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壁举办

科技活动周
本报讯 通讯员王绍华、胡莎报道：近日，赤壁市科技

活动周在市人民广场拉开帷幕。来自该市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的科技人才代表和科技特派员现
场展示其科技创新成果、专利产品，为市民提供相关咨询。

据介绍，为提升科技活动周成效，该市科技局、市委人
才办还共同举办以“倡导创新文化、尊重知识产权保护”为
主题的交流论坛，全市80名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共聚一堂，
分享交流创新创业经验；该市教育局、科协组织校园科普
教育宣传活动，展示科技创新大赛获奖作品；赤壁茶发局、
水产局、中医院等单位组织行业专家赴乡村一线开展现场

“送技术、送健康”等专场服务活动，营造了全市上下支持
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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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埠镇是“咸宁市综合实力十强乡镇”、“小城镇建设先进单位”、“示范明星乡镇”、“最佳金融乡镇”……在这片肥沃

并充满激情的土地上，有几位地地道道的本土农民，开创出了几个年产值过亿的产业。他们是如何做到的？5月28日，

笔者一行来到车埠镇一探究竟。

培育中的车埠镇小罗湖田园综合体

车埠镇的采访结束后，有一股乡土
能量令人振奋不已。

夏如红作为一位农民，只想让自己
的土地最大限度地产生收益，所以他改
变传统的种油菜、小麦的劳作模式，尝
试小龙虾的养殖，这也是对自己劳动价
值的一种追求；熊伟金开办粮油加工合
作社，是作为一位农民，对粮食生产环
节当中的一种不可预测的灾害，进行的
预防与应急处置，这是切合农业生产实

际的一种投资。
当初只是当作一种尝试的夏如红，

没想到今天的小龙虾，能做成车埠镇的
品牌，甚至做成了一个年产值达 2.4 亿
元的产业。

当龙虾的市场越做越大，越做越火
爆，车埠镇发现了这一股乡土能量的巨
大潜力后，为了扶持做大做强，该镇斥
资兴建交易市场、举行龙虾养殖培训班
及举办龙虾节，推进龙虾市场管理规范

化，使得龙虾产业成为车埠镇今天的辉
煌。

当年，熊伟金大胆创新，要与天战，
终于开创出年产值5000万元，二期开发
后有望年产值超亿元的乡村合作社，为
车埠镇农业提质提效树立起坚强后盾。

实施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做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施农业提质、强
村富民的重要保障。在乡村振兴的过
程中，在加强科技振兴的同时，更应该

注重乡土能量的扶持。车埠的成功，实
际上是乡土能量的成功，是重视乡土能
量所结出的硕果。

夏如红、熊伟金，不是专家、学者，
都是农村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农民。
也正因如此，他们熟悉土地，了解农业，
对于农业的发展与操作，更具有实践经
验。而车埠镇党委、政府关注乡土创新、
大力发挥乡村本土能量、造就大产业的
经验，更是值得学习、借鉴与推广。

乡村振兴要激发乡土能量
○申鸣

5月28日早晨4点，车埠镇芙蓉小
龙虾专业合作社的龙虾交易市场里灯
火通明，人头攒动。来自赤壁、咸宁、武
汉、洪湖、临湘等地的龙虾养殖户、经销
商齐聚这里，进行龙虾交易。据统计显
示，这里最高峰时候，日交易龙虾1万公
斤，交易额60余万元。谁能想到，这强
大的交易市场，只是当年一个“懒主意”
促成的。

2006年，盘石村水稻种植大户夏如
红发现，多年来，冬闲农田无论是种小
麦还是油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赚
不了几个钱。怎么样能够让冬闲田赚

钱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潜江朋友
说起冬闲田龙虾养殖效益不错，在经过
考察之后，他开始小面积的尝试。

“那时候种油菜、小麦，又是翻地，
又是请人工不说，还得指望天气照应。
往往一季下来，每亩田只赚百把块钱。”
夏如红介绍说，还不如养龙虾，既不用
翻地，劳动强度、人工费也大大缩减。
当年他的这个举动，被别人称之为不愿
意翻地的“懒主意”。

第一年，因为担心技术的不成熟，
夏如红只养了10亩龙虾。尽管当时的
龙虾市场不火爆、价格不高，但一个冬

季下来，一亩可以赚800块左右，比种小
麦、油菜划算。

赚钱才是硬道理，真金白银就是动
力。现如今，不仅盘石村全村发展到家
家户户养龙虾，还带动了整个车埠镇15
个村全覆盖养殖，小龙虾面积达4万亩，
年产小龙虾400多万公斤，总产值达2.4
亿元。

由于龙虾养殖发展势头的强劲，为
了确保养殖户的利益，规范小龙虾养殖
及产销链，将龙虾养殖做大做强，做成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2014年，车埠镇率
先在芙蓉村指导成立芙蓉小龙虾专业

