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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心聚力
——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

（详见第六版）

2月28日，赤壁市赵李桥镇
大德和茶业项目建设工地上，机
声隆隆，运输车来回穿梭，一派繁
忙的施工景象。

大德和茶业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里就像家一样，镇里各方面
都安排得妥妥的，水、电、路等基
础设施配套到位，让我们的建设
很顺利，目前已进入到厂房主体
工程建设阶段。

当天，赵李桥镇主要负责人
带领镇工业办、派出所、国土所、
城建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供
电所、环保站等7部门负责人一
行到大德和茶业，现场协调项目
建设难题。

据悉，大德和茶业项目位于

赵李桥镇雷家桥村，占地面积10
亩，于2016年6月启动建设，预
计一期将于 2017 年 5月建成。
计划打造一家明清园林式的砖茶
生产基地，一期工程投资1000万
将建成一条完整砖茶生产线、一
个茶文化博物馆、一座园林式的
砖艺体验中心。

今年，该镇着重优化发展环
境，落实服务保障。由镇党委书
记牵头，镇工业办、派出所、国土
所等7部门联合，成立常态化工
作专班，随时随地为项目建设保
驾护航。明确责任主体，实行项
目化管理，实行“四定一有”，即定
人、定时、定办法、有经费保障，做
到事有专管之人、人有应担之责、

责有限定之期，使全镇上下，紧密
团结，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同时，该镇以开展“两学一
做”为契机，进一步治理“庸、懒、
散、软、混”，建立一对一跟踪项目
服务制度，对项目的全过程予以
跟踪，协调解决企业用电、用水、
用地等方面的问题，促进项目早
日建成发挥效益。

目前，赵李桥镇卓尔·羊楼洞
旅游开发、梵音瑜伽二期、乾泰恒
茶饮料、洞天福地博物馆等重点
项目建设，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护航项目保进度
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贺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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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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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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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源堂大药房所有）

咸宁市中心血站
清源堂大药房

2017年2月24日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熊
铁山报道：1日，在嘉鱼县官桥镇舒桥
村村民张志鹏的蔬菜大棚里，农技员
张正梅正在做技术指导：“未来几天气
温较低，蔬菜苗要注意防冻。”

新栽的辣椒苗子长势良好，培育
的黄瓜苗子也已经出土了，在张志鹏
看来，农技人员来得很及时，年头的基
础打好了，就等于给全年的好收成上
了锁。3天前，他还参加了县春季农业

科技培训班，学习田间管理的技术。
今年开春，嘉鱼县全力以赴抓好

春播、春管、春投等工作，为全年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该县
粮食作物规划总面积49.3万亩，蔬菜
总面积54.5万亩。截至目前，全县已
备早稻、中稻、玉米、棉花、蔬菜等各类
良种66万公斤，各类化肥6万吨，各类
农药60吨，农膜110吨。

为加强对春管及春耕备耕工作的

技术指导，县、镇两级抽调技术力量
100余人，组建8个技术服务小分队，
深入各镇、村、组开展苗情调查及春管
春耕技术指导。

该县安排专家开设春耕生产农业
实用技术讲座。3月初，将在全县全面
开展春季农业实用新技术培训。县农
机局也组织开展全县农机手春季农机
具检修及作业安全培训，提高农业机
械化生产水平。

嘉鱼农技服务助春耕
蔬菜种植总面积54.5万亩

本报讯 记者程慧、通讯员邓永
鹏报道：“光谷蓝焰的入驻，是通山县
新能源建设的又一重大突破。”20日，
在武汉（通山）光谷蓝焰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项目现场，企业负责人王敏说，
项目将以农作物秸秆等为原料，制造
生产生物质成型燃气，变废为宝，实现
能源的生态转型

记者现场了解到，该项目为2017
年通山县13个集中开工重点项目之
一，总投资1.65亿元。建成后，可年纳

税500多万元，提供就业岗位610个。
而在扶贫领域，该县今年新能源建

设同样喜获“明珠”——南玻光伏项目。
该项目选址通山县九宫山镇富有村，总
投资1.5亿元，计划6月建成并网，竣工
后，可在25年运营周期内，实现总销售
收入3亿元，减排二氧化碳44万吨。

