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虾稻共作巧自救
记者 王远远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廖咏絮 葛微

作为咸安唯一的湖区乡镇，向阳
湖镇坐拥西凉湖和斧头湖，水域面积
3.8万亩，水产养殖产业发达，今年6
月被评为“湖北省湖鲜文化之乡”。

6轮强降雨，让地势最低的向阳
湖镇被洪水包围，向阳湖围垸内涝积
水十分严重，鱼虾养殖户损失严重。

怎么办？该镇因地制宜，或投放
补苗，或虾稻共作，生产自救模式引

人注目。
8月6日，在斧头湖畔的向阳湖

围垸内，向阳湖镇北岭村村民吴继荣
正在给自家6亩龙虾苗喂食，妻子正
在割草洒进水塘里；鱼塘下面，一眼
望不到边的就是刚漫水复青的稻田。

“等60亩水稻9月底收割后，就
把虾苗投进去。”吴继荣说，内涝让稻
谷浸水减产，谷桩田用水浸满后长出

微生物，是虾的好食物，简单省事还
可以夺回损失。

养殖了15亩小龙虾的北岭村村
民胡全民说，往年这个时候只等人来
拖龙虾，一年最少也赚个20万。西凉
湖水质好，龙虾口感好，批发价比别
处贵2元左右。洪水一退，他家就补
上新的鱼苗和虾苗。

北岭村60亩虾稻共作基地，承载着

34户贫困户脱贫的希望。当日，村支书
吴冰清正组织村民排水自救，消毒补种。

“虾稻共作，一次性投苗，收成一
直可以到明年6月，打个时间差，市场
行情看好。”吴冰清说。

灾后重建忙
9 日，崇阳县沙坪镇石坳村村民

正在忙着修复河道边坡。
7 月份的暴雨导致该村石坳河

200 多米河道严重被毁，村委会办公
地也未能幸免。洪水退后，镇、村迅
速组织人力疏通沟渠，砌牢护坡，整
修水毁河道、公路和稻田，开展灾后
重建，恢复生产。

记 者 张大乐
见习记者 马丽娅 摄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纪甜一报道：9日，赤壁
市住建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了
学习《准则》《条例》知识测试，测试完
成率达到100%。

测试采用闭卷方式进行，内容围
绕《准则》《条例》的出台背景及意义，
设置填空题、判断题、单选题、多选
题、论述题等多种题型。

据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测
试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学习
党内法规的热情，使广大党员牢记廉
洁自律要求，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今年以来，赤壁市牢牢把握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基本导向不放
松，以“两学一做”和开展第十七个党
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为契机，打
好从严治党“组合拳”。

党委带头“唱主角”。赤壁市委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主动担当，制定
下发第十七个党风廉政建设“宣教
月”活动方案，市领导带头参加“宣教
月”活动，讲授专题党课。同时，多次
邀请省、市专家指导开展警示教育、
家风教育和《准则》《条例》宣讲等工

作，着力营造“不想腐”的氛围。在市
委的带动下，全市各级党政“一把手”
和班子成员带头示范,主动作为。

部门合力“齐推动”。赤壁市纪
委协同市委主体办对全市各单位开
展“宣教月”活动情况专项巡察；市委
组织部将“宣教月”活动、“两学一做”
与市乡领导班子换届风气监督活动
有机结合起来，同部署、同推进；市委
宣传部在赤壁网、赤壁电视台等市级
主流媒体设立专栏，立体宣传。

同时，该市妇联、团市委、市教育
局等责任单位发挥职能优势，组织

280余名党员领导干部配偶和3.2万
余名中小学生，开展家风教育和“小
手拉大手”、观看廉政教育片《郑义
门》；市文体新广局积极组织开展“清
风颂”廉政专题晚会巡演15场次；市
人社局、市住建局和市城管执法局在
全市重要地段建立廉政文化宣传栏，
使廉政思想、廉洁理念深入社会群
众。

目前，赤壁市共开展集中教育活
动180余场次，2.8万余名党员通过各
种形式，接受了警示教育、廉洁教育、
家风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熏陶洗礼。

