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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村级公路，建核心观赏区、农耕
文化体验区……”

22日，咸安区高桥镇党委书记王顺荣
摊开一张萝卜种植园景区规划图，兴致勃
勃地讲解“萝卜小镇”的发展前景。

这张简易规划图，是王顺荣花3个晚
上绘制的，一笔一画凝聚着她深厚的“高
桥情结”。她说，高桥镇经济底子薄，“萝
卜小镇”的规划，没有得到各方认可前，花
十几万请测绘单位制作，太奢侈。

高桥镇白水畈的萝卜个大皮薄汁多
脆甜，远近闻名。2015年11月的一天，白
水畈百万斤萝卜滞销的消息在微信朋友
圈里刷屏。

时任马桥镇镇长的王顺荣看到这则

消息，心里涌起阵阵酸楚。10年前，她曾
在高桥镇工作，因此，她明白萝卜滞销，尚
未脱贫的高桥农户“伤不起”。

第二天，王顺荣让白水村支书刘明韬
拖了两车萝卜到马桥镇，发挥“女镇长”的
影响力，向镇里的“农家乐”兜售。可清点
账目后，刘明韬发现，扣除人工、运费，竟
亏了185元。“好心没办成好事”的愧疚深
深地扎在王顺荣的心里。

去年9月乡镇换届，王顺荣调回高桥
镇任党委书记。上任伊始，她就盘算不让
高桥农户再受“滞销之伤”。镇里联合合
作社指导村民分区种植，错开时间上市；
统一施有机肥，保证萝卜品质；统一品牌，
注册商标和地理标识；请文化名人发掘白

水畈萝卜历史，将萝卜与文化旅游相结
合。

萝卜搭台，旅游唱戏。从2016年11
月开始，高桥拔萝卜比赛、高桥养生萝卜
宴、高桥年货节、高桥民俗闹元宵等旅游
活动，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当季萝卜
销售一空。与此同时，村民们自产的芹
菜、菜苔、山货和腊味等“农家菜”也变身
为“过年红包”。

尝到甜头的王顺荣，产生了“打造‘萝
卜小镇’，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想法。

今年开春，她与镇党委班子反复研
讨，精心规划，一张萝卜种植园景区规划
图清晰地勾勒出“萝卜小镇”轮廓：打造

“开心农场”，吸引市民认筹种萝卜，建设
核心观赏区；组建“踩高跷、舞龙舞狮，唱
山歌”等民间团体，建设民俗文化表演区；
开展“磨豆腐、打糍粑、穿蓑衣”等活动，建
设农耕文化体验区；组织“萝卜干、萝卜
碎、萝卜汁”等生产，建设萝卜深加工区；
推进“线上订购，线下配送”，建设电子商
务区；同时建设旅游服务区和萝卜文化展
示区，让游客“玩得舒心，留住乡愁”。

透过这幅手绘规划图，月亮湾养生度
假区负责人看到镇党委务实重行的作风，
有意在高桥投资8000万元打造养生养老
度假区，让村民以土地入股。

“萝卜小镇”正在塑造高桥镇域经济
新版图。站在新的起点上，王顺荣有理由
抱以更美好的期待：“萝卜小镇”必定撑起
一座高桥人脱贫奔小康的“高桥”。

高桥镇里起“高桥”
记者 何泽平 陈新 见习记者 吴钰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通讯员
张恒报道：21日，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支队工作人员为加拿大籍
Cheeseman Michael Joseph 签
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
居留证。这是我市发出的第二张

“中国绿卡”。
Cheeseman Michael Jo-

seph是加拿大国籍，2006年7月
起，一直在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
院担任教师。他的妻子熊菲是咸宁
人，在武汉一家教育咨询公司上班。

熊菲介绍，2008年7月，两人
在加拿大登记结婚，并于2013年生
下儿子。2008年7月至2014年12
月6年间，他们除了回加拿大探亲9
次外，其余时间均在中国。Chee-
seman Michael Joseph因为没有
永久居留证，从2006年至2014年，
先后11次在武汉市申请居留许可，
期间护照都换了3本。作为咸宁

“ 女 婿 ”，Cheeseman Michael
Joseph到市公安局出入境支队出
入境办证窗口申请外国人永久居留

证。日前，公安部批复了Cheese-
man Michael Joseph的申请。

据介绍，领了“中国绿卡”后，
Cheeseman Michael Joseph 可
以在购房、金融业务、申领驾照、子
女入学、交通出行、住宿登记等方
面依法享受中国公民同等待遇。

