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0日，区委宣传部组织全体机关干部集
中观看省纪委反腐倡廉专题纪录片《不变的步伐》，
激励全体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做到
严于律己、廉洁从政、防微杜渐、警钟长鸣。目前，
该区各单位正在相继组织干部职工集中观看该纪
录片。 （金志兵）

★4月19日，国家计生协生育关怀基金管委会
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李晓玉一行到双溪桥镇陈祠
村六组“生育关怀”帮扶对象王希刚、徐英珍夫妇家
视察调研，鼓励“生育关怀”帮扶对象响应国家政
策，通过勤劳双手建设幸福家庭。 （张亮、李莉）

★4月27日，省粮食库存重点检查工作组深入

咸安区国有粮食存储企业，对存储的所有中央储备
粮、国家临时存储粮、地方储备粮等库存进行核查，
并对咸安区粮食局相关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黄秀丽、李莉）
★5月3日下午，区人民检察院召开“五四”青

年干警座谈会，党组书记、检察长蒋志强与青年干
警深入谈心，交流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探讨青年
干警怎样才能迅速成长。 （余青）

★10日，从咸安区科技局获悉，咸安区一项工
业科研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由华鑫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武汉理工大学联合研发的“精密硬质合
金带锯条自动磨齿机”项目，成功投产后，将提高企

业生产效率2.53倍，降低生产成本51.5%，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和推广应用价值。（沈昌新、谢守胜）

★近日，大幕乡地名普查工作全面铺开，通过
普查摸清地名“家底”，对有地无名但有地名作用的
地理实体进行命名，对不规范地名进行标准化处
理。目前该乡已完成70%地名信息登记。（程赟）

★连日来，温泉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深入所辖企业、学校及校车、危化品、烟花爆竹经销
门店、大型商业网点、网吧、加油站、公园等场所，宣
传新《安全生产法》，进行全面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督促企业积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两化”
体系建设工作。 （李婷婷、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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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李兵、吴玉强、胡继
报道：布谷声催，犁耙水响。5日，在咸安
区双溪桥镇毛祠村插秧现场，多台八行插
秧机在水田里热火朝天地作业，掀起了该
区春耕机耕服务热潮。

据悉，今年咸安区继续实施以水稻为

主的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项目，全区
机防服务面积27.5万亩，机耕、机收环节
服务面积各12.5万亩，机插服务面积1.5
万亩，烘干服务面积6万亩。为进一步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该区抓牢三个“集中”全
力助推全程社会化服务，让越来越多的农
民轻松干农活，增产又增收。

围绕项目集中抓。以季节倒逼任务、
以任务倒逼进度。该区采取专班专门抓、
合作合力抓、督办考核抓的形式，将育秧
机插任务和责任分解到服务主体。今年
在早稻育秧环节，采用了麻地膜覆秧盘育

秧技术，秧苗根系生长健壮，利于机插，比
传统的育秧方式缩短10-15天时间。经
测算，集中育秧可以省种省工，亩节省成
本100元以上，年带来效益360多万元。

统一服务社会化。整合项目、资金和
民间资本二百余万元，在全区重点打造7
个中型集中育秧基地，逐步改分散为集
中，改单户为联户，改单个作业为专业化、
社会化服务，实现全区水稻生产统一秧
田、统一品种、统一浸催、统一时间、统一
技术、统一管理、统一机插。

推广农业新技术。近年来，咸安区大

力培育和鼓励水稻种植大户和农机专业
服务组织添置六行或八行乘座式插秧机，
在水稻种植环节推广采用先进机插秧技
术，促使农业生产服务机插标准化。今年
新添置六行或八行乘座式插秧机7台，全
区累计达到28台。

今年，咸安区通过政府采购已中标农
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项目共有新农、俊
敏、永鑫等七家合作社。目前该区农业生
产全程社会化服务项目在双溪等粮食主产
区着力发展水稻、再生稻种植，共育秧面积
3.6万亩，可机插早稻大田面积3万亩。

以推进机械插秧为着力点

咸安加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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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泗桥镇

改造集镇供水管网
本报讯 通讯员张晏山、陈文杰、常忆南报道：“等过

了6月，东街的居民就能喝上放心水了！”4日，汀泗东街供
水管网改造现场，汀泗自来水厂负责人程斌信心满满地说。

汀泗集镇供水管网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铸铁
管道的老化，时常出现水量不够、水质不佳的现象，给街区
3000多居民的用水带来极大不便。去年底，汀泗桥镇党委
召开专题会议，将街区供水管网改造提上议程。今年4月
初，改造工程正式启动，分为“先东街、后西街”两步实施。

作为实施主体，汀泗水厂自筹资金200余万元，拟将汀
泗街区铸铁管道全部更新为柔韧性和耐用性更强的PE
管。目前，东街10公里的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已接近尾声。
下一步，将启动西街管网改造工程。

