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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传技
昨日，驻通山县大路乡新桥冯

村扶贫工作队队员深入基地，指导
村民阮楚枫进行黑木耳种植。

为帮助群众增强自我“造血”功
能，驻该村工作队通过规划引领，精
准识别，引导农户发展种养产业。
仅阮楚枫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
就已种植木耳、香菇近万棒，一个月
后将有产品上市。

记者 张大乐 摄

本报讯 通讯员黄凰报道：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组织专家委
员会对湖北省今年申报的13个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进行技术认
证，经过专家组的现场审核评判，
崇阳雷竹笋通过技术审查。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指
产自特定地域，具有质量、声誉和
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产品。崇
阳素有“中华雷竹之乡”的美称，
崇阳雷竹种植分布在境内坡度为
25o以下低丘岗地的黄、红土壤地
带，加上崇阳属农业大县，工业污
染极小，大气、水质、环境质量均

保持国家优级标准，为崇阳雷竹
笋的优植优长提供了理想的外部
环境，成就了崇阳雷竹笋特有的
品质。

近年来，崇阳在积极发展雷
竹产业的同时，支持相关部门和
企业开展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工作，促进雷竹产品扩大销
路，以不断做大、做强雷竹产业，
带动农民致富奔小康。

截至目前，该县共有雷竹基
地6万余亩，年产鲜笋6万吨，有3
万余户竹农专门从事雷竹的种植
和竹系列产品加工。

崇阳雷竹笋
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评审

本报讯 特约记者童金健报
道：17日，从赤壁市传来喜讯，该
市日前被国家认监委确定为全国
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成为湖北
首个获此殊荣的县（市）。

我国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
工作始于 2011年，由示范创建县
市申请和地方质检部门推荐，通
过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经验提
炼交流、自查自纠、专家咨询、抽
查验证等程序，经国家认监委审
核进行统一公示后，再由国家认
监委确定。

近年来，赤壁市依托“中国绿

色生态产业展览交易基地”这个
国家级交易平台，与中国农业大
学达成有机农业产业空间布局规
划协议，并按近期、中期、远期规
划，运用“有机、绿色、无公害”农
业模式，推动有机水产、蔬菜、茶
叶、水果、水稻等示范基地同步发
展。

截至目前，赤壁市已建成有
机农业生产示范片20个，拥有“三
品一标”56个，有机农业生产基地
82024.45亩，有机农业产值近 6亿
元，全市有机认证主体达到 9家，
认证面积69004.95亩。

赤壁入选全国首批
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报道：11月 18日至 19
日，江西省宜春市党政代表团来我市学习考察。
市委书记李建明与宜春市委书记邓保生、市长蒋
斌等就加强两市战略合作进行交流。

宜春市党政代表团一行实地参观考察了梓
山湖新城、淦河综合治理工程、市规划展览馆、香
泉映月旅游项目和咸宁高新区合加资源、奥瑞金
制罐、红牛饮料等企业，详细了解了我市产业转
型升级、旅游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主
要作法。

李建明对宜春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
迎。他说，我市坚持把创新作为加快发展的最强
劲动力，把协调作为加快发展的最核心基调，把
绿色作为加快发展的最基本底色，把开放作为加
快发展最长远的优势，把共享作为加快发展最根
本的目标，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严治党等工作，总体保持了稳中有
进的发展态势。宜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被誉
为“月亮之都、亚洲锂都”，区位优势明显、自然
资源丰富，文化积淀厚重，产业发展迅猛，各项经
济指标处在全省前列，是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创造了许多领先于全省全国的先进经验。我们
将认真学习借鉴宜春科学跨越发展的好作法、好
经验，努力推动咸宁实现绿色崛起、临江崛起。

邓保生介绍了宜春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他说，咸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好思路
和好做法，值得宜春借鉴学习。特别是要学习咸
宁见识早、抢抓机遇，把握主动，积极融入国家重
大战略的好思路好做法；学习咸宁重实干、精心谋
划、精准发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好思路好做
法；学习咸宁善操作，创新创特，大器有为，加快发
展旅游的好思路好做法；学习咸宁会落实，坚持发
展与保护并重、经济与生态共荣，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的好思路好作法。要进一步坚持绿色发展的理
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
设全过程，推动宜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市间的重大战略协作
达成一致：建立党政交流平台和渠道，共同分享
改革发展创新方面的成果；加强咸宜九铁路、高
速公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协调推进
工作，促进两地经济发展；加强两地文化合作交
流，在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传承保护、旅游交往互
动等方面加强交流沟通，建立合作机制；充分发挥
双方的农业资源优势和作用，实现农业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两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

宜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谢来
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伏芝、市政协主席李树
才等参加考察。市领导陈树林、胡建华、胡毓军、
王汉桥、吴晖、王济民、张方胜等陪同考察或参加
交流。

本报讯 特约记者嘉轩报道：
11月 18日，记者从嘉鱼长江公路
大桥指挥部获悉，咸宁首座长江大
桥——嘉鱼长江公路大桥初步设
计获交通运输部批复。至此，大桥
建设所有审批程序全部完成，并将
于下月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咸宁
128公里长江岸线没有长江大桥的
历史行将结束。

