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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针
对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射阳等地强
对流天气对受灾群众生产生活造
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减灾委、民政
部23日20时紧急启动国家Ⅲ级
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减灾委秘书
长、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率领由民
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卫生计生委等5部
委组成的国务院工作组连夜赶赴
灾区，指导和帮助地方开展抗灾救
灾工作，并向江苏省调拨1000顶

帐篷、2000张折叠床、10套场地照
明灯等中央救灾储备物资，帮助做
好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工作。

据江苏省民政厅报告，6月23
日15时前后，江苏省盐城市阜宁、
射阳等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雨、
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
遭龙卷风袭击，据初步统计，截至发
稿时，强对流天气造成因灾死亡78
人，因灾受伤近500人，其中重伤近
200人，受灾地区房屋倒损数量较
多，电力通信设施被破坏，部分地区

电力中断，通信基站无信号。具体
损失正在进一步核实当中。

目前，江苏省已启动自然灾害
救助应急Ⅰ级响应，紧急调运救灾
帐篷350顶，帐篷应急灯700盏支
援灾区，省民政厅工作组已抵达灾
害现场开展工作。目前，各项抢险
救灾工作正紧张有序地开展。

强对流天气致江苏阜宁等地78人死亡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紧急启动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XIANNINGRIBAO
中共咸宁市委机关报

www.xnnews.com.cn

2016年6月24日 星期五 丙申年五月二十（今日8版）

第11228期 国内统一刊号：CN42—0039 代号：37—25

地址：湖北咸宁温泉路26号 邮编：437100 新闻热线：18907249111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值班总编：刘国华 责任编辑：邓昌炉

赤壁再次入围
全国双拥模范城名单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健、通讯员吴雷红报道：22
日，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新一批全国双拥模范城
（县）拟命名表彰名单中，赤壁市名列其中。此前，赤壁市已三次
被授予全国双拥模范城。

近年来，赤壁本着围绕发展抓双拥、抓好双拥促发展的原则，
坚持把国防教育和双拥宣传作为提高双拥工作水平的基础性工
作，将双拥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坚定不
移地走军民融合式发展之路，通过不断拓宽宣传教育渠道，丰富
活动内容，不断推动全市双拥工作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跨越。

赤壁市在城区主要路段设立双拥宣传标识牌42块，在赤壁电
视台、赤壁市政府网等主流媒体开设专栏，开展全方位、多层次、
广覆盖的宣传。同时，各乡镇、各部门和企业利用墙报、简报、电
子显示屏等形式，广泛宣传国防知识和拥军优属先进典型事迹。
交通、旅游、铁路、卫生部门在火车站、客运站、医院、主要旅游景
点设置了“军人优先”、军车免费等服务标志牌，在全市形成了人
人关心、支持和参与双拥模范城县创建的浓厚氛围。

夏日香城泉都，满眼都是醉人的
绿：山环水绕，山峻林幽，大街小巷干
净整洁，居民小区舒适漂亮，休闲公园
景美花香，好一幅城在林中、人在绿
中、山青水碧、文明祥和的现代宜居城
市新画卷。

森林覆盖率 49.74%，重点水域和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空气质量优良率位居全省市州前列，
“全国最适宜人居的城市”，“中国人
居环境范例奖”……咸宁，绿色品牌
分外靓丽，中国中部“绿心”名副其
实。

绿色咸宁从何而来？来自咸宁干
群对绿色发展的一种态度，对生态环
境的一份独有的深厚感情。

在决策者眼中，只要有可能对环
境造成危害的项目，哪怕“钱”景再广
阔，一律拒之门外。

对低碳环保工程，则热情拥入怀
中。金桂湖边，投资百亿元的全国首
个低碳示范区建设如火如荼；九宫山
顶，华中第一座风力发电场并网发电
……每一笔重重写下的，都是咸宁实