大幕乡双垅村距咸安城区近40公
里，是咸安区偏远贫困村。为了彻底帮助
该村脱贫致富，区委书记谭海华亲自挂帅
攻坚，区委办重点对口帮扶。

精准扶贫工作专班通过多次调研，了
解到该村楠竹资源丰富，多年来，由于山
上没有路，漫山的楠竹只能靠村民肩扛背
驮下山，效率低成本高，最后村民累坏了
身子却赚不到钱。

“一定要给村民修好致富路。”在多次
精准调研后，谭海华作出指示。由于该村
紧邻海拔600多米高的白云山峰，修一条
20余公里的绕山公路可谓历尽艰辛。经
过几个月的征地、拆迁、开山、填坑，如今

路一直修到了山上的竹林深处。
“以前我一次只能背3根竹子下山，

背几趟人就累得走不动了，一天只能赚
20多元。如今路修通了，车子可以上山，
成本大大降低，就只卖竹子一天也能挣
200多元，感谢党、感谢谭书记！”该村十
一组村民朱万良感慨地说。

事实上，一条20多公里的山区扶贫
路，不仅盘活了该村的楠竹资源，而且带
来了蝴蝶效应。路修通后，好几个楠竹加
工厂落户该村，不但实现了部分农民就近
就业，而且大大提高了楠竹的附加值，该
村经济渐渐活跃起来，村民慢慢因路受
益，如今个个喜笑颜开。

4月21日，在咸安城区某酒店工作的
员工余丽芳在检查客房时，无意中发现客人
遗失在酒店的钱包，里面有800元现金及多
张银行卡。面对诱惑，余丽芳毫不犹豫地将
钱包交到酒店前台，前台工作人员马上联系
订房的周女士，并将钱包完璧归赵。

正巧，失主周女士是武汉一家竹深加
工企业的负责人，这几天受邀前来咸安考
察竹产业市场，没想到不小心弄丢了钱
包。正在她焦急万分的时候，钱包失而复
得，让她为酒店员工余丽芳的诚信感动。

“一份小小的诚信举动，折射出一座城市
的大诚信素质。”正是这件事，增强了周女
士在咸安投资的信心和决心。

经过考察后，周女士认为咸安竹资源
丰富，可以与公司产品进行有效对接，再
加上咸安的投资环境优良，双方可实现合
作共赢。

咸宁绿盾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说，一个企业的诚信具体体现在
每一个员工的日常行为中，企业的诚信文
化对员工的行为准则及企业自身品牌建
设影响深远。一个城市也一样。前不久
咸宁市获批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示范城市，余丽芳的举动正是“诚信咸宁”
建设的一种体现。

目前，周女士已与该区有关部门进行
洽谈，计划投资兴建一座竹地板加工厂。

倾情修通致富路
通讯员 金志兵 张腾

诚信引来金凤凰
通讯员 戴莹 吴思文

区人大代表

视察天然林保护示范区
本报讯 通讯员周大勇、阚铭、吴翔报道：5月12日，

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对全区天然林保护示范区建设管
理工作进行视察，进一步推进保护工作的开展。

视察组采取“一听二查三看”的形式，深入汀泗桥镇星
星村十组、桂花镇鸣水泉村二组、马桥镇吕铺村一组和五
组、高桥镇白水村二组，详细了解天然林保护情况，并听取
了林业部门、财政部门的汇报。参加视察的代表发言踊
跃，纷纷提出意见和建议。

视察组所到之处，天然林一片郁郁葱葱，群众好评如潮。
据悉，自2014年9月，区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建立咸安区
天然林保护示范区的决定》后，该区天然林示范区建设面
积达19825亩，涉及13个乡镇办78个村187个村民小组。

高桥镇

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李媛媛、陈红功报道：5月3日，高桥

镇组织青年干部代表19人，到“三一八惨案”丛葬坑陈列室
接受红色历史教育，激励青年干部不忘国耻、铭记历史。

在陈列室，讲解员详细讲解了鄂南抗日的艰难历程、
“三一八惨案”的暴发背景以及咸安抗战英雄的光荣事迹，
回顾了当时惨烈的抗战场景，使青年干部在思想上经历了一
场洗礼，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干部的爱国情怀和工作动力。

据悉，为推广“三一八惨案”丛葬坑陈列室的红色教育
品牌，该镇党委书记张晓丹亲自带头作解说员，掀起了学
习教育高潮。虽然陈列室才刚开馆，但已接待各地各单位
党员干部、群众代表1000余人次，“三一八惨案”丛葬坑陈
列室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红色历史教育基地。

