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宁天气：今日受中低层切变线影响，有次降水过程；27日～29日转为偏北气流控制，天气晴好。具体预报如下：今日：小雨，偏西风1～2级，16～20℃；27日：多云，偏北风1～2级，16～22℃；28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15～26℃。今天相对湿度：80～100%。森林火险等级：二级，不易燃烧较安全常规预防措施,以防患于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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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铺镇

让纪律立起来严起来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伍仪武、吉明瑞报道：通

山县厦铺镇在从严治党中找准职责定位，始终把纪律
和规矩挺在前面。通过实施重大项目招投标必谈，群众
有反映必谈，重要节假日必谈，让纪律立起来，严起来。

截止目前，该镇先后对3名村（居）干部进行了警
示提醒，对5名村（居）干部和镇直单位负责人进行了
约谈；对2名违规党员干部进行约谈，给予党纪处分。
对“两个责任”考核排名后3名的镇直单位和村（居）主
要负责人进行了诫勉谈话并实施问责。

咸安区纪委

为精准扶贫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李志、李阳报道：为打赢精准扶贫

攻坚战，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咸安区纪委强化监督
执纪问责，为精准扶贫保驾护航。

区纪委明确精准扶贫五项工作纪律，即严守政治、
财经纪律、工作、学习、生活纪律，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
责任与意识，畅通帮扶困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通过听取汇报、查阅工作资料、回访脱贫户等形
式，加强对扶贫对象的识别、扶贫重点的确定、扶贫资
金的投入使用及扶贫成效的考核等环节的纪律监督，
及时对精准扶贫工作纪律检查情况进行通报，曝光典
型问题和案例，营造廉洁扶贫的良好社会氛围。

截止目前，已开展3轮专项巡察，对开展工作不力
的12家单位进行了通报批评。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冯伟、龙泽
民报道:22日一大早，嘉鱼县鱼岳镇陆码
头村农民王仕洪就来到自己的稻虾田里，
给虾苗投放饵料。

看着稻田里的虾苗，他满是憧憬地对
记者说：“虾子是宝，稻子也是宝。”

多年前，王仕洪返乡创业，从事水稻种
植，一年辛苦下来，挣不了多少钱。根据嘉
鱼低湖田优势，他咨询农业局和水产局技
术专家，2013年开始发展稻虾共养模式。

老王算了一笔账：一年可收二季虾，亩
收入3500元左右。种植水稻不需要施化
肥，农药，均为绿色产品，市场销路好，每亩

可多收200元。
去年，市场稻米供应过剩，部分农民存

在卖粮难。但王仕洪的虾和稻供不应求。
2016年，他将稻虾生态种养扩大到1000
亩。目前，市场龙虾价格已达到35元每
斤，老王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三年多的实践，王仕洪摸索出自己的
经验。虾稻共作不难，掌握时间节点是关
键：3月底4月初投放虾苗，5月底6月初商
品虾上市，6月初播水稻，8月至9月再捕
捞一茬虾，10月中旬收割稻谷，冬春季留
存的亲虾繁育虾苗。“小龙虾与水稻两相
宜，其效益是常规稻田的四五倍。”

稻虾生态种养是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
循环型生态种养的成果，引领了现代农业
发展方向。市农业局种植科科长郭金城
说，这种模式将水稻绿色种植、小龙虾生态
养殖有机结合，同步增产、产品品质同步提
升，实现了“一田两季、一季双收、一水两
用”，农民种粮积极性大为提高。

稻田养虾，虾肥稻香，一举两得。稻田
养虾一年只种一季作物，冬季涵养水土保
持了地力，再通过选用优良水稻品种、合理
密植等办法，保证水稻的有效分蘖、有效穗
数和正常穴数，83%的水稻产量远比以前
同等面积要增产许多。

而且，水稻生长过程中产生的微生物
及害虫为小龙虾提供了充足的饵料，小龙
虾产生的排泄物又为水稻生长提供了良好
的生物肥，形成一种优势互补的生物链，实
现生态增值。