近年来，我市打造国际生态城
市，加强国际交往，城市影响力日
益增强，长期在咸宁定居的外国人
约150人。其中，在咸宁就业的外
国人40余人、留学的30余人。

咸宁“洋女婿”获得“中国绿卡”
我市长住外国人150余人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杨坤、钟栋报道：城
市是我家，管理靠大家。昨日起，全市城管系统组织
各级干部走出机关，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走进企业，
开展贴近群众“面对面、听期盼”大走访活动。

大走访活动将持续到11月，采取召开座谈会、入户
走访、问卷调查、民情热线等方式，调查了解当前群众对
城市管理工作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困难和问题。

该系统将对走访调研中收集到的问题和建议，按
照难易程度、轻重缓急、近期和长远、意见和建议进行
归纳分析梳理，分门别类建立民情台账。就反映强烈
的问题和重点事项，结合本部门职能，做出具体承诺，
明确责任主体、办理措施和完成期限，并广泛接受社
会监督。

全市城管系统开展大走访活动

广纳民意提升城管水平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
李武报道：昨日，全市绿满鄂南
行动现场推进会在通城召开，市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晖参
加，市政府副市长汪凡非主持。
全市70多个乡镇党委书记及相
关部门负责人110余人到通城
县四庄乡万亩油茶基地参观学
习，并参加会议。

吴晖指出，开展绿满鄂南行
动是咸宁建设“中部绿心”和“国
际生态城市”的基础工作，各级
各部门要强化对绿满鄂南行动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抓好绿满
工作。我市目前完成整地和造
林任务与全年目标仍有较大距
离，从现在开始到3月下旬是造
林的黄金季节，要在可利用时间
内加快推进国土绿化进程，确保
完成绿化目标。

吴晖强调，要抓好行动落
实，在加快推进造林进度的同
时，加大对新造林地的抚育管
理，保证造林质量。各地要把绿
满鄂南行动作为当前重点工作，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包保责
任制，确保绿满鄂南行动顺利收
官。同时，要着力抓好森林防火
工作，全面落实防火责任，坚持
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处置火
情火险，加大森林防火工作问责
力度。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李晓惠报
道：23日，咸宁市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
幕。大会动员全市广大职工群众切实把
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的重大
决策部署上来，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
子抓落实，在新的起点奋力开创咸宁工会
工作新局面。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
强，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马建
中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吴晖主持会议，市领导张方胜、熊征
宇、周勇到会祝贺。

丁小强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
政协向广大职工群众、工会工作者致以诚
挚问候。他说，实践证明，咸宁工人阶级
不愧是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中坚力量，各

级工会组织不愧是党和政府联系职工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

丁小强指出，要做坚定政治方向的中
流砥柱。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始终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以党
的旗帜为旗帜、党的方向为方向、党的意
志为意志，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贯彻党
的意志和主张，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承担起引导职
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任务。

丁小强要求，要做推进绿色崛起的时代
先锋。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坚持以项目化
的思维来谋划工作、以项目化的方法来落实
工作、以项目的实际成效来检验工作，紧紧

围绕我市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大力开展“当
好主力军、建功‘十三五’”为主题的劳动竞
赛，大力弘扬劳模创新精神，在经济发展的
主战场上彰显更大作为。广大职工群众要
在工作一线比干劲、比作为、比贡献。

丁小强强调，要做促进和谐稳定的行
动楷模。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切实加强
自身建设，突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要
求，摒弃“行政化、机关化、贵族化、娱乐
化”倾向，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做好工会工
作的新途径、新方法，改革工会组织体制、
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增强工会组织
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
工组织到工会中来，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
础和群众基础。

马建中高度肯定过去五年咸宁市工会

工作。他指出，希望未来五年咸宁各级工会
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
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组
织动员广大职工在推动咸宁绿色崛起中充
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切实履行工
会基本职责，进一步把维权服务工作做深
做细。着力在“增三性、除四化”中改革创
新，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

团市委书记刘子恒代表群团组织致
贺词，咸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三权代表
驻咸部队官兵致贺词。在开幕式第二阶
段，田运雄代表市总工会第三届委员会作
题为《忠诚履职 勇于创新 在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咸宁实施中展现工会新作
为》的工作报告。

