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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精准扶贫 不落一扶贫 不落一人人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建平、通讯
员樊四海报道：荒山栽上摇钱树，油茶
结出金果果。昨日，通城县塘湖镇望
湖油茶基地负责人刘勇，一边领着村民
采摘果实，一边高兴地说：“三年后，这
1500亩油茶进入丰产期，亩产值可达
2600元，全村将有2000多人因此致富。”

刘勇的成功，仅是通城县坚持以
发展绿色产业助推动精准扶贫的一个
缩影。

通城是幕阜山区连片扶贫开发重

点县之一。针对山多地少、土壤和气
候适宜种植油茶的实际，该县确立了

“造改结合、集中连片、产业带动、企村
共建”的油茶产业发展思路，从2010年
起，启动《全县油茶产业发展十年规
划》，确保每年新发展 4万亩、改造 1万
亩油茶基地，力争到2020年，建成40万
亩高产高效油茶基地，实现年产成品茶
油2万吨，年总产值达到50亿元以上。

为切实做大做强这一县域经济新
的增长极，该县不仅整合农业、水利、

扶贫等部门资金，对集中连片新造油
茶和低改油茶基地，给予财政补助，而
且每年还从财政预算中列支1000万元
油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新造油茶
林和改造老油茶林实行以奖代补。

黄袍山绿色产品公司采取“公司+

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为合作者“统
一供油茶良种，统一供农资，包技术指
导，包收购”，先后带动和辐射县内 52
个村、1.6万多户农民参与油茶生产，
累计种植油茶 4.5万亩，户均实现增收
7000元，成为湘鄂赣三省油茶产业发
展的“火车头”。

截至目前，全县已先后成立油茶
专业合作社10余家，辐射带动63个村、
7620多户农户参与油茶种植，累计改
造新建油茶面积 17万亩，年创综合产
值近10亿元。

荒山遍栽“摇钱树” 油茶开启致富门

通城绿色产业助推精准扶贫

本报讯 记者王凡、通讯员王新
华报道：“有了网上‘户口’，致富也就
有了盼头。”17日，崇阳县港口乡贫困
户舒多亚告诉记者，他家的贫困情况
被录入网上档案后，政府将根据这个
档案为他提供个性化帮扶服务。

这是今年 10月，崇阳率先在全市
开通贫困人口查询系统，精准录入贫
困群众家庭基本情况、致贫原因、生产

生活条件等多项信息，给推进精准扶
贫工作带来的便利。

“扶贫大数据库的建立，不仅可以
帮助大家随时随地了解到相关扶贫法
规、优惠政策，还可直接看到扶贫款扶
了谁、扶贫对象谁来扶，收到‘阳光扶
贫’的功效。”该县县长杭莺说，对贫困
人口实行动态管理，使应该扶持的扶
贫对象得到及时纳入，使稳定脱贫的

村与户得以及时退出，从而避免了扶
贫工作出现的“漫灌”现象，扎牢了精
准扶贫的基础。

“哪家哪户什么情况，需要哪些帮
助，该如何帮，帮的成效等都详尽清
楚，工作开展起来得心应手。”记者登
陆崇阳县扶贫开发信息网，点击“贫困
人口信息查询”，输入贫困户姓名或帮
扶人姓名，再输入验证码后点击鼠标，

贫困户家庭、生产生活、帮扶人信息、
措施成效等40个信息指标全部呈现。

为确保录入网上档案的贫困人口
信息真实可信，该县按照“一看房子，
二看仓子，三看票子，四看学子，五看
身子”的评定标准，严格执行“入户调
查、村委会审核、初次公示、党员群众
代表复议、村登记汇总、乡镇审核、二
次公示、县级复审公示公告”等操作程
序，并按照“一户一册、一村一档、一县
一网”的三级联通模式，建立精准扶贫
数据库。

目前，该县共评定出贫困户 1.92
万户、贫困人口 6.33万人，所有审定信
息已全部上网公开。

三级联通 阳光扶贫

崇阳贫困人口信息全部上网

昨日，咸安区城管、交通、交警等部门联合执法，公开集中销毁50多辆无牌无
证、报废和非法改装的“麻木”车辆，为保障市民安全出行排除了一大安全隐患。

据悉，此次公开集中销毁的“麻木”，全部是该区联合执法队在日常执法中依
法查扣的，或已超过使用寿命、濒临报废，或无牌无证，或非法改装，均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 记者 刘文景 黄柱 通讯员 余明 摄

