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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精准扶贫 不落一人不落一人

走进贫困村走进贫困村 3939、、4040

22日，通山县黄沙铺镇西庄村村民孟
庆勋起了个大早。洗漱完毕后，孟庆勋简
单扒了几口早饭，便徒步向黑山羊养殖专
业合作社走去。

“今天要忙的事情还比较多，投喂饲
料、给羊圈打扫卫生，这些都得一天做完。”
孟庆勋边走边说。

来到合作社，顾不上喝口热水，孟庆勋
赶忙换上工作服，挽起袖口，开始装填草
料。不多时，桶已盛满，他直起身、提上桶，
走进羊舍。

64岁的孟庆勋是该村5组精准识别的
贫困户，老伴双目失明多年。由于受教育
程度比较低，一家六口人缺乏致富技术，生
活举步维艰。

“好在现在村里搞起了黑山羊养殖这
个产业，如今，在基地帮忙做事，每月可以
领到一千多元工资，年底还可以根据效益
参与分红。”孟庆勋说。

像孟庆勋这样的贫困户，在村里还有
不少。西庄村人口287户，其中76户是贫
困户，耕地面积1240亩，拥有荒山、荒地
8000余亩，被列为省级重点贫困村。

因何致贫？村支书孟凡斌解释，资源
没有充分利用、缺少主打产业、基础设施较
差，是制约西庄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该村自去
年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逐步将致富途
径转向山里，因地制宜，靠山吃山，借助产
业大户、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发展，利用现有
条件和资源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目前，该村已养殖黑山羊400只、种植
黑花生40亩、造林200亩，可为全村54户
贫困户年创收5000余元。

依托资源兴产业
记者 程慧 通讯员 成坤

22日，寒风凛冽，冷雨滴答。咸安区
双溪桥镇梅岐村4组一处菜地上，63岁的
殷锦春和老伴正在忙碌着，充满干劲。

殷锦春家里有两个智力低下的儿子，
都已经有40多岁，生活无法自理，完全靠
父母养活。所以虽然老两口一辈子勤扒
苦做，一家人的日子还是过得很艰难。

精准扶贫号角吹响，殷锦春家也迎来
春天。区农业局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里
按照他家的情况，帮助落实资金1万元承
包了20亩池塘养殖小龙虾，送来价值3000
元的两只小羊羔，帮他加入养鸡小区。

殷锦春算了笔帐：两只羊长大至少能
收益3000元，加入养鸡小区一年能分红
2000元，“虽然今年受暴雨影响，养殖的小
龙虾收益甚微，离致富还有一段差距，但
脱贫完全没问题。”他笑着说，如今老两口
每天干劲满满，相信一年会比一年好。

5组62岁的贫困户金其清，逢人就夸

“党的政策好”。今年来，在工作队和村里
的帮助下，他在武汉找了份月工资2500元
的会计活，儿子养了63只羊，老伴提高了
医疗报销比例，上小学的孙子每年学杂费
能减免1000元。

“前几天，帮我们卖了十几只羊。”金
其清开心地说，如今一家人已经摘掉了
“穷帽”，明年儿子准备扩大养殖规模，带
动乡亲们一起致富。

区农业局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王春
汉介绍，梅岐村是典型的留守村，青壮劳
动力不多，工作队今年来联系落实扶贫资
金190万元，按照“因户施策”的原则，帮每
一户找到最适合的脱贫路。

“除了14户兜底五保户外，10户养
鸡、17户养羊、21户养猪，同时他们还加入
养鸡小区、玉米基地、茶叶基地等，今年全
村贫困户62户169人均可脱贫。”村副支
书毕春阳信心满满。

因户施策助脱贫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毕高金 吴溢华

“白水畈是沙壤土质，土层深厚，水源
清冽，长出的萝卜酥脆甘甜，小有名气。”
一年前，记者在咸安区高桥镇采访“白水
畈萝卜滞销”情况时，当地干部如此介绍。

时隔一年，记者再到高桥镇采访，该
镇党委书记王顺荣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

“据《咸宁市志》载：该地为泥沙淤积三
角区，土层深厚，土壤松疏肥沃，所产萝卜
皮薄个大，汁多味甜，肉质脆嫩，名传乡里，
成了当时高桥驿里必备的时令果蔬佳品。”

