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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4日受槽后偏北气流控制，晴天到多云；5日受偏南气流影响，多云，局部阵雨；6日，冷暖空气交汇，大到暴雨。具体预报如下：4日：晴天到多云，偏南风1～2级，16～29℃；5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南风1～2级，19～32℃；6日：大到暴雨，偏北风1～2级，19～28℃。

4月26日上午，我市首架涡喷航模飞机在咸宁高新区横沟桥镇长
岭村成功试飞。黄蓝白三色的涡喷航模飞机一升空，便展示攀爬、翻
滚、俯冲等各种特技，现场模友大呼过瘾。

据了解，涡喷航模采用微型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发出来的呼啸声
几乎和真飞机一模一样，飞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300公里，仅发动
机造价就在1.5万元以上。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何业安 摄

赤壁特色游人气爆棚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

健、通讯员张海燕报道：4月30日，在三
国赤壁古战场第三届龙虾啤酒音乐节
现场，诱人的小龙虾，自酿的原浆啤酒，
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吃得有味、喝得
开怀，到处欢声笑语，气氛热烈。

三国赤壁古战场第三届赤壁龙虾
啤酒节举办时间为4月28日至5月15
日，旨在丰富赤壁市假期旅游市场内
容，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为迎接“五一”小长假，赤壁市各景
区通过打造旅游服务品牌，积极挖掘景
区内涵，提升景点品位，增加多种游客

参与性项目。同时对原有景点进行了
全面改造翻新、扩建。悠久的历史、美
丽的景色、独特的体验使得大批国内外
游客慕名前来游玩。

赤壁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宋冬介
绍，下一步，赤壁市还将进一步完善旅
游信息发布，密切关注游客不同的出游
需求，推出更加多样化、便捷化、菜单式
的旅游服务，不断扩大、提升全市的旅
游景区范围和品位。

据初步统计，“五一”期间，赤壁市
共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逾2.3亿元。

本报讯 记者程慧、通讯员周丹
报道：4月30日，通山县大畈镇隐水洞
景区内，游人如织，密密麻麻的私家车
辆停靠在指定区域，欢闹声、嬉笑声此
起彼伏，洞口检票处更是排起“长龙”
队，现场十分火爆。

为保障“五一”假期平稳有序，节
前该县旅游委针对假日旅游道路安
全、景区设施安全、旅游服务质量、市
场秩序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检查，并
在节日期间，带队到各景区巡查。九
宫山、隐水洞景区制定了应急预案，加
强节日期间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值

班制度，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此外，该县公安、交警等部门到重

点景区维护交通秩序，确保旅游市场
井然有序。县旅游委对外公布假日值
班和投诉电话，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
带班制度，保证了信息畅通。

据悉，“五一”假日期间，该县旅游
景区持续火爆，赏花踏青人气兴旺，旅
游市场井然有序，综合效益明显增
长。全县共接待游客44.16万人次，门
票收入281万元，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6682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9.2%，
3.1%，4.4%。

通山生态游持续升温

高枧乡位于崇阳县南端，是省级
特困乡。王加蓉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大
学生。 2017年，王加蓉毕业后回到
乡里工作，成了高枧村村支部书记助
理。

“记忆中的高枧很美，也很穷。可
等我回来工作以后，才明白这里的贫
穷程度有多深。”王加蓉讲起了她印象
最深的一件事：一次入户时，一农户家
只有两间瓦房，房顶的瓦片看起来随
时要掉，屋里漆黑黑的，唯一的电器是
一个电饭锅。屋子的主人是位老大

爷，因身体不好正卧床休息，看到有人
来了，老大爷的眼睛里仿佛点了灯一
样亮了起来，一把拉住王加蓉的手，含
糊不清地讲了很多，讲着讲着就哭了
起来……

“我惊讶于这里的贫穷，更惊讶于
老人家情感关怀的缺位，他的眼神透
露出的渴望，让我久久不能平静，那个
时候觉得自己是有作用的。”王加蓉
说，她当时紧紧抓着老人的手，虽然大
部分听不懂，但是能感觉到他热切地
渴望交流。从那天起，她开始觉得自

己应该做一个能为别人带去温暖的村
官。

当前的高枧乡，农村常住人口大
量减少，很多村都已成了“空心村”，年
轻优质劳动力往大城市转移；很多村
民开始自主创业寻求生活出路，但在
创业的路上遇到缺乏相关知识与技术
和资金等难题……王家蓉说，她将会
好好学习知识，为这片土地的发展贡
献力量。同时，还会把这里的自然风
光美景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这
个地方。

