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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未来三天，受高空波动影响，阴雨天气维持。具体预报如下：13日：小雨转阴天，偏北风1～2级，14～18℃；14日：阴天转多云有阵雨，偏北风1～2级，15～20℃；15日：阴天转小雨，偏北风1～2级，15～20℃。今天相对湿度：80～100%

本报讯 通讯员镇治报
道：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
日。在世界关节炎日即将到来
之际，10日上午，咸宁麻塘风湿
病医院义诊专家组一行8人，前
往咸宁银泰百货商场门前广
场，开展世界关节炎日宣传暨
关爱健康义诊活动。

活动中，该院义诊专家为
广大市民免费提供测量血压、
血糖、血尿酸及康复治疗等医
疗服务，并把脉问诊。

当天上午，该院专家组共
义诊接待120人，发送健康宣
传资料200余份，受到广大市
民一致好评。

麻塘风湿病医院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叶和
平、通讯员刘海生、魏尊报道：“感
谢党的好政策，我老伴万德英住
11天院共花费5729.99元，但我
们自己只需交767元。”11日，咸
安区人民医院住院部精准扶贫一
站式报销窗口，现年68岁的汀泗
桥镇洪口村7组村民汪继如热泪
盈眶地对窗口工作人员说道。

当天，我市精准扶贫补充医
疗保险赔付在咸安正式开启，万
德英老人成赔付第一人。

万德英现年68岁，因患有

多年的癫痫病，9月25日因发作
性抽搐入住咸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治疗，经过医护人员精心治
疗，病情好转，于10月5日办理
出院。

据该院医保中心主任余翔
介绍：为了助力精准扶贫补充医
疗保险工作，医院成立了专班，
并开通了医疗绿色通道，实行一
站式服务。

目前，我市精准扶贫补充医
疗保险赔付正在全市各地有序进
行，将惠及全市38万贫困人口。

我市精准扶贫补充医疗保险赔付在咸安开启

万德英老人成赔付第一人

又到一年金秋，满城桂花盛放。
作为中国桂花之乡，我市桂花产业

发展与其他地区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如何弥补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

咸安桂花三产融合发展给出了答案。

调方向，融观赏经济价值于一体

桂花镇是全市桂花种植最集中的
地区，每年可销售1亿棵桂花苗。

湖北月月香园林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胜利是土生土长的桂花镇人。他从
2000年开始做苗圃生意，经历了桂花
苗行情的起起落落。

“最高峰时，一棵桂花苗售价可达
10元，而现在每棵苗的价格只有几毛
钱，基本只能吃老本。”何胜利说。

为了改善行情低迷的现状，何胜利
等一批桂花种植大户已经开始有意识
地调整桂花苗木种植方向。

他们从重庆引进了彩色桂，这种桂
花树叶子的颜色一年四季都不一样，1
米高的彩色桂树苗就可卖好几块，巅峰
时单棵售价也曾达到25元，相比本地
其他树种，利润空间大的多。

另一个方向是发展桂花盆景，通过
修剪塑型，苗木本身的价值大大提高，
桂花镇政府也加强引导，请来专家教授
讲解苗木盆景制作方法。

“我每次做的盆景，客户上门订苗
木时就全部要走了，而且现在改良品种
后，一年生的苗也能开花，观赏价值大
大提升。”何胜利说。

建联盟，提升桂花产品附加值

金秋时节，漫山遍野盛放的桂花可
谓人间仙境。但是，桂花花期短，鲜桂
花无法长期储存，这催生了桂花加工业
的发展。

咸安民间桂花加工历史悠久，已有
300多年历史。

目前，全区已有桂源红酒业、金花
香料厂、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八月
花食品有限公司等 8 家桂花产品加工
企业，主要生产桂花浸膏、桂花酒、糖桂
花、桂花露、桂花茶等50多个系列产
品，年生产能力可达1万吨。

“双节”期间，桂花镇柏墩村村民
冯加桂就忙得不可开交。他家世代进
行桂花产品加工，每年桂花盛放的季节
都是最忙碌的时候，收上来的鲜桂花要
根据客户需求分别烘干和腌制成桂花
茶、桂花糖等产品。就靠着这些桂花加
工产品，他一年下来有几万元收益。

相比桂花苗木，桂花产品价格比较
稳定，但都属于粗加工产品，产品的附
加值依旧比较低。精油、香水等较高档
的桂花产品因为技术限制一直没有太
大发展。

今年4月28日，我市桂花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正式成立。这为花农和桂
花企业带来了福音。

