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精准扶贫准扶贫
不不落一落一人人

4日下午，通山县杨芳林乡政府三
楼会议室内热闹非常，交谈声、欢呼声
此起彼伏。

原来，当天是该乡易地扶贫搬迁
的60户贫困户分房的大日子。不到2
点，各村集中安置贫困户就早早赶来，
有的甚至全家出动，满怀激动地等待
分房仪式的开始。

据了解，杨芳林乡集中安置点位
于株林村仙基畈，不仅自然环境优良，

而且基础设施齐全。该项目占地面积
11.8亩，建有5栋住房，可安置贫困户
60户、187人，目前已全部竣工。

下午3点，仪式正式启动。来自高
桥头村8组的贫困户谢玉梅率先拿到
了新房钥匙。

今年36岁的谢玉梅，早年丈夫去
世，一个人既要照顾年事已高、体弱多
病的婆婆，还要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
一家四口以前基本靠租房过日子。

“有了自己的住房，心里就踏实多
了，再也不用四处漂泊，这要感谢精准
扶贫的好政策，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
望。”谢玉梅难掩内心的激动。

而作为库区移民，分到新房的寺
口村7组贫困户黄振严则对后续产业
的发展信心十足。他说，以前在库区
种果树，由于交通不便，赚不到钱不
说，还经常亏本；如今人居环境好了，
安置点周边也有山体资源，计划流转

部分土地，继续种植果树。
为了更好地照顾贫困户生活，该

乡提前入户摸底，了解贫困户家庭实
际情况，针对患病、残疾、高龄的贫困
人群，按其意愿优先安排楼层。

该乡还邀请乡住建所、司法及派
出所工作人员维护现场秩序，自觉接
受群众监督，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等贫困户入住后，乡里还将继续
围绕产业扶贫做文章，夯实脱贫致富
的基础。”乡党委扶贫工作负责人说。

安居工程暖人心
记者 程慧 通讯员 郑微 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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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8日受槽后偏北气流影响，以多云天气为主；9日受中低层西南气流影响，多云转阵雨，10日高空槽东移，有一次降水过程。具体预报如下：8日：多云，偏北风1～2级，22～32℃；9日：多云转阵雨，偏北风1～2级，22～32℃；10日：中雨，偏北风1～2级，22～27℃。

今日
聚焦

生态湿地，诗意咸安；百鸟齐飞，醉
美公园。位于斧头湖畔的咸安区向阳
湖国家生态湿地公园，经过一年打造，
向着生态绿色共享的发展目标，再现岸
芷汀兰、鱼翔浅底的美丽景观。

“哇，成千上万的白鹭，太美了！”５
日，记者来到向阳湖湿地公园，摇着一
只木船划向湖心浅滩，呈现在眼前的景
象，令人啧啧赞叹。

只见湖中心一个绿色的浅滩上，千
百只白鹭和不知名的鸟儿，一会儿直沖
湖面，一会儿振翅飞起，一会儿相互梳
理羽毛，全然不顾有人靠近。

“为全方位保护近９万亩湿地公
园，我们已投入68万元，在向阳湖镇北
岭村和官埠桥镇雨坛村安装监控系
统。”湿地公园副主任镇常铭介绍，目前
已建有远程视频一套，配备巡护终端铁
塔2个（共规划5个），对向阳湖湿地公
园实行全方位监测。一旦有非法捕鸟
或捕鱼的人，监控系统可以看得一清二

楚，通过村村响广播现场喊话，可以及
时制止违法行为发生。

去年底，该区拆除斧头湖和西凉湖
的围网养殖后，两湖水质和水生态明显
变好，打鸟的人明显少了，湿地里的鸟
类和鱼类也多了起来。

据悉，向阳湖湿地公园成立于
2016 年，2019 年将迎来国家复检验
收。为此，湿地公园一班子人一边外出
学习借鉴经验，一边摸着石头探新路。

今年４月，湿地公园有关人员先后
到刚被国家验收的崇阳青山湿地公园、
通城大溪湿地公园学习取经。

镇常铭说，这两个刚验收的湿地公
园分属库区湿地公园和山区湿地公园，
而向阳湖湿地公园是山区、库区、湖区
沼泽三种综合湿地，情况更复杂，国家
验收的难度也可能会增加。

