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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下

产业化 市场化

赤壁构建立体农业产业模式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 “请”
“派”等方式优选一批
“领头雁”，培
健、通讯员孙睿、廖媛媛报道：连日来，
育新型农民，壮大家庭农场等经营主
在赤壁市柳山湖镇 1000 亩高标准“稻
体。
虾共作”示范基地里，工作人员正在进
目前，柳山湖镇根据市场需求和自
行打桩、围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身特点，已制定《产业发展实施规划》，
今年以来，柳山湖镇以农业产业为
明确了柳山乡村振兴路线图和时间表，
龙头，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今年该镇小龙虾交易市场将投入使用，
该镇依托现有的葡萄基地、水稻基
冷库物流园将建成运营。
地、莲藕基地、稻虾共作基地、特色养殖
今年来，赤壁市加快农业与文化、
基地，延长产业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
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坚持走产业化、
工业，构建有看、有采、有玩、有吃、有住
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的农业现代化
的立体农业产业模式。同时，采用
“选”
道路，积极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后花

园”
、
“菜园子”，全市农业产业得到持续
健康快速发展。
该市充分发挥资源和区位优势，以
市场为导向，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以循
环农业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着力转变发
展方式，通过建基地、强龙头、树品牌、
抓改革等措施，促进农业向产业化、规
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现代化转变。
目前，全市共培育了黄盖湖畅健生
态农业、赤马港穗丰园、余家桥绿态果
业、神山兴农等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建成了车埠芙蓉村等一批“一村一

品”示范点，砖茶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
被评为省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园，赤壁青
砖茶、米砖茶成功申报国家地理保护标
志产品。
据悉，一季度，全市农业产业发展
稳中向好，目前全市各类新型农业专业
化 组 织 377 家 ，农 产 品 加 工 企 业 285
家 ，省 市 级 农 业 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 29
家。其中，重点打造“百亿茶产业”，围
绕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
“赤壁青砖茶”
公共品牌，推进茶业全产业链发展，茶
产业链总产值突破 30 亿元。

校企合作产销旺

确保实现文化同步小康

我市加快“四馆一中心”建设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
蔡祖峰报道：15 日，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张方胜主持召开市
“四馆一中心”项目建设指挥部
第一次会议，指出要坚决落实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决策部署，加
快
“四馆一中心”建设，确保实现
文化同步小康。
市图书馆、市群艺馆、市科
技馆、市非遗展示馆、市妇女儿
童中心（简称“四馆一中心”）
项目是我市重点文化基础设施
项目和民生工程,对满足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完善城
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具有重
要意义。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科学决策，
采取“四馆一中心”合一方式建

设，纳入 2018 年市政府投资计
划，为项目实施奠定了坚实基
础。目前，该项目前期主体工
程已竣工验收，进入内部装修
阶段。
张方胜强调，高度重视，抓
好项目建设推进工作。加快文
化场馆建设，补齐短板，关系到
全面小康建设能否顺利实现。
要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切入
点，快速推进项目。要坚持“四
馆一中心”的定位，加快项目可
研调整和深化设计，按照时间节
点，倒排工期，加快进度，全力争
取年底建成开馆。加强保障，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明确相
关单位工作职责，对项目推进过
程中的问题加强协调督办。

促进竹产业发展

我市制订省级地方标准通过评审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
吴鹏报道：13 日，省质监局和省
林业厅在我市组织召开湖北省
地方标准《毛竹大径材培育技
术》评审会。
与会专家一致同意该标准
送审稿通过评审，建议标准起草
单位根据评审会提出的意见修
改完善，形成报批稿，由湖北省
林业厅核准后，报湖北省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按推荐性地方
标准发布实施。
据介绍，湖北省 地 方 标 准
《毛竹大径材培育技术》是国标
委下达、咸宁市第九批楠竹标

