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王凡报道：昨晚，我
市举行“三抓一优”专题电视问政，聚焦重点项
目开工难。市委书记丁小强、市领导吴晖、
曾国平、王汉桥、程良胜、何开文、张方胜、熊征
宇等观摩。

围绕项目抓招商，围绕招商优环境，围绕
发展抓投资，围绕投资抓项目。今年来，我市
以“三抓一优”为抓手，举办重大项目开工月活
动，全市98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2017年首场电视问政将主题确定为：项目
开工难在哪？

接受电视问政的是通山县、咸安区、市
（区）环保局、通城县、市（高新区）规划局相关
负责人，现场就所反映问题先后答复。

现场播放的《土地平整太超期，企业无奈
想撤资》、《落地三年未开工的汽车拆解项目》、
《环评报告为何超期迟迟难审批？》、《园区内项
目为何选址难？》、《迟而不决的规划审批》、《企
业心声》等6个暗访短片，披露相关职能部门
慢作为、不担当等问题。

短片反映：合同上规定最晚于2014年就
要交付投资企业的项目用地，至2017年2月
之前尚未交付？咸安经济开发区主任陈娟颇
感尴尬：“看到短片心情很沉重，反映出我们为
商服务的意识不够，工作细节落实不到位，自
身处理应急能力有待提高。”咸安区分管副区
长董明当场承诺，将协调各方、积极配合，加速
项目推进，及时给企业一个满意答复。

短片反映，企业在申请规划审批时，企业
的消防设计符合审批条件，规划部门在审批时
人为增设审批条件，推诿给消防部门拿意见。
市规划局局长李光表示，涉事人员没有将心比
心为企业着想，存在业务学习不够、不担当怕
担当的问题，将启动问责和全面清查工作，做
到未审先批、边审边批，更好地服务企业。

电视问政的现场点评嘉宾、湖北科技学院
教授钟儒刚表示，项目难开工，难在对“三抓一
优”的认识不到位，难在工作作风不踏实，难在
某些干部做人做事没有守住底线。电视问政
问的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到不到位？问的是党
的方针政策和市委市政府措施落实到不到位？
问的是服务对象满不满意？电视问政不能让企
业家的期盼停留在文件的制订上、无限期的督
办中，而要以好的结果回应企业的期盼。

由市委督导组成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市民代表等组成的评议团，当场对接受问政的
单位进行打分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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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以花为媒旅游活县
白崖山赏樱大会吸引万名游客

本报讯 记者王远远、见
习记者马丽娅、通讯员孔祥轶、
柴倩报道：28日，崇阳县青山镇
白崖山赏樱大会开幕，吸引了
上万名游客前来游赏，沿线公
路上，挂着各地牌照的车辆排
成了一条长龙。

白崖山赏樱大会，是崇阳
首届“龙泉山赏樱月”活动的一
站。白崖山，位于青山镇东流
村境内，海拔近千米。除了野
樱花，白崖山上还有云峰古寺、
海螺清泉、“鲁溪”石刻等景观。

据了解，崇阳境内连片面
积较大、株数密度较高、有旅游
开发利用价值的野樱花有六大
片，面积达2.9万亩。该县将野
樱花作为一种重要的野生植物
资源加以保护，建立了6个保护
基地，由林业部门定点定人进
行专门管护。

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
该县以野樱花为媒，举办系列
赏樱活动，围绕把白崖山开发
建设成重点生态旅游观光地，
以活动造势，以势引人，以点带
面，推动旅游资源整合，加快打
造“一村一品”乡村旅游文化，
不断提升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近年来，崇阳推进“旅游活
县”，在建好幕阜山旅游公路的
同时，牢固树立资源保护与旅
游开发互促互利的理念，在保
护野生资源的基础上打造万亩
野樱花观赏带，规划建设了一
条从港口西庭樱花小镇—西庭
岩—大岭村—官财山—大泉洞
的循环旅游公路，打通了港口、
铜钟、青山三个乡镇，将沿线旅
游景点串珠成链，推动了全县幕
府山区生态旅游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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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增量规避“发福利”
——国企混改员工持股试点追踪