为此，他们创新举措，加大四个力
度，让湿地公园美起来、亮起来。

——加大保护力度。湿地公园的

巡逻队每天巡查，及时制止乱搭建、违
法捕鱼等现象，共发现违规建房2起、
涉嫌向湿地公园入口三八河排污的养
殖企业1家，目前已妥善处理。

——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去年以
来，该区拆除湿地范围内珍珠养殖面积
5000亩，对３万余亩湖泊围网养殖实
施全面拆除清理，清除外来物种水葫芦
1000多亩，疏浚河道2000米。

——加大宣传力度。主动下到村
组与村组干部对接，宣传湿地保护有关
法律法规。与湿地周边的官埠、向阳湖
镇的中小学联系，开展湿地保护进校园
活动。与中建三局绿投公司、中铁建生
态设计公司、中国数字图书馆公司等5
家企业洽谈PPP合作有关事项。湿地
公园详细规划也正在抓紧编制。

——加大领导力度。自从湿地公
园成立以来，省市区各级领导前来调研
并给予支持。省林业厅厅长刘新池多
次来湿地指导工作，市人大副主任王汉

桥率市林业、环保、农业等部门前来调
研，区委书记李文波、区长盛文军先后
4次来湿地调研指导，推动实现生态崛
起、绿色发展、共建共享。

目前，该湿地建设项目被列为咸宁
市“211”重点工程项目。湿地公园已
经立起永久性湿地宣传牌40余块，形
成了一条集绿化观光与宣教生态相结
合的旅游走廊。完成了辖区内从向阳
大道沿三八河河堤至向阳湖大堤堤岸
的绿化，在四周立桩标界，确保了湿地
公园范围界址清楚，权属明晰无争议。

据悉，该区还将投入17万元，在向
阳大道路口完成向阳湖湿地公园西入
口标志性建筑，这将为湿地公园增添一
道亮丽风景。

本报讯 通讯员兰水月、
沈一鸣报道：今年来，崇阳县桂
花泉镇结合实际，推出“夜学提
素质”、“夜谈谋发展”、“夜访察
民情”、“夜议解难题”活动计
划，提升为民服务实效。

夜学，利用每周一晚上组
织干部集中学习，根据不同时
期的学习重点和工作需要，制
定干部夜学计划及考评办法。

夜谈，围绕如何改进班子
作风建设、加强村级组织建设、
改善民生基础工作等，利用八
小时以外的时间进行“夜谈”，
让镇党委领导与班子成员之
间、班子成员与党员干部之间、

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面对面
交流谈心，共商发展之路。

夜访，针对群众反映的热
点、难点问题，组织党员干部进
村入户，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
访，畅通社情民意的诉求渠道。

夜议，镇党委定期在晚间
召开干部会，研究收集的各种
情况，分析民情，剖析问题，集
中研究处理意见，建立销号制
度，将目标任务进行责任分解，
层层落实，一月一兑现。

截至目前，该镇已收集群
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71件
次，解决生产、生活困难64件
次，调处矛盾纠纷86件次。

崇阳桂花泉镇

提升为民服务实效

本报讯 通讯员金志兵、
李文福报道：“在顶层设计上发
力、在平台建设上发力、在重大
项目上发力，全面实施人才强
区战略，稳步推进全区人才工
作上台阶。”8月28日，咸安区
召开人才工作推进会，对下一
步人才工作提出要求。

今年来，咸安区人才工作
亮点纷呈。该区高起点实施了
重点人才项目“金色沃土计
划”，联系4名省级农业技术专
家到4个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开
展对口帮扶，培训新型职业农
民320人次，并选派6人参加省
委组织部举办的农村实用人才

培训班。着力实施“党政干部
人才储备计划”、“一村多名大
学生计划”，为经济社会发展、
农村脱贫攻坚提供智力支撑。

不断拓展人才发展格局。
该区今年先后引进42名大学
生、63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发
展，创办回归企业20家，巩固了

“双回双创”成果。通过承接
“北京院士专家咸宁行”活动，
邀请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农学
院等10名专家，深入金隆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融友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等15个重点企业
进行“把脉问诊”，现场解决困
扰企业发展的技术难题。

咸安实施人才强区战略

人才工作亮点纷呈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雷赤
清报道：“进入创业示范街，创出人生新
天地。”5日，在嘉鱼县新天地创业示范
街，回乡创业人员、哈萨里披萨老板王
丰接受记者采访时，由衷感慨。