在嘉鱼县潘家湾镇肖家洲村，有这
样一位大学生村官，对农村事业充满了
好奇，鼓足了干劲，她就是季静静。

她每天都干劲十足，虽然是一个
柔柔弱弱的小姑娘，但工作起来却扎
实吃苦。虽然工作经验有限，但却以
她的热心、耐心赢得了村民的喜爱。

刚来到村里时，季静静也很被
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有许许多
多的不适应。但她很快调整了自己的
心态，主动与村支书商量，想要为村民
多做一些事。于是，她积极入户调查，
开始慢慢熟悉村民、村里的情况。

肖家洲村以蔬菜生产为主导产
业，而且建立起了以潘家湾镇为单位
的销售链，这让季静静重新认识了什
么是新型农业。在菜地里与村民交
谈、帮助村民记账、自己动手搬菜……
这些都让她感觉到新鲜又充实，看着
村民的付出有收获，她也感到开心。
有时在菜地里一呆就是一天，皮肤被
晒得黑黑的，她心里却美滋滋的。

记得刚开始土地流转时，村民的
情绪都比较激动。由于工作难做，村
里的干部也怨声载道。季静静便和村
支书一起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工作。每

到一户，她都耐心、细心地向村民解
释，遇到难以沟通的也不气馁，多次上
门，最终赢得了村民的理解。

凭着这股实干精神，季静静赢得
了村民的点赞。“我做的远远不够呢，
我要像最美扶贫人王新法同志学习，
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贡献自己的
力量。”季静静坚定地说。

崇阳高枧乡高枧村王加蓉

真情注故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嘉鱼潘家湾镇肖家洲村季静静

实干赢点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骆晓丽

咸安官埠桥镇张公庙村戚磊

做好分内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钰

戚磊2017年毕业于武昌工学院
土木工程系，自2017年9月到咸安
区官埠桥镇张公庙村报道上岗之后，
他主要从事村里的党建工作。

来到乡村之后，每月开展的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对他的影响最大。

在今年2月的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上，已经90 岁的老党员左立楷拄
着拐杖独自前来参加活动。这一幕
对戚磊的触动很深，他感慨，难怪张
公庙村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能得到
各级领导肯定。

戚磊坦言，没到乡村工作之前，
他对村民的认识很浅薄。现在经过
多次与村民接触，他发现，村里人做
事勤恳踏实，对人真挚热情。只是要
实现乡村发展需要有人引领带动。

戚磊认为，要实现乡村振兴，党
员必须积极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张公庙村为官埠桥镇镇区所在
地，村里的土地大多支持了镇区建
设。如何利用有限资源实现快速发
展是摆在面前的问题。

细数张公庙村乡村振兴的方方
面面：发展特色产业，倡导文明新风，
培育新型农民，引进大学生回乡创
业，开展环境整治，发力精准扶贫，改
善民生条件……这些都需要有人带
头参与示范。

“现在村里一手抓张公工业园建
设，一手抓桃源里项目旅游服务业发
展，这些项目里都有党员在一线发挥
带头作用，我也要做好党员的分内
事。”戚磊说。

整治溢洪道
保水库安全

4 月 27 日，嘉鱼县高铁岭镇陆水
村，当地工人正在加固清水塘水库溢洪
道。据了解，为保障今年水库安全度
汛，该镇斥资30余万元对该水库的600
多米溢洪道进行清淤、加固，预计 5 月
底完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龙钰 聂莉 摄

4月26日，记者走进崇阳县白霓
镇龙泉村三组时，远远便看到对面山
间小道上，一位年轻小伙穿着一件洗
得发白的黑色上衣，肩上架着锄头，裤
管卷到了膝盖，球鞋沾满了泥土……

“他叫胡镖，是从城里回到村里的
药材种植大户。”村支书黄永华告诉记
者。 胡镖是土生土长的龙泉村人，大
学毕业后在东莞市清溪镇一所学校教
书。2015年底，一场重病差点夺去了
他父亲的生命。他便辞掉了外面高薪

的工作，回家照顾重病的父亲。
“其实，最初回到乡里只是单纯地

因为父亲生病。”胡镖讲起了自己种植
白芨的故事：有一次陪父亲去医院开
药，里面有一味药材是白芨，价格却昂
贵到家里难以承受。

“当时，市场上新鲜白芨卖100多
块钱一斤，干品每斤需要400多元。而
父亲经常咳血吐血，只能靠吃这个药
止血，于是就萌生了自己种植白芨的
想法。”胡镖说。

尽管家里有现成的田地，但种药
材对于这个学体育专业的小伙来说，
却是“新姑娘上轿头一回”。没技术，
他就特意跑去黄冈市蕲春县请教当地
的老药农并联系种苗。回来后，他将
自己家的几亩田地全部种上了白芨。

