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日，在通山县大畈镇高坑村富水湖段，镇村干部正冒着寒风
拆除残留在湖泊中的养殖网箱。截至目前，该镇已先后拆除网箱
17646个。 记者 程慧 通讯员 郑梦溪 于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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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其中25日受高空弱波动影响，云量增多。具体预报如下：24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5～15℃；25日：多云，偏北风1～2级，6～15℃；23日：晴天，偏北风1～2级，7～16℃。

瑞琦环保
订单不断

昨日，湖北瑞琦环保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员工在赶制订单。

该公司总投资3000万元，主要生
产环保设备和钢结构产品。目前，公
司订单不断，产品俏销市场，预计年产
值可达8000万元。

记者 袁灿 摄
本报讯 通讯员胡治报道：

今年来，咸安区地税局采取有力
措施，加快数字人事建设，以不断
创新的管理方式，提升工作效率，
促进税收征管取得明显成效。

所谓数字人事，就是把每位
税务干部所做的日常工作，取得
的成绩，以纪实、展晒的方式全
程留痕，清清楚楚地记在个人电
子账户，公平公正地衡量每一位
税务干部的德才，进而激发税务

干部的工作热情。
该局从抓“活”干部工作积

极性、抓“紧”干部工作主动性、
抓“实”干部工作效率性着手，将
数字人事融入日常管理和考核
工作中，确保数字人事系统及
时、客观、全面地反映和记录本
人及科室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
以数据为依据，推动税收征管效
率大提升，实现提前完成全年税
收征管目标。

咸安区地税局打造“数字人事”

激发税收征管热情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
员敖琼报道：昨日，市委第一巡
察组巡察市水务局工作动员会
召开，自即日起对市水务局展开
为期一个月的巡察工作。

巡察组强调，将全面贯彻落
实十九大精神，突出政治站位，
把握部门特点，紧扣“六项纪
律”，紧盯“三大问题”，紧抓“三
个重点”，充分发挥巡察震慑、遏

制、治本作用，确保巡察取得实
实在在成效。

市水务局主要负责人表示，
将认真贯彻市委巡察工作部署，
坚决支持配合巡察工作，自觉主
动接受巡察监督检查；对巡察组
发现的问题，将深入彻查，做到边
查边改、立行立改，努力形成风正
劲足的良好氛围，推动各项水利工
作迈上新台阶、再上新水平。

市委第一巡察组进驻市水务局

本报讯 记者王凡报道：
22日，省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督
查考评组来咸，对我市食品药品
安全工作展开为期 3 天的督
查。副市长汪凡非出席汇报会。

此次考评将重点督查我市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有关食品药品安全重大决
策部署的有关情况；发挥食品
(药品)安全委员会统一领导作
用，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情
况，加强基层监管能力建设，保
障监管工作经费的情况；落实国
务院食品安全督查发现问题、自
查问题等。

今年来，我市严格落实食品
安全党政同责要求，不断夯实监

管基础，守住了不发生重大食品
药品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市食品
药品安全态势稳中向好，全市食
品药品工作在全省位居前列。
群众满意率不断攀升，公众满意
率达91.8%，比2015年提高了
近20个百分点。

汪凡非表示，要继续落实党
政同责，构建“一书四员”行政监
管体系；落实“四个最严”，构建
源头和全产业链的监管体系；开
展示范创建，构建行业自律体
系；动员全民参与，构建社会共
治体系；实行智慧监管，构建智
能监管体系，以不断健全的“五
大体系”，确保人民群众饮食用
药安全。

省专项督查考评组来咸

督查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上接第一版）
这是一条高颜值的“绿色生态景观

长廊”。全程按照景观路、生态路、旅游
路打造，沿途还有有大岭村、坳上村、青
山水库、大泉洞、畈上村“柃蜜小镇”等
旅游名景，以及即将要揭开神秘面纱的
大湖山仙景和夜合山传说……

幕阜山生态旅游公路主线界头塘
至白埚公路50.6公里已于5月底全线
竣工通车；支线铜钟至小山界公路大泉
洞至高枧段路肩配套工程，投入资金
2000万元高标准完成了公路两侧绿化
与安防工程；