现绿色崛起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咸宁，是一座

生态宜居之城，一座诗意之城！

咸宁，一座诗意之城
○饶 敏

打造中国中部“绿心” 建设国际生态城市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这是
今年来嘉鱼县新街镇港东村群众说得
最多的一句话。

6月17日，走进港东村，记者发现
许多农户家的房前屋后或者院中，都
有小盆景。

村民熊经校正在小心翼翼地整理
“宝贝疙瘩”。 他说，这些小盆景叫做

“黄金木”，全村77家贫困户，每户的
房前屋后都有种植，只要达到收售标
准，会有合作社前来回收。

熊经校伸出五指，说：“费时不多，
一年五千，主要是在闲暇时管护，也不
耽误农时。”

村主任熊仕铜介绍，为帮助群众
增收脱贫，港东村委会与村民签订了

《花卉苗木栽种协议》：村委会有计划
地利用房前屋后空闲地，栽种花卉苗
木，苗木销售收入归村民所有；村委会
为村民提供花卉苗木种苗，村民按照
村委会的要求进行日常管护。

港东村还成立了绿景苗木花卉种
植专业合作社，与湖北前锦绿化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合作，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由公司提供树苗和技术指
导，村民整理房前屋后的空闲地进行种
植，合作社提供协调服务，苗木长成后，
由合作社与公司进行对接，统一收购。

不光是黄金木，未来，该村还将引
进更多的苗木品种让村民种植，最终
达到村集体增收、村民增收、公司盈利
的多赢局面。

房前屋后种“黄金”
记者 刘子川 通讯员 张浩文 卢麒

胡毓军赴嘉鱼县

开展防汛检查及相关调研
本报讯 记者闻期骏报道：22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胡毓军赴嘉鱼县开展防汛检查，并就人大常委会党组落实党
委决策部署、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及严肃换届选举纪律情况开展调
研。

胡毓军一行首先来到牌洲湾大堤河埠险段、余码头泵站等地
检查该县防汛工作。在听取了相关责任人的汇报后，胡毓军现场
叮嘱，防汛工作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必须尊重科学，必须讲规
矩、讲纪律。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嘉鱼县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汇报
了该县人大常委会党组落实党委决策部署、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及
严肃换届选举纪律有关方面的情况。胡毓军充分肯定了该县人
大常委会党组所做的工作，并就如何把党委的政治意图转化为群
众的自觉行动、如何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党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等方面工作提出了要求。

在严肃换届纪律方面，胡毓军要求，要充分吸取湖南衡阳等
地的教训，深刻认识到加强换届纪律是从严治党的需要，是民主
法治建设的需要，是教育党员干部正确看待进退留转的需要，要
切实加强领导，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童焕
欢、余明报道：21日，在咸安老城区鱼
水路和怀德路交叉口，城管执法人员
正在逐家商铺发放开展城区环境整治
的公开信，规范出店经营行为，劝离沿
街经营的摊贩。

连日来，我市城管部门强力整治
城区环境，走街串巷穿梭在鱼水路、南
大街、西大街、城北路等城区人口、车
辆密集处，疏通人流、车流，对占道经
营户进行劝说制止，使其坐商归店、行
商归道；对违法栽客麻木，及时查处、
扣留，使其认识自已行为的错误性，立
刻改正整治，不再营运。

今年来，围绕打造中国中部“绿
心”、建设国际生态城市的战略目标，

我市以提升城乡环境治理水平和品质
为重点，以解决人居环境突出问题为
关键，启动了新一轮的城乡环境综合
整治行动。

全市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主要
目标是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人居环境问题为根本，以
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
态度和责任，按照生态城市、文明城
市、智慧城市、健康城市、旅游城市创
建标准和规范抓好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