联盟将把我市乃至全国的桂花资
源利用起来，做到人才共用、平台共建、
成果共享，与农户、企业一起攻克桂花
产业发展难题。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王振启是
联盟成员，他多次到桂花镇指导桂花种

植。在他的建议下，桂花镇桂花源景区
已经开始搜集全国的桂花树种，打造百
桂园景点。

借东风，让桂花香飘万里

花香也怕巷子深。今年，桂花镇结
合特色小镇建设，打出了“中国香谷·桂
花小镇”的名片。

9月29日，“中国香谷·桂花旅游
节”在桂花源景区正式开幕。

桂花源景区占地面积2.7平方公
里，核心区域面积800亩，是全国最大
的古桂群基地。景区内树龄达到50至
100年的桂花树有2000余株，百年以
上古桂树有200余株。

活动当天，1300余名游客一边欣
赏景区桂花美景，一边在桂花树下摄影
留念，一边体验打桂花的乐趣。

这是桂花旅游的一波热潮。“双节”
期间，数以万计的游客走进桂花源景区，
带动了周边的农副产品销售和农家乐。

今年9月，投资3.6亿元的桂花特
色小镇项目正式动工，项目将建设桂花
交易市场，集桂花苗木销售、鲜花收购、
桂花产品展销为一体，延伸桂花产业链
条。同时对刘家桥景区提档升级，完善
旅游功能布局和设施建设。

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咸安桂花旅
游产业正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本报讯 记者程慧报道：9
月30日上午九时，长江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师生一行来到通山
县大畈镇大畈中学，开展结对
帮扶贫困留守儿童活动。

活动中，20位大学生志愿
者们向孩子们赠送礼物，与他
们在操场上开展了一系列精彩
互动活动，孩子们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同时，该学院师生在团县
委干部的陪同下，走访慰问了

当地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并送
上节日的祝福。

大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徐良开代表镇党委政府向该学
院的爱心帮扶表示感谢。他表
示，大畈镇会将长江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爱心帮扶留守儿童的
奉献精神和县领导对大畈教育
的关心作为“关爱留守儿童·助
力精准扶贫”工作的新动力，将
爱心接力棒传承下去，共同帮助
贫困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到通山大畈中学

结对帮扶促脱贫

村民刘志鹏对解决结果很满意

政务服务要闻
咸安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让群众满意
——咸安区政务中心党代表联系日活动侧记

9月29日下午2点半，咸安区政
务中心副主任王先柏来到马桥镇金桥
村党支部开展党代表联系日活动。在
村便民服务室内，王先柏与党代表方
广成、陈瑜、刘启金一起与前来反映问
题的党员群众亲切交流，听取他们的

个人诉求及对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五组村民刘志鹏反映，2016年村
委会油菜片拖欠其工程款至今未结
算，最近家里急着用钱，希望村委会能
够迅速解决。

王先柏了解情况后当场与村支书
方广成商议解决办法，方广成承诺十
一假期过后由村委会按程序出账向其
结清拖欠款。刘志鹏说：“这个活动
好，我非常满意，为我们村民解决实际
问题”；村民朱金兰反映110亩征地事
情，方广成向其承诺近期向镇政府反

映，共同商议补偿损失；党代表陈瑜、
刘启金还当场解决了4组村民吴乙未
孙子户口问题，4组村民周满先2013
年征收地基遗留问题。前来办事的群
众纷纷点赞，说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联系日拉近了党群距离，让老百姓有
了一个说事、办事、解决矛盾的地方，
老百姓办事很舒心、很省心，希望联系
日活动继续搞下去。

接访结束后，王先柏向金桥村其
他党代表集中传达了党代表联系日活
动有关文件精神，向参会党代表了解
金桥村有关民生、综治、扶贫等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
会议要求党代表要在“两学一做”

的基础上发挥党代表作用，牢记党代
表职责，解决党员群众实际困难，从而
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促进各项工
作。党代表一致表示，后期将对照标
准，积极发挥代表作用，为更好服务金
桥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
献。 （通讯员 谢斌）

让桂花香飘四方
——咸安三产融合发展观察

记者 吴钰 通讯员 吴剑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特约记者
汪佳、通讯员王晶报道：9月29日，崇
阳县天城镇与香港亿佳（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据悉，该公司拟投资1.5亿元，开
发松柏村2000亩竹林资源，将天城镇
打造成国内知名的竹林文化旅游小
镇。