高枧至小山界段12公里路基工程
已全面开工，已完成路基工程9公里、
桥梁4座；S208崇阳至路口绕镇公路
完成路基约1公里、小桥1座及5道涵
洞工程；拉通了樱花大道18公里路基，

小港桥至白云潭大桥连接线6公里；
茅井至葛仙山8公里路基基本拉

通；天路改造项目、天堰国防公路沙坪
至通城麦市段改造工程顺利推进；灾毁
项目全面开工；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建设完成300公里……

集中攻坚，美好蓝图即将绘就；倾
力扶贫，交通再挥手笔：

西部大建设。加快“石黄公路”、
106国道崇阳二桥至黄龙段升级改造、
武深连接线天城至神口段的建设；

北部大连通。全力对浪口大桥—
白云潭大桥—葛仙山—金沙板坑—路
口石家祠堂路段进行建设，与咸崇旅游
公路实现进行对接、连通。

东部大提升。做好通山南林桥—
雨山村—大市村—古堰湾—铜钟乡—
青山—蔡墩—沙坪—肖岭乡的扶贫旅

游公路规划建设，与龙窖山瑶族文化发
源地相接；

南部对环幕阜山旅游公路沿线进
行大优化；中部对大天城“1＋6”经济
圈进行大提档。

路网，让千古闭阻不再，让贫困无
处循形。

“全面小康路上，决不让任何一个
地方因交通而掉队！”该县交通局长周
国香语气坚定。

一条路，直通未来

农业示范基地建到哪，公路修到
哪；工业园区发展到哪，交通主干道延
伸到哪；新农村搬迁到哪，道路铺到哪；
旅游景点开发到哪，路就美化到哪；精
准扶贫村点定在哪，路面硬化就到哪；
重要资源储存在哪，公路就规划开发到

哪；农村客运班车通到哪，道路保护设
施就保障到哪；所有公路建到哪，道路
两旁就绿化到哪……

一条路，将地方发展要素“一网打
尽”。县人大主任王光新点赞，崇阳交
通路网建设是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的支点，是助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
力军，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
的有力保障，也是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
议的有效示范。

一条条纵横交织、无限延伸的柏
油路从主干道延伸到城乡的各个角
落，延伸到老百姓的家门口；条条大道
宛如飞舞的“彩带”，牵引着沿线的农
村、农业、农民，驶向同步小康的幸福
未来。

车儿呀，慢些走，窗外的美景没看
够！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昨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彬主
持召开会议，就我市贯彻落实
《湖北省农村扶贫条例》情况,专
题听取市扶贫办、金融办等相关
单位的汇报。

近年来,我市始终以《湖北
省农村扶贫条例》为指导,抢抓
幕阜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
坚机遇，围绕精准扶贫不落一人
的总体要求,不断强化工作措
施，严格履职履责,促进了精准
扶贫工作落实。

肖彬指出，各级政府和相关
部门要认清扶贫开发的新形势，
充分认识扶贫开发在农业农村
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

认真研究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政
策，不断探索创新扶贫开发工作
的方式方法，以开放的理念、宽
阔的视野，以问题为导向，努力
破解现实工作中的难题。

肖彬要求，要履职尽责，明
确扶贫工作目标，抢抓政策机
遇，积极做好项目的争取工作，
进一步加大扶贫资金投入。要
进一步整合社会扶贫资源，增强
扶贫合力，确保扶贫开发效果。
要强化对各类扶贫资金的监管，
强化对扶贫开发项目的检查督
办，严格责任追究，做到真扶贫，
扶真贫，不断培植发展后劲，提
升造血功能，促进全市扶贫开发
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人大召开检查督办会

认真贯彻落实农村扶贫条例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
昨日，我市十九大精神进基层暨
社科普及“四送”活动走进咸安
区浮山办事处。省社科联副巡
视员温健、市政协副主席吴鸣
虎、湖北科技学院党委书记田辉
玉出席。

