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幕山东源花谷景区

通过城市与乡村的空间有机穿插，
生产、生活、生态间的融合共生，将农
业、旅游业与服务业有机结合，构筑咸
宁“大旅游”中独具山水田园特色的集
森林花海、乡村度假、溶洞探险、养生
休闲、艺术文化于一体的乡村田园度
假区。打造国家4A级旅游景区、湖北
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湖北省乡村休
闲旅游新高地。

相山书院

项目位于淦河和龙潭河交汇处，
咸宁未来”二十景“之一。充分利用
山水景观资源，建设永安阁和相山书
院，打造未来咸宁名片，彰显咸宁历
史文化底蕴，将其建成淦河景观游憩
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向阳湖国家湿地公园

六千名人凝聚的向阳湖文化，使得
向阳湖熠熠生辉；美味的湖鲜，独特的自
然资源和气候，使得向阳湖湿地公园被纳
入2020年的绿色项目建设。

向阳湖湿地公园总面积5952公顷，
湿地面积5064公顷，湿地率85.08%。这
里是野生动植物的乐园，更是成千上万民
众的生命摇篮。

际华冰雪体育小镇

以健康快乐为核心，突破传统旅
游项目的单一模式，建设集时尚运动
娱乐、国际时尚品牌购物、旅游度假休
闲、特色餐饮为一体的新生活体验中
心。

大洲湖湿地生态示范区

以武咸一体化发展为契机，以世
界级湖区、湿地资源及文化资源为基
础，以得天独厚的区位及交通优势为
动力，落实咸宁绿色崛起发展战略，打
造华中地区最大城市湿地、湖北省健
康疗养胜地、武汉都市区高铁商务区。

金融信息港

以高新区“退二进三”为契机，完
善城市功能，补齐城市短板，提升城市
品质，打造集金融、商务办公、文化体
育、商业及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中
心。

华夏幸福产业新城

形成以现代农业为基底，以汽车
及零部件、专用装备、新材料为支柱，
以创意设计、智能制造为亮点的“一
产+二产+三产”产业体系。在产业布
局上，分为以鲜花小镇为主的第一产
业；以产业示范区、智造小镇为主的第
二产业；以产城核心、水乡小镇、时尚
小镇为主的旅游服务产业。

131军旅小镇景区

规划依托131地下工程，建设四
大功能板块：军事体验区、军事特训
营、国防教育基地、综合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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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贴士
独自出游安全小贴士

一个人的旅行，听起来总是令人神往。但同时，这
种自由的背后有很多潜在的危险。七个安全小贴士，
让你能够更安全地享受旅行。

拒绝“玩的就是心跳”。一个人出游，一旦受伤，就
不好了。极限运动还是留到有伴儿的时候再玩吧。另
外，请给自己上一份旅游保险以防万一。

保持联系。请至少告诉一个亲人或朋友你住在什
么酒店，你要去的下一个城市是哪里。请不要吝啬，多
在网上分享旅途中让人羡慕嫉妒恨的美照。

不要戴耳机。虽然音乐和旅行总是一对完美的伴
侣，但一个人出行时，戴着耳机很容易降低你的警惕心。

勿声张“独游”状态。让陌生人知道你独自一人可
不是什么好事，万一你遇见了坏人，则很有可能“独自
一人”身陷险境。

另外，小心你的饮料，按当地风俗穿着打扮，待人
待事心态开放。 （本报综合）

梓山湖

梓山湖新城项目包括梓山湖蜜月
湾、江南里、绿地悦水湾等。

梓山湖围绕“医养结合”核心理念，采
取“医养+”创新模式，建设养老医院、养护中
心、养老住宅三大功能区，力争打造湖北乃
至全国独具特色的CCRC医疗养生品牌。

梓山湖以休闲度假、健康养生、名校
教育、运动休闲、文化体验为核心，谋划文
化商旅、健康科教、运动休闲三大主题产
业板块，构建梓山湖康养小镇产业体系。

“苦瓜味苦，但它从不把苦味传给其他食物。用苦
瓜炒肉、焖肉、炖肉，其肉丝毫不沾苦味，故而人们美其
名曰‘君子菜’。”近日，在某美食网上看到这样一句介
绍苦瓜的文字。本就喜欢吃苦瓜的我，更是喜欢了。

苦瓜长得像黄瓜，但却没有黄瓜的平滑，其一身的
疙瘩，让人不禁想起癞蛤蟆。因苦瓜生得如翡翠般绿，
想到癞蛤蟆的时候，又并不会觉得它丑或者可怕，反倒
觉得有几分可爱。

