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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凡报道：12日，
在梓山湖新城，月季观光园已完成场
平，华师大附属梓山湖学校正加快推
进，中华鸡汤小镇、基金小镇已建成。

与梓山湖项目同步的是咸嘉生
态文化城镇带沿线综合整治工程，总
投资1.733亿元，通过实施建筑立面
改造、绿化彩化、文化内涵提升等专
项工程，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带、文
化带和景观带初现雏形。

作为中部绿心、国际生态城市
的开篇之作，咸嘉生态文化城镇带按
照“一年重点突破、三年基本见效、五
年基本建成”目标，推进梓山湖、沿线

综合整治等重点建设项目50个，启动
12个改革创新示范项目，串联起梓山
湖生态科技新城、大洲湖水生态修复
区、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园、主城区、旅
游新城、向阳湖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咸
嘉临港新城。

以人为本、生态为先、功能为要、
文化为魂。全长115公里的咸嘉生态
文化城镇坚持全域谋划、统筹推进，
突出文化、绿色、生态——

贺胜镇明清风格、横沟桥镇现代
风格、潘家湾镇江南水乡风格……城
镇带立面整治彰显地域特色，并结合

“四化同步”、美丽乡村、村庄整治等

多项目实施，“拆、栽、建、整”等工作
快马加鞭，建筑立面整治工程共投资
3930万元，整治建筑3025栋。

景观绿化工程投资1.34亿元，充
分贯彻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对道路绿
化采用下沉式绿地方式建设，加大对
建设区域内道路沿线的整治、绿化彩
化、山体植被恢复、生态修复等，确保
建一处、成一处、亮一处。

修缮向阳湖历史名人博物馆、历
史名人故居，新农村规划设计中融入
嫦娥文化、鄂南民居文化，发掘渡普
镇烟墩社区的“三国文化”，在中华鸡
汤小镇重现贺胜“铁军文化”…… 注

重挖掘提炼城镇带文化底蕴，将城镇
带打造成“文化胜地”。

经济发展与城镇带建设的良性
互动，区域内先后引进南玻导光电
材料、阳光凯迪新能源等一批大项
目落户，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
条；嘉鱼县打造全国现代农业示范
区，咸安区建设向阳湖现代农合科
技区，一批农业重点项目先后建成
投产或投入使用；“互联网+”新业
态发展加速，湖北天助人和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深圳国际电子等一大
批电商企业及服务平台入驻咸宁光
谷南科技园。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日，市长
王远鹤主持市政府2017年第 4次常务会
议，听取关于全市推行河湖库长制工作情况
汇报、全市2017年脱贫攻坚“春季攻势”情
况汇报、全市立法工作和审计工作情况汇
报，审议了《咸宁市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建设

“以奖代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会议指出，推行河湖库长制，关系着水

资源利用和保护，关系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
善，也是落实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
措。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增强紧
迫感和责任感，增强保护水资源的忧患意
识。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
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
站在更高的层面，以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举
措，全面推行河湖库长制，力争到2017年底
前建成四级河湖库长制体系，覆盖全市流
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66条河流、列入
市政府保护名录的39个湖泊和561座注册
水库。

会议指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推进脱贫
攻坚“春季攻势”行动，为今年脱贫攻坚谋好
局、开好头、造好势、起好步。要深入调研，
科学分析，谋划部署2017年脱贫攻坚工作
的重点和目标。要突出推进健康扶贫、产业
扶贫、金融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
社会保障兜底等重点项目，实行工程化、项
目化、清单化管理。要按照先难后易要求，
列出清单，明确责任人，明确时限，找准工作
中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夯实压实基础工
作。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用真心、用真
情、用真力扶贫；树立和宣传先进典型，为精
准扶贫添力。要通过明察暗访，对工作完成
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批评问责。

会议要求，要继续围绕市委工作大局，
突出地方特色，提高立法质量，为我市改革
发展提供法制支撑。要明确全市审计工作
任务，科学谋划、精准施策，突出重点，加大
审计监督力度，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依法审
计，为咸宁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再立新
功。

会议还听取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杨忠
信报道：15日傍晚，家住通城县秀水
河路39号的胡女士和丈夫吴先生沿
河边散步，两岸灯光五彩斑斓倒映在
平静的河面上，显得愈发绚丽动人。

