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１

１2

１3

创建美丽乡村，不是让农村回归原野
本色，而是要在建设发展农村中因地制宜
壮大集体经济，富裕一方百姓，更要让农
民在闲暇之余“有事可干”。

柳山湖镇始终把强村富民作为乡村建
设的落脚点，发展环境从“宜业”向“乐业”提
升，让农民在不断富裕中获得幸福感。

该镇经济产业紧扣“农”字，树立“强特
色、响品牌”目标，全力推动一村一品或多
村一品，加强培育指导新型农村经济组织，
把棉农变成果农、菜农；加速发展农家乐、乡

村旅游等产业，把粮农变成服务员与管理
员，促进村镇产业结构、粮棉农身份的转变。

今年该镇规划建设23000亩的现代
农业示范区，示范区涵盖水生蔬菜、优质水
产、网箱养鳝、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果蔬
种植等六大基地。该镇还明确了易家堤、吴
家门村发展果蔬，柳山、团山村发展水产，宝
塔山发展网箱养鳝，腊里山发展水生蔬菜为
主的产业发展方向，目前已建成优质稻虾连
作基地12000亩，水生蔬菜基地6000亩、
水产养殖基地2000亩、果蔬基地2000亩。

该镇通过技能培训、主体培育、创业引
导等方式，不断提升村民致富能力。截止目
前，该镇已成立肉牛养殖、蔬菜种植、水产养
殖等五家专业合作社，并为农户提供信息、
技术、资金等服务，解决群众在种植、养殖技
术和农产品销售方面的问题，降低市场风
险，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群众的荷包是否鼓起来是衡量美丽
乡村建设、宜居乡村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
之一。”因此，鲁锋认为，在乡村建设过程
中，必须让群众生活宽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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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大基层人才培养力度，推进农村人
才队伍建设，助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市政
府2017年第9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咸宁
市“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实施方案》，今年
面向全市招录200名“一村多名大学生计
划”全日制普通大专生，由咸宁职业技术学
院具体承担培养工作。学费标准为每人每
年5000元，由市、县财政和学院分担。

一、招生对象
“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主要招收往届

高中（含职高、中专同等学历）毕业，年龄在
40岁以内，政治素质好、身体健康的农村青
年，优先招收以下五类人员：

（1）村“两委”班子成员、后备干部、入党
积极分子、复员退伍军人。

（2）农业科技人员、科技致富能手。
（3）小微企业管理、经营和技术骨干。
（4）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及技术骨

干。

（5）家庭农场主、种养大户及创业农民。
二、招生专业
电子商务、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现代

农业技术。
三、招生计划
计划招收200人，其中通山35人，崇阳

35人、通城35人、咸安35人、赤壁30人、嘉
鱼30人。

四、学制及学历层次
各专业学制3年，学历层次为专科。采

取“2+1”培养模式。
五、报名程序
1、个人报名和组织推荐：
凡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到所在村委会

（或居委会）领取表格，也可从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官网（http://www.xnec.cn）下载，按
要求填写个人详细资料，村委会加盖公章确
认推荐、乡镇组织委员签字同意后将报名表
交县（市、区）人才办。

2、报名交表时间：2017年 6月6日8：
00至11日18：00。

3、报名汇总和公示：2017年6月12日，
各县（市、区）人才办会同教育局，对报名人员
进行汇总统计，汇总名单由各县（市、区）人才
办形成电子档报送市教育考试院和咸宁职业
技术学院，并在咸宁市教育考试院官网、咸宁
职业技术学院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期：6月13
日8：00至6月17日18：00）。

4、资格审查、网上报名和图像采集：
2017年6月18日8：00--18：00，各县

（市、区）人才办指定专人组织公示合格人员
携带二代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和高中
（或同等学历）原件和复印件（正反面）各2
张到咸宁市教育考试院进行资格审查，审查
合格者办理网上报名和图像采集。报名按
县（市、区）排序进行，依次为：咸安、崇阳、通
城、赤壁、嘉鱼、通山。

5、资料上报：2017年6月23日前，由咸

宁市教育考试院报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6、考试科目和考试时间：考试科目为《语

文》、《数学》、《农村政策》和《农业生产知识》四
门。考试时间为：7月3日9：00—17：00。

7、报名考试费：由考生本人承担，每生
150元。

六、录取办法
（一）录取原则
文化基础考试和职业技能综合面试成

绩相加为考生的成绩总分，由学校“一村多
名大学生计划”工作领导小组确定考生录取
最低控制线，按照考生成绩总分，分专业按
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二）录取程序
拟录考生名单将于7月10日前后，在咸

宁职业技术学院官网上公示7个工作日，公
示后如无疑义，将确定拟录取名单，并报湖北
省招生办公室和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审核备
案，办理正式录取手续，发放录取通知书。