（详见第六版）

小女子的书香人生
（详见第五版）

喜迎十九大 实现开门红

3月 24日，市委书记丁小强专题
调研“两湖”拆围时强调，一定要做好渔
民安置工作。

“两湖”，指的是西凉湖和斧头湖。
“两湖”拆围涉及嘉鱼县、咸安区和

赤壁市。
“两湖”拆围后，如何做好渔民安置

工作？
3月29日，记者来到嘉鱼，寻找答

案。
县长胡春雷告诉记者，今年2月

底，嘉鱼已经全面完成“两湖”拆围任

务。
据统计，嘉鱼“两湖”拆围任务面积

7.5万亩，涉及4个镇、8个村、244个拦
网，以及862户、1724人。

“两湖”拆围后，如何妥善安置渔民
的生产生活？

针对渔民的一些利益诉求，嘉鱼主
要采取了三条措施。

——政策兜底，确保稳定。嘉鱼共
调拨资金3269万多元到各个沿湖镇，
其中30%的预付资金已于去年10月全
部发放到位。目前，县里正在严格按照

补偿标准，验收一户发放一户。同时，
将少数生活的确困难、符合政策的渔民
纳入扶贫对象。

——依托资源，兴办农庄。嘉鱼积
极引导沿湖村组搞旅游开发，做休闲农
庄。渡普镇大路村村民任四红、陈春荣
等利用8000亩水面，组织渔民成立合作
社，建起了旅游开发公司、湾湖休闲农
庄、湖畔农庄等，点亮渔民生活新希望。

——产业扶持，转型发展。嘉鱼先
后出台了一些政策，整合农口项目资
金，重点扶持沿湖村组成立合作社，吸

引渔民参与，发展农业产业。渡普镇王
庄村组织拦网渔民由水上转向进军荒
山，成立合作社，开发坡地发展脐橙
600亩，引进福建老板投资合股种植药
材1000亩。

此外，潘家湾镇、渡普镇沿湖村组引
导拦网渔民发展特种养殖。今年以来，
先后发展稻田养虾5000余亩，泥鳅、青
虾、桂鱼、黄鳝等特种养殖上千亩。

胡春雷表示，往后，产业政策项目将
尽量倾斜到沿湖镇村，合理引导渔民转
型发展，确保拆围后渔民生产生活稳定。

“两湖”拆围后，渔民怎么安置？
记者 杜先龙

只卖菜籽，一亩油菜，纯利润不足
100元；

榨成油，连带菜籽饼一起卖，一亩
油菜，纯利润200多元；

油菜田连片卖风光，引来游客如
云，带火了农家乐，带俏了土特产，创造
了新岗位。

从油菜种植到油菜加工再到油菜
观光的比较效益，背后是咸安发力农业
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油菜产业嬗变。

对此，区委书记李文波昨日接受采
访时认为，“探春赏花乡村游”是催生咸
安油菜产业嬗变的新引擎。

据悉，去年和今年，咸安区政府牵头、
部门参与，成功策划了两届油菜花节，打
响了“探春赏花乡村游”品牌。数据显示，
相对于第一届油菜花节，第二届的游客
数、经营收入分别增长了35%和40%。

穿梭在百公里油菜观光经济带采
访，一朵油菜花的产业融合大文章正在
渐入佳境。

政策带动和大户示范，冬闲抛荒田
变身金色海洋

28日，在大幕乡东源村，金灿灿的
油菜花连成一片花海。“这里有300亩
油菜花，都是我种出来的！”董要武见到
记者，得意地介绍。

董要武是大幕乡石桥村村民，也是
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3年前在东源村
流转300亩冬闲田，种起了油菜。

此前，董要武对政府推广油菜种植
不以为然。他算账说，人工移栽油菜，
每亩田要花四五个人工，加上肥料、种
子的成本，忙一季不赔本就算好了。

账算不过来，董要武宁可冬闲时土
地抛荒也不种油菜。

3年前，区里为全面消灭冬闲田，
规划百公里油菜观光经济带，专门出台
了政策。

对照政策，董要武的算盘打得啪啪
响：流转一季冬闲田，每亩租金不过50
元；在经济带上种植油菜，区农业局不

仅提供油菜籽，还组织机耕，每亩补贴
机耕费100元、肥料30斤。有了这些，
每亩油菜纯利润接近300元。

“冬闲田上种300亩油菜，一季就
能赚10万元。”董要武说，地里多刨出
了10万元收入，还不耽误种粮。

政策带动和大户示范的叠加效应，
调动了周边群众种油菜的积极性。从
2014年开始，汀泗、贺胜、双溪、高桥、
大幕、马桥、桂花等7个乡镇30多个村
畈的公路沿线，近万亩油菜连成一片金
色的海洋，形成了百公里油菜观光经济
带。