嘉鱼长江公路大桥是武汉城

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的重要枢纽工
程，位于洪湖市燕窝镇与嘉鱼县新
街镇之间的长江之上，连接武汉城
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洪湖段与咸宁
西段，全长约 4.7 公里，全线采用
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桥梁宽
度 33.5 米，主桥主跨 920 米，为目
前世界最大跨径非对称混合梁斜
拉索桥。

该大桥投资概算31.4亿元，建
设工期 48个月。建成通车后将进
一步改善区域路网格局，加快武汉
城市圈一体化进程。

目前，省交投集团建设事业
部、嘉鱼长江公路大桥指挥部的前
期建设工作准备就绪，施工单位已
经进场，项目征地、便道建设、桩基
试验等均已完成，共完成投资 2亿
元。

世界最大跨径非对称混合梁斜拉索桥

嘉鱼长江公路大桥下月正式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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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通讯员
廖智伟报道：昨日，省委宣讲团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报告会暨市委
中心组（扩大）学习在市会议中心举
行。省委宣讲团成员、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
导师成金华作宣讲报告。市委书记
李建明主持报告会。

成金华在报告中就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概况进行了梳理，对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形势作了
深入分析，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
理念进行了深刻阐释，并就落实“十
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
和重大举措、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
发展能力等内容进行了解读。

成金华指出，十八届五中全会
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描绘了未来 5年国家发

展蓝图，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决策部署，顺应了我国经济
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有很强的
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是
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的纲领性文件。

李建明在主持报告会时说，成
金华教授的辅导报告见解深刻，紧
扣中央精神、又切中工作实际，“通
天线”又“接地气”，深入浅出地为我
们作了一堂极富启迪的辅导报告。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摆在我们面
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认真学习
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上来，
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

李建明要求，要重点把握深刻

变化、战略思想、重大原则和发展理
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抓住重要战
略机遇期，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
略思想，遵循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
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
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坚持党的领导的“六个原则”，坚
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理念，进一
步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始终坚持加快发展不动摇，全面推
动咸宁发展的各个方面，以新思维、
新理念引领新发展，努力走出一条
发展更快、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发
展新路。

李建明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
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热潮。要以强烈的政治
责任感，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
署，认真抓好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学习传达贯彻，迅速组织力量深入

企业、农村、社区宣讲，使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真正进机关、进企业、进
学校、进社区、进农村，真正家喻户
晓，入心入脑。要根据十八届五中
全会精神，加快编制我市“十三五”
规划，设计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
展的奋斗目标、发展理念、重大任
务、重要举措，使规划更加符合中央
和省委要求、更加符合市情实际、更
加符合群众意愿。要以学习贯彻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动力，进一步
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经济运行调度，
切实做好民生工作，高度重视安全生
产，认真做好“三农”工作，奋力完成
甚至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十
三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市委中心组成员，市直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
相关工作人员，各县市区党委主要
负责人及分管领导参加报告会。

(相关报道见二版)

省委宣讲团来我市宣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引领新发展
成金华作报告 李建明主持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肖
帆报道：17日至19日，2015鄂港经贸
合作洽谈会活动在香港举行。市委
副书记、市长丁小强率咸宁代表团
参加了相关活动。

在考察香港万科数码集团总部
时，丁小强详细了解了该集团的香
港专业团队、公司的经营状况、公司
产品和服务的展示、企业科研成果
（2D转 3D转片技术、3D科技产品）
等等，并与集团高层就落实香港万
科 3D 咸宁科技城项目建设实施及
推进项目进展交换意见。

丁小强会见了鼎晖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总裁焦震、香港瑞银投资集
团总经理岑天。鼎晖投资成立于
2002年，是中国最大的另类资产管
理机构之一，现已投资 150 多家企
业，其中 30 多家已经在国内外上
市。丁小强详细介绍了咸宁发展的
现状及前景，诚邀两家投资业巨头
来咸宁考察投资，共商发展。

在会见华润集团总经理乔世波
时，丁小强说，华润集团与咸宁一直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在蒲
圻电厂和天然气项目建设中结下了

深厚友谊，也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双赢。希望依托华润蒲圻电厂
打造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建立资
源化循环利用链、固废物再利用基
地，立足减量化，实现节能降耗目
标。

丁小强还拜访了长江证券（香
港）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徐锦
文，并进行实地考察和座谈交流。
丁小强表示，咸宁正在着力探索破
解企业对接资本市场这个难题。后
期将组织20至30家咸宁本地企业开
展“走进资本市场，咸宁企业股权债

权融资香港考察活动”，通过考察学
习活动，创新思维、开阔视野，助力
企业转型升级发展。

2015鄂港经贸合作洽谈会活动
期间，咸宁代表团参加了香港贸发
局欢迎湖北省政府代表团座谈会、
鄂港经贸合作洽谈会，与香港贸发
局、香港各界客商进行广泛接触，推
介咸宁投资环境。咸宁高新区与香
港万科数码集团就香港万科 3D 咸
宁科技城项目签订了正式协议。

咸宁高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汪凡非等参加活动。

坚持开放理念 深化区域合作

我市组团参加鄂港经贸合作活动

南外环桂花林
成了“没娘的孩子”

（详见第四版）

通城农民
自掏腰包宣传药姑山

（详见第二版）

整容消费
低龄化现象令人忧

（详见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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