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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12月1～3日受地面冷高压影响，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日受高空弱波动影响，局部地区有阵性降水。具体预报如下：1日：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6～10℃；2日：多云，偏北风1～2级，6～13℃；3日：多云，偏北风1～2级，6～14℃。今天相对湿度：70～95%

煦煦和风，暖阳萦绕。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两人荷锄而行，田园牧歌跃
然于四庄清水。

11月27日正午，笔者在通城县四
庄乡大学生创业基地的荷塘边看到，小
龙虾附在冬日残荷的荷茎上。

按照常理，这个季节是看不见龙虾
的。这里为何还能看到龙虾出来活动？
笔者带着疑问找到基地的主人张皓。

“近几日天气回暖，水的温度回升，
有部分虾就出来溜达了。你再看仔细
些，那些尾部半弯曲的母虾已经怀着虾
宝宝啦！”张皓一边摆弄着手里的地笼
一边回答。

母校的老师打来电话，说需要一批
虾苗做实验研究。张皓昨晚就下了地

笼，网了一批虾出
来。果然，在一些
龙虾尾部看到，确
实有着一团褐色
的虾卵。

“我们通过升降水位，促使小龙虾
繁育。现在母虾基本上已经抱卵，还有
一些已经孵化。就面前的这片荷塘里，
已经有很多离开母体的小虾苗了，首批
繁育的虾苗存活率在95%以上。”

谈到自己繁育小龙虾的初衷时，张
皓说道：“此前，通城各个龙虾养殖基地
的虾苗都是在外购买，今年8月，我运
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繁育龙虾苗，构
建一种高效的小龙虾养殖繁育模式。
在后期，准备投入市场，大面积地推广，
进一步带动四庄乡乃至通城县龙虾产
业的发展。”

目前，张皓的小龙虾基地已初具规
模，成立了通城县龙潭龙虾养殖专业合
作社，在清水村建成了一个集养殖龙
虾、种植湘莲于一体的立体生态基地。
同时还吸纳了以张规明为代表的3户
贫困户，让贫困户们以土地入股和投入
劳力的形式参与基地建设与管理，在年
底获得分红，增加收入。

11月27日，初冬的暖阳，给淦河
镀上暖融融的金黄色。一群小红帽，
正活跃在淦河两边。

原来，这些小红帽，是来自咸安区
永安办事处的100余名党员志愿者，他
们正在开展“清河行动·保护母亲河”
活动。

拿着垃圾袋和铁钳，看到垃圾就
一把钳住，放在垃圾袋里，然后继续寻
找垃圾的身影……家住南山社区的陈
女士忙得不亦乐乎，不一会儿，鼻子上
就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淦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保护好她
的美丽健康，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更
美好。”陈女士笑着说。

家住同心路社区的小吴，拿着扫
帚清扫河边的垃圾。扫完后，他又加
入到对河面上漂浮的各种废弃物和生
活垃圾进行打捞的工作中。

小吴告诉记者，为了参加这次志
愿活动，他一大早就起来了，看到在自

己的努力下，淦河变得更干净清澈，心
里由衷的开心。

“活动倡议一发出，辖区内14个
村、社区的100余名党员志愿者就报名
了。”永安办事处党委副书记、主任姜
勇说，这次活动，旨在助力我市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验收工作，提升居民群众
环保意识。

“淦河是是咸宁的一张靓丽名片，
保护淦河，是一项长久的工作，需要社
会各方形成合力。”永安办事处党委书
记王煜说，今后将多开展相关宣传，让

“保护母亲河”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
社会公众的自觉行动。

当日，100余名党员志愿者分为
两支分队，沿淦河两岸进行清扫，期间
不仅赢得沿河群
众的纷纷点赞，也
吸引了不少市民
加入“清河行动”
中。

人工繁育小龙虾
通讯员 闫雯雯 陈晨

合力保护母亲河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肖君 张婷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
员田丽报道：11月29日下午，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省委
宣讲团报告会在湖北科技学院
举行。省委宣讲团成员、武汉大
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副主任祝
捷作了题为“进入新时代，开启
新征程”的宣讲报告，湖科党委
书记田辉玉主持报告会。该校
300多名师生聆听报告。