“我们住在这里感觉越来越舒心了！”
胡女士感叹。

以前的秀水河是一条污水横流、
泥沙淤积、垃圾成堆的“臭水河”，两岸
居民怨声载道。现在，通过对秀水河
上游河道进行清障，及时清运垃圾，并

对秀水河下游实施绿化、美化和亮化，
使得两岸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这是通城推进“四城同创”，全面
整治市容市貌的一个缩影。去年，该
县启动创建文明城市、平安城市、生
态城市、卫生城市的“四城同创”，成
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任指挥长的工作
指挥部和文明指数测评指挥部，从相
关职能部门抽调60余名精干力量，实
行专人专职，持续推进“四城同创”。

强力开展“禁麻、禁鞭”行动。该

县“四城同创”指挥部每天安排执法
人员上街巡查执法，在县城设立执勤
点，全天候站岗执勤，对麻木实施收
购和查扣，确保交通安全和畅通。同
时，通过设定禁鞭区域和时限，开展
日常执法巡查，规范鞭炮经营秩序，
严肃查处违规经营和燃放烟花爆竹
行为，城乡鞭炮燃放大幅减少。

持续开展“禁毒、禁赌、禁黄”行
动。该县大力开展禁毒宣传进乡镇、
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单位、进

企业活动，严厉打击“二五八杠”、地
下“六合彩”等赌博行为，关闭牌场、
麻将馆等赌博活动场所，严防有害出
版物和淫秽色情信息传播。

与此同时，该县还积极开展“全
民洁城”、“门前四包”等文明创建活
动，对城区垃圾焚烧、废气扬尘、渣土
运输等进行专项治理，全面提升基础
设施功能、公共服务水平、生态环境
质量、城市综合品位和市民文明素
养，城区居民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有道是，黄山归来不看山，九寨归
来不看水。

咸安高桥镇有个叫“山里饶”的地
方，一库，一井，一泉……那水质水韵
呀，堪比九寨沟。

新春伊始，万物萌动。从温泉而东，
过高桥，上白岩泉，到山里饶，一路杏花
村。新建旅游公路的泥土气息，满目爆
芽拔节的景象，涌动到春归人勤的跫音。

高桥镇白岩泉村位于白云山麓，境
内峰峦叠嶂、怪石嶙峋、溶洞贯通，山上
茂林修竹、茶绿园青，云缭雾绕，空气清
新，四季气候宜人。山中泉眼众多，尤
以水流量大的白岩泉著名，清澈甘甜，
冬暖夏凉。

上到一个叫山里饶的地方，让我们

见到了咸安区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古
民居群。其中山里饶湾古民居有40余
栋，古朴厚重，飞檐翘角。

走进古民居，天井客堂宽敞明亮，
村落中间小溪自北向南穿村而过，石桥
横跨，宛有“小桥流水人家”意蕴。

问及白岩泉村名的来历，村里的一
位姓饶的老者带我们去看“三个一”。

先看一眼泉。
“哗、哗、哗……”穿丛林，过曲径，

白岩泉以雄浑的交响曲迎接我们。只
见高峻岩崖，一帘幽洞，泉流奔泻，声若
洪钟，扬万片银，卷千堆雪。

再观一口井。与泉流哗然不同，井
水静如处子，羞赧微含。一米多深的
水，井底卵石毕现，水草历数。捧几把

狂呷，甜心润肺，爽入五脏。
紧接着，老人领我们去看“天池”。
穿过丛林，踏攀而上，一路鸟语如

歌，几抹茂林修竹，“天池”嫣然眼前。
一潭深不见底的水，被众山捧托于怀，
历经千年万古，不流不失，不卑不污，俨
然“天上甘霖”、“云中圣水。”潭水之碧
澈、隽秀，让人都有“曾经沧海”的感慨。

“我们这里的水不差九寨沟！”老人
一脸正经。

随行的高桥镇党委书记王顺荣介
绍，市区领导对白岩泉村水生态等资源
的保护开发十分重视，李容至双垅旅游
公路全线开工。镇村干部抢抓机遇奋
力干，加快整村脱贫步伐，打造乡村旅
游升级版。

山里饶湾、陈王湾已通过建设部门
审批，核定为咸安区古民居村湾。镇里
正在计划引进旅游公司，整体打包开发；

当地打糍粑、打豆腐、炸年货、喜庆
锣鼓等民俗盛行，春节期间乡村古民居
民俗旅游火了起来；

以乡村山水、田园地头为基础的自
然风光；以特色乡土美食、手工编织、农
副产品采摘、赏花等为内容的土特产品
受到热捧……

乡村旅游热，青山绿水俏。
移步即景的“中部绿心”咸宁，还有

好多这样的“九寨沟”养在深闺。
而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当

象作画，或以华丽为美；或以素淡为求；
或泼墨为要，或以留白为上。“山里饶”，
你将是哪一种？

踏访咸宁“九寨沟”
记者 刘文景 朱哲 通讯员 陆成茵

全域谋划 统筹推进 彰显特色

咸嘉生态文化城镇带“串珠成链”