今年，通山县加快打造“绿色能源
之都”，大力开展农村大中小型沼气、
太阳能和生物质节能减排炉的建设，
进一步完善农村清洁能源后续服务体

系，稳步推进光伏扶贫。
该县将以项目建设为突破口，坚

持“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辐射带动，整
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加强组织领导，
形成工作专班，组织人员进村入户，深
入项目建设现场检查督办，确保实施
质量和进度。

此外，该县将主动对接精准扶贫
政策，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稳步推进光
伏发电扶贫项目，逐步形成扶贫增收
与绿色能源发展共赢的强大气场。

通山绿色能源促脱贫
实现扶贫增收与绿色能源共赢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报道：
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出
席崇阳县2016年度综合考评情
况反馈会。

王远鹤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崇
阳县所取得的各项发展成就。他
说，过去一年，崇阳县各项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呈现出势头好、亮
点多、局面稳、治党严的特点。

王远鹤指出，要聚焦第一要
务，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更好
更快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是
解决崇阳一切问题的关键。今年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
一年，也是换届后新一届党委、政
府的开局之年。新一届班子要把

主要精力放在抓发展上，以“三抓
一优”为着力点，更加突出项目建
设，更加突出改革创新，更加突出
生态保护，撸起袖子加油干，干出
成绩，干出气势。

王远鹤要求，要勇担第一责
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
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严肃党内
生活，强化党内监督，持续改进作
风，强力正风肃纪，不断增强全面
从严治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将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把管
党治党要求落到实处。

王远鹤强调，要践行第一使

命，持之以恒推动共治共享发展。
要推动社会发展创新，加快法治崇
阳、平安崇阳建设，全面提升民生
福祉，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
第一责任，集中精力、财力和有效
方式方法，确保扶贫实实在在，经
得起检验，得到人民群众认可。希
望崇阳县在全市发展格局中找准
定位，补齐短板，发挥优势，在奋力
赶超中体现崇阳作为，力争成为咸
宁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一极。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市委第
二考评组对崇阳县2016年市委
有关重要工作进行了检查考评。
会上，考评组通报了崇阳综合考
评情况，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意见建议。

王远鹤在崇阳综合考评反馈会上强调

聚焦第一要务 勇担第一责任 践行第一使命

本报讯 咸宁新闻网记者夏
梦琪报道：日前，市政府办下发
《关于做好市政府门户网站“网络
问政”平台在线回复工作的通
知》，统筹全市网络问政工作，健
全网民反映诉求渠道。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一把
手”要亲自过问本地本部门在“网
络问政”平台的在线回复工作，确
定专人负责落实，为做好在线回

复工作提供保障，并在规定时间
内在“网络问政”平台上答复。

通知强调，市政府办公室将
定期对各地各部门在线回复情
况进行检查，对回复不及时、拒
不回复、或者回复避重就轻、推
脱责任的单位进行全市通报。
对被通报2次的单位，由市政府
办公室对单位相关责任人进行
约谈；对被通报3次的单位，由

市政府领导对单位主要负责人
和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问责，并
按规定实行。

咸宁市“网络问政”平台
（http://wz.xianning.gov.cn）
是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的重要栏
目，旨在通过网民反映的意见和
建议，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
高依法行政水平、改善公共服务
质量起到积极作用。

市政府办下发通知要求

统筹全市网络问政工作 健全网民反映诉求渠道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报道：
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深
入崇阳县天城镇茅井村调研精准
扶贫工作。

茅井村是全市唯一不通公
路、与县城不通车的村，属省级重
点贫困村。

王远鹤搭乘渡船来到被隽水
河阻隔的茅井村。镇村干部兴致
勃勃地描绘起春赏野樱花、体验农
家乐，打出“长寿”牌、开发民宿村，
打造“十古仙村”的规划蓝图。王
远鹤对茅井村的发展定位予以肯
定。他向村干部详细了解村集体
经济状况、村民收入来源、农产品
结构等基本情况，建议镇村干部引

进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连片开发
山林、冷浸田，发展水稻－湘莲—
小龙虾套种（养）的生产模式，提
高复种复养指数，帮助村民就近
就业，形成稳定的收入来源。