准化示范区提升工程重要工作
内容之一，由市林业局、市质监
局和市林科院共同起草制订。
该标准针对湖北省毛竹林经营
相对粗放、技术水平较低的问
题，提出并规范了毛竹大径材
培育技术，为整体提高湖北省
毛竹林经营水平、为加工企业
提供优质竹材，提供了技术支
撑，对促进竹产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标准的制定依据充分、
数据可靠、结构合理，技术规范
可 行 ，具 有 创 新 性 ，为 竹 林 质
量精准提升工程的实施提供了
科学依据。

送法下乡助力脱贫

行动传递孝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爱心温暖患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会更加孝敬长辈。
”女儿胡三荣说。
年仅 5 岁的吴梓涵、吴依晨两位小
朋友，是这次活动中年龄最小的一对
姐妹，她们正用稚嫩的小手为自己的
奶奶洗脚。
“ 孩子还小，让她们也锻炼
一下，增强孝敬长辈的意识。”奶奶胡
平芳说。
12 岁的杜颖剑，父母都在外地工
作，平时和奶奶雷秋娥一起生活。他
深有感触地说：
“ 这次活动让我懂得要
有一颗感恩的心，
要好好孝敬奶奶。
”
“记得一次我生病打吊针，他一直
守在我身边，帮我换药，直到夜深打完
了他才去睡觉。
”雷秋娥红着眼圈说。
中百仓储通城店相关负责人李玲
介绍，参加当天母亲节亲子活动的有
近 50 人。
“通过这次活动，让广大市民提高
孝敬长辈的意识，加倍珍惜亲情，营造
和谐的家庭氛围。
”李玲说。

张敏

“ 这 么 小 的 孩 子 太 不 幸 了 ，我 捐
100 元表示下心意。”
“我捐 200 元，希望孩子能早日康
复。
”
“我今天出门没带现金，有没有账
号，我直接转账。”
……
9 日，在咸安区永安办事处同心路
社区卫生服务站门口，面对纷纷赶来
捐款的居民，李俊旺的父亲李仕雄红
着眼圈，
不停地说
“谢谢”。
7 岁的李俊旺，和父母租住在同心
路社区公安路 20 号，原本是一个快乐
的小学生。去年 12 月，李俊旺突然高
烧不退，四肢肿痛，在武汉同济医院被
确诊为髓系白血病。
48 岁的李仕雄靠开摩的为生，妻
子是一家私立幼儿园的生活老师，夫
妻俩月收入不足 2000 元。为了给小
俊旺治病，夫妻俩四处奔波，失去了收

通讯员

入来源，目前家里所有的积蓄都已花
光，可孩子的病还未好转。
同心路社区党总支书记胡剑明得
知情况后，决定号召辖区内企事业单
位和党员志愿者、广大居民对小俊旺
伸出援助之手。
当日早上，伴随着“爱的奉献”的
歌声，闻讯赶来捐款的单位员工和个
人络绎不绝：区妇幼保健院送来了全
院职工捐助的 4660 元的善款，三合机
电捐赠 2000 元爱心款，同心路红缨阳
光艺术幼儿园全体师生捐出 2719.5 元
爱心款……
截止当日上午 11 时许，同心路社
区辖区内 8 家单位、300 多位爱心人士
共捐款 26200 元。当天下午，胡剑明
和社区两委一起，将爱心款送到小俊
旺父母手中。
“希望更多爱心人士帮助小俊旺，
让他早日战胜病魔。”胡剑明说。

的拥抱。
这批志愿者已经与施伯伯非常熟
悉了。大二女生屈云珍一进门，就熟门
熟路地进到厨房，烧水、沏茶，招待老师
和同行的市计生协会工作人员。
李朝霞介绍，因为老施的爱人是湖
北恩施人，所以她特意安排了几位恩施
籍学生对口陪伴。现在，几位同学都被
老施老两口当成了家庭的一分子了。
果真，老施的爱人老彭一进门，就
操着家乡话和几孩子热络地聊了起来。
要知道，失独家庭开始并不大愿意
接受“找”上门来的孩子。像这样与失
独家庭亲如一家，是志愿者们花了 3 年
时间，
由一届届学生接力的成果。
重庆籍学生马桂平，是湖科教育学
院大四学生。她参加失独家庭志愿服
务团队已经 3 年了。
马桂平说，当初联系失去独生儿子