在城区重点抓好“五化十治”（“五
化”指洁化、绿化、美化、亮化、彩化，

“十治”指道路拥堵治理、环境卫生治
理、广告杂乱治理、立面破旧治理、沿

街为市治理、绿化缺失治理、扬尘噪音
治理、“四边”区域治理、亮化破损治
理、违章建设治理）工作。

在各乡镇、村重点抓好“美丽新乡
村”、省级“示范农庄”建设，完善农村
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和建房审批等机
制，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此次综合整治行动按照“天蓝、地
绿、水净、人和”的要求，大力实施环境
质量提升工程、城乡绿化提升工程、基
础设施提升工程、城乡容貌提升工程、
文明素质提升工程。

今年6月至12月，我市将突出重
点、分步实施、典型引路、分类处置，稳
步推进各项整治工作。2017年1月以
后，我市将对未完成的整治任务开展

整治工作“回头看”，查漏补缺，巩固整
治成果。

我市将不定期开展督查督办，按
季度对高新区及各县（市、区）的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进行检查和考核排
名；年终对高新区、各县（市、区）及市
直有关部门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目标
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落实以奖代补
措施。同时，要加强责任追究，对工作
不落实、整改不到位的严格实行追责
问责。

通过全力推进各项整治工作，让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城乡更洁净、
人民更幸福，咸宁将成为一座“真的不
一样”的秀美之城，“远者来、近者亲”
的魅力之城。

天蓝 地绿 水净 人和

我市持续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本报讯 记者邓昌炉、张敏、特约
记者胡剑芳、通讯员钱小林、徐少强报
道：22日一大早，咸安区向阳湖镇斩关
村9组贫困户黄华云，就围着自家10亩
荷塘开始忙碌。

眼下，藕带已经卖得差不多，荷花
盛开，莲子米将带来新一轮收益；待到
秋季，卖藕又有一笔可观收入。黄华云
说，自己10亩荷花一年能收入1万元，
再加上在其他荷花种植大户家打工，一
年总收入有2.5万元。

近年来，向阳湖镇把荷花种植作为
推动精准扶贫的支柱产业，已发展荷花
18000亩，形成了赏荷采莲、卖藕带莲
藕、农家乐乡村游为一体的产业链。目
前，全镇20户贫困户靠荷花种植年均
增收近2万元。

荷花、油菜花、野樱花、凌霄花、牡
丹花、薰衣草花、桂花。眼下，咸安大力
发展“花”经济，借“花”助脱贫，成为产
业扶贫的一大特色。

作为“香城泉都”核心区的咸安区，
花卉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咸安区动
员各乡镇，因地制宜发展花卉产业，通
过规模化种植，壮大生态农业，炒热乡
村游，以此带动困难群众增收脱贫。

今年3月份，马桥和贺胜的百公里
油菜花带、大幕东源的万亩野樱花，成为
我市春季旅游新宠，共吸引武汉、岳阳、
九江等周边游客10余万人前来探春赏
花，农家乐餐饮和土特产因此走俏。

5月份，被誉为咸安“普罗旺斯”的
双溪桥镇李容村里，300亩薰衣草的“紫
色浪漫”让游客流连忘返；贺胜桥镇花
坪村的200亩油牡丹也全部盛开。

待到秋季桂花盛开，“有风香十里，
无风十里香”，旅游、加工、苗木，桂花能
给咸安带来近4亿元的收益。

为加快精准脱贫，咸安鼓励贫困户
种植花卉苗木，对新发展花卉苗木1亩
以上的，经验收后每亩补贴188元；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
发展苗木、花卉100亩以上，且每100
亩吸纳贫困人口固定用工4人以上，临
时性用工比例达到40%以上的，按188
元/亩的标准进行补贴。

七花争艳，致富一方。截至目前，
咸安区已发展各类农业花卉种植基地
100余个，总种植面积45万亩，每年可
实现综合收入10亿元，带动近千名贫
困户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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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画村庄
平坦宽阔的柏油路，碧波荡漾的人工湖，

四季常青的绿化带，整齐划一的别墅群……
这不是在现代化都市，而是有着“中国第一
组”之称的嘉鱼县官桥八组。

记者 张大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