大幕乡农技服务中心主任陈祖国
说，现在再不为推广油菜种植闹心了！

万亩油菜花海藏商机，榨油作坊趁
势升级加工厂

会算账的，不止董要武一人。在政
策红利的刺激下，规划区域内的万亩冬
闲田，种满了绿油油的油菜。

这里面蕴藏的商机，被大幕乡常
收村 5组村民薛国平看在眼里。十
余年来，薛国平都是在自家的小作
坊，接受附近村民的来料加工，赚取
微薄的加工费。

“在家门口就能收购到优质的油菜
籽。”他拿出全部家底20多万元，购进
整套的全自动榨油设备，将他的家庭榨
油小作坊“升级”为加工厂。

这次大胆投资，给薛国平带来了丰
厚的回报。一年下来，薛国平的加工厂
纯利润超过了15万元。

随着大幕花乡之名越叫越响，慕名
而来的游客也逐年增多。

“这么好的菜籽油，一斤才卖7块
多。超市贴个商标，每斤价格翻番都不
止！”游客的一句随口话，被薛国平记在
心里。去年，他再次投入12万元更新
设备，扩大加工规模，并准备在有关部
门的指导下注册商标，提高菜籽油的附
加值。 （下转第二版）

一朵油菜花的产业融合
——咸安发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样本

记者 王远远 通讯员 樊向阳 吴珂

忙生产
赶订单

24 日，嘉鱼县官桥镇工业园，
湖北宝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车间，
工人们正在赶制消声器。

据了解，该公司主要生产的通
风、安防、地铁消声降噪、高速公路
屏障等设备，年产值 1.5 亿元。目
前正在赶制的消声器是销往武汉
地铁站的。

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龙钰 任文生 摄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王任芳、陈婧报道：21
日，在赤壁市神山镇钟鸣村田桥水
库，5名施工人员正在大坝迎水面砼
护坡上进行硬化作业，一派繁忙的施
工景象。

记者现场看到，大坝原有的土质
护坡已有一半变成了混泥土护坡，这
些护坡全部用水泥板铺设，既牢固又
整洁。

这是赤壁整体推进农田水利设
施建设的一个缩影。去年底以来，该

市开工农田水利工程226处，计划投
资1.3亿元。

该市坚持问题导向，把提高防灾
减灾能力、解决农民饮水问题、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作为保障防洪安全、供
水安全、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来抓，
重点抓水库除险加固、陆水灌区续建
配套、陆水干流防洪治理、农村小型
水利设施维修养护、水毁工程修复、
堤防险段整治等工程建设。

为保证工程汛前完工，该市水利
部门安排专业技术人员驻点跟班作

业，严格督查，抓好工程质量和进
度。目前这些工程大多数已完工，进
一步完善了防洪、抗旱、排涝工程体
系。

同时，该市着眼于防大汛、抗大
洪，抢大险、救大灾，立足早谋划、早
动员、早安排，提前做好防汛备汛工
作，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确保今年
安全度汛。

该市多次组织对堤防、水库、泵
站、电站、涵闸、灌区、涉水项目及在
建水利工程开展汛前大检查，对检查

发现的隐患问题，要求责任单位限时
整改到位，并制定应急度汛方案，做
到防患于未然。

截至目前，该市完工197处，完成
投资1.1亿元，占计划85%。治理河
段4.5公里、加固水库12座、整治塘堰
32口、维修泵站11座、水闸12处，清
淤护砌渠道34公里、修复水毁设施
38处，新建供水管网165公里、新增
供水人口3400人，恢复改善灌溉面
积2.47万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5
万亩，农村水利设施条件持续改善。

赤壁投资逾亿元修水利保安澜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30日发布消
息称，人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五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
好2017年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
产能中职工安置工作。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社厅
（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财政（财务）厅（局）、国资委
（局），有关中央企业要拓宽安置渠
道：鼓励企业更多内部分流，促进转
岗就业创业，强化托底安置。

通知强调，对就业困难人员，
要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援助。对
通过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就业的大
龄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人员，要
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托底帮
扶。各地新增或腾退的公益性岗
位，应优先安置去产能涉及的就业
困难人员，特别是大龄困难人员和
零就业家庭人员，确保零就业家庭
动态清零。

要健全完善监督机制，通过抽
查安置方案、观摩职工代表大会、
设立举报电话等方式，跟踪企业职

工安置方案制订实施；做好分流人
员重新就业或灵活就业后的参保
缴费、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等工作；
要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密切
关注困难地区、困难企业和困难职
工，紧盯规模性失业风险、劳动关
系处置、社会保险接续、经济补偿
发放等风险点，完善应对预案，妥
善化解矛盾和风险。

五部门联合发通知要求

做好化解过剩产能中职工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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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凡、通讯
员梁耀报道：30日，市食品行业
协会正式揭牌成立，262家企业
入会成为会员。

市委书记丁小强发来贺
信。他要求，要按照“协会搭
台，企业唱戏”原则，力求真正
把协会办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社团组织，办成食品企业经营
管理者自己的“企业之家”，以
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宗
旨，不断开拓进取，扎实工作，
引导全市食品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

市领导周勇、镇方松、汪凡
非、冯春出席协会成立仪式。

市食品行业协会揭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