咸宁市“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报名、考试、录取办法

绿色雅致古堰湾
崇阳县古堰湾位于白霓镇油市村境内，

始建于后唐,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这里以
曲径通幽的溪谷河流、潮声依旧的千年古
堰、四季如画的天然瀑布而闻名，素有鄂南

“小漓江”之称。
多年来，崇阳县在保护古堰湾的基础

上，按照“最美景区”建设要求，对古堰湾进
行全面绿化，使这里长期保持着良好的生态
环境，引来无数游客在此休闲度假，领略迷
人的山水风光。 记者 袁灿 摄

市水务局

开展陆水富水新增计划调研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王琛报道：6月初，市水务局一行对

陆水嘉鱼、赤壁、崇阳、通城段和富水通山段新增计划上
报内容进行了实地调研复核。

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了陆水、富水此次新增上报内
容的现场情况，听取了陆水、富水流域县市对此次新增计
划的工作情况和治理需求。

调研组对于此次陆水、富水涉及县市上报新增计划
的前期准备工作给予了肯定,并要求各县市要根据省厅
初定的投资规模，按照河段治理的轻重缓急程度优化此
次新增计划上报的内容。

同时要着力加快项目立项的前期工作和加快陆水、富
水一期工程的建设进度，圆满完成省政府提出的三年内完
成入江重要支流的治理任务要求，进一步改善我市这两条
主要的入江支流防洪能力和水生态环境，为陆水、富水流域
县市加快“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崛起”作出应有的贡献。

嘉鱼县

夜间突击巡查河道采砂
本报讯 通讯员胡达利报道：为进一步促进嘉鱼县

河道采砂管理工作，严打非法采砂，接受社会监督，树立
水行政执法良好工作形象，传播正能量，嘉鱼县水务局邀
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手巡江。

6月1日晚，嘉鱼水务局联合嘉鱼县公安局共20余
名执法人员，对长江嘉鱼段进行夜间突击巡查，并邀请嘉
鱼县2名人大代表及2名政协委员共同参加巡查。巡查
行动从6月1日晚21时持续至6月2日凌晨1时40分，
由陆溪顺水而下，经护县洲、新街、潘家湾、清水闸水域至
簰洲湾下横堤进行全段拉网式巡查，未发现偷采现象。

此次夜间突击巡查为水利部门的一次日常巡查，也
是规定动作，邀请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共同参与，体验巡
查行动，旨在向社会宣传河道采砂管理工作，呼吁社会关
注采砂管理工作。各位代表及委员参与巡查及听取情况
汇报后，表示将履行相关职责，共同营造严厉打击非法采
砂的高压态势，维护长江防洪安全。

浮山办事处

奏响创卫复审迎检大合唱
本报讯 通讯员刘洁、刘娜报道：自“巩固国家卫生

城市成果，建设咸宁幸福美好家园”工作开展以来，浮山
办事处全体干部员工坚持每周“5+2”、“白+黑”的工作态
势，以确保各项指标任务如期达标。

连日来，办事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自觉坚守一线。一
位怀孕的女党委也是每周无休地坚守着。越来越多村
（居）民也加入到创卫复审迎检工作中。“人心齐，泰山移。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是好事，只要是咸宁市民，就不能做袖
手旁观的局外人，齐心协力才能把家园建设得更好……”
7日，龙潭村一位主动参与“牛皮癣”清理的村民说。

7日中午，一位老婆婆将路口的小菜园清除。这片
菜园是老婆婆的精神寄托，但为了改善社区环境，她主动
铲除了菜地。

如今，浮山办事处已奏响创卫复审迎检大合唱，相信
该处创卫复审迎检工作能如期达标。

大路乡新桥冯村

绿化移民安置点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吉细满、阮彦浩报道：“我住

进了新房，新房周围还全部绿化，真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1日，通山县大路新桥冯村六组村民焦华斌高兴地说。

该村11个生产组，406户，1700人口，去年全村22
户适宜扶贫易地搬迁的农户，住进了建在公路旁的22套
楼房里。前不久，县、乡驻村工作组争取资金20万元，请
来园林部门技术人员，按土壤、居住环境设计绿色树种，
以绿化安置点环境。

截止目前，该村易地搬迁安置点栽有大规格的桂花树
60余棵，红叶石楠球70株，红叶石楠苗6万株。如今，走
到这个移民安置点，就是夏有荫、冬有绿的绿色居住环境。

嘉鱼官桥镇

改善村庄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路通了，水清了，灯亮

了，乡村更美了。村民的心情好了，好日子有奔头了。这
是嘉鱼县官桥镇群众的心头感想。而这一切缘于该镇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用得好。
近两年，官桥镇坚持把“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重点用

于支持改善村居环境。大到村道修建、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小到村里每一盏路灯，都细化落实到村，具体到人，让
村民真正得到实惠，“补”到群众心坎上。

去年，官桥镇16个村（社区）申报“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项目7个，总投资200多万元，为全镇农村生活带来了
极大的变化。农民得到了大实惠，凸显了财政资金“四两
拔千斤”的撬动作用，让村民原来想干却因缺钱干不了的
事情，因“补”而变成了现实。