我属于内火很旺的体质，小时候常常口腔生疮，或
嘴角长泡。苦瓜苦，可全身是宝，能清凉解毒，明目清
肝，还能补充多种维生素。能美容，减肥，还能降压降
糖抗癌。只因其苦，才有那么多人对它敬而远之。

我爱吃苦瓜。这一爱好的养成经历了三个过程：
被逼着吃—慢慢接受—深深爱上。

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这种体质的人吃苦瓜
好，就谋来苦瓜秧苗，种在了后院里。苦瓜成熟后，妈
妈便做给我吃。起初是清炒，因为太苦，我实在是难以
下咽。后来，又用苦瓜炒肉，我吃光了肉，剩下一大盘
苦瓜片。接着，妈妈又做了苦瓜炒蛋、苦瓜黄豆排骨汤
等等，我均不吃。

妈妈的耐性被磨没了，严厉地批评了我，并威胁我，
如果我不吃，从此以后不能看电视。这简直是我的死
穴，在缺少娱乐活动的农村，看电视是最大的享受了。

被逼无奈，我吃了。我发现，苦瓜入口虽苦，吞咽后
会留下一股清淡。慢慢地，我开始喜欢这股清淡。随着
年龄的增长，对那股清淡更是痴迷。我从吃妈妈做的
苦瓜菜，到自己学会做，吃自己做的苦瓜菜。

苦瓜蛋饼是我最拿手的，也是我最爱的。因为，鸡
蛋也是我的最爱。

选一根长长的嫩嫩的苦瓜，用清水洗了，从中间一
破两半，然后刮出里面的籽，再顺竖直方向切成细条，
最后再把细条切成小碎丁儿。鸡蛋打到碗中搅匀，再
将准备好的苦瓜丁和葱末儿放入碗中拌匀。热锅，加
适量油。将鸡蛋苦瓜一同倒入锅中，翻炒均匀，加盐调
味即可。端上饭桌，不仅赏心悦目，而且吃起来，清香
清脆爽口。

炎炎夏日来了，苦瓜蛋饼又将是我家餐桌上的常
客了。

苦瓜蛋饼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建设文明蒲圻、绿色蒲圻、环保蒲圻，平
安蒲圻，关系到辖区内群众的生活幸福和安
宁。2018年初，蒲圻办事处全面整治环境卫
生动员会后，凤凰山社区党总支从三落实、三
配套、三健全上下真功，辖区内环境卫生全面
整治工作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赢得上级领导
的充分肯定和居民的一致好评。

抓好人员、经费和责任落实。为了便于
管理，社区成立了以党总支书记魏绍林为组长
的环境整治领导小组，明确了相关责任人。为
了保障环境整治工作顺利进行，社区在资金十
分困难的情况下，挤出资金抓环保。为了确保
主体责任得到落实，明确了社区工作人员、各
组组长、保洁员的相关职责，落实了房前屋后
环境整治工作责任包保，把责任分解到人，不
留死角。

抓好卫生设施、清运人员、管理措施配套
工作。抓好卫生设施配套，社区主干道18公
里长，范围广、自然村落分散，城乡结合部垃
圾清理工作难度大，4月初，社区考虑投放点
垃圾桶不够，投资26250元，添置150个垃圾
桶，分别补充到68个自然村落 。抓好清运、
保洁员的配套。依据主干道路的长短，村落
的大小配套了6名保洁员；根据垃圾日产生

量，配套了1名清运工。社区成立了环境巡
查督办专班，负责日常环保宣传教育。抓好
措施配套。社区投资2.56万元彻底清扫清运
陈年垃圾后，及时与保洁员、清运工签订了合
同，通过合同的形式明确了保洁员、清运工的
报酬、职责和工作范围，社区每年为保洁员、
清运工发放工资11.5万元。

健全检查、监督、考评机制。健全有效检
查机制，建立了办事处、社区二级检查，社区开
展3次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通报到小组；
健全监督机制，社区成立了以党总支副书记郑
先才为组长的监督领导小组，及时监督社区主
要街道及背街小巷环境卫生；健全考核讲评机
制，定期对辖区内的卫生、垃圾清扫清运承包
人、主干道清洁工及包保责任人进行考评，并
将考评情况在社区工作例会上进行公布。

