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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全域旅游全面开花

咸宁处处美景，全面开花。
近年来，咸宁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涌

现出了一批美丽乡村与特色景观，如涂鸦
小镇、柃蜜小镇、萝卜小镇、月季庄园、玉龙
岛庄园、枇杷小镇以及蜜月湾、航天科技馆
等人文景观。咸宁正在建设一批旅游重点
项目，切实打造咸宁旅游核心吸引力。

全域旅游建设如火如荼……
为进一步加快全市旅游产业健康发

展，全力做好全域旅游文章，确保《中华人
民共和国旅游法》和《湖北省旅游条例》在
我市的贯彻实施，根据咸宁市第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实施情况报
告》的有关要求，3月20日上午，市人大常
委会召开《旅游法》执法检查的意见建议

处理情况督办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镇方松、市政府副秘书长熊峰、市人大代
表郑厚勇、陶涛出席了此次督办会。

督办会上，市旅游委汇报了2017年
全域旅游工作以及改革创新先行区情况，
并根据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执法
检查报告中提到的具体问题制定了切实
可行的工作方案，重点对咸宁旅游一卡通
的运行情况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说明。

为全面贯彻《旅游法》，提高游客满意
度，在市旅游委的牵头带领下，我市各旅
游部门和单位重点保障，全面履责，多点
督导，完善设施，依法兴旅，服务升级。

咸安区完善了幕阜山生态旅游公路
部分路段安保工作等配套设施；修缮了
朱新线至澄水洞（131）旅游景区公路；新

建大幕山景区生态停车场，并联合交通
部门、交警部门整治部分路段车辆秩序
问题。

赤壁市加快了葛仙山配套设施建设，
已建设完成道路基建与停车保障，为葛仙
山的迅猛发展奠定基础。

通山县对隐水洞景区周边“龙隐山”
及“南山居”两个旅游项目停车场进行统
筹规划，实现三个景区停车场统筹共用，
减轻隐水洞景区停车压力；且该景区正在
以“5A级景区标准”对景区入口服务区进
行改造。

市交通局在2017年度共完成公路安
全生命防护工程3602.1公里，2018年计
划完成生命防护工程4054.6公里。同时，
加大对幕阜山生态旅游公路等重点路段

的隐患排查治理力度，进一步完善安保工
程、标识、标线、标牌等各类配套设施，确
保道路安全畅通。

市人大代表郑厚勇、陶涛分别就咸宁
旅游发展和全域旅游建设建言献策。市
政府副秘书长熊峰针对会议中提出的事
项进行了发言表态，他表示，我市全域旅
游要以人大执法检查工作为契机，根据
《旅游法》要求对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抓
好全方位工作，推进全市全域旅游发展。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镇方松对我市
旅游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坚
持法治思维，努力提高依法治旅兴旅水平；
二要坚持问题导向，努力破解制约旅游发
展的难题；三要坚持久久为功，努力实现咸
宁旅游新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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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小镇 柃蜜小镇 萝卜小镇 玉龙岛庄园

月季庄园航天科技馆蜜月湾枇杷小镇

圆满完成2017年绩效目标任务
2017年，咸宁市移民局狠抓移民系

统履职尽责工作，通过严格主体责任落
实，加强移民资金监管力度，规范项目工
程“四制管理”，围绕服务改善民生，积极
转变工作作风，在全社会的监督管理下，
移民项目建设成效显著，移民两区取得
和谐稳定发展，综合成绩排在全省前列。

移民后扶项目实施成绩显著。2017
年核减原迁移民848人，发放原迁移民
直补资金3424.37万元，结余372.63万
元，各地结余资金均转为项目使用。计
划投入增长人口项目资金6154万元，实
施项目714个；投入两区项目资金5616
万元，实施项目237个；投入小水库项目
资金473万元，实施项目51个；包括抗
灾、废弃水库和通山富水南岸公路建设
资金，全年计划投入资金21562万元，资
金拨付率超全省平均水平。

建成一批重点项目惠及民生。通山
县和崇阳县第一批试点计划搬迁1483
户，6297人，目前16个安置点已完工14
个，在建住房75套，完建住房1408套，
已入住1179户5603人。拆除旧房1054
套，完成试点总投资24236万元。通山、
崇阳、咸安和通城县第二批试点计划搬
迁3929户，14849人，目前动工25个，完
工3个，在建住房1536套，完建住房463
套，货币购房460套，已入住新房（包括
入城购房）239 户 12483 人，拆除旧房
1353套，完成试点总投资29372万元。
赤壁市芳世湾大桥及连接线项目、崇阳
县白云潭大桥和连接线等三峡后续项目
先后竣工，彻底解决陆水湖库区1万多
移民因出行困难带来的一系列就医难、

