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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火红的七月
火红的印记

（详见第二版）

一岛一品
连片成景

（详见第四版）

12日，市环保局联合市公安局等部
门，对咸宁高新区3家环境违法企业进
行查封扣押，并责令其停产整治。

环境质量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咸宁
绿色崛起。然而，我市虽有天然生态优
势，但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问题十
分突出。环保部门监测显示，今年上半
年，市区pm2.5与去年比不降反升，空气
质量优良效率比去年有所下降。

造成空气质量下降的原因有多种，
其中一个突出因素是，一些企业只求自
身经济利益，无视公共环境利益。比如
此次查处的3家企业，就不同程度存在

未办环评手续、未经“三同时”验收、未配
套环保设施等违法行为。

大气染污问题之所以“久治不愈”，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污染企业处罚不
力。企业违法成本过低，必然无视环保
责任。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也是保护
环境的主角。要自觉担起环境保护的责
任，毫不留情淘汰落后产能和落后工艺，
真正把绿色生产作为最大的经营自觉。
任何企业不得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抵消
其对环境的污染。

各级各地应该坚守环境保护的底

线，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一律不许
入驻，对污染严重的落后产品一律予以
淘汰，对超标排污的企业一律停产治
理。

顽疾尚需下猛药，治污更需用重
典。只有高举法律之剑，惩治一切破坏
环境的行为，斩断一切引发污染的源头，
方能永葆咸宁一方碧水蓝天。

对污染企业要敢于亮剑
○邓昌炉

柃蜜小镇：一个山村的童话
（相关报道详见第六版）

谁不知清明上河图，这国宝级名画。
有一张图画，在鄂南山区，一个叫畈

上村的地方，泼墨运笔，悄然绘就。
即将惊艳面世的现代版清明上河图

——崇阳县金塘镇柃蜜特色小镇，已经
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

打造柃蜜小镇的创意和灵感，缘自
当地久负盛名的“天下第一蜜”

乘山地越野车，沿着新开挖的山路
旋上白崖山。

天蓝，云淡，风轻，鸟语，蜂舞，花香
……

极目远眺，群山绵延，雾岚飘渺，金
塘河蜿蜒而至，与金沙河拥颈一吻，交汇
而西，湾内形成盆地平畈。

打造柃蜜特色小镇，创意和灵感，是
野桂花蜜。

蜜蜂从柃木花采的花粉蜜汁称为
“柃蜜”。柃蜜色香味俱佳，营养丰富，口
感极好，有“天下第一蜜”之称。

柃木对自然环境、生长环境要求高，
资源稀少，国内鲜有分布。从柃木花上
釆酿蜜汁更是稀珍之物。久负盛名的野
生桂花蜜，已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是一斤难求的“补品之王”。

从去年6月至今，对畈上村而言，一
场“改天地”、“划时代”的建设快速推进
——

由500栋木屋别墅群组成的柃木花
苑景观核心区，凸显“旅居如家”、“柃蜜
小镇”的主题特色；

占地2平方公里的水上乐园，亭台
别致，小桥流水，果木扬青，鲜花怒放，把

山水休闲旅游文章做到极致；
总面积1000亩的玫瑰花山，以玫瑰

文化、创意文化为底蕴，彰显“浪漫、欢
乐”的田园风情；

发展林下散养，引进五黑鸡、瑶鸡等
10多个优良品种，产品比传统土鸡蛋营
养价值高出5－10倍，供不应求；

大崖山国际森林氧吧、中国珍禽博
览园、柃蜜养殖基地、民宿木屋群紫薇
谷、大型户外活动综合基地………

一年内，柃蜜小镇建设已砸下1.5
亿元，“一区置中心、一廊串五谷”的景观
功能体系呼之欲出。

记者有理由相信，总投资12.3亿元、
6－8年推进的柃蜜特色小镇建设，毫无

疑问将成为“鄂南明星村”。

养育我的大山，欠你一个深深的拥抱

柃蜜小镇的谋划和建设，缘于一个从
这块土地走出，又回归这块土地上的人。

他叫沈亚明。本乡本土的企业家。
因家境贫困，他早年走出大山，历经

坎坷挫折，终至事业有成，并在多地开办

企业实体。
“小时候，家里穷，打着赤脚去学校，

在我心里烙下了深深的痛。在外多年打
拼创业，每次回家，看见乡亲们羡慕和渴
望改变现状的无奈眼神，心里总有莫名
的滋味。”沈亚明道出了他回乡创业的心
路历程。.

畈上村有一个闻名的烈士陵园，常
年参谒的人络绎不绝。他每次回家，都
要去那里看看。

那里长眠着大革命时期牺牲的湘鄂
赣省委书记陈寿昌。

“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他们告别
优裕的都市生活，离妻别子，洒热血，抛
头颅、都不曾后悔退缩……”

“革命胜利几十年了，改革开放也几
十年了，家乡的群众还没摆脱贫困……”

高高的白崖山，悠悠的金塘河，熟悉又
亲切，似乎在默默地注视着他，呼唤着他。

这是养育了他们祖祖辈辈的大山，
他觉得欠她一个深深的拥抱！

在外干，不如回到家乡干！
沈亚明和一起经商的几兄弟说干就

干。2015年7月，他们注册了湖北尚禾
（集团）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了董事会，他担任董事长。