宣讲团紧紧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个主线，从“党和国家历史性变
革”“解读十九大报告精神”“中
国共产党章程修改”“第一届中

共中央领导机构”四个维度，对
十九大的重要成果和十九大报
告主要内容作了全面系统、重点
突出的解读。

宣讲团号召该校教师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结合工作
岗位和自身发展，通读、精读、重
点读十九大报告，找准自己在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
坐标，在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中
实现个人梦想；寄语该校青年学
子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
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
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
书写人生华章。

省委宣讲团

到湖科宣讲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
夏颖报道：“假如人生可以重头，
我将选择廉洁奉公，清白做人
……”11月29日，在咸宁监狱，
我市98名新录用公务员认真聆
听两名服刑人员的现身说法。

为增强新录用公务员廉洁
从政、遵纪守法意识，筑牢反腐
倡廉的思想防线，当日，市委组
织部、市公务员局组织2017年
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班学员
走进湖北省咸宁监狱，接受反腐
倡廉警示教育。

据介绍，开展初任公务员廉
政教育是打造反腐倡廉教育链

的重要环节，市委组织部、市公
务员局做了精心准备与组织。
98名新录用公务员集体参观了
服刑人员的生活区，实地感受了
解服刑人员的改造生活状况；参
观了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进
一步认清腐败对于自身、家庭、
社会乃至国家的危害；最后，聆
听了2名服刑人员现身说法。

此次活动取得了良好效
果。市教育局新录用公务员余
茹表示，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
将慎独慎微慎初慎交，以反面典
型为警戒，抵御住各种诱惑，做
一名廉洁自律的公务员。

我市98名新录用公务员

赴监狱接受警示教育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
员敖琼报道：11月 28日至 29
日，由省经信委副巡视员张明涛
带队的省河湖长制第五验收小
组，来咸开展河湖库长制验收。
副市长汪凡非参加座谈会。

验收组一行先后来到陆水
河、淦河、梓山湖等地地查看，并
详细了解我市全面推进河湖库
长制工作情况。

省验收组认为咸宁市高度
重视、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全面
落实“四个到位”，大力开展“清
河行动”，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河

湖库长制工作亮点纷呈、成效显
著。要因地制宜，细化方案，深
入推进“清河行动”；要坚持源头
治理，齐抓共管，标本兼治，以河
湖库长制倒逼产业转型升级；要
加大培训，提升相关人员工作能
力和水平，强化宣传，动员社会
公众共同参与，形成人人参与、
支持河湖库长的浓厚氛围。

汪凡非表示，咸宁将进一步
加大河湖库长制工作力度，对照
验收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完善落
实，纵深推进河湖库长制，助推美
丽咸宁山更蓝、水更清、景更美。

省验收组来咸

验收河湖库长制工作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员
吴培召报道：昨日，湖北日报楚
天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骆
鹏飞率团来咸考察文创产业。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闫英姿陪
同考察。

考察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
了咸宁际华园、梓山湖蜜月湾小
镇和省煤机项目。考察团一致
认为，咸宁人文底蕴深厚，经济
发展潜力巨大。考察团将对省
煤机文创项目进行深入调研，希
望能实现进一步的合作。

闫英姿对考察团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她指出，发展文创
产业，繁荣文化，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必然要求，我市在进行“一
山”“一河”“两城”等城市规划建
设时，既要完善基础设施，也要
充分考虑人文因素，让文创产业
与之融合发展；咸宁文创产业的
发展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各
相关部门要在分管领域进一步做
好文创产业招商引资工作，充分
利用资源优势，助推咸宁发展，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求；对在我市现有文创产
业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印刷业，除
了做好日常监管之外，还要进一
步加快产业发展步伐；要吸引智
力密集的文化产业的创业者，进
一步壮大文创产业实力。

湖北日报楚天传媒投资公司高层

来咸考察文创产业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龙钰
报道：11月26日，长江咸宁嘉鱼段马
鞍山弹子洲居民冯晓霞推开自家房
门，不由感叹：“堤上有绿，江中有景，
这才是嘉鱼应有的景色。”