由于凤凰山社区大力加强环境综合整
治，社区背街小巷干净靓丽，无白色垃圾，环
境整治工作得到了全面发展和提升。

（周象明 何浩）

凤凰山社区吹响环境整治号角

蒲圻办事处

收储库点

崇阳县田野储
备粮管理有限

公司

合计

仓（罐）号

城区库3、4仓

城区库5、6、8仓

中心库6仓

白霓库4仓

性质

县级
储备

县级
储备

县级
储备

县级
储备

数量

1000

1500

1500

500

4500

品种

早籼稻

早籼稻

晚籼稻

晚籼稻

生产
年限

2015

2016

2017

2017

地方事权粮食粮权公告
根据地方事权粮食收购政策规定，在湖北省崇阳县范围内，崇阳

县田野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存储的粮食库存为地方事权粮食（详见
地方事权粮油收储库点及仓号），粮权属崇阳县人民政府，未经崇阳
县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也不得用于抵押、
质押和其他形式的担保或清偿债务。按照《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崇政办发[2016]38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于粮棉油政策性收
购资金及由该资金形成的粮棉油不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
的通知》（法[2000]64号）规定，任何商业银行、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
司均不得以地方事权粮食为抵质押物发放贷款，如果违规发放贷款，
由此产生的贷款风险和损失由银行金融机构承担。

地方事权粮油收储库点及仓号
单位：吨

特此公告
崇阳县田野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8日

大洲湖湿地生态示范区、梓山湖·江南里、梓山湖·蜜月湾、梓山湖·绿地悦水湾、际华冰雪体育小镇、金融信息港、
相山书院景区、向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白水畈田园综合体、131军旅小镇景区、华夏幸福产业新城、大幕山东源花谷景
区……这些绿色项目，将于2020年全部建成。

项目的建成将极大地推动咸宁全域旅游、乡村旅游的振兴。

咸宁将新增这些全域旅游新地标

规划依托白水畈萝卜种植基
地，打造萝卜种植基地、萝卜加工产
业园、田园花海体验园、乡村振兴示
范区四大板块，实现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打造乡村振兴咸宁样板。

白水畈田园综合体

连日来，赤壁市官塘驿林场积极
响应三大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组
织干部职工在所辖四个营林分场场部
生活区、林区主干道、陆水湖沿岸开展
垃圾清理和环境整治行动，向陈年垃
圾全面宣战。使各场区再现山青、水
绿、草美的美丽景象。

官塘驿林场位于官塘驿镇北街的
老家属生活区，因房屋大多是建于上
世纪的红砖平房，缺乏统一规划，属于
典型的棚户区，乱搭乱建、乱泼乱倒、
沤肥种菜等情况随处可见，生活垃圾

越堆越多。其他三个营林分场也不同
程度存在突出环境问题，陈年垃圾随
处可见。

三大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启动
后，官塘驿林场认真研究，精心安排，成
立了以党委书记、场长为组长，党委班
子成员为副组长，相关科室和营林分场
负责人为成员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工作领导小组。累计投入挖掘机、车辆
30余台次，参与干部职工110人次，清
运垃圾40余吨。使林区重新变得干净
整洁、舒适怡人。 （芮春和 汪新宇）

官塘驿林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徐景丽遗失位于崇阳县天城镇沿河路的国有
土地使用证，证号：（10）1055号，共有面积769.72
平方米，分摊18.27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恒驰新型环保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湖北赤壁武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基本存款
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2000255602，账
号：5000020400029，特声明作废。

徐立学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
号：422326197012065517，特声明作废。

徐小燕遗失咸安区简爱服装店个体工商户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21202MA48RNE78P，特声明作废。

耿淑琴遗失嘉鱼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6年
4月12日核发的嘉鱼县兴家华清园超市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421221MA489GXQ7P的营业执
照副本，特声明作废。

崇阳县鸭产业化办公室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崇阳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365000095903，账号：578157534916，特
声明作废。

刘素珍遗失咸安区真味鸭掌门热食店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21202MA4C78KP7B，特声明作废。

沈峰遗失温泉商场个体商户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纳税人识别号：422301196908101275，特
声明作废。

曾庆华遗失赤壁市新玛特童装店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02700056106，
特声明作废。

汪丽遗失嘉鱼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7年6
月29日核发的嘉鱼县清夫园保健食品店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2421221MA4ACGM293的营业
执照正本，特声明作废。

崇阳县天城镇法律服务所遗失崇阳县天城镇
基 层 法 律 服 务 所 执 业 证 正 本 ，编 号 ：
217110110022，特声明作废。

吴建伦遗失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就业协
议一份，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