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
湖北科技学院、省社科普及教育
（咸宁）基地、市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研究基地、咸安区委宣传部、浮
山办事处等单位主办，市中心医
院思政会协办的送十九大精神进
基层活动，采取送良策、送知识、

送健康、送欢乐的“四送”方式，邀
请湖北科技学院副院长钟儒刚
教授现场为浮山办事处机关和
村组党员干部宣讲十九大精神。

活动现场，制作的十九大精
神主题展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展示了党的十九大主要内容，形
象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湖北
科技学院志愿服务队、市中心医
院思政会相关专家和“香城义
工”们，现场为村民开展义诊、送
医送药活动，提供法律和公共卫
生咨询，表演文艺节目，以及书
赠对联、字画等，受到群众欢迎。

我市开展社科普及“四送”活动

在回归自然中放飞自我

咸宁，户外休闲运动的热土
记者 向东宁 特约记者 汪姝琴

休闲娱乐为主打色

龙饮山，咸通高速尽头一座不知名
的小山，在周末的清晨突然热闹起来。
11月18日，一场小规模的登山竞赛在
这里举行。

这也是第一届湖北省“极目楚天
舒”全民健身系列赛事之一。百余名来
自武汉、咸宁周边等地的户外爱好者聚
集在一起，老中青幼，下至5岁上至70
岁。

龙饮山登山比赛，全程3公里，海
拔攀升400米。道路未经开发，一路崎
岖。户外爱好者们借助登山杖、沿途的
树干、固定的石块等工具、地势，穿过一
人高的芦苇荡、钻出枯藤遮蔽的灌木
丛、翻过嶙峋的石头山，年轻的拉一把、
年幼的带一把，遇到风景好的地方集体
拍一下，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是自内
而外散发着轻松和愉悦，成绩的排名倒
不是那么重要了。

下山后，大家自主活动，摘金钱桔，
做竹筒饭，挖红薯，尽情享受大自然的
馈赠。

“我经常带孩子出来参加户外登山
运动，龙饮山这是第一次来，感觉很
棒。”来自武汉的户外运动爱好者邹刚
强说。

内外兼修势头迅猛

邹刚强10年前就曾经骑行登上九
宫山。他一直关注咸宁户外运动。

咸宁长江环流于北，幕阜矗立于
南，南高北低，高山、丘陵、盆地交错，沟
壑、河流、湖泊密布，多样型地貌天然组
合成奇特的一块宝地，户外运动的自然
资源禀赋优越。

“户外运动可分为专业性和户外休
闲性。”湖北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副会
长邱卫波认为，“从广义上理解，应该是
与城市区别的一种生活形态，而不仅仅
是探险和挑战，除了像攀岩、滑翔等竞
技性专业性强的户外运动外，还有可以
适应更多的人群的户外休闲运动，如轻
装徒步、登山、野外露营等等。”

邱卫波看好咸宁的户外运动前景，
“咸宁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可
以开展登山、徒步、攀岩、水上运动等户
外运动项目非常多，户外运动拓展的空
间很大。”

目前，咸宁户外运动项目丰富，已

发展50余条路线，协会备案俱乐部16
家，组织了太阳山溯溪瀑降、鸣水泉攀
岩、金鸡谷穿越、毛铺滑翔伞体验活动
等多项活动。户外运动爱好者们还可
以去东港河漂流、大泉洞探洞、大东港
骑行、葛仙山徒步、太阳山露营。

“KAILAS寻岩中国”来到咸宁鸣
水泉，来自国内外的一线攀岩高手们对
咸宁丰富的岩壁资源、宜人的气候、便
利的交通赞不绝口。

“全市户外运动群体已达2万人。”
咸宁户外协会秘书长刘琥介绍，“2011
年成立协会以来，咸宁户外运动不断壮
大，队伍由小众到大众，层次由成人到
青少年，整体素质水平也不断提升。”

顺势而为产业互融

“在户外运动中得到快乐，实现自
我。”这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初衷，也是
现代人生活的一种缓解生活压力更有
效、快捷的生活方式。