区食药监局稽查分局

备战高考期间食品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梁全城报道：为保障高考期间学校周

边食品安全，按照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区食药监局稽查分
局自5月3日起对咸高、青高周边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5月3日，稽查分局对校园周边流动摊贩下发《通知》，
禁止在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从事食品经营活动。5月10
日起，稽查分局组织18人的工作专班从早上五点半至七点
半、中午十一点半至十二点半，晚上九点至十点进行全面
检查。此次行动重点整治食品经营户出店经营、占道经
营，流动摊贩制售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目前，该局已下达《通知》35份，清理流动食品摊贩35
户，检查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12户，查处无证经营食品2
户，没收过期变质食品2公斤，关停条件不达标奶茶店3家。

浮山办事处

帮“失联”党员“回家”
本报讯 通讯员葛薇、卢娟、刘思扬报道：今年来，浮

山办事处积极开展“主题党日+寻找失联党员”活动，通过
“三个查找”收集信息，帮助一批“失联”党员“回家”。

基层干部登门找。针对只有户籍所在地信息的“失
联”党员，按照属地原则，将查找责任落实给村、社区干部，
把握春节流动党员陆续返乡契机，主动登门查找。

亲戚朋友帮助找。针对因企业破产或其他原因外出
的“失联”党员，基层党支部请其亲朋帮助找，以耐心细致的
思想工作，化解他们的思想包袱，促其主动与党组织联系。

网络载体广泛找。依托办事处微信公众号、QQ群，及
时发布有关党员组织关系排查进展，引导网友帮助查找

“失联”党员，并通过媒体广泛发布致流动党员公开信，提
醒“失联”党员到所属党组织报到。

“听说今天有医院的专家要来，正好
请他们帮我看看病。13日，汀泗桥镇赛
丰村五组88岁的村民李先富高兴地说，
他患有高血压，腿脚又不方便，想出门看
病很不容易。

这是咸安区委宣传部组织卫生、文
体、教育等单位，在赛丰村开展送图书、送
演出、送医药、送温暖“四送”活动，助力精
准扶贫。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恢根也
来到现场，倾听村民的心声。

送图书，为村民提供最新种养殖技

术。现场，区新华书店带来母猪健康养殖
技术、果脯蜜饯加工技术等各类农业科技
书籍，这些书籍犹如及时雨，对解决村民
平时种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带来很大
帮助，也让村民有一本随时携带的“宝
典”。图书一经发出，便受到村民热捧。

送演出，为村民提供精神食粮。为准
备此次送戏下乡活动，区政协宣传口委员
活动小组、区群艺馆、区剧团等单位，精心
组织编排了《江南桂花香》、《祝福咸安》等
十余个节目，包含歌唱、小品、舞蹈、诗朗

诵等多种类型，既有对政策的宣传，也有
对美好生活的歌颂，节目现场引起阵阵叫
好声。

送医药，为村民健康保驾护航。“医
生，我的血压高，最近有些头晕”、“医生，
最近我看东西有些模糊，眼睛老是不舒
服”，活动刚开始，就诊台前就被村民围了
个里三层外三层，医生还来不及喝口水就
忙活起来。这次活动，咸安区人民医院、
咸安区中医院、咸安区妇幼保健院、爱尔
眼科医院、麻塘风湿病医院、艾康中医院

等派出主任医师，组成联合医疗组，现场
为村民问诊把脉，开方治病。为了方便村
民，各大医院专门带来阿莫西林等各类消
炎药、感冒药、眼药水等常用药，在现场免
费发放给村民。

送温暖，为村民献爱心。“这件衣服质
量不错，样式也新颖，我就选这件了。”在
爱心棚里，村民正忙着挑选适合自己的衣
服。这次“四送”活动，咸安区委宣传部联
合其他单位捐献了一批质量好，成色新的
爱心衣服，带到现场送给赛丰村村民。

据统计，此次“四送”活动共捐献各类
衣服1000余件，各类书籍500余册，累计
为300余名群众进行体检、诊疗，免费发
放20000多元的各类药物。

“这次活动心系群众利益、情牵百姓
民生，为赛丰村村民带来了健康的同时，
也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汀泗桥镇党
委书记张绪华说。

“四送”解民忧
——区委宣传部助力精准扶贫活动侧记

通讯员 孙鹏 孟巨峰

燃气泄漏事故
应急救援演练

5月12日，咸安区政府联合中石油咸
宁分公司举行燃气泄漏事故应急救援演
练，模拟一出租车在加气时发生燃气泄
漏，造成加气站出现明火，进而发生爆破
引发了人员伤亡的事故，公安、消防、环
保、医疗卫生等9个部门应急救援分队迅
速赶赴事故现场展开警戒与交通管制、
燃气泄漏检测、探查安全边界、工程抢险
和受伤人员救护等项目的演练。此次演
练检测了职能部门应急救援联动能力，
锻炼相关人员在重大事故下的处置能
力。

通讯员 吴涛 毛睿智 摄

11日，工人们对高桥镇青鸦垅水库进行除险加固。据
了解，咸安区境内共有75座中小型水库，为应对今年可能
发生的特大水情，已对64座完成除险加固，还有11座除险
加固工程已近尾声。通讯员 吴涛 黄念 刘海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