“看到有些土地没人耕种，心里觉
得可惜。”胡镖告诉记者，村里很多人
都在外打工，土地随着抛荒了。从小
和土地打交道的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把土地耕作起来。于是，他又挨家挨

户将土地承包过来种白芨。
如今，他种植的面积已有近百

亩。 几年下来，胡镖已经完全掌握了
种植白芨的“秘诀”。在他的带领下，
该村已有近10户村民走上种植白芨的
道路，每家每户种植面积有四、五亩左
右。白芨丰收时，有些人家亩收入可
达近20万元。

种植白芨奔富途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特约记者 汪佳

本报讯 通讯员胡志斌、朱
刚、邓晓丹报道：近日，九宫山国
家级保护区首起非法狩猎案被
正式立案起诉。

4月10日清晨，市森林公安
局九宫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分局接
到电话报警：小源管理站辖区内
有烟。

接警后，该局和九管局立即
召集民警赶赴现场，一边安排民
警进行现场勘查,同时快速组织
群众、有效及时地控制了地表火

源，未给自然保护区造成损失。
该局缜密侦查后查明：犯罪

嫌疑人程某某于4月6日至4月
10日期间，在九宫山国家自然
保护区实验区的“杨树荡”“姨波
江”处，将自制电容箱、购买的升
压器、电瓶、细铁丝、绝缘皮陀等
作案工具，架设电网1000余米，
想通过电网狩猎方法猎获野生
动物。

5月2日，该局已将犯罪嫌
疑人程某某依法移送起诉。

九宫山首起非法狩猎案

正式立案起诉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员
徐亮报道:昨日，市委第三巡察
组召开巡察市商务局工作动员
会。按照市委和市委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市委第三
巡察组从即日起对市商务局开
展巡察工作，时间一个月左右。

巡察组强调，要学深悟透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巡视巡察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
省委和市委的新要求上来；要
坚持在党的全面领导上聚神、
加强党的建设上聚力、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上聚焦，牢牢把握

政治巡察定位；要密切联系群
众，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共
同努力，切实保证巡察工作顺
利开展。

市商务局表示，要从讲政治
的高度坚决贯彻市委巡察工作
部署；要坚持领导带头、严守工
作纪律、强化求真意识，以积极
的状态自觉主动接受巡察监督
检查；要以最优的服务全力保障
巡察工作顺利开展；对巡察中发
现的问题、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
节要深刻剖析原因，积极主动抓
好整改，要以巡察成果转化为契
机，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市委第三巡察组

巡察市商务局

本报讯 记者吴钰、见习记
者谭昌强报道:昨日，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张方胜主持召开市
委办公室工作例会，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
精神。

张方胜强调，时隔五年，习
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湖北，考
察长江，就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提出了要求，发表了一系列重
要讲话，为湖北下一步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意义重大，举世瞩
目。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

事。要结合工作实际，系统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
神，进一步推动市委办公室各
项工作取得新成绩。

张方胜要求，要履职尽责显
担当，要围绕宣传好、落实好、贯
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当好宣传员、先行官和践行者，
为市委领导当好参谋，发挥市委
办统筹协调的功能和作用；要转
变作风严责任，以务实的作风和
严谨的工作态度，带好头、作表
率；要切实传导压力促实干，把
中央、省委和市委的精神传达到
基层，让上级各项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

市委办公室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员
曾晓艳报道:昨日，我市召开
2018年政务服务暨公共资源交
易及监管工作会。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何开文出席会议。

何开文传达学习了国务院、
省政府相关会议精神，指出了我
市目前政务服务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并对相关部门提出了具体
整改要求。

何开文强调，要认真落实
“放管服”改革要求，在深入推进
“政务服务提升行动”上持续发
力，认真落实“三集中三到位”

“应进必进”“四个环节、三个工
作日”限时办结规定，进一步彰
显政务服务便民利企功能；要在

加快四级政务服务体系标准化
建设上持续发力，进一步畅通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何开文要求，要在深化“互
联网+政务服务”上持续发力，
切实加强市级政务信息化建设
的统筹，加强全市政务信息共建
共享、互联互通，加强市政府大
数据中心的建设及应用，进一步
提升政务信息化应用质效；要在
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及加强
联动监管上持续用力，大力推进
全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规范化，
平台建设标准化，交易过程电子
化，交易服务便利化，进一步打
造阳光透明的公共资源交易环
境。

我市首架涡喷航模成功试飞

助力乡村振兴的年轻人
——我市大学生村官风采录（下）

推动“放管服”改革

我市强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