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3月29
日，市委书记丁小强，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远鹤召集通城县、崇阳县、通山县党
政主要负责人及有关负责同志，约谈精
准扶贫工作，督促贫困县党委政府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
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履行脱贫攻坚主
体责任，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丁小强指出，要充分认识精准扶贫
工作的重要性。精准扶贫既是民生问
题、社会问题，也是检验各级党员干部
党性的问题。要坚决杜绝扶贫工作自

我感觉良好的心态。有关检查表明，我
市扶贫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千万不能
盲目乐观。要切实打通扶贫各个工作
环节，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丁小强要求，扶贫检查发现的问题
必须整改到位。要以上率下，层层落实
扶贫工作责任。各地党政负责人要跑
遍每个贫困村，分管扶贫工作的有关负
责同志要全身心投入扶贫工作。 各地
新提拔的干部、重点培养的干部要放到
扶贫一线锻炼。扶贫指挥部办公室人
员要实行专人专班，扶贫工作队员要专

职扶贫。要按“五个一批”要求，发展生
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
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如期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

丁小强强调，要切实抓好产业扶
贫。因地制宜帮扶贫困村发展产业，想
方设法帮助贫困人员就业，实行公益性
岗位就业。大力抓好乡村建设、人居环
境治理，补齐公共设施短板、民生短板，
切实解决农村脏乱差问题。要加强扶贫
队伍建设，在扶贫一线选拔干部。要重

点从退伍军人、大学生、离退休干部中选
拔村干部，调派精锐力量充实扶贫一线。

王远鹤要求，要全面压实责任，坚
决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要按照先难
后易的原则，倒排工期，压实驻村工作
队、驻村第一书记专职专责专抓的责
任。要以此次约谈为起点，以铁的措
施、铁的办法、铁的纪律抓好落实，确保
完成年度目标工作任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晖，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副市长汪
凡非参加约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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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天气晴朗，咸安区马桥镇曾
铺村的油菜花开得正艳。“马桥油菜花
海”的巨型地标石背后，金灿灿的油菜
花田整齐划一，笔直的水泥路，延伸到
村民家门口。

咸安探春赏花旅游节的举办，让马
桥油菜花海的名声远播。自从油菜花
开，曾铺村10组组长徐怡祥就成了一
个大忙人。

“油菜花一开，游客就来了。环境
卫生一定要搞好，让游客赏花有个好印
象，以后才会继续来。”徐怡祥说。

和徐怡祥一起清扫垃圾、维护景区
环境的吴秀琴，是曾铺村油菜花海农庄
的负责人。油菜花一开，她家的农庄就
迎来了客源高峰。

吴秀琴平时从事大理石加工，油菜
花开时，她就以农庄经营为主，最高峰
时，农庄每天接待游客200多人。

“现在水泥路修到了我家门口，在
家门口摆摊，每天毛收入超过100元，

最高峰有300多元。不算油菜籽，油
菜赏花游期间就能有数千元收入。”在
路边摆摊销售土特产的村民施汉英
说。

从2015年9月份开始，马桥镇以
曾铺村建国畈为试点，打造全区百公里
油菜观光经济带的主战场，把建国畈

“马桥油菜花海”打造成为马桥镇靓丽
名片，带动全镇生态农业旅游发展。

为改善景区条件，马桥镇连续对曾
铺村大路徐村湾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
造，现已完成道路拓宽、景点绿化美化、
停车场平整等配套设施建设，并新建
200米的观光栈道。

如今，面积达十亩的花海迷宫、由
小麦，白花油菜，黄花油菜组合成的“乡
村美”三个字镶嵌在花海中、新设立的
十多个造型多样稻
草人，吸引了如织游
人，也带来了村民致
富的希望。

油菜花开村民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钰 实习生 章冬开 通讯员 张腾 方娇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龙钰、王
璐报道：24日，嘉鱼县经济开发区湖北旌旗
家纺有限公司印染车间里，各种设备开足马
力生产，工人正在赶制订单。

“公司印染生产线实施技术改造升级，
新增设备12台套。这个月我们拿到了县政
府30万元技改专项资金奖励，大家干劲更
足了。”公司负责人甘霖说，在政府的支持和
引导下，公司加大技改力度，坚持以技术创
新实现产品市场占有率和附加值的双重提
升。