随后，王远鹤与市、县、镇驻
村扶贫负责人进行座谈，商议茅
井村脱贫之路。

王远鹤指出，贫困村脱贫出
列，规划要先行。要做好基础设
施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产业
发展规划，使规划可行、可落地，
群众能接受、村里能脱贫；基础设
施建设要先行。交通是制约贫困
村发展的瓶颈，要作为帮助群众
脱贫致富的重点优先解决，并同

步完善亮化、绿化等工程。结合
旅游开发，引进推广环保设施建
设，在建设过程中注意古民居的
保护性修缮，体现地方特色。

王远鹤强调，找准适合当地
发展的产业，是脱贫致富最管用
最有效的途径。茅井村2017年
实现脱贫出列，70户贫困户真正
脱贫是底线，也是工作队的重
点。要做到一户一策，精准到户，
精准到人。市、县、镇要形成合
力，既要搞大合唱，又要分级负
责，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予
以扶持。绝对不能搞数字脱贫，
扶贫成果要经得起检验，得到贫
困户的认可。

王远鹤在茅井村调研时要求

规划先行 找准产业 精准到人

25日，嘉鱼簰洲湾镇江堤河埠段整险加固正在施工。
去年汛期中，由于堤防地质沙基础问题,导致该镇41.5公里堤防发生了管涌、严重散浸等险情共38处。为了消除隐患，工

程于2017年1月已正式开始施工，汛前将全部完成。 记者 张大乐 特约记者 龙钰 摄

整险加固保安澜整险加固保安澜

连日来，张亮只身卧底“打传销”的
事迹在全省工商系统引起大讨论。

3月2日下午，记者联系上张亮，他
正在赶往杭州，办理新的案件。

现年38岁的张亮是市工商局网监
科科员。从2015年7月开始，他历时一
年多，行程4万多公里，破获“云在指尖”
特大传销案。

资料显示：“云在指尖”涉案金额6.2
亿元、会员人数280万余人、遍及34个
省级行政区……2016年国家工商总局
发布七件网络传销典型案例，“云在指
尖”案排第一位。腾讯认为，“云在指尖”
为微信生态下的新型传销治理树立了典
型案例，具有“风向标”意义。

破获如此错综复杂的传销大案，期
间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面对法律风险，是胆怯退缩还是直
面挑战——

张亮选择：寻找铁证，用事实说话
“法律专家认为‘云在指尖’是创新

的商业模式，你比这些泰斗还权威吗？”
2016年1月5日，一位代理律师拿着一
份法律意见书，在市工商局盛气凌人地
诘问张亮。

摆在张亮眼前的意见书上，6名国
内法律专家的签名赫然纸上。

这一切源于2015年4月的一条匿
名举报：“广州云在指尖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涉嫌传销，请工商部门查处”。

按照举报信的指引，张亮打开网站
发现，“云在指尖”短时间内聚集庞大流
量。浏览人数1.2亿，微信等关注人数
2400余万，直接参与人数260多万。

是全新商业模式，还是违法传销？
张亮果断决定：化身卧底一探究竟。

通过购买商品缴纳“入门费”，按照
金字塔层级发展下线，蛰伏20多天，张
亮获取第一笔佣金。

在一线多年“打传”积累的经验告诉
他，这是个大案。

2015年7月20日，市工商局正式立

案调查“云在指尖”，张亮主动请缨成为
主力。

同年11月25日，市公安局温泉分
局依法冻结“云在指尖”2400万元账户
资金。

此后不久，当事人浮出水面。云在
指尖公司代表及法律顾问承认违法，并
表示愿意接受法律法规的处罚。

出乎张亮的意料，当事人取得法律
意见书后，态度发生大逆转：“云在指尖”
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具体表现。

同事劝他：“双创”是国家大政方针，
一旦查处稍有偏颇，不仅自己身败名裂，
还将危及工商系统的权威……

朋友忠告：形势不明朗，潜在风险
大，不要自踩雷区……

家人担心：你只是一名普通基层干
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面对潜在的风险和同事、朋友、家人
的关心，张亮有了几分迟疑：是退缩还是
向前？ （下转第五版）

只身卧底“打传销”
——市工商局网监科科员张亮的选择与担当

记者 王凡 通讯员 曾向阳 刘元江

喜迎十九大 实现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