数据显示：去年，我市稻虾生态种养平
均亩产小龙虾200公斤、稻谷626公斤，亩
平纯收入4000元左右，比单一种植中稻增
加3000元左右。

当前，我市各地大力推动农业结构转
型升级，在赤壁市、嘉鱼县等低湖地区大力
发展稻虾生态种养，预计今年稻虾生态种养
面积达到5万亩，带动农民增收1.5亿元。

一田两季 一季双收 一水两用

我市稻虾种养带动增收逾亿元

精准精准扶贫 不落一扶贫 不落一人人

18日，通山县大路乡新桥冯村产业
扶贫孵化园内，农户们正在采摘黑木耳。

“在基地帮忙做事，一月只需务工十
多天，就有几百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年
底的效益分红。”四组贫困户陈目珍说。

据悉，该园占地面积 26 亩，共种有
黑木耳、香菇、火龙果等农作物，目前已
带领新桥冯村 13 户贫困户加入种植队
伍，户平增收5000余元。

记 者 程 慧
通讯员 朱卫星 摄

“精准扶贫，不扶懒人。”18日，位于
通山县大路乡新桥冯村的富民农业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里，标语醒目。

该项目是市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引
进的产业项目，今年初动工建设，规划面
积3000余亩，总投资5000万元，现已种
植果树1600多亩，并通过捆绑贷款、贷用
分离等方式，帮带全村93户贫困户。

该村六组贫困户夏金仙的女儿焦婷，
正在基地土地上刨坑、种苗。

今年57岁的夏金仙去年不幸丧夫，
悲痛之下身体日渐衰弱，无法务工。听说
村里要大力发展产业扶贫项目，懂事的女

儿主动前往基地干活，补贴家用。
“每月工钱就有2400多元，这还不包

括年底土地入股的分红。”焦婷说，如今不
仅收入稳定，而且方便照顾母亲。

该村突出市场、机制、模式，探索建立
了“混合所有，共建共享”、“产业扶贫，孵
化先行”、“村企共建，互利共赢”等6种模
式，既有“真金白银”，又可全面持续，有效
促进了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

目前，除了富民农业科技园项目，光伏
发电项目一期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300亩
的湘莲观光采摘区正抢抓进度……一个个
产业，托起了新桥冯村的“强村梦”。

菌厂惠泽贫困户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陈大银 王清 万芳

“粉碎机吃进一根根废旧木材，吐出
片片金黄色的木屑，这个东西长的食用
菌可鲜美了。”17日，面对神奇的粉碎机，
咸安区浮山办事处龙潭村鸡子山小学
里，尝到甜头的村民赞声一片。

原来，这些木屑是生产黑木耳的主
要材料。

自2012年来，龙潭村用市科协扶持
的7万元购回18台（套）机械设备，利用
闲置多年的原鸡子山小学校舍，办起龙
潭食用菌厂，并作为精准扶贫示范基地。

为了解决技术问题，村里还安排村
党支部委员孙元勇到崇阳县天城镇食用

菌生产基地学习半个月，同时安排6个精
准扶贫对象户季节性就业。目前，食用
菌筒所用的材料由村里自己生产（原来
在外地购买）。

“在这做事，方便又开心，还可照顾
家务农活。”在食用菌厂摘木耳、扫地、撮
木屑的19组贫困户陈庆高兴地说，每日
能有80元的工资。

据悉，目前，咸安区科技局精准扶贫
工作队已经将龙潭食用菌厂作为产业扶
贫项目申报，除了在咸宁的市场外，还拓
宽了黑木耳外销渠道，解决了村民扩大
生产的后顾之忧。

产业托起“强村梦”
记者 程慧 特约记者 李江湖 通讯员 朱卫星

22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市人民广场举办“远
离毒品、健康生活”万人签名活动，吸引了数千名参加
马拉松的运动员及市民参加。活动中，该支队发放禁
毒宣传资料3000余份。 通讯员 魏小俊 刘伟 摄

种植增收

曹一平 咸安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冷 鹏 咸安区公路管理局养护中心马桥道班班长
张利群（女） 咸宁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务主任
韩立虎 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吴国珍 嘉鱼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魏 华 嘉鱼县南嘉中学教师
耿协洲 嘉鱼县农业局植保站站长