在嘉鱼，有不少企业和旌旗家纺一样，
坚持以技术改造为抓手，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位于高铁岭镇的湖北春祥矿业有限公
司，正在推进实施白水泥熟料窑系统提产降
耗技术改造项目。

总经理李凯近日收到一个“大礼包”：公
司获得嘉鱼县2017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
12.7万元专项资金的奖励支持。

“我们引进先进设备，采用风扫式钢球
磨煤机、动态选粉机和防爆式收尘器，既增
加了产量，也降低了平均单耗成本。”李凯
说。

近年来，嘉鱼出台了《嘉鱼县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发展绿色新产业的若干意见》
《2017年度嘉鱼县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
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鼓励企业进行
技术改造升级，提升产业质效。

自2014年来，该县连续4年专项列支
近800万元，先后支持近30家工业企业进
行技术改造。

在该县今年一季度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上，17个工业技改项目同步启动，涉及化工
建材、设备制造、食品加工、纺织编织、医药、
制气等产业，总投资8.6亿元。

位于潘家湾镇的武汉七彩佳涂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正在进行产品转型升级、设
备技术改造项目；位于簰洲湾镇的湖北助民
食品有限公司，正在抓紧完成淡水鱼深加工
系列速冻食品项目……

“有政策引导，有资金支持，现在企业技
改的热情很大。”该县经信局负责人胡本强
告诉记者，今年一季度，全县共摸排出规模
以上企业技改项目58个，总投资超过162.5
亿元。“以技改提质效，市场反响好，订单越
来越多，企业在产品升级、技术创新方面更
加舍得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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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清晨，细雨霏霏，崇阳县高枧
乡桃花村屋后的大山上，近万棵新栽的
桃树含苞待放。

远远望去，烟雨朦胧中，星星点点
的桃红点缀着青山绿水,让人惊喜不
已。

“这些都是去年年底栽下的树苗，
没想到今年就开花了！”正在基地上查
看苗木长势的高枧乡乡长刘素兵告诉
记者，她既是乡长，也是全乡山林的“山
长”，在确保完成全乡精准灭荒任务同
时，将精准灭荒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
建设结合起来，统筹推进。

据刘素兵介绍，桃花村位于鄂赣两
省三县交界处，是一个集老区、边区、山
区于一身的小山村，全村人口1600余
人。

2016 年，该村
在市、县扶贫工作
队帮扶下，顺利摘
掉“贫困帽”，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桃花村屋后有600多亩成片的石

头山，由于峰高且陡、土壤贫瘠，长期无
人开发，山上芭茅丛生，成了多年未绿
化、难绿化的“硬骨头”。去年来，该村
结合全县精准灭荒工程的要求，将这一
带荒山从老百姓手中流转过来，打算进
行绿化后作为集体经济收入。

“山区群众贫困的根源在山，现在
脱贫的优势和希望也在山。”刘素兵说，
乡里在充分征集了当地村民的意愿后，
最终决定在该村种植桃树。一来与“桃
花村”的村名本义相符，恢复再现该村
过去原生态的自然风貌，营造优美的乡
村环境，满足人们群众对美好生态的需
求；二来方便建设林业产业基地，发展
林下经济和采摘园，带动桃花村的乡村
旅游。

“以前有人笑话我们桃花村里不见
桃花，今年我们桃花村里桃芬芳，看看
谁还敢笑咱！”该村村支书王初文说。

桃花村里桃花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陶然 曾记录

锦富兰花
香满园

3月22日，位于通山县慈口乡慈口
村大窝山的锦富兰花观光园，香气满
园，工人正在为兰花洒水。

锦富兰花观光园致力打造集兰花
种植与观赏、水果采摘、观光旅游、休闲
度假为一体的农旅融合田园综合体，是
富水湖旅游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
目规划用地面积 3000 亩，建有全自动
控制温室大棚，种植兰花品种 200 余
种。

