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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未来三天受高空弱波动影响，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具体预报如下：3月30日：多云有阵雨，偏北风1～2级，15～24℃；3月31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北风1～2级，15～25℃；4月01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南风1～2级，16～26℃。

生财有道

一碗面里的致富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26日早上7时，位于温泉城区希
望桥附近的熙隆面馆里，早起的市民已
经来到这里，用美味的面条开启元气满
满的一天。

“老板，来碗热干面，你家面条分量
足、味道好。”

“老板，一碗炸酱面，我家崽吃过一
次后，天天要来这里过早。”

“老板，牛肉面两碗，今天把我朋友
带来尝尝。”

……
在顾客们此起彼伏的下单声中，今

年30岁的李鑫动作麻利地下面、加料、
调制，一碗碗美味的面条，满足顾客的
味蕾。

记者看到，熙隆面馆虽然面积不是
很大，但干净整洁，而且，从老板到服务
员，个个精神饱满，热情周到。

“我家面馆百分之八十的顾客都是
回头客，吸引顾客的秘诀就是用心，用
心选好每份食材、用心做好每一晚面，
用心做好每一次服务。”李鑫骄傲地说。

李鑫的骄傲，有他的底气：熙隆面
馆自去年10月开业，不到半年的时间，
月营业额已经达到4万余元。

李鑫是随州人，之前，他和妻子在
上海工作，他从事电气销售工作，妻子
是一名教师。2014年，不想继续在外
漂泊的两人，回随州准备创业。

因为除了懂点电气行业的相关知

识，没有其它技艺，再加上自己平时对
面食比较喜爱，李鑫就计划开一家小面
馆，家人也很支持。

李鑫来到武汉一家比较有名的面
馆学习，从怎样选择食材开始，到如何
熬好一锅汤，烧好一碗料。一年后，李
鑫在武汉开起了熙隆面馆，用心为客人
做好每一碗面，面馆的口碑和生意越来
越好。

可好景不长，由于市政规划，熙隆
面馆被划到拆迁范围内，另找门面费用
过高，李鑫就把目光瞄准武汉周边城
市。

来到咸宁后，被咸宁宜居的生活环
境吸引，加上做好咸宁第一家自有早餐

连锁品牌的信心，李鑫决定在咸宁继续
开起熙隆面馆。

李鑫说，运营面馆过程中，感觉最
困难的是坚持，每天味道要坚持保持始
终如一，食材要坚持保证新鲜，当天的
食材必须当天早上到位，不能图方便；
卫生要坚持做到整整洁洁。

“希望通过坚持，让大家看到我们
的努力，认可我们的品牌。”李鑫表示，
今年准备在咸宁开第二家店，希望在咸
宁做出连锁品牌。

今日关注

老夏造林，“功夫”了得

26日，崇阳县路口镇雨山片区绿
化村，几十位村民正三五成群地在石头
嶙峋的大山上栽种油茶。通往山上的
羊肠小道旁有块大石头，造林大户老夏
正坐在那算账。

老夏叫夏细高，是白霓镇大塘村
人。为什么会来到雨山种树？老夏说
因为他灭荒经验丰富。

老夏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种
地、植树样样在行。前些年，他同5位
好友合伙流转了几十亩土地种药材，并
成立了专业合作社。

老夏家所在的地方叫“乌土山”，地
上遍布着像“煤”一样的黑色石头。村
子后面是陡峭的高山，山上乱石纵横，
芭茅丛生。“芭茅草特别容易引发山
火。山火过后，芭茅草又疯长。”老夏
说，祖祖辈辈都奈何不了那大山，只能
听天由命。

精准灭荒工程开始后，这片大山成
了灭荒的“销号区”。老夏专门跑到县
林业局去打听，得知县里引进专业的造
林公司造林，并由公司抚育管理。造林
每亩补贴800元，分三年支付。三年
后，苗高达到 2米以上，保存率达到
85%以上，即可付清余款。