党委带头“唱主角” 部门合力齐推动

赤壁打好从严治党组合拳

XIANNINGRIBAO
中共咸宁市委机关报

www.xnnews.com.cn

2016年8月12日 星期五 丙申年七月初十（今日8版）

第11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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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世栋

全民阅读·荆楚行

让书香充盈每一个角落
——黄冈市全民阅读活动综述

荆楚行记者 熊陈

本报讯 见习记者马丽娅
报道：10日上午，市政协主席胡
建华对市政协四届五次会议第
008号提案——《关于加强咸宁
市禁毒工作的提案》办理情况进
行督办，并召开座谈会。

会议听取了提案主办部门
市公安局和会办部门市财政局、
市司法局等办理提案的情况汇
报。今年以来，全市禁毒部门以

“一年遏止蔓延势头、两年争创
全省一流、三年迈入全国先进行
列”为总目标，一手抓禁毒工作
组织领导，一手抓各项业务工作
落实，上半年禁毒破案数、刑拘
数、缴毒数、强戒数、查处数均创
历史新高。但与严峻复杂的毒
品犯罪形势和上级的工作要求
相比，仍存在一些亟待加强和改

进的薄弱环节。委员们建议，要
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快推进戒毒
基地建设，加强戒毒工作宣传，
落实日常监督管理措施，制订配
套政策，严打毒品犯罪。

胡建华对提案办理情况以
及我市今年的禁毒工作表示肯
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
对毒品的严重危害性和开展禁
毒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
识，加强组织领导，精准管控，部
门联动，将禁毒工作责任落实到
位。办理单位对提案人提出的
内容要认真对待，注意时间节
点，加强与各部门沟通协调，确
保提案的办理效率。

会前，胡建华一行视察了市
强制戒毒所、咸安永安街道办事
处中心戒毒社区和凤凰社区。

市政协督办重点提案

黄冈，素有崇文重教、书香
传家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期，
面对全面推进文化强市战略的
历史重任，黄冈扎实推进全面阅
读活动，叫响了“好学尚能·书香
黄州”、“黄冈讲坛”、“东坡读书
节”、“青年干部读书班”、“罗田
农民读书节”等一批阅读品牌。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公布的2014年湖北省居民阅读
指数，黄冈在全省17个市州中排
名第三，仅次于武汉市、宜昌市。

在近几年全省全民阅读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的评比中，黄州区
被评为全省“十佳”书香县市区；
75310部队连续两次被评为“十
佳”书香军营；浠水县经济开发区
南岳庙社区书屋连续两次被评为

“十佳”书香励志书屋；黄冈市自来

水公司分别评为“十佳”书香企
业；东坡小学被评为“十佳”书香
校园；刘民华、汪新民同时被评为
全省“十佳”阅读推广人……

党委主导 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开卷有益，必有所获。”4
月10日，在第21个世界读书日
即将来临之际，黄冈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雪荣致信全市
人民，为全民阅读活动推荐5本
好书——《知之深 爱之切》《历
史：追寻之旅》《大国复兴》《互联
网生态：重构商业规则》《中国家
风》。这次荐书是刘雪荣继去年
读书日之后再一次荐书。

市委书记荐书，这是黄冈在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活动中的有
益探索，（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 湖北日报记者黄俊华、记
者朱哲报道：昨日我省天气重回晴热高
温模式，省委书记李鸿忠深入咸宁市咸
安区，调研指导农业抗灾救灾工作，看
望慰问基层一线干部群众。他强调，要
进一步加强对农业抗灾救灾工作的领
导，紧扣农民增收目标，狠抓抗灾救灾
政策措施落地，确保大灾之年农业不减
产少减产、农民不减收。

今年入汛以来，咸安区汀泗桥镇大
范围遭受洪涝灾害，古塘村西湖围垸片
最为严重，水稻受灾3200多亩，绝收
1100多亩。市、区、镇三级坚持一手抓
防汛抗洪、一手抓生产自救，目前绝收
的1100多亩稻田已全部完成早稻翻
秋。李鸿忠与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傅