该项目由本地回乡创业人士朱卫
林独资创办，基地建成后，年收入可达
1000万元，还可带动贫困户就业脱贫。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大乐
通讯员 徐辉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谭昌强、通讯员
黎碧波报道：咸宁城区第29届春季健
步跑暨2018咸宁微型马拉松比赛将于
3月31日举行。29日，市公安局发布
公告：禁止在咸宁春季健步跑暨微型马
拉松赛赛事区域进行“无人机”等飞行
器飞行，同时在赛事期间对部分路段实
施交通管制。

据悉，无人机禁飞时段为31日7

时30分至11时30分，区域为我市人
民广场、咸宁大道丹桂桥至双鹤桥路
段、长安大道双鹤桥至金桂大道路段、
金桂大道咸安区政府路口至银桂路路
段、银桂路市房产局路口至武警支队路
段、十六潭路长安大道路口至银桂路路
段、双鹤路长安大道路口至市行政服务
中心路段及周边区域。因活动需要，需
使用无人机拍摄的，需经活动组委会审

核报市公安局同意。
交通管制时段及区域为：31日 7

时30分至11时，咸宁大道财政局路口
至双鹤路路段实行交通管制，除持有赛
事活动《车辆通行证》的车辆外，禁止其
他车辆通行。届时还将对停放在该区
域内的社会车辆实行清场。

31日8时至11时，长安大道双鹤
路口至区政府路口路段、长安大道双鹤

路口至区政府路口路段、金桂区政府路
口至银桂路市房产局路口路段、银桂路
房产局路口至双鹤路武警支队丁字路
口路段、十六潭路口至十六潭公园路
口、双鹤路从长安大道与双鹤路交叉口
至双鹤路与玉泉街路段实行全封闭交
通管制，对停放的车辆实施清障拖移。
同时，在外围周边道路实施分流措施，
过往车辆请提前绕行。

春季健步跑暨咸宁微马明日开赛
部分路段交通管制并禁飞无人机

本报讯 记者朱哲、见习记
者谭昌强报道：由国家统计局咸
宁调查队完成的2017年咸宁市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群众满意度
第三方测评调查报告日前出炉，
28日召开的市深改组第19次
会议公布了结果。通山县、市公
安局在县（市、区）和市直单位测
评排名中分别排名第一名。

县（市、区）测评调查报告显
示，通山县、通城县和咸安区位
列前三。从县市区分领域改革
满意度汇总结果看，社会民生和
涉企领域是各地今后改革的重
点领域。

测评调研组在各县（市、区）
座谈会中，共收集到137个问题
和建议。这些来自一线的问题

和建议，反映的是基层的心声、
群众的期盼。比如老城区商业
经营环境较差，影响人民群众生
活和企业经营发展；办理不动产
证设置的障碍过多；涉农贷款门
槛高；殡葬制度改革后，公墓陵
园申报手续要精简；企业减负效
果不明显；旅游投资环境有待改
善等等。

同时，国家统计局咸宁调查
队采用专家学者综合评审、服务
对象电话调查、上下级业务部门
征询调查、市直党员干部代表
调查四种方式，对市直单位
2017 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群
众满意度进行测评。其中，市
公安局、市委办和市发改委排名
前三位。

我市深改工作群众
满意度测评报告出炉

倒逼责任 全力攻坚

市委开展难点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约谈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
讯员王勇报道：29日，市政协主
席曾国平赴崇阳县金塘镇畈上
村柃蜜小镇，就特色旅游产业发
展情况进行调研。

柃蜜小镇是我市“211”工
程重点项目，由湖北尚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项目
借助优势资源，打造集种养结
合、农业观光、红色教育、休闲度
假、娱乐养生、生态旅游于一体
的现代特色小镇和农业园区。

曾国平指出，加快特色旅游
产业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着力点、支撑点。柃蜜小
镇建设要以幕阜山绿色产业带
旅游发展建设为契机，坚持高起

点规划、高质量建设。要突出崇
阳历史人文特色，合理利用当地
丰富的绿色生态资源和地域文
化，完善好旅游景区规划，推进
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为
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曾国平要求，要进一步丰富
旅游产业布局，完善功能配套，
坚持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牢固树立精品意识，认真抓好每
一处细节，加强对服务人员的培
训，不断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和水
平，为游客提供优质高效的服
务。

市政协秘书长游强进参加
调研。

曾国平赴崇阳调研时要求

推进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