动真碰硬管
护城市家园

○陈新

咸安区政府牵头，部门联手，取
缔“麻木”，是动真碰硬之举。

长期以来，“麻木”在大街小巷
乱窜，不仅影响到市区的交通秩序，
还严重损害香城泉都形象。动真碰
硬治乱，管护城市家园，体现有关部
门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履职尽责、
谋事成事的工作作风。

城市家园“三分建七分管”，管
理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由于市
民素质参差不齐，加之部分人重建
轻管思想作怪，我市城市管理相对
滞后，乱搭乱建、乱停乱靠、乱涂乱
画等现象屡禁不止，让美丽的香城
泉都蒙尘纳垢。

去沉疴须下猛药，治乱象当出
硬招。一方面，要形成合力，部门联
手，各负其责，共同打赢治乱攻坚
战；另一方面，要形成定力，完善法
规制度，始终保持长效管理，彻底走
出“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
的怪圈。

咸安公开销毁
一批“麻木”

XIANNING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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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国内最大冰雪主题乐园落户咸宁
（详见第二版）

王英水库有望年底供水城区
（详见第四版）

中国凭什么进入“核电精英俱乐部”
（详见第六版）

坚定信心 攻坚冲刺坚定信心 攻坚冲刺

咸宁市茶树良种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供良种茶苗
15337361745

电话：0715－8266756

本报讯 记者黄胜、东宁、子川、特
约记者志刚、金健报道：21日，一个电话
让赤壁市农办主任方育才左右为难。

电话来自南非一家茶叶公司的代理
商，对方希望在2015国际茶业大会、第三
届中国有机农产品展销会暨中国青（米）
砖茶交易会上安排 2个展位。而负责招
商和布展工作的方育才，此时在笔记本上，
已记下超过100家报名参展而无法入场的
企业。活动招商、筹备的火爆程度令组办
方始料未及。

11月6至8日，2015国际茶业大会将
在赤壁市召开，第三届中国有机农产品
展销会暨中国青（米）砖茶交易会将在赤
壁市新建的会展中心同期开幕。“双会”
共设茶叶交易展厅 6800平方米、有机农
产品展厅 5500 平方米，预设展位 400
个。目前，已有来自包括泰国、俄罗斯、
朝鲜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家企业
报名参展。

负责过前两次节会筹备工作的方育
才介绍，2013年，该市举办首次中国有机
农产品展销会暨中国青（米）砖茶交易会
时最担心的就是没人“捧场”，为此不得
不借助上级行政资源、行业商会的支持，

“请”来客商参展。到第二届节会时，已
有客商主动报名参展。

目前，赤壁“双会”通过市场化运作，
招商、交易模式实现新突破。

赤壁市向全国公开招标策展，最终
选定专业展会公司负责招商、布展。通
过市场化运作，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
市场、马连道茶城等大型农业龙头企业
参加活动，惠民网、吃货网等 4大知名电
商助阵展会，专业采购商达到250家。

为了提升展会的品质，赤壁市提高
了准入“门槛”，参展企业至少具备四个
条件之一：省级以上龙头企业；省级著名
商标以上产品或者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通过有机、绿色认证产品；国外优质农
产品。专业的运作方式吸引大批大型企
业和地区组团参展，广告位、现场推介，成
为参展企业抢手货，且80%以上参展企业
实现预订特装展位。

赤壁市委书记江斌认为，随着“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赤壁茶企从长江
流域向伏尔加河流域深度拓展，赤壁有
机茶叶的市场路子越走越宽。有机农产
品展销会和青（米）砖茶交易会“买全国，
卖全国”，借助互联网，县级市也能办出
国字号展会的影响。