“民间传说清朝乾隆年间，白水畈人
胡大尼在落山亭边上板桥头以打草鞋、卖
萝卜青菜为生，帮了一位半路遭劫的进京
赶考书生，书生中了状元后任湖广总督，
封胡大尼为湖北盐督，他便一边管盐，一
边推销白水畈萝卜，把白水畈萝卜推销到
了湖北各地。”……

白水村村支书刘明韬还讲起了白水
畈萝卜的辉煌历史：清道光年间，白水畈
黄万右考上进士，后为官三品。有一年，黄
万右将白水萝卜向御厨推介，御厨将萝卜
切成均匀细丝，配以山珍海味，制成羹汤，
让皇帝品尝。皇帝吃后连声赞“好！”此后，
白水萝卜被列为朝廷贡品，持续30余年。

史料、传说、民间故事，让人顿感“白
水畈萝卜”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这正是王顺荣想要达到的效果。因
为今年该镇党委政府正在采取“文化搭
台，经贸唱戏”的一系列举措。

月初，该镇就邀请了我市一批文化名
人到白水畈采风，感受白水畈的风土人
情，挖掘白水畈萝卜的文化内涵。我市作
家刘明恒情不自禁赋文“白水畈萝卜甲天
下”，让白水畈萝卜实现了“美名扬”。

加强文化包装

21日，走进高桥镇白水村白水畈，放
眼望去绿油油一片，走近只见绿茵茵的叶
子下萝卜已冒出了土半截。随意拔出一棵
萝卜，抹去皮面的沙壤，一个约一斤来重，
个头明显比一年前记者所见的小。

“今年白水村缩小了以前大面积种植
的萝卜品种，改种了新品种。新品种个头
小些，正好适应了现代小家庭的需要。”面
对记者的疑惑，刘明韬开始“答疑”。

原来，白水畈以前种植的萝卜品种个

头比较大，抗冻能力差，亩产量约七八千
斤。经过专家指导，今年该村引导村民改
种生产周期长的新品种，不仅个头适中匀
净，品相好，而且抗冻性好，可以从冬至一
直供应到明春三月，亩产量可达到8000至
10000斤，优势明显。

去年，高桥镇白水畈萝卜滞销后，有村

民把萝卜拔回去清洗干净后，晒成萝卜干
卖；也有村民用玻璃坛做成泡菜，配上红辣
椒等蔬菜，卖100元一坛，销得不错，比单
纯卖萝卜强多了。今年，一些村民沿用这
两种办法，一方面规避了新鲜萝卜滞销的
风险，一方面也提高萝卜的附加值。

同时，在镇党委、镇政府及区人社局的

支持下，白水村二、三、四、八、九等5个组
在村“两委”的组织下，由镇政府出资统一
耕地500亩，统一施肥，统一品种，采取“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建立以萝卜种
植为主的露天种植基地，抱团发展。

当下，该镇党委政府又在谋划三季种
萝卜的模式，即春、夏、秋三季。现在，白水
畈的萝卜只种了秋季，如果把春季和夏季
都种起来，产量更大，反季节的萝卜价格也
更高，村民的收入当然就更高了。

主动规避风险

“好消息，高桥白水畈萝卜开卖了！”在
城区金桂路上，幕阜山合作社联社总店的
门店前，电子屏上滚动播放这个信息。

走进去，只见“高桥白水畈萝卜”放置
在醒目位置：萝卜头上留着一小截绿茵，泥
土已经洗净套上网兜，贴上了品牌标志，显
得“高大上”了许多。

这就是白水畈萝卜改变营销策略的办
法之一。往年，农民抱怨萝卜滞销总是在
说——“没人来收”。今年，白水畈萝卜主
要依托合作社进行销售。如今，不仅在合

作社的门店，在农超对接的超市、菜市场批
发店，都能看到“白水畈萝卜”的身影。

往年，尽管“白水畈萝卜”口感明显比
普通萝卜好，可是因为没有打出品牌，很多
收购商和大型超市采购都把白水畈萝卜当
普通萝卜收购，价格压得太低。

而今，白水畈萝卜的名气“重出江湖”，
加上今年的市场行情较好，“白水畈萝卜”