城市更靓丽了 道路更通畅了 环境更优美了

通城居民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赶制
出口订单
10日，赤壁市经济开发区，天成线

业纺织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赶
制订单。

据悉，该企业是一家高品质缝纫
线的生产商，产品缝纫线上色率高，毛
羽少，疵点含量低，条干均匀。大部分
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土耳其、意大利、
德国等国家和地区。

记者 夏正锋 特约记者 童金
健 通讯员 王运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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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报
道：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远鹤召集相关部门，专题调研、
部署咸宁传媒大厦交付使用、
入住办公、发挥效益工作。

王远鹤一行先后察看了已
经完成初装修的传媒大厦办公
区、设备机房和正在进行装修
的多功能厅、演播大厅。在随
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王远鹤
听取施工、代建、使用各单位的
汇报，现场解决各单位提出的
困难和问题。

王远鹤要求，以5月1日为
传媒大厦入住办公的时间节
点，相关单位要倒排工期、抓紧
完工，克服困难、落实责任。

王远鹤要求，代建单位与
施工单位要有效对接，明确分
工、履行责任，做到工程抓紧完
工、项目加紧验收。使用单位

要本着勤俭办事的原则，行政
办公用房严格执行《党政机关
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等相关规
定，技术用房要充分考虑传媒
工作特点。大厦的使用要实行
现代化物业管理模式，部分适
用商业运作。审计部门要组织
专班，做好工程各环节的审计
工作。

咸宁传媒大厦是我市重点
建设项目。项目占地54亩，总
建筑面积3.57万平方米，主楼
建筑高度110米，包括办公用
房、设备用房、演播厅、多功能
厅等。项目总投资约 2.38 亿
元，目前，主体工程、室外广场
园林景观等已经完工，室内初
装修方面主、裙楼主体部分基
本完成。

市领导闫英姿、熊征宇、刘
复兴等参加调研。

王远鹤专题调研咸宁传媒大厦时要求

按时间节点交付使用
按建设要求发挥效益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钰、
通讯员李朝阳、李炯报道：16
日，市政协主席曾国平会见来
咸考察的恩施州委常委、常务
副州长周静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一行，市领导杨良锋、吴刚、汪
凡非参加考察和座谈。

代表团一行先后考察了合
加环境、高投集团、南玻玻璃、
奥瑞金包装、横沟公园、贺胜金
融小镇和高新区政务服务大
厅。座谈会上，代表团听取了
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和发展报
告，并就恩施州经济开发区发
展与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

曾国平表示，高新区要注
重产城融合，协调发展，大力支
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高服

务业所占比重；高新区要依法
依规，做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等多个规划融合，通过多规
合一的实施，拓展发展空间，做
大做强投融资平台；要建立完
善的议事规则，严格执行“三重
一大”制度，规范工作程序；要
统一优惠政策，处理好区域发
展关系，照顾好人民利益，让高
新区成为城市发展的先行区。

周静表示，通过此次考察，
了解了咸宁高新区领导班子选
拔、干部队伍组建、财税体制、
投融资平台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和做法，这将会对恩施州经济
开发区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转
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恩施州党政代表团来咸考察

据新华社广州 2月 16 日电
为推进质量兴农，2017年我国将
进一步扩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创建范围，启动第二批共215个
试点单位的创建工作。

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介绍说，
2016年全国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
总体合格率为 97.5%，同比上升
0.4个百分点，农产品质量安全保
持稳中向好态势。但与此同时，农
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隐患依然存在，
比如产地环境重金属污染在个别

产品、地域和环节上仍比较突出。
在此背景下，2017年我国将继

续开展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
建，在加强对试点县（市）监督管理
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创建范围。还
将修订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
活动方案、考核要求和管理办法，努
力创设质量安全县创建奖补政策。

今年农业部还将大力推动绿
色生产。加强产地环境治理，推行
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以果菜茶三
大园艺作物为重点开展有机肥替

代化肥试点；完善标准体系，将新
制定农残标准1000项、兽残标准
100项，编制兽残标准制修订规
划；引导各地创建一批农业标准化
生产示范基地、示范企业、示范乡
镇，并实施农业品牌化战略。另
外，还将强化全程监管，加快推进
追溯体系建设，提升监管水平。

据了解，自2015年起我国开
展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
动，努力打造标准化生产和依法监
管的样板区。

我国扩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范围
第二批共215个试点单位今年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