只见，堤边绵延数公里的砂石堆、
密集停放的趸船、呼啸往来的运砂车
都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绿意葱
郁的防洪林带、生机盎然的美丽长江。

两年前，东港砂石场码头数十座
砂石堆高耸如山，沿堤外长江边一字
排开，超载运砂车川流不息，将堤顶路
面碾压得面目全非。”附近居民都报怨
说，每天像生活在“光灰城市”，过得是

“光灰岁月”。
据了解，我市有128公里长江水

道，认定的37个非法码头绝大部分是
沿江堆砂场，它们阻塞河道、影响行
洪，侵占岸线、破坏生态，大车横行、毁
路扰民，被视为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的
最大“公害”。嘉鱼段马鞍山弹子洲的
东港码头就是其中之一。

东港码头建于2003年，由嘉鱼鹏
达沙石场投资建设，主要经营建材吊
装及销售、水运物流服务等。“它是无
证经营，而且还处在环保部豚类保护
的核心区。”嘉鱼县港航管理局副局长
胡美敢说。

为保护长江良好生态环境，去年
以来，我市打响非法码头整治攻坚战，
按照“政府主导、属地负责、部门联动、
齐抓共管”原则，确定了“取缔一批、规
范一批、提升一批”的整治要求，明确
了“两个时间节点”，进行非法码头集
中整治攻坚。对必须取缔的非法码头
由有关职能部门发出限期拆除通知
书。逾期不拆除的，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通过强制拆除违建设施、查封吊
机、停止供电等方式予以取缔。

被拆的码头何去何从？当日，在
簰洲湾镇老船厂黄砂堆场，只见茁壮
生长的树木正在砂石中“突围”。

“我们将非法码头取缔后，大力推
进复绿工程。”簰洲湾镇镇长宗克飞告
诉记者，这些陆续“复绿”的码头紧邻
十里景观长廊，届时，这里将成为美丽
的景点，曾经的“光灰岁月”的码头将
变成美丽的“绿世界”。

据了解，今年来，我市取缔一批非
法码头，整治工作成效显著。目前，取
缔的 28 个码头堆场设施设备已全部
搬离现场，电力相关设施已全部拆除，
并对场地进行了平整和覆绿，植树面
积达1059亩，恢复长江岸线达4.5公
里。基本实现“江上无非法采砂、江边
无非法码头”，市民纷纷点赞。

我市重拳整治长江沿线非法码头
昔日“灰码头”变成“绿世界”

精养鱼池改造
11月22日，嘉鱼县陆溪镇虎山村，

村级第三口精养鱼池改造正在收尾。

据悉，该村利用不宜于耕作的闲散

土地、冷水田、低洼地挖掘鱼塘。占地

50亩的3个精养鱼池改造工作开始于6
月底，完工后外将包以增加村集体收

入，承包资金由 100元每亩提升至 500
元每亩。

记 者 陈红菊
通讯员 秦 修 摄

本报讯 通讯员王冰报道：
“如果不是税务人员告诉我，我
还不知道高新企业可以减税
呢！”近日，在咸安地税局的办税
服务大厅内，前来咨询的某高新
技术企业办税人员开心的说。

据悉，截止2017年3月，国
家针对“双创”企业发布了77项
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缺少专业
财务人员解读政策，不少企业与
优惠红利“失之交臂”。为避免
此类现象的发生，确保纳税人真

正享受税收政策红利，咸安地税
局一改以往晦涩难懂的文字宣
传模式，对不同需求的纳税人进
行分类辅导，通过开展培训班、
当面咨询解答、发放图文结合的
宣传手册等多种方式，指引纳税
人精准掌握相关政策，并针对重
点、疑点、难点“对症下药”，让纳
税人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保
障税收优惠政策覆盖更加全面，

“双创”对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
得以显现。

咸安地税局

创新宣传模式激发双创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镇治报道：
日前，在湖北省商标协会召开的
2017 年商标保护维权表彰会
上，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院长镇
水清被评为2017湖北省年商标
保护维权先进个人。