一斤卖到了1.6元，价格甩过了往年白水畈
萝卜、今年普通萝卜一大截。

据介绍，“无公害、有机”将是“白水畈
萝卜”的努力方向。该镇已经组织了农技
专家，加强技术指导，施农家肥、种有机菜
成了村民们的共识。届时，“白水畈萝卜”
在营销时，将有更多的宣传点。

王顺荣说：“品牌化是推动白水畈萝卜

效益最大化的方向。”目前，高桥镇白水畈
萝卜正在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如
果申报成功，对于提升高桥镇白水畈萝卜
品牌，促进高桥镇白水畈萝卜特色农业产
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将产生重要的意义。

改变销售策略

《《工伤预防知工伤预防知识进万家识进万家》》
市人力资源和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会保障局主办

1.要注意伤口和全身状况。如伤口出
血，应先止血，包扎固定；如出现休克或呼
吸、心跳骤停时，应立即进行挽救。

2.在处理开放性骨折时，局部要做清
洁消毒处理，用纱布将伤口包好，严禁把暴
露在伤口外的骨折推送回伤口内，以免造
成伤口污染和再度刺伤血管神经。

3.对于大腿、小腿、脊椎骨折的伤者，
一般应就地固定，不要随便移动伤者，不要
盲目复位，以免加重损伤程度。如上肢受
伤，可将伤肢固定于躯干；如下肢受伤，可

将伤肢固定于另一健肢。
4.骨折固定所用的夹板长度与宽度要

与骨折肢体相称，其长度一般以超过骨折
上下两个关节为宜。

5.固定用的夹板不应直接接触皮肤。在
固定时可将纱布、三角巾、毛巾、衣物等软材
料垫在夹板和肢体之间，特别是夹板两端、关

节骨头突起部位和间隙部位，可适当加厚垫，
以免引起皮肤磨损或局部组织压迫坏死。

6.固定、捆绑的松紧度要适宜，过松达
不到固定的目的，过紧影响血液循环，导致
肢体坏死。固定四肢时，要将指（趾）端露
出，以便随时观察肢体血液循环情况。如
出现指（趾）苍白、发冷、麻木、疼痛、肿胀、甲

床青紫等症状时，说明固定、捆绑过紧，血
液循环不畅，应立即松开，重新包扎固定。

7.对四肢骨折固定时，应先捆绑骨折
端处的上端，后捆绑骨折端处的下端。如
捆绑次序颠倒，则会导致再度错位。上肢
固定时，肢体要屈着绑（屈肘状）；下肢固定
时，肢体要伸直绑。

骨折固定的注意事项

咸安地税局

强化税收法治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江恒结报道：今年来，咸安区地

税局通过开展税收法治培训和执法督察自查，积极寻
找依法治税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结合点，不断强化
税收法治建设。

注重法治学习宣传，组织干部学习《税收法治指
导员工作手册》，结合日常工作展开讨论、查摆问题；
充分利用政务APP、QQ、微信等新媒体，为纳税人提供
税法咨询、培训辅导和法律援助，。

着力规范执法行为，编制各类税收执法文书的模
板，在税收执法的过程中依规办事。同时，积极加强
过错纠偏，构建税收执法风险监督防范体系，对近年
来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减免税案卷等进行
“回头看”，确保每一项执法行为准确、规范、严谨。

白水畈萝卜的美丽转身
记者 王莉敏

去年冬，咸安区高桥镇白水畈近百万斤萝卜滞销；今年，该镇从品种、包

装、宣传等多个方面入手，推动白水畈萝卜效益最大化——

生态养鸡
奔富路

22 日，通山县闯王镇宝石村，农户陈
霞芳正在喂养鹊山鸡。

陈霞芳一家因病致贫，今年，她在扶贫
工作队和镇政府的帮助下，无息贷款8万
多元承包了 100 亩梨园，并在梨园里养起
了鹊山鸡。靠着卖梨子、鸡蛋，陈霞芳一家
明年就可以脱贫致富。