上学难、产业发展难题。通山县环富水
湖南岸公路基本完成建设，制约南岸贫
困移民发展的关键环节得到疏通解决。

积极争取资金服务库区移民。陆水
湖作为三峡实验坝，近五年已争取芳世
湾大桥、白云潭大桥及连接线、小港河大
桥三峡后续专项资金9882万元，除小港
河大桥和白云潭连接线正在实施，其他
工程已全部竣工。另外通过多次赴省进
京积极争取，陆水湖国家级湿地综合治
理项目已纳入三峡后续工作规划, 赤壁
市批复项目总投资2456万元，省移民局
已下达项目资金1千万，崇阳县目前已
组织编制了《崇阳段生态建设与环境保
护工程项目计划书》，资金计划正在批复
中。通山县紧抓乡村振兴机遇，正在积
极争取环富水水库移民示范区项目建
设，2018年力争获得上级部门1个亿的
资金支持。

结合产业提高培训增收实效。2017
年咸宁市各地移民局通过先调研后培训
的方式，摸清库区移民产业发展需要，统
计移民意愿，委托培训机构开展了以农
村实用技术培训、二三产业就业技能培
训和移民创业为主的移民培训工作。全
市完成年度培训资金382.95万元，培训
移民4041人。经过培训，咸安区大幕乡
井头村、向阳湖宝塔村等一批移民通过
发展香菇、木耳种殖技术，建起村级食用
菌产业发展基地，通山大畈镇、慈口乡一
批移民发展起水果蔬菜生态采摘园项
目，充分发挥出培训带动产业增收致富
的实际效果。

讲好移民故事宣传移民心声。咸宁
市移民局联合咸宁综合广播记者深入

全市六县市区移民库区和安置区调查
走访，倾听移民想法，研究发展思路，见
证移民生产生活变迁。经过3个多月调
查走访，共走访基层移民干部和移民户
123人次，整理撰写移民故事77篇，邀
请移民户走进直播间录制音频作品77
条，另形成调研材料22篇。通过在咸宁
人民广播电台开辟“移民说事”专栏，持
续播放移民故事5个多月，收到良好社
会反响。据初步统计，累计收听人数达
26万人/次，移民工作得到了全市上下，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理解和赞誉，也
展示了移民奋发图强，努力致富的良好
精神风貌。

2018年移民工作重点
规范移民项目资金管理。经过一年

的努力，咸宁市水库移民信息平台完成
建设目标，全市移民机构、水库、移民村
和移民身份等基础信息实现信息化集中
管理。今年，市移民局通过组织县市区
和乡镇移民机构培训，将项目备案、登
记、实施和资金拨付等业务工作实现上
网操作管理，进一步落实指导、监督、协
调和服务职能，进一步加强移民项目资
金规范化管理。

助推贫困移民脱贫攻坚。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以及当前全国两会有关会议
精神，围绕扶持贫困移民群体同步脱贫
小康目标，服务移民，维权移民，富于移
民。发挥扶贫办与移民局合署办公的优
势，通过统筹扶贫和移民项目政策，加强
资金整合力度，以贫困移民村为基础单
元，以移民集中安置为重点，整村推进。
本着突出重点、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

题的原则，重点扶持通山县、崇阳县完成
今年贫困县脱贫出列任务。

打造美丽家园示范工程。结合“乡
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目
标，实施移民乡村振兴战略。结合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三乡”工程，加强千人以
上移民示范村的规划指导，提高美丽乡
村风格、布局、景点、人文等理念的综合
设计水平，发挥移民资金“药引子”作用，
承借社会资本，高标准打造一批移民美
丽家园示范村。重点加强对我市17个
省级和11个县级移民美丽家园示范村
的建设，争取通山县环富水水库移民示
范区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的亮点。

扶持产业培训就业增收。产业发展
是助力脱贫攻坚、带动移民群众致富增
收的唯一途径。今年，我们将借助农科
院等专家力量，组建扶贫产业技术小组，
深入基层调研确定发展方向。通过严格
落实因地制宜策略，确保把贫困移民村
的产业发展为支柱产业。同时结合全市
移民十三五规划要求，结合产业发展需
要，继续抓好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移民
开展实用技术、创业和就业技能培训，培
养移民致富带头人，培植电商移民户，充
分发挥培训带动创业就业、增产增收的
转变效益。

抓好移民重点工程建设。一是抓好
第二批避险解困试点项目建设，二是抓
好三峡后续项目竣工验收，三是抓好黄
盖湖防洪治理工程新增移民安置规划，
四是抓好陆水湖湿地保护项目建设实
施，确保各项任务完成年度资金计划
70%目标。

聚力移民脱贫攻坚 实施移民乡村振兴
——市移民局谱写新时代全市移民工作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讯员路开兴报
道：3月14日，市移民局组织召开全市移民
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中央、省、
市经济和农村工作会议以及全省移民工作
会议精神，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在我市库区和
移民安置区落实落细。

会议总结了2017年度全市移民工作，认
真分析研究当前移民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安排
部署2018年度全市移民工作，结合绩效目标
任务，商讨各县市区2018年绩效目标项目清
单，并进行了全市水库移民在线监测信息系统
培训。

据介绍，2017年，咸宁市、通山县、嘉鱼
县和赤壁市移民局获得全省移民工作任务
绩效评价优秀单位；全市共有17个移民村纳
入全省移民美丽家园示范村建设范围，获批
建设资金3400万，通山县规划县级移民美
丽家园示范村10个，整合资金4000万元。
贫困移民村怎么发展？水库移民示范区怎
么建设？市扶贫办主任、市移民局局长黄艳
华说，我市将请专业规划设计院来规划，高
起点放长远的结合村庄整治、基础设施改
善、产业发展、文化建设、全域旅游等一起统
筹考虑，把现有的贫困移民村的青山绿水变
成金山银山。