自家附近那片荒山，何不承包过来
造林呢？一旦成功，既绿了荒山、美了
家乡，还能富了腰包…… 回来以后，老

夏心想道。
说干就干。他找来合作社的伙伴

商量，将1000多亩石头山全部承包过
来。从去年11月开始清山，到今年3
月初，他们硬是将这座“难啃”的大山全
部种上了山桐子、无患子和银杏。

全省精准灭荒现场会在崇阳召开，
老夏他们造的那片林成了观摩学习
点。老夏的造林功夫得到了所有人的
肯定。

老夏算账，今年“亏”了

绿化村是雨山片区的村庄之一。
雨山是崇阳东部最高山，沟壑深窄，坡
多绝壁，地表遍布石灰岩，山上芭茅丛
生，自古流传着民谣：“山高石头多，冬
茅满山坡；池塘难装水，动脚就爬坡
……”

在这样的山上造林，撇开难度不
说，即便是栽种了，能不能存活是个大
问题。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承包。老
夏听说后，连夜到该村毛遂自荐，最终，
726亩荒山全让他承包了过来。后来，
他又到与绿化村相邻的长青村承包了
一部分荒山。总的算来，老夏他们今年
造林的面积达到了2200亩。

“2200亩，清山每亩需150元，栽
树人工费每人每天150元，还有苗木
钱、车辆运输费用……”老夏算着账说，
再过两天，造林就全部结束了，工人的
工钱可一分都不能少。为了造林，他不

仅拿出了所有积蓄，还贷了不少款。
按照合同规定，若今年验收全部

合格的话，老夏这2200亩新增造林，
每亩补贴500元，明年和后年秋季抚
育验收合格后，每年分别再每亩补贴
150元。

老夏算完账后感慨，这种难啃的大
山，造林成本有点大，今年他“亏”了，因
为造林投入远远大于补贴，只能指望明
年和后年抚育管理得当，验收合格后才
能赚到钱。

老夏不愁，他有“双保险”

可万一抚育管理不当呢？岂不是
得赔？

“不可能赔太多，因为我们有‘双保
险’！”老夏的话语打消了记者的疑虑。

“全程技术指导服务，为造林上了
第一道保险。”老夏说，从他着手造林开
始，林业部门的技术指导员们就来基地
进行技术指导。从清山、打眼、选苗、种
植直至验收的各个环节，他们全程跟踪
服务，手把手地教大伙儿施工。

采访时，记者恰好遇见县林业局技
术指导员张精卫、李新江和路口镇林业
站站长夏学昌三人在基地上指导村民
种植油茶。

“从精准灭荒工作开始，我们站里
工作人员基本上每天都在全镇各个基
地上奔波，协调调运苗木，负责技术指
导。”夏学昌说，今年本着“成活是硬道

理，成林是硬政绩”的目标，对每一个林
业工作人员都有要求。等树木栽种后，
今后三年的抚育管理，他们全程进行技
术跟踪服务，确保栽种一片、成活一片。

“等验收合格后，林业局会按照我
们造林的实际面积，购买森林综合保
险。这是造林的第二道保险！”老夏接
着说。

记者从县林业局了解到，该局已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崇阳
支公司达成协议，待造林验收合格后，
该局会按照每亩1.5元为新增造林购
买森林综合保险，保额为每亩500元。
但凡遇上火灾、暴雨、冰雹、霜冻、暴雪、
病虫害等，保险公司将会予以赔偿损
失。

“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保险期间内，由于突发灾情造成保险林
木流失、被掩埋、主干折断、倒伏或者死
亡，公司会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
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崇阳支公司经理但汉良告诉记者，待造
林验收合格后，立马签订保险合同。

“将保险机制纳入精准灭荒工程，
替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所以，我不
愁！”老夏说。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
健、通讯员张海燕、王莹报道：一年之计
在于春。27日，赤壁市农业局蔬菜办
专家金刚一大早就来到赤壁镇九毫堤
村油菜种植大户黄传国的油菜地里，面
对面解疑答惑。