德辉一道，沿着田埂走到田边，仔细察
看秧苗长势。看到早稻翻秋后的秧苗
一片翠绿、长势良好，一幅“大灾过后不
见灾”的景象，李鸿忠对咸宁抗灾自救
动手早、行动快、应对及时有效给予充
分肯定。村民姚金榜正在地头劳作，李
鸿忠走上前与他亲切攀谈，关切询问受
灾及救灾情况。姚金榜介绍，淹水后，
村里及时组织排涝和生产自救，补种播
种只有短短的8天时间，晚了就赶不上
季节了，幸亏政府调来种子、化肥、农药
免费给我们。听说“早稻翻秋后10月
底可以收获、亩产预计800斤左右，今
年的损失可以补回来”，李鸿忠倍感欣
慰。他指出，农业抗灾救灾，确保农民
增收是核心。前段抢抓农时及时抢补

抢种打下了基础，下一步还要加强田间
管理，农业部门要加强技术指导和服
务，确保抗灾救灾收到实效，当年把灾
害损失补回来。

位于古塘村的咸宁市联发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今年洪涝灾害中整个基
地被淹，410亩蔬菜、水果、香菇、黑木
耳等全部受灾，钢架大棚损毁3个，7月
底遭受短时大风袭击，又损毁钢架大棚
5个，两次受灾造成经济损失70余万
元。灾情发生后，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
部门加强帮扶和技术指导，合作社抓紧
抢修水毁设施，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李
鸿忠不顾高温下棚内酷热难耐，连进几
个大棚察看设施损毁和抢种补种情
况。看到即将移栽的返秋辣椒苗和已

经移栽的70余亩返秋黄瓜长势很好，
李鸿忠勉励合作社负责人坚定信心，进
一步抓好补种改种，同时在应用农业科
技和加强营销开拓市场上下功夫，一定
能在大灾之年再获丰收。李鸿忠还对
镇、村基层干部表示亲切慰问，感谢他
们在抗灾救灾一线的辛苦付出，对他们
不折不扣把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抗
灾救灾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给予肯定
和鼓励，希望他们强化宗旨意识，发扬

“铁军”作风，狠抓落实、再接再厉，为夺
取今年防汛救灾工作全胜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委书记李
建明，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强，市领导
吴晖、王汉桥、杨良锋参加调研。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见习记者吴钰、通
讯员李朝阳、骆尧报道：昨日，北京碧水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咸宁高新区正式签署投资
协议，在高新区投资建设碧水源环保装备制
造产业基地。

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强出席签约仪式
并致辞。

丁小强对碧水源落户咸宁高新区表示欢
迎。他说，咸宁交通区位、自然条件优越，是
投资兴业的好地方。当前，市委、市政府践行
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绿色崛起战略，坚持走绿
色发展道路，打造中国中部“绿心”、国际生态
城市，正在努力形成差异化发展特色。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和环保产业的发
展。水资源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碧水源作为致力于污水处理与污水资源
化技术开发应用的上市公司，与中央提出的

“共抓长江大保护”目标一致，希望高新区加
紧项目衔接，促使项目尽快具备开工条件，尽
快投产。

丁小强表示，新常态下，市委、市政府正
在深入开展供给侧改革，将抓好招商引资、有
效投资和项目落地放在重要位置。相关部门
将为碧水源项目建设提供优质的条件，为企
业做好保姆和服务员，支持企业在咸宁得到
更好的发展。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副总裁刘振国对项目在咸宁的发展表示
乐观。他介绍，北京碧水源是我国膜生物反
应器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奠基者、污水资源化
技术的开拓者和领先者，位居世界前三水平，
是世界上同时拥有全套膜材料制造技术、膜
组器设备制造技术和膜生物反应器水处理工
艺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的少数公司之一。目
前，碧水源净资产超过135亿，在国内外拥有
逾80家子公司。2010年4月21日，碧水源在
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目前市值569亿元。

据悉，碧水源咸宁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基
地计划投资2亿元。主要生产和经营水处理
膜组器和CWT设备生产 。项目建成投产
后，年产值约6亿元，年税收约 4000 万元。

市委常委、咸宁高新区工委书记曾国平，
咸宁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汪凡非出席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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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忠在咸宁咸安区调研抗灾救灾工作时强调

紧扣农民增收目标 狠抓政策措施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