此项目将遵循特色旅游概念，以山
地竹林观光旅游为主题，在天城镇规划

建设生态观光度假区、特色餐饮中心、运
动休闲中心、竹文化体验中心、摄影基地
等。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将在天城镇同
时植入登山、骑马射箭、岩洞酒吧、真人
CS、采摘、垂钓等假日休闲项目，打造夏
季避暑胜地。

此外，该项目还将深入挖掘崇阳文
化及地域名俗文化，举办“竹笋文化
节”。

香港亿佳集团与天城镇签约

打造竹林文化旅游小镇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陶岳

锋报道：11日，通城县政府与台湾正达
国际光电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意向
协议书，该公司成为通城手机特色小
镇发展的新伙伴。

正达国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是鸿
海科技集团旗下的台湾上市企业，在电
子产品触控屏、显示屏保护盖板和模组
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该公司计划5
年内投资300亿元，在通城手机特色小

镇建设智能光电产业集群。
今年8月，通城县与湖北工业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重
点打造以手机为主导产业带动本片区
宜居宜业、工业旅游、文化传承、绿色
生态的产业新城，规划总面积12.03平
方公里。

“与正达光电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
推动通城电子信息产业向更高层次发
展”。县委书记熊亚平在签约仪式上说。

台湾正达国际光电有限公司将投资300亿元

助力通城手机小镇建设

本报讯 记者朱萍、通讯员
谢守胜报道：昨日，市委第二巡
察组进驻市房管局，对该局开展
为期一个半月的巡察工作。

巡察组强调，要准确把握政
治巡察的内涵，把思想统一到中
央、省委和市委关于巡察工作的
新精神、新要求上来，坚决落实
政治巡察要求，全面履行党章赋
予的职责；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
部要切实提高对巡察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对政治巡察
内涵的理解和把握，要以“四个
意识”为标杆，以党规党纪为戒

尺，突出党的领导，聚焦全面从
严治党，紧扣“六项纪律”，紧盯

“三大问题”，紧抓“三个重点”，
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倒逼改革，
促进发展。

市房管局负责人表示，要不
折不扣坚决贯彻市委巡察工作
部署，不折不扣保障巡察工作顺
利开展，自觉主动接受巡察监
督，不折不扣将巡察问题整改落
实；要以巡察为契机，结合房管
局自身情况，查找短板、改进工
作，切实把巡察成果转化为发展
成效。

市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市房管局

11日，市科协负责人一行深入赤壁市神山兴农科技有机猕猴桃

种植示范基地了解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

今年来，市科协积极指导县级科协组织结合当地产业实施科普

项目，全力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通讯员 许武 摄

通山文体中心
加紧施工

3日，通山县文体中心项目建设加

紧施工。该项目占地 60亩、投资 2亿
元，是一个集体育赛事、文化展演、文

体培训、非遗展示于一体的多功能市

民活动场所。

该项目建成后，能补齐咸宁副中

心城市配套功能“短板”，承接省市级

赛事和大型演出活动，全面改善通山

人民文化生活条件。

记 者 张大乐
通讯员 徐 辉 摄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报
道：昨日，我市举行2017年“一
村多名大学生计划”新学员开
学典礼。副市长刘复兴出席。

刘复兴指出，要认识“一村
多名大学生计划”的重要性，这
是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向农村延
伸、促进农村劳动者科学文化素
质的提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繁
荣发展的有力举措，有利于解决
我市农村人才队伍匮乏，有利于
提高基层人才队伍的素养。

刘复兴强调，要强化顶层
设计，培养农村紧缺人才，合理
设置培训内容，把学员培养成
基层组织领头雁、农村致富带
头人，让培养出的人才会经营，

能管理，乐于奉献，确保其政治
立场坚定，甘于服务基层群
众。要增强工作实效，要注重
培养学员动手操作能力，在全
市产业规模大、产量高、带动作
用强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等市场主体中，为学员找好实
践基地，保证岗位实践后的最
终效果。要强化管理，从制度
建设入手，形成选拔实用人才
的长效机制，把“一村多名大学
生计划”建设成具有咸宁特色
的人才培养品牌工程。学员要
珍惜参加学习的机会，服从学
校管理，边学习，边实践，完善
知识结构，增长自身才干，为新
农村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市“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

新学员开学啦

55日日，，咸安区桂花镇鸣水泉村村民忙着烘干桂花咸安区桂花镇鸣水泉村村民忙着烘干桂花

推进“三抓一优”
加快绿色崛起
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