治。

据悉，咸安区现有非煤矿山
35家，实际生产17家。目前，该
区已全面启动督办检查工作，执
法人员已现场检查记录 97份执
法文书、责令整改指令书 45份、
强制执行通知书 10份。计划在
今年底关闭所有非煤矿山。

咸安狠抓非煤矿山整治
今年底关闭所有非煤矿山

走进建行赤壁支行营业大厅，人们
常常会看到，一位中等身材的职员用带
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为客户精心讲解
金融产品，不时吸引人们的目光。

但谁会想到，这位激情四溢的职
员，是一个还在做抗癌治疗的病人。

经历过两次大手术、被医学专家预
言“最多只能活两年”的他，不仅干出了
一流的工作业绩，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他的名字叫袁野，一位普通的银行
客户经理。

“这一进手术室，不知道几时才出
得去，那些客户怎么办啊？”

袁野 1972年出生在赤壁市随阳山
区一个农民家庭，全家仅靠父亲残疾军

人抚恤津贴和母亲种地的微薄收入度
日，清贫的生活造就了他勤劳、朴实、倔
强的性格。

1995年，大学毕业后的袁野进入建
设银行工作，先后在普通柜员、对公柜
员、京珠收费押运、金库管理员、大堂经
理、个人客户经理等多个岗位上工作过。

说起袁野，退休老人马道富翘起了
大拇指。老人几年前认识袁野时，袁野
在大堂任经理。由于银行升级更新，多
数老年人对于电脑操作不熟悉，办理业
务很不方便。袁野总是耐心的为老人
们讲解，手把手的教老人们办业务。

和客户打交道，袁野既有耐心，更
讲诚信。一年冬天，袁野与一个客户约
好下午上门办理业务。下午他按约前
去，对方有事外出，要到 10 点多才回
家。想到早办一天客户早一天受益，袁
野当晚 11 点冒着寒风雨雪赶到客户
家，这位客户感动不已。

2006 年，袁野担任赤壁支行大库
管库员，承担着繁重的京珠收款和现金
头寸上缴及内部借款归还任务，他精打

细算，每天测算资金流量，准确调度全
行资金运行。在他担任管库员期间，银
行资金库存量很少超限，每年为赤壁支
行节约头寸费用30余万元。

袁野常说：“我们工作的目标不只
是完成领导下达的任务，而是尽力把工
作做得更好。”他就象一个不知疲倦的
人，总是向着更高的目标全力冲刺。

2009年8月的一天，在金库中忙碌
的袁野突然感到胸口沉闷，到卫生间洗
漱时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随后他被医
院确诊为“肝硬化导致脾脏肿大”，不得
不切除了脾脏。

手术后不到三个月，身体尚未完全
康复，他就回到了赤壁支行营业部大堂
经理岗位。当时，适逢手机银行全新推
出，但营销局面迟迟未能打开。他没日
没夜钻研手机银行的使用方法，了解客
户需求，最终打开局面。

2011 年，他晋升成为赤壁支行个
人客户经理。岗位换了，担子重了，责
任也更大了，他工作倍加努力，在全行
三名个人客户经理中，数他年龄最大、

资源最少，相反他的业绩最为突出。
由于过度劳累，这年11月，他第二

次躺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当支行领
导赶到医院看望他时，他已进了手术
室。妻子说，袁野进手术室前还说，“工
作刚有了点起色又病倒了，这一躺下不
知道几时才出得去，那些客户怎么办
啊？”听到这些，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手术后，袁野的肝脏被部分切除，
经取样分析，确诊为“中低分化肝细胞
癌症”。为他做手术的教授悄悄告诉家
属：“患这种癌的人最多只能活两年
……”

“每一次成功营销后的快乐，就是
一剂抗癌良药。”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 43岁的袁野
一下子陷入绝境。

一番艰难抉择和深思后，他选择了
坚强面对、乐观应对。他要以一种特殊
的意志和姿态与命运抗争，用“工作的
快乐”抗击癌魔。

(下转第二版)

奉献，创造生命奇迹
——记建行赤壁支行客户经理袁野

本报记者 刘文景 朱哲 通讯员 程向阳 邓祖荣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