记 者 夏正锋
见习记者 马丽娅
通 讯 员 舒坦 摄

首届积分制管理学术研讨会

在荆门举行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19日，主题为“管理创

新·核心竞争力”的积分制管理学术研讨会暨科技成
果鉴定会在荆门湖北群艺产业园隆重举行。

积分制管理是运用积分对组织员工进行全方位量
化考核和评价的管理方法，其核心是积分永久有效，流
程IT支撑。作为这套体系的创立者，湖北群艺集团董
事长李荣介绍了积分制管理创立和发展情况，对积分
制管理精髓进行了讲解。目前，全国及海外数万家企
业（单位）引进了积分制管理，效果良好。

来自省社科院及武大、华科、中南财大、武汉理工、
湖北大学等院校的20多位专家教授出席。大家认为，
积分制管理体系作为一套创新管理方法，不仅适合企
业管理，也适用于行政机关、单位团体及社会治理等。

市教育局

专项整治教师有偿补课
本报讯 通讯员骆名录、刘安平报道：22日晚上

咸宁电视问政后，23日上午8点，市教育局迅速召开党
组（扩大）会议，就电视问政涉及的教师有偿办班、补课
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会议通报了电视问政曝光的涉及咸安区永安中学
部分教师有偿办班、补课及参与培训机构补课事件，要
求咸安区教育局立即就此事展开调查，市教育局督查
组将进驻咸安区教育局督查处理。

会议当即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工作方案，
在今冬明春集中开展教师有偿补课新一轮专项整治。
该局要求，要将从严治党、从严治教向基层延伸，高度
认识教师有偿办班、补课现象的危害性，把专项整治过
程当作是师德师风教育的过程，进行一次再动员、组织
一次全员承诺、通报一批正反面典型、盯紧第一责任
人，坚决遏制教师有偿办班补课现象，解决好老百姓普
遍关心的教育公平问题。

崇阳武术队“黄山论剑”获佳绩
本报讯 记者王凡报道：14日至18日，在“黄山论

剑国际武术大赛”中，崇阳县武术队与80支武术队同
场竞技，历经四天角逐，斩获2金、6银、8铜佳绩。

据悉，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
国武术协会、省体育局、省旅游局、黄山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吸引了国内20个省市和境外37个国家及地
区的80支队伍近800人参赛。

我市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推进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
本报讯 见习记者陈希子报道：24日，全市电信

普遍服务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副市长周勇出
席会议。

会议介绍了全市信息基础建设情况，并对我市电
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市政府和中国
电信湖北分公司签订了共同推进电信普遍服务合作的
协议。

据悉，通过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建设，我市将在
2017年6月底前实现行政村100％通光宽带，试点区域
内行政村宽带普遍服务农户新增13.70万户，基于宽带
的“幸福新农村”用户达到17.7万户。

周勇要求，各县市区要统一思想认识，科学制定实
施方案，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和建设任务；要分解目标，
保证质量，确保政策到位；要坚持以用促建，提升居民
生产生活质量，做好延伸服务。

市委宣讲团走进市纪委监察局

宣讲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钰、通讯员蒋扬眉报道：昨

日，市纪委监察局举行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
会。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程良胜参加学习。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校委、副教授黄卫东作
了题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报告。黄卫东
从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精神，《准则》、《条例》概要，理
想信念与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民主与集中、
领导核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方面，科学系统、深入浅
出地解读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赢得了市纪委
监察局机关干部的阵阵掌声。

市纪委监察局干部鲁畅表示，六中全会提出的各
项要求，对纪检监察干部来说，是沉甸甸的责任，更是
今后工作的方向。学习好六中全会精神，执行好《准
则》、《条例》，是政治担当，不容半点马虎。

宣讲开始之前，市纪委监察局机关党委按照《党
章》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选举
产生了出席中国共产党咸宁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