“您帮我看看油菜这个长势还可以
吗？这个时间段最应该做些什么呢？
下一步该怎么做？”黄传国一边指着自
己的油菜地、一边迫不及待地追问。

“您家的油菜正处在开花期，现阶
段要结合菌核病的防治，进行叶面喷

肥……”金刚仔细查看后，现场开出药
方，为种植户答疑解惑。

这是赤壁市基层农技员深入田间
地头践行“一线工作法”，打造“零距离”
服务三农的缩影。

为了让农业科技广泛运用于农业
生产，元至3月，该市围绕农业科技知
识、强农惠农政策、种养业主推技术等
内容，因地制宜对种养大户和农民群众
开展宣传和培训。

该市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农业部
门在农作物栽培、植物保护、测土配方

施肥、农村能源推广等领域选拔专业技
术人员73名，组建“赤壁市科技兴农专
家服务团”。该服务团以宣讲农业相关
法律法规和惠农政策，面对面解答广大
农民朋友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疑难问
题为工作重点，把工作做在田间地头，
建立健全普及农业科技工作机制，打通
赤壁市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三个月时间里，专家团服务共接受
村民技术咨询1000余次，目前已推介
水稻优良品种15个，发放惠农政策、生
产技术等资料12000余份，发放化肥、

农药等物资价值6000余元。
与此同时，该市工商、林业、气象等

涉农部门主动作为，围绕春耕生产目标
任务，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协调联
动，全力为赤壁市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为2018年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今年该市落实油菜在田面
积 28.2 万亩，小麦在田面积 0.63 万
亩。储备水稻种子90万公斤，其中早
稻种65万公斤、中稻种25万公斤，贮
备农药80吨，化肥180吨。

赤壁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选拔73名专业人员服务春耕备耕

荒山制茶成明星
28日，咸安区贺胜桥镇黎首村茶

场厂长朱祖建在为茶农讲解制茶技
术。

现年49岁的朱祖建，1998年主动
从区特产局辞职，毅然回到家乡黎首
村承包近百亩荒山兴建茶园。经过多
年努力，他研制开发的“黎剑”高档茶，
不仅被授予湖北省“鄂茶杯”金奖，他
个人还被评为咸宁市第二届“优秀创
业明星”。

咸宁日报传媒体记者 袁灿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丁婉莹
报道:29日，我市举行2017年
度健康促进单位表彰暨第30个
爱国卫生月活动启动会，全面启
动以除“四害”为重点的春季爱
国卫生运动。副市长刘复兴参
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对 15 家健康促进机
关、3家健康促进医院、6家健康
促进学校、9家健康促进酒店
（餐厅、食堂）、12 个健康家庭进
行了表彰。

据介绍，爱国卫生月活动
期间，我市城区将广泛深入开

展以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
病媒生物防治、除“四害”为主
要内容的春季爱国卫生运动，
全面推进我市新时期爱国卫生
工作。

刘复兴在启动会上表示，营
造健康氛围、建设健康环境、开
展健康细胞创建，就是要号召全
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市民行动
起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进一
步认识活动的必要性；突出重
点，强化措施，进一步提高活动
的效能；精心组织，落实责任，进
一步提升活动的内涵。

我市启动第30个爱国卫生月活动

本报讯 见习记者谭昌强
报道：29日下午，碧桂园集团总
裁、执行董事莫斌来咸宁考察，
副市长吴刚会见莫斌一行。

吴刚对莫斌一行的到访表
示欢迎。他说，碧桂园集团自
2007年进驻咸宁以来，项目建
设取得很好成效，为咸宁城市建
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当前，咸宁正在加快率先建
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加快推
进高质量绿色发展，真诚期待碧
桂园集团能更深入地参与到咸
宁城市发展进程中。咸宁将秉

持"尊商、亲商、重商"理念，为项
目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着力打
造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
高的投资环境，实现共赢发展。