东风送暖，绿满香城。市工会第四次

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了。这是在我市全力

打造“香城泉都”，建设中国中部“绿心”和

国际生态城市的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重

要会议，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

市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广

大职工以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积极投身“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咸宁实施伟大实践，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展示了咸宁工人

阶级胸怀全局的责任意识、爱岗敬业的奉

献精神、奋发有为的创造活力。实践证

明，咸宁工人阶级不愧是推动改革创新和

发展稳定的中坚力量，各级工会组织不愧

是党和政府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工人阶级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根本力量，是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根本

利益的坚定力量，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

可靠力量。市第五次党代会确定了“一个

全面建成、五个全面提升”的奋斗目标，对

全市工会组织履职尽责，服务中心大局、

服务职工群众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今后五年，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紧紧

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着力服务科学发展，

着力服务职工群众，着力加强工会自身建

设，全力推进工会工作创新发展，努力实现

广大职工建功立业取得新业绩、职工素质

得到新提升、工会维权取得新突破、服务职

工取得新实效、自身建设得到新加强。

全市广大职工要在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咸宁实施中充分发挥主力军作

用。围绕实现创新发展、建设创新咸宁，

激发创造热情，使发明创造蔚然成风，使

双创成为常态，为推动咸宁转型升级做出

最大贡献。要围绕实现协调发展、建成小

康咸宁，充分发扬工人阶级团结协作的精

神，争取一切积极因素，凝聚一切发展力

量，把劳动者全部的聪明才智贡献给咸宁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的形势，新的使命。让我们撸起

袖子加油干，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

满的热情，共同奏响“咱们工人有力量”

新乐章！ （执笔：邓昌炉）

奏响“咱们工人有力量”新乐章
——热烈祝贺市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

本报评论员

劳动托起梦想 劳动创造未来

市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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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在赤壁长城炭素制品有限公

司，工人们正将产品原料放入新改造的天

然气炉室。

该公司主要生产预培炭阳极、焦炭，煤

沥青，石油焦等。去年 11月，该公司升级

改造炉室，由原来的烧煤改用烧天然气，年

减少用煤量 2.16万吨，大大减少了污染物

排放，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益。

记 者 夏正锋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 讯 员 田新发 摄

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报道：22日，省教育厅公布
的2016年度全省省级示范幼儿园考核结果显示，我
市市直机关幼儿园、市交通幼儿园、崇阳县幼儿园和
通山县实验幼儿园榜上有名。

据悉，开展省级示范幼儿园评审认定工作，旨在
充分发挥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全
面提高幼儿园办园水平，促进学前教育规范、内涵发
展。此次通过省教育厅复评的125所幼儿园和新授予
的23所幼儿园，分别按照属地原则，经逐级申报和复
评后，由省教育厅组织专家组对新申报的幼儿园进行
实地评估，统一审定、公示和发文认定。

省级示范幼儿园名单出炉

我市4所幼儿园上榜

献血有益健康 救人功德无量献血有益健康 救人功德无量

清源堂大药房施爱无偿献血者清源堂大药房施爱无偿献血者

地址地址：：咸宁市温泉桂花西路咸宁市温泉桂花西路119119号号
（（大商城下行大商城下行200200米米）。）。

健康咨询电话健康咨询电话：：1398661382313986613823
联系人联系人：：甘先生甘先生

清源堂大药房特邀崇阳知名老中医甘龙时坐
堂义务诊断，施爱无偿献血者。

★主治中医全科：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祖
传秘方专治跌打损伤、风湿病、妇科疑难病、儿童腹
泻、面部神经麻痹等，治疗有独特效果。

★优惠对象：无偿献血者凭本人无偿献血证
（此证适应于本人或亲属）可享受诊疗费全免、医师
开中药处方费减半；购西药（特价药品除外）9.5折优
惠一次，部分保健品8.8折优惠；并免费测血糖、血
压，免费咨询用药。此次爱心活动由市中心血站和
清源堂大药房联合举办。

★活动有效时间：2017年2月25日至2017年
3月31日。

活动详细内容请登陆《香城都市网》（www.
xcdxw365.com）或香城
都 市 网 微 信（xcd-
sw0918）。（活动最终解
释权归清源堂大药所有）
咸宁市中心血站
清源堂大药房
2017年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