目前，该镇2017年至2018年“一事一议”财政奖励
规划项目正准备申报。各村都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根据
群众诉求上报。该镇副镇长雷林波说：“一事一议要体现
民生优先，群众做主，干部服务，切实改善村居环境，让群
众获得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实惠。”

“柳山湖镇有 6 个村，每
个村都被评为美丽乡村、省绿
色示范村、宜居乡村，去年柳
山湖镇还被评为全国绿化集
体。”5日，在赤壁市柳山湖镇
采访时，镇党委书记鲁锋透露
了这一信息。

随后，在鲁锋的带领下，
记者走访了每个村，发现在那
里“绿色生态”与“绿色家园”、

“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
“美丽风景”与“美丽风尚”相
得益彰。难怪有人会给柳山
湖贴上“绿、富、美”的标签。

柳山湖的柳山湖的““绿绿富美富美””之路之路
图图//文 记者文 记者 马丽马丽 通讯员通讯员 孙睿孙睿

柳山湖镇位于赤壁市
西北部，毗邻三国赤壁古
战场，距市区30公里，是三
峡试验坝——中央直属陆
水水库枢纽工程库区移民
镇，也是全省最早整体搬
迁、集中安置的移民建制
镇。镇域总面积32平方公
里，人口 1.78 万，辖 6 个行
政村、40个村民小组。

近年来，该镇先后获
得了全国绿化集体、湖北
省“文明村镇”、咸宁市乡
镇“十面红旗”等多项荣
誉。

5日，行走在赤壁市柳山湖镇宝塔山
村，只见一栋栋农房整齐排列，房前屋后花
草繁茂；村中心有口大池塘，河水清澈见
底，微风泛起层层波浪，令人赏心悦目；池
塘旁的的小广场，是村民们健身休闲的好
去处……

事实上，该镇易家堤村、腊里山村、团
山村等其它村庄都如宝塔山村一样美。

鲁锋介绍，该镇坚持规划引领，突出把
高标准、全覆盖的建设理念融合规划中，用
科学的规划设计提升实践水平。

该镇把全镇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
划，制定了《柳山湖镇统筹城乡发展总体规
划》；结合各村实际，按照“一村一品、一村
一景、一村一业、一村一韵”的要求，编制
《柳山湖镇村庄建设规划》。

该镇通过中心村规划建设，绿化工程
的提升，基础设施的改善，彻底改变村容村
貌。先后投资110万元完成柳山村人行
道、路灯、晒谷场等建设；投资25万元完成
宝塔山村六八组烂泥塘平整；投资20万元
完成团山村四五组臭水塘填埋等。

同时，把改善群众生活环境与“绿满
荆楚”行动相结合，以主路、主干渠、主节
点为重点，完成树木栽种5万余棵，其中
绿化树近2万棵，果树3.5万棵，打造“村
在林中、院在树中、人在绿中”的美好新家
园。

前年初，该镇还规定各村投入保洁经
费预算不低于1.5万元，各村都聘请了两至
三名专职保洁人员，配有专业的垃圾收集
清运工具，签订保洁合同，建立巡查制度，
实行物业化管理模式，保持村容整洁。

柳山湖镇的每一个村庄，必定有文化
墙，而且文化墙的内容丰富多彩。

如，腊里山村文化墙全长45米，共分
为11个板块。正中为“凤居新貌”大型风
景画，集中体现腊里山新村新貌。风景画
左侧起依次为沁园春雪、凤山的变迁、草鞋
耙的由来、腊里山概述、“和风送暖”等5个
板块，集中体现了腊里山村自然历史变迁；
右侧依次为赤壁怀古、腊里山姓氏文化录
等5个板块，集中体现了腊里山村移民前
后的人文历史等。

鲁锋认为，乡村建设，既美在村容风
景，更美在日益提升的村民素质和乡风民
风。该镇在打造美丽乡村中，统筹美丽乡
村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同步推进，把精神
文明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心骨，培育
新型农民，注重以文化人，人文环境从“宜
活”向“乐活”提升。

以开展“十星级文明户”、“一五一十”工
程等活动为载体，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把

“和谐”建设理念让群众入脑入心，以家庭和
谐促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村民文明素质。

开展自创活动。该镇自2012年开始，已
连续举办了四届新农民文化艺术节，并且各村
坚持开展“文化农家乐”活动，每周末群众聚集
到农家书屋读书看报或到文化室开展扭秧歌、
对对联等娱乐活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开展四送活动。镇政府通过每年对贫
困党员群众上门慰问送温暖、对党员和村
干部轮训送教育、对在外务工人员一封信
送问候、对留守儿童暑期管理送关怀，增进
干群情谊，让群众潜移默化感受文化，自觉
修正自身言行。

构建绿色家园

打通富民道路

营造文明乡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