(下转第二版)

畈上浮起上河图
——崇阳柃蜜特色小镇探营

文/记者 刘文景 图/记者 张大乐

解读咸宁特色小镇 ②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通
讯员游晴报道：2017咸宁市

“桂香韵·梨园情”戏曲艺术节
7月15日至月19日在咸宁会
议中心举办。

四大专场演出各具特
色。开幕式为省京剧院专场，
省京剧院院长、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朱世慧率领9名国家
一级演员和一大批优秀青年
演员友情出演，将为咸宁票友
展现一出出经典戏曲片段。
闭幕式邀请湖北省地方戏曲
艺术剧院压轴，演出青春版黄
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将戏
曲创新的成果带给咸宁。

我市地方戏曲专场在其
中的第二、第三场。演出荟萃

咸宁本地特色戏曲、本土戏曲
演员的精华，既有地方歌舞
团、群艺馆等精心编排的新
作，也有民间社团演绎的经典
作品。尤其令人期待的，当属
代表咸宁地方民间文化特点
的崇阳提琴戏、通城花鼓戏、
咸宁采茶戏等。

据悉，举办规模如此之
大、规格如此之高的戏曲艺术
节，在咸宁历史尚属首次。活
动将评选优秀节目奖、优秀演
员奖、优秀组织奖、剧目创新
奖、优秀剧目奖等一系列奖
项。

为了活跃本地文化，艺术
节期间，还将举行戏曲艺术家
与票友互动活动。

生旦净末丑 温泉唱大戏

咸宁戏曲艺术节明日开幕

G107贺胜桥路段

改造升级
11 日，咸安区 G107 贺胜桥路段改

造工程正在施工。
该路段全长6.97公里，全线为沥青

混泥土路面，双向四车道，采用一级公
路标准建设，总投资约1600万元。工程
于今年4月开工，预计8月底完工，将进
一步改善咸嘉生态文化城镇带交通环
境。

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周福全 王沁 摄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迅员邓
丹报道：连日来，天气晴好，嘉鱼县潘
家湾镇肖家洲村南瓜地里，黄移生夫
妇正忙收获南瓜。

今年的南瓜长势不错，黄移生种
了18亩南瓜，产量有望突破30000
公斤。下半年，黄移生还打算再种一
季包菜，实现一块地两季收成。

这是嘉鱼依靠蔬菜产业带动农
民增收一个场景。

近年来，嘉鱼县按照“转方式、调
结构、培主体、创品牌、促融合”的发
展思路，以提质增效为主线，深入推
进蔬菜产业提档升级和转型发展，把
蔬菜产业培植成农民增收的“绿色银
行”。

为加快蔬菜种植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嘉鱼县大力开展科技培训，提
高菜农运用新技术的能力和种植水
平。全县共设监测点20个，全力做好
蔬菜生产信息监测和价格速采工作，
为农民选择品种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为调优蔬菜种植结构，不断提升
“菜园子”品质，该县县财政连续3年
专项预算 1000万元，出台“以奖代
补”政策，促进设施蔬菜发展。同时
大力发展蔬菜专业合作社。全县扶
持成立蔬菜营销协会60余个，发展农
民经纪人3000余人，发展蔬菜专业
合作社180个、蔬菜种植大户1000
户、蔬菜集约化育苗中心2个。

如今，该县富德、陆溪口蔬菜合
作社成功创建为国家级示范社；田
园、乡名堂、大禾农业等6个蔬菜合作
社被评为省级示范社，鑫农果蔬等10
个蔬菜合作社被评为市级示范社。
珍湖农业、富德蔬菜、邱家湾蔬菜合
作社被认定为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

目前，全县有8个蔬菜品种获得
有机认证、30个蔬菜品种获得绿色食
品认证，无公害蔬菜认证品种达到
172个。

今年上半年，该县蔬菜生产总面
积29.5万亩，比去年增加0.8万亩；全
县蔬菜预计总产量68万吨，比去年增
加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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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阮秀平
报道：近期，根据市委安排，市
委宣传部、市纪委驻市委宣传
部纪检组在各县市区和市直
有关单位开展意识形态工作
专项督查。这也是我市首次
对市直有关单位开展意识形
态工作专项督查。

此次将重点督查“一岗双
责”落实情况，基层党组织的
责任压实情况和工作落实情
况，党委（党组）对本单位网站
维护管理、相关网络舆情监控
和处置情况等。将以听取汇
报的形式，了解被督查单位意
识形态工作情况，发掘亮点，
分析存在的问题；以座谈提问
的形式，了解被督查单位成员
的党员比例、基层党组织、干
部职工的民族和宗教信仰、党

委（党组）服务党外人士和团
结知识分子、聘用外籍人员和
涉外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情
况；以查阅台账的形式，了解
被督查单位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的相关制度，中心组学习、
活动方案、分析研判报告等方
面情况；以实地察看的形式，
查看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宿
舍、门诊部、住院部等人流量
较大的公共场所是否有违反
意识形态工作内容等情况。

本次督查工作不仅督查
部分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还将密切联系群众
的医院、媒体、学校等纳入督
查范围，对县市区党委的督查
还下沉一级，每个县市区分别
抽查一个县直单位、一个乡镇
和一所学校。

市委宣传部、市纪委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组

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专项督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