莫斌表示，作为碧桂园进驻
湖北最早的城市，咸宁在碧桂园
集团的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的
位置，碧桂园愿意抓住咸宁发展
的契机，从软、硬件投入和团队
建设三个方面，加强和深化与咸
宁的合作。碧桂园集团有信心
也有能力为咸宁提供更高品质
的产品，为咸宁城市建设和经济
发展做出新贡献。

碧桂园集团总裁莫斌来咸考察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
员余鹏报道：28—29日，省征兵
办常务副主任周绪铎率队来咸
宁，就我市兵役登记和征兵准备
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市委常委、
咸宁军分区司令员来承坦，副市
长汪凡非陪同检查。

周绪铎一行先后赴崇阳县
白霓镇兵役登记办公室、大市
村、崇阳职业技术学校，通城县
隽水镇兵役登记办公室、新塔社
区、通城一中等地，详细了解当
前兵役登记和征兵工作开展情
况，现场抽查兵役登记在册青年
的相关信息，并召开座谈会，听
取相关单位和部门的意见建议。

周绪铎对我市兵役登记及

征兵准备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对兵
役登记和征兵准备工作的认识，
加强宣传和引导，形成常态化的
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进一步凝
聚组织开展征兵工作的合力，加
强对基层工作的培训指导，探索
研究兵役登记和征兵准备工作
的新方法。

市领导表示，将按照省征兵
办要求，细化工作措施，把征兵
工作抓实、抓好；进一步加大动
员，充分调动广大适龄青年积极
踊跃参军、投身国防建设事业，
为部队输送更多的优秀青年，为
完成全年征兵工作交出一份满
意的答卷。

省征兵办检查组来咸

指导兵役登记及征兵准备工作

本报讯 记者吴钰报道:
29日，高新区横沟桥镇体制机
制改革工作会在市会议中心召
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开
文，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杨良锋，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夏
福卿出席会议。

会上，横沟桥镇主要负责人
汇报了横沟桥镇托管以来的发
展现状和需要理顺的体制机制
问题。咸安区、市直单位负责人
针对需解决的问题进行表态发
言。

何开文指出，托管横沟桥镇
为高新区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
这也是横沟桥镇率先发展的重

大契机。横沟桥镇托管两年来
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咸宁高新
区托管横沟桥镇是市委市政府
作出的正确决策。横沟桥镇托
管以来出现的体制机制问题是
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完全可以解
决。托管过程中出现体制机制
问题并不是个例，我们可以充分
借鉴其他地区的成熟经验。解
决托管中出现的问题，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建立协调机制，明
确责任人、时间表、路线图，逐一
解决。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市
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从人、财、事
等方面，全力支持横沟桥镇托管
体制机制改革落实到位。

高新区横沟桥镇

体制机制改革工作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
29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
方胜到通山县调研督导富水水
库“河湖库长制”工作。

张方胜深入富水库区，重点
察看了水库周边污染源整改情
况，并乘船检查了慈口乡、大畈
镇等水面情况，并针对库区垃圾
治理、污水入库治理、网箱养殖
拆除及后续机制、沿河沿库居民
移风易俗等问题，边察看，边探
讨，分析问题的根源和治理对
策。

张方胜强调，要深化认识抓
推进，抓紧完成水库网箱拆除收

尾工作，已拆网的浮桥、浮箱等
附属物要上岸，库面上的水上垂
钓休闲中心要引起重视。要规
范管理和集中整治，以免出现新
的污染源。要深化问题导向抓
整改，村镇污水处理要因地制
宜，分散处理和集中处理相结
合。要加强领导抓落实，网箱拆
除后，要给渔民安排好出路，发
展生态养殖、山地种植业等，建
立长效机制，巩固拆违成果。县
乡两级要建立工作体系和责任
体系，要明确市、县、乡、村四级
河长责任，抓好制度的落实和考
核工作 。

张方胜深入富水水库

调研“河湖库长制”推进工作

崇阳系牢灭荒造林“双保险”

造林大户今年亏本却不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罗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