针对这种发展趋势，相应体育产业
政策应运而生。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
出，大力支持发展健身跑、健步走、自行
车、水上运动、登山攀岩、射击射箭、马
术、航空、极限运动等群众喜闻乐见和
有发展空间的项目。省政府关于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
见中提出，依托湖北山水资源优势，投
资建设一批户外运动基地、徒步骑行驿

站、自驾游营地等户外运动设施，发展
户外休闲运动。

今年来，根据中央、省里文件精神，
结合本地特色元素，咸宁提出“大健康、
大旅游、大文化”战略，积极倡导全民健
身运动，大力推动体育产业与旅游、文
化、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现代服务业
融合发展，重点加快推进温泉运动休闲
养生康复基地、湖北梓山湖大健康产业
示范区、崇阳白崖山户外运动营地、通
山九宫山体育旅游产业示范区、赤壁
（卓尔）花亭茶溪运动休闲旅游区、嘉鱼
三湖连江体育（沙滩网球）休闲基地、通
城黄龙山户外运动基地、咸安黑山东方
汽车文化园等八个体育旅游产业基地
建设。

目前，咸宁相继举办了两届温泉国
际马拉松赛、崇阳山地马拉松赛、山地
自行车赛、汽车越野公开赛等户外运动
赛事。仅首届马拉松赛吸引就上万名
选手参赛，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00万
元。借助系列户外运动赛事迅速扩大
影响和人气，进一步拉动了体育旅游产
业发展。

安全规范需双重保障

不久前，宜昌资深驴友在溯溪中没
有自我保护意外滑坠致死。武汉岩友们
在黄冈马面岩岩降中，没有做副保护，主
保护失效，导致一人死亡，两人重伤。

“户外运动，安全第一。”提起这两

起省内违反安全操作规范致死的事故，
中国登山协会中级户外指导员、虎格攀
岩教练、咸宁市户外协会副秘书长刘浩
仍心有余悸。他提出四点忠告，“行前
充分准备；正确对待风险评估；要心存
敬畏，不冒险不涉险；未知领域探索，必
须报备或者预约报警方式。”

酷爱户外运动的全职妈妈朱万丽，
经常带儿子参加滑雪、攀岩、登山、徒步
等户外活动。她对安全保护有自己的
一套经验，“选择有资质、口碑好的正规
户外俱乐部；出行一定要购买保险，详
知保险保障范围和额度，如高危运动可
另行购买短期高额的保险；准备应急药
品和适度添加的衣物；要正确预估自身
能力，适度调节运动强度。”

“加强户外活动安全保障，离不开
政府部门规范有序的管理。”刘浩呼吁
相关政府部门，尽快成立户外救援应急
响应机制，组织举办户外安全培训，建
立健全户外活动报备制度，对风险大的
户外活动要进行评估和报备。

博采众长共谋发展

户外运动爱好者邹刚强把咸宁和
周边进行了对比，他说，从全省范围看，
与神农架、宜昌、恩施等地比较，地形地
貌方面没有特点。从武汉周边看，黄
冈、黄石在策划活动、安排线路方面比
咸宁更加专业，旅游营销力度更大。

曾留学法国研读运动方向的硕士
朱万丽认为，国人推崇的瑞士小镇、法
国小镇，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已经被
国内很多地方超越，但是在户外运动的
专业性方面，在提供服务的细节方面，
国内包括一些星级旅游区还达不到他
们的水平。咸宁的户外运动，需要更加
专业一些，包装更加精细一些。

“养在深闺无人知，尽管资源好，但
宣传推介还是要下大力气。”邱会长分
析咸宁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想
法，“如果咸宁各县能打出自己的特色
名片，引进更多的人群，政府整合资源，
开展引导性宣传，社团组织推广活动，
前途不可估量。”

市体育局副局长孔繁星表示，咸宁
户外运动发展空间巨大。结合咸宁大
健康、大旅游、大文化的产业发展战略，
需要政府、协会社团、旅游企业和社会
共同发力，打造特色户外运动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