向东宁 周萱
的金奶奶时，金奶奶连门都不开。后
来，志愿者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才敲开金奶奶家的门。
现在，马桂平一段时间没去看望，
金奶奶还会打电话过来，询问她情况如
何，叮嘱她要听老师的话。马桂平说，
本来是去关照金奶奶的，结果放假时金
奶奶还打电话叮嘱自己回家的路上要
小心，
真的太令人感动了。
毕业临近，李朝霞和马桂平又带上
大一的学弟学妹们，来到金奶奶、施伯
伯这样的失独家庭
“认亲”，把这份亲情
一届一届地传下去。
据介绍，目前我市有失独家庭 589
户，为了帮他们早日走出困境，重新树
立生活的信心，2015 年起，市卫计委和
市计生协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对失独家庭开展一系列公益活动，送去
党和政府的关怀。

标、请司法专家讲授法治课等
形式向农民群众宣传普及法律
知识。赤壁经信局特地购买了
有关玉米、花生、板栗、蔬菜等
种植以及龙虾、鳝鱼养殖的实
用教材，根据不同对象，不同需
求，编制了《宪法》
《赤壁市“七
五”普法读本》
《精准扶贫“送法
下乡”法律法规资料汇编》
《法
律援助服务指南》等相关法律
法规资料和宣传册送给农民。

14 日，咸安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在官埠桥镇雨坛村举
办“健康中国 科普助力”义诊活动，工作人员为 30 多位村民进行了
询诊、
体检和健康咨询。
通讯员 刘燕群 摄

网民反映赤壁银河花园垃圾中转站气味重

环卫部门迅速部署清理

—— 走访慰问失独家庭母亲侧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本报讯 特约记者童金
健、通讯员钱芳、熊晓萍报道：
10 日，赤壁市经信局组织机关
干部职工 20 人，联合车埠镇政
府、车埠白驹村村委会工作人
员，来到白驹村举办精准扶贫
“送法下乡”
活动。
此次“送法下乡”主要通过
提供法律咨询、有关民生政策
解读服务、农技辅导服务、散发
宣 传 材 料 、摆 放 展 牌 、悬 挂 布

陈演 彭雅洁

愿天下母亲尽欢颜
5 月 13 日，母亲节。
早 8 时，20 多位头戴小红帽的志
愿者，手捧鲜花，准备去看望几位特殊
的母亲——失独家庭的母亲。
母亲节，当孝顺的子女给母亲购买
礼物、回家陪伴、在朋友圈里表白爱意
时，湖北科技学院的志愿者们早已想好
了如何陪
“失独”母亲过一个节。
李朝霞老师是湖北科技学院关爱
计生特殊家庭志愿者团队负责人。在
她的招呼下，同学们分领鲜花、慰问物
资，分赴各个失独家庭。
在工程机械厂家属区，一栋老旧的
楼房里，
大家扑了个空。
志愿者张胜拨打施伯伯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老施爽朗的笑声：
“我正
在小区散步呢，
马上回，马上回！”
几分钟后，老施快步走上楼梯，见
到候在门口的同学们，逐个来一个大大