长期以来，镇水清对商标
保护维权工作一直十分重视。

特别是近几年来，镇水清在医
院的“麻塘”驰名商标和“镇氏”
著名商标的维权打假上做了大
量的工作，使该院的注册商标
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维护，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了省、
市、区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的一
致好评。

麻塘风湿病医院院长镇水清

获湖北省商标保护维权先进个人

“道路给我们茅井村带来了活力，
给村民们带来了新生活。”11月13日，
记者走进崇阳县天城镇茅井村，村支
书熊月明感慨道。

熊月明说，茅井村三面环陆水，背
靠葛仙山，由于被陆水河隔断，村民到
县城要坐船，如果想开车进村，得绕道
赤壁，翻越葛仙山，多走80多公里路。

千百年来，交通不便严重影响了
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是该村脱贫最
大的“拦路虎”。

可自今年2月，全长8公里、宽8米
的“白云潭大桥连接线”项目动工建设
以来，村子与县城开始逐步对接融合，
全村两千多群众出行更加便捷，也为
村中发展生态乡村游创造了条件。

在该村七组门前，记者看到，沿河
一条新开基的路基已经完成，正在准
备路面施工。村民郑文再正挑着谷子
从河堤的路面回家。

“从开工到现在，短短8个多月时
间，曾经与世隔绝的茅井村不但没有
人去楼空，反而变成了颇具名气的旅
游名村。”郑文再边歇下肩上的担子边
说，扶贫旅游路通车后，来此观光旅游
的旅客也越来越多，村中盛产的农副
产品成了抢手货，村民的收入也逐日
增多。

在崇阳，像茅井村这样地处偏
远、出行不便的村落不在少数，条条村
路的修建也从未停止。

据统计，目前该县农村公路的总
里程达到2779.8公里，干支相连，村村
相通的农村公路网络已全面形成，农
村交通出行条件得到大大改善。

为提升农村公路通行能力，近年
来，该县对新建农村公路都实行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全方位监督，既
要方便群众，又要确保公路“畅、安、
洁、绿、美”，还得突出山区风貌与文化

特色，服务经济发展。
“以前我们这个山村只有一条小

路，进出村只能靠双腿爬山，优美的山
水、漫山的野樱藏在山里无人知晓。
这两年，上山的路修通了之后，车辆能
方便地开进来了，很多游客都会来这
里玩！”在铜钟乡大岭村高山顶上，村
民饶龙光告诉记者，自打路修好了，来
的人也多了起来，他家就顺势办起了
农家乐。春季野樱花盛开时，一天多
的时候能接待十四五桌，这让以前仅
靠土里刨食的饶龙光一家人脸上乐开
了花。

公路的修建不仅为农家乐带来了
游客，也为农村的电商物流带来了商
机。在路口镇金沙片区的梅花村，超
市老板老赵最近特别忙。他告诉记
者，金沙山区工业稀少、气候宜人，适
应多种绿色食物的生长，红辣椒尤其
著名。村民们用祖辈传下的秘方做成

风味泡椒，色泽鲜艳、清脆可口。但由
于地处山区，好东西卖不出去，年年丰
产不丰收成了大家的心病。

自从道路修好后，村里物流配送
有了保障。通晓电商门道的年轻人将
村里的辣椒等土特产进行回收再统一
发往全国各地，通过这样的方式，农副
产品的价格打开了市场，有效地促进
了百姓增收致富。

崇阳自然环境优越，旅游景点众
多。多年来，由于景点分散，“旅的时
间长，游的时间少”，交通不便使丰富
的旅游优势大打折扣。

随着农村道路的逐渐完善，诸多
景点得到了有效串联，游客们可以更
加顺畅地进行游览。同时，越来越多
的投资商进驻崇阳投资旅游业，也为
山区新农村的产业发展带来了全新思
路。

“道路给我们村带来了活力，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生活。”今年来，在崇阳，随着一条条旅

游路、扶贫路的修通，很多村民都有这样的感慨——

一条路带来新生活
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甘林芳 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