市移民局班子成员、移民科干部及各县
市区移民局主要负责人、移民业务系统操作
人员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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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移民局:

获2017年全省移民调研征文优秀及组织奖

获2017年度履职尽责综合考评优秀等次

全省移民工作任务绩效评价优秀单位:

咸宁市移民局 通山县移民局

嘉鱼县移民局 赤壁市移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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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呼唤，在行走的路上，让人心生欢喜；总有
一种情愫，在岁月的某个季节，让人难以释怀。去年初
秋，我有幸随同一群文人墨客，不远千里，满怀欣喜地来
到神龙架大九湖。

当时的大九湖疏朗明澈，诗情画意。她趁时光还未
来得及叠起天使的夏纱，袅袅挥动衣袂，将赤橙黄绿青蓝
紫，溶为一体，无论你站在何处，看见的都是一幅幅绚丽
多彩、诗意袅娜的水墨丹青。

我们走进伸向沼泽湿地的长廊，入眼是绿得滴油的
大片大片的水草，和着秋风的旋律，轻盈起舞。那成群雪
白如玉的绵羊，犹如仙女撒向人间的朵朵鲜花，恰到好处
地散落在荡漾的草丛上，格外惹眼。它们悠然自得地沐
浴着阳光，静静地享用着属于它们的丰腴水草。走在这
里，我们感觉好似误入仙境，又似走进一幅静谧的田园风
光画卷，远离了一切尘世喧嚣，摒弃所有红尘挂念，满眼
满心只有世外桃源的壮美和天然去雕饰的天簌。

在这静谧安详的大九湖，时有獐鹿在湖边的灌木丛
中驰突，时有雉鸟在沼泽的草丛里啁啾吟唱，游鱼成群结
队在湖底的蓝天白云中翱翔，这悠然天成的诗情画意，让
我们瞬间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

如画如幻的景致让我们心旷神怡，而大九湖柔柔的
湖水，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阳光妙曼轻纱般洒在湖面，
湖水被点染得斑驳陆离，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温婉。在阳
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的湖水，清晰得可以在倒影中看见
青山的眉目。我忍不住，蹲下身，伸出手，掬起一捧清凉
的湖水，却不知无意中拔乱了青山、芦苇、云朵、天空。太
阳隐去的时候，湖水白纱袅袅，朵朵白云、绵延的山脉倒
映于湖，山光水色，一切仿佛置身于梦幻一般，令人心里
不禁荡漾起无限的诗意。原来，这会心的瞬间是这般会
心的美！我不禁扔出一块小石，来个调皮的水漂，水面被
画出一圈又一圈的涟渏，然后才慢慢地归于平静。

无端地，水忽然让我深深的感动，一种哀艳在胸臆间
婉转开来。大九湖，比我原来见过的许多湖泊都要美丽
宁静许多。大九湖的水恍如轻绸，被柳树、闲云、青草所
点染，美得让人伤感，美得让人心痛。那轻柔的水，洁净
的水，明媚的水，微凉的水啊，虽然潋滟的水波刻画了被
时光消磨而暗淡的星月，微颤过鸟和蝶的翅影，储蓄着树
与花的记忆，飘荡着苍凉的光景，依然如此沉静轻盈，款
款凝眸。正如一种美丽心情，一种明澈柔美，直击灵魂，
让人心醉得疼痛。是不是在这明净的湖水边，总有故事，
总有好景致，总有好歌谣，总有让人怀想的物事，让人心
生柔软？

芦苇是这里的土著，它们依水而生，有着脱胎换骨的
灵性。它们的成长，葱茏，曲折，又悠长。此时，正值芦花
开放时节，那宝石蓝与珍珠白调配的色彩，让她那优雅的
气质瞬间弥漫开来，非常轻盈流畅地装点在稠密的翠绿
上，既灵动飘逸，又雍容华贵。

在水道的外围，只要没有芦苇围挡的地方都会绵延
出大片的滩涂，蒲苇、锥草、蒿丛隔三差五地落在其中，让
水域断断续续，让视野犹如迷宫。在杨柳依依的湖边，不
时还能看到鸳鸯出没，并且成双成对。

同行者有位神农架的本土作家，对大九湖的相关传
说了如指掌，他讲起了大九湖一棵树龄达1300多年的神
树故事，名叫枯木逢春。这棵神树200年前曾遭雷击，
100年前又得以复活，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不仅有坚
韧不拔的毅力，还有着无比寻常的生命力。即使枯萎，也
要以枯萎的姿势重新绽放，焕发无限的生机，带给人们无
边无际的憧憬和希望。

从大九湖归来，我知道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方
世外净水！大九湖之旅，给了我一份意外的美丽，一份意
外的惊喜，一份意外的感动。

与你邂逅，此生无憾！

邂逅大九湖
○ 章福枝

行者无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