电话：0715－8128770

赤壁市经信局

8 日，湖北恒嘉科技有限公司员工
在加班生产。该公司位于嘉鱼经济开
发区，总投资 1.3 亿元，主要生产黑色
及有色金属感应加热炉、钢管在线热
处理等设备。
为提升市场竞争力，公司积极与
华中科技大、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等高
校进行技术合作，产品广泛应用于国
内锻造、铁路机械等领域，预计实现年
产值 2 亿元，税收 1200 万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儿子帮我洗脚，这次母亲节很开
心。”13 日，在中百仓储通城店举行的
第二届“感恩母亲节”活动上，家住通
城隽水城区的段女士感动地说。
活动现场，晚辈们用双手为自己
的亲人洗脚，用行动传递孝心。
家住福人花园的胡美霞女士今年
40 岁，活动现场，她正在为自己的婆婆
黎金平洗脚。
黎金平婆婆一脸欣慰地告诉记
者：
“ 儿媳妇平时在家对我蛮好，我身
体不好的时候，
她都帮我洗脚。
”
家住隽水镇新桥村三组的吴金熬
和胡三荣，是这次活动中年龄最长的
一对母女。
78 岁的吴金熬怀里抱着个几个月
大的婴儿，她告诉记者，这是她的曾
孙，祖孙四代同堂让她倍感欣慰。
“今天这个活动，让我们更好地表
达自己对长辈的一片孝心，回去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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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计生协会办公室主任徐红平介
绍，以湖科心理学系为基础的关爱计生
特殊家庭志愿者团队，与社区干部一
起，与失独家庭结对子，引导一大批失
独老人融入社会，
享受幸福快乐。
2017 年起，我市还出台相关政策，
对失独家庭 60 岁以上老人，每户每年
发放 1500 元服务券，让他们享受助餐、
助浴、助洁、助医、助行、助急等家政服
务。在全市开通 7 家失独家庭定点医
疗机构，为他们开通就医绿色通道，挂
号、输液、呼叫救护车全部免费。同时
开通居家养老上门签约服务，全年享受
免费体检。
咸宁妈咪爱公司负责人刘红主动
为走访慰问活动提供了赞助。刘红感
动地说，失独妈妈是一个被忽略的角
色,关爱母亲，不分时间、地点，永远都
要努力做好。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
记者童金健报道：
“ 您在网上
发帖反映银河花园垃圾中转
站有气味要求迁移，此前不
久，业主代表彭先生已在市长
信箱反映过，提到‘迁移或封
闭作业问题’。我局高度重
视，已与业主代表见面沟通，
达成了一致意见……”近日，
赤壁市环卫局在微信公众号
上迅速作出回应。
15 日，记者赶到银河花
园垃圾中转站看到，清扫车正
在来回清扫、环卫工人反复冲
水，气味明显比之前好了很
多，影响已降到最低限度。
“我们第一时间清理垃圾
中转站内杂物，
保持站内整洁；
每天安排环卫工人在该站完成
垃圾中转后对站内进行清洗一
遍；
同时，
每天对该站进行一次
打药除味，确保站内无异味。”
赤壁环卫局局长陈江平告诉记

者，该局在接到网民反映问题
后，立即在微信工作群内进行
安排。如今，
问题已得到解决。
对于网民要求迁移垃圾中
转站问题。陈江平介绍，当初
按照城市规划，该垃圾中转站
与银河花园一同建好，目前也
是银河花园片区唯一一处垃
圾收集中转站，如要迁移没有
可替代的地方，业主代表同意
不迁移。
针对业主代表提出垃圾
中转站封闭作业问题。陈江
平表示，将采纳该意见，承诺
将实行封闭式围档作业，但申
请改造程序需要一个过程，业
主代表予以理解。
除了银河花园垃圾中转
站的个案外，陈江平呼吁，希
望有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提
升市民文明素养，杜绝市民随
意丢弃垃圾等现象，努力构建
更加文明的赤壁。

咸宁天气：
16～17日受中低层西南气流影响，
晴天到多云，
局部有阵雨；
18日起受高空槽东移、
地面弱冷空气共同影响，
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具体预报如下：
16日：
晴天到多云，
偏南风2～3级，
25～35℃;17日：
多云，
局部有阵雨，
偏南风2～3级，
26～34℃；
18日：
中到大雨，
偏南风1～2级，
2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