新天地创业示范街位于嘉鱼县城
区沿湖大道与东岳路交汇处，沿街面向
西、北拓展。这里配套设施完善，人流
汇聚如潮，是城区黄金地段。

这条创业示范街，由县委人才办、
县商务局与新天地房地产有限公司合
力打造，意在为回乡创业人员、回归大
学生提供一个创业平台。

王丰今年31岁，此前在广东打工
期间，掌握了西点甜品、披萨等的制作
手艺。由于家中老人年龄增长、小孩上
学需要照顾等实际需要，他回乡创业的
意愿越来越强烈。

在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去年
底，王丰在创业示范街选定门面，开了
这家“哈萨里披萨”。今年以来，披萨店
营业额近30万元，利润达10万元。

“通过宣传引导、制定优惠政策、设
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成立人才服务中
心代办点、建设现代购物中心，配套好
物业、金融服务等，不断提升创业示范
街的吸引力和孵化能力。”县商务局局

长叶丛兵告诉记者，经过精心打造，截
至目前，新天地创业示范街共吸引回乡
创业大学生11人，回乡创业技能人才
17人，建成网上销售中心8家。

“成立创业示范街后，直接增加租
赁商铺129 间，出售37间，引进创业人
员500多人，辐射带动周边商业人员近
2000人，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近5000
万元。”新天地项目经理刘鹏说。

制定优惠政策 提升孵化能力

嘉鱼创业示范街创出新天地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
员段志刚报道：7日，市人大常
委会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讨论
关于《咸宁市乡镇人大工作规
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工作规范》）。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汉桥，副主
任镇方松、肖彬、万春桥，秘书
长王勇参加。

与会人员围绕如何加强县
乡人大工作，推进市人大工作
取得更好成绩进行了交流发
言。人大常委会逐条对《工作
规范》进行了学习讨论，提出了
10余条意见和建议。

王汉桥指出，各乡镇人大
要充分认识到自己职务的重要
性，清楚定位，紧紧围绕上级要

求，服务发展大局。要结合实
际，强化责任意识，规范法定活
动，行使法定职权，积极发挥代
表作用，推动县乡各项工作的
落实和社会和谐稳定。

王汉桥要求，各乡镇人大
要提高认识，加强学习，切实提
高代表的依法履职能力，提升
乡镇人大工作水平；要强化监
督，充分发挥乡镇人大作用，积
极组织开展代表活动，通过依
法监督、正确监督、有效监督，
推动各项重点工作、重点工程
加快开展；要改进工作作风，强
化创新意识，积极研究探索好
经验、好做法，努力开创乡镇人
大工作新局面，全力助推县域
经济发展。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

开创乡镇人大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通讯
员张京炜报道：4日，在湖北峰华
科技有限公司，一幢幢现代化厂
房林立，一条条流水线满负荷运
行，工人们正忙着生产钢带增强
HDPE螺旋波纹管。

“突击任务要有党员，困难
任务要有党员，艰苦岗位要有
党员……”类似的标语在厂区
每个车间，鲜艳醒目。

“没有得力的党组织，公司
不可能战胜这么多艰难，迎来
美好的今天。”说起公司党建工
作的作用，峰华科技总经理冯
万山感慨万千。

在县委组织部的帮助下，
公司开展创评“党员责任区”、

“党员示范岗”等主题实践活
动，企业凝聚力增强，效益不断
攀升：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年利
税已过亿元。

近年来，嘉鱼县组织部门
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等方
式，帮助企业建立党组织。目
前，组织部门已在全县非公企
业建立党组织，并向暂不具备
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企业派遣了
70多名党建指导员、联络员，实
现了“非公企业发展到哪，党的
工作就覆盖到哪”的目标。

建立党支部 设立示范岗

嘉鱼非公党建助推产业发展

提高金融安全意识
昨日，咸宁农商行2017年“金融知识宣传服务月”活动在温泉城

区启动。活动期间，咸宁农商行将采取多种宣传形式，把金融知识
送到社区，送进学校，让更多市民掌握金融知识，维护自我合法权益
和提高金融安全意识。 记者 袁灿 摄

湖面拆围
渔民转型
8月29日，嘉鱼县渡普镇东湖村荷

香家庭农场，黑斑蛙躲藏在稻谷埂下栖
息。农场主王荷香曾在斧头湖网箱养
鱼二十多年，湖面拆围后自谋出路创办
家庭农场，先试养7亩黑斑蛙，年亩产
2700余斤。

湖面拆围前，东湖村200余户村民
从事网箱养鱼。拆围后现在有40余户
村民尝试稻田养虾，10余户养鳝，两户
养蛙，村民已经陆续在找寻合适的项目
来致富。
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杨雪 摄

向阳湖上白鹭飞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吴涛 吴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