我市启动居民健康卡发放
本报讯 通讯员邹海香、闵劲华、陆世文报道：“有了这张居民健

康卡，今后看病就医方便多啦。”19日，咸安区双溪桥镇李沛村二组
62岁的村民葛隆友，领到居民健康卡时高兴不已。

当天，我市居民健康卡首发启动仪式在咸安区双溪桥镇举行，市
卫计委和咸安区政府联合市农商行为当地群众免费发放首批 29万
张居民健康卡。

为加快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今年我市将制作发放居民健康卡
作为政府“十件实事”之一，以新农合参合农民、新生儿（儿童）、职业
病高危人群、无偿献血者等4个重点人群为突破口，依托新农合信息
平台，整合公安、人社、农商行等部门信息，推进参合农民健康卡的发
行与应用建设，实现凭卡预约挂号，以及跨医疗机构查询既往就诊记
录、检查检验结果和各类支出结算等。

目前，我市投入 1.3亿元建成的居民健康卡管理系统，已累计制
作成型的居民健康卡 208万张，并将于今年底前全部放发到参合农
民手中。

四
百
家
企
业
助
阵
国
际
茶
业
大
会

中
国
青
（
米
）
砖
茶
交
易
会
一
席
难
求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记
者从 22日中央综治委召开的电视
电话会议上获悉，中央综治办、公
安部、工信部、国土资源部、交通运
输部、安监总局等15部门将从现在
起到 2016年 3月底，在全国范围内
集中开展危爆物品、寄递物流清理
整顿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
动，坚决整治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
稳定的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
持续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专项行动将以健全完善动态
化安全监管机制、常态化隐患排查

机制、全覆盖安全责任体系为重
点，全面强化各项安全管理措施，
集中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深
入开展危爆物品清查整治，强化企
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全面
落实生产、销售、运输、存储、使用
等各环节安全管理措施，严肃查处
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涉爆涉危
犯罪。大力加强寄递物流安全规
范管理，全面推动落实寄运物品先
验视后封箱、寄递物流活动实名登
记、邮件快件Ｘ光机安检制度，着
力提升行业规范管理水平。健全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
调、部门参与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机制，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
切实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
化解在萌芽状态。

中央综治委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
精神，全力以赴、扎扎实实组织开
展好专项行动。

中央综治办等15部门联合开展专项行动

集中清理整顿危爆物品寄递物流

星星竹海风景区，以近 10万亩竹
林面积、90%的覆盖率，成为咸宁“楠竹
之乡”的名片。自 1978年对外接待第
一批外宾起，先后有 5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国际友人、海外游客慕名前来参
观、考察和旅游，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李
先念、陈丕显、王任重、宋平等曾先后来
此考察，给予高度评价。

然而，近来有游客反映该景区设施
老化、资源破坏等问题。带着疑问，记

者昨日进行了实地走访。

10万亩竹林宛如“碧海”

沿温随旅游公路驶出市区，一路竹
木成林，一片蓊郁。车行16公里，到达
位于咸安区汀泗桥镇花纹山深处的星
星竹海风景区。只见漫山翠竹，婀娜挺
拔，生机勃勃，虽是深秋，却不见一丝颓
色。好一个“碧波荡漾”的竹海世界！

在奇石林景区入口，记者看到一

块簇新的旅游指示牌，参观点清晰
明朗，一目了然。陪同记者前来的
区旅游局局长寇红介绍，为方便游
客，今年新添 4 块旅游宣传牌，并修
复所有重点地带的旅游指示牌，完
善了旅游标识系统。

“今年十一和九九重阳节期间，景
区迎来上万人参观。”寇红说，仅国庆
期间，来自全省各地和湖南、河南等地
的旅游大巴，把景区停车场挤得满满当
当，还带动了周边几个乡镇的农家乐，
生意繁忙。

育竹护景屡出“重拳”

记者从区旅游局和景区管委会了
解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星星竹海曾

有过一段辉煌历史，但景区实质性开发
始于 1995年。当年，咸安投入 400万
元，开发了奇石林、火山口等景点，兴建
竹海山庄宾馆；第二年，开始对外售票
营业。

2009年，咸安设立鄂南大竹海生
态风景区管委会，负责辖区内资源保
护、利用和统一管理、以及景区开发建
设和经营活动。由于投入不足等因素
影响，这个国家 2A级景区渐渐淡出人
们的视线。

近年来，咸安区围绕绿色崛起和生
态保护，屡出重拳，对星星竹海及周边
环境进行了大力整治和维护，星星竹海
重现魅力。

（下转第六版）

星星竹海引“凤”来
记者 饶敏 特约记者 谭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