舒 鹏 赤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主任
徐 萍（女） 赤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经济运行股股长
程新豹 赤壁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李建平 赤壁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
佘冬青 赤壁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
黎步明 通城县环境卫生管理局干部
程国平 通城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李运智 通城县公安局隽水镇派出所所长
黄益民 崇阳县新闻宣传中心记者
殷先礼 崇阳县农业局种植业股股长
廖维学 崇阳县白霓镇谭家小学教师
邱元来 通山县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副指导员
阮仕来 通山县国税局九宫分局征管员
王海燕（女） 通山县洪港小学老师

黄建军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教师
熊 斌 咸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
沈瀑浪 咸宁市广播电视台记者
易齐全 中共咸宁市委办公室秘书一科科长
丁 芳（女） 咸宁市中心医院护理部主任
朱爱国 咸宁市国税局温泉城区办税服务厅副主任科员
王学宏 咸宁市林业局潜山试验林场场长

2016年咸宁市劳动模范名单（共31名，排名不分先后）

2016年咸宁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名单

万正洪 咸宁市千桥大酒店有限公司业务主管
范晓霞（女） 湖北三六重工有限公司副主任
吴安意（女） 咸安区汀泗桥镇古塘村支部书记
戚泽新 嘉鱼县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副经理
方兆丰（女） 湖北中能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圆柱事业部包

装组组长
徐民常 嘉鱼县新街镇晒甲山村支部书记
王以秋 华润电力湖北有限公司经营策划部副部长
黄建华 湖北人福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斌 湖北蒲圻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结构车间主梁
一班班长

龙长发 赤壁晨力纸业有限公司抄纸分厂电气主管
余曙光 赤壁市曙光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邱 武 湖北瀛通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何雄晶（女） 通城县恒通公司客运中心站务员
葛新良 国网通城县供电公司麦市镇供电所主任
葛先富 通城县麦市镇井堂村支部书记
程文彬 稳健医疗（崇阳）有限公司生产主管

王正甫 崇阳县一盅春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殷松甫 湖北省宇涛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彬彬 通山县自来水公司总经理
徐仁龙 通山县通羊镇茅田村卫生室主治医生
王桑榆 湖北旭扬工贸有限公司技术员
李桂卿 厚福医疗装备有限公司装模工
曾希望 湖北福人金身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阮诗兴 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设备部电气分部电气技师
占 辉 湖北合加环卫汽车分公司生产部装配班班长

李祥圣 湖北兴达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巴布亚新几内
亚项目部项目经理

汪明进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保卫
部经济警察

陈建武 咸宁市建筑安全监督站站长
孙翠娟（女） 武汉中商百货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咸宁分公司
廖朝辉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副主管
刘武星 湖北省烟草公司咸宁市公司卷烟配送中心

直送区主任

2016年咸宁市先进工作者名单（共28名，排名不分先后）

我市女企业家

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 通讯员宋蒲华、潘亚玲报道：日前，市妇

联组织全市女企业家协会的45名爱心人士，深入通山
县大畈镇西泉村开展“精准扶贫”活动。

通山县女企业家谭朝霞为贫困户吴义主制定了脱
贫计划，在生活和就医上积极帮扶。同时，她还借用自
家企业积极参与产业扶贫行动，重点扶持通山县100
家创业户致富、帮助200家农民合作社脱贫。

随后，女企业家们还举行了座谈会，市妇联希望每
一位女企业家都能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积极参与产业
扶贫行动，主动对口帮扶扶贫项目。

嘉鱼大力推进

非法码头整治
本报讯 通讯员熊铁山报道：日前，在嘉鱼县石

矶头港区的一个砂石码头，现场车来车往，该县非法
码头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对码头进行清理，
这是该县要求取缔的8个码头之一。

该县治理非法码头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经过整治，场地现在已经进行了平整，下一步将在原
址上种树植绿，防止死灰复燃。

该县坚持堵疏结合办法，将20家违法码头堆场分
为取缔和规范提升两类，科学处置，分类、分批推进。

为巩固成效，该县加强镇、村两级监管力量，增加
巡查密度和强度，实现长效管理。截至目前，已取缔7
个非法码头，6个非法砂石堆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