合作社，并投资建设一个2000多平方
米的小龙虾交易市场。为扩大小龙虾
的品牌效应，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
力，2017年5月19日，车埠镇举行了盛
大的小龙虾美食节，吸引市民、周边县
市游客、客商近万人齐聚车埠镇，湖北
宇兆农业有限公司还现场与龙虾养殖
大户成功签约。

当前，车埠镇小龙虾市场越来越
大，养殖规模超过100亩的养殖大户达
29户，已建成3个小龙虾交易市场，交
易覆盖除赤壁外，更有洪湖、武汉、临湘
等地养殖户，日成交额最高达120余万
元。仅芙蓉村小龙虾产业年创产值达
1300万元，创农户纯利900余万元，人
均增收3000多元。

一个“懒主意”，让小龙虾成了大产业

“当年搞这个合作社，其实是在与
天战。”在车埠镇伟鑫粮油加工合作社，
熊伟金毫不讳言当年的动机。

车埠镇是一个农业大镇，全镇粮食
播种面积75143亩，其中夏粮4612亩，
秋粮 70531 亩，年粮食总产量可达
24055吨。2014年的9月，正是金秋时
节，田野里的稻子低垂着头穗，金灿灿
满是丰收的喜悦。可是，就在这时候，
一场大雨绵延了半个多月，将所有的喜

悦浇成了农人额头上紧锁的忧伤。不
管是田野里的稻子，还是已经收割在家
里的稻子，都因为无法晾晒而霉烂。

“要是办个能烘干粮食的厂，那这
些损失就能避免。”这个念头在熊伟金
脑海一闪，觉得里面有很大的商机。他
的这个设想，也正与车埠镇党委、政府
为解决农户粮食晾晒难题不谋而合。

2014年12月，在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熊伟金与另外4位合伙人成立了伟

鑫粮油加工合作社，并正式破土动工。
于2015年的7月建成投产，每日可以烘
干粮食150吨左右。

“粮食每年几乎都有霉烂变质的，
镇里也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车埠镇
镇长但华南说，听说伟鑫粮油加工合作
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镇里全力支持，
不仅让农民增产，更做好了预防突发意
外的保障，确保农民增收。

解决了粮食因天气原因霉烂变质

难题之后，该镇又积极探索、推进农业
精细加工及销售一体化市场运作。
2015年，源盛农产品有限公司投资成立
了源硕水稻专业合作社和华军农机专
业合作社，建有日产20万斤原粮加工生
产线，核心产品“胚芽香米”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获得国家专利技术。

这些粮食加工合作社的成立，不仅
为地方农业注入活力，提高了农业的产
出效率和经营收益，更是给该镇农业生
产系上保险带，将农业从单一种植、收
售，向烘干、精细加工及销售一体化推
进。

粮油合作社，让农民告别“望天收”

田园综合体，让田野“摇身”变景区
30年前，说起国营单位——车埠花

茶厂，那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地方。全厂
60多人，生活、生产红红火火，所生产的
茉莉花茶、老青茶畅销全国。但是随着
社会的发展、市场变迁，曾经兴旺发达
的花茶厂，静静地躺在车埠镇小罗湖
村，荆棘丛生，野草蔓延。就算是地道
40岁以下的车埠镇本地人，说起花茶厂
也会是一脸茫然，不知所在。

2017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已经

30年人迹罕至的车埠镇花茶厂又迎来
了春天，焕发出迷人生机——由赤壁市
金穗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的小
罗湖田园综合体在这里正式破土开
建。该项目占地4500亩，总投资17亿
元，打造以大型实景剧《赤壁之战》为核
心，以三国文化、民俗风情体验、生态休
闲、养生度假、儿童游乐为一体的
AAAAA级旅游景区。

2018年，该项目已投资1.5亿元进

行整改，景区已初具规模，6.5公里的环
湖公路修通，观景台、茶文化体验区、休
闲钓场、荷花观赏带均已建成。

近年来，车埠镇通过整合名人文化、
红色历史、地方特色等旅游资源，结合自
身优势，秉承“游欧亚万里茶道、品赤壁
陆水香茗”的规划理念，将现代农业与旅
游观光相结合，打造农业观光旅游的休
闲胜地，万里茶道文化体验中心。

位于该镇毕家村和梅湖村的车埠

观光茶园，由赤壁市丹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实施兴建，园区规划面积6000余
亩，拟投资3亿元，打造以茶文化为主的
观光、休闲、旅游为一体的茶产业园。
目前该园区一期工程已完成，二期工程
正在建设中。

而依托田园综合体的开发，车埠镇
更是大力扶持、发展生态农业合作社。
截止目前，该镇共有农民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30余个。还有丰华农业果蔬采摘园、百
果生态农业采摘园、枫桥药材基地等，其中
百果生态农业采摘园种植面积150亩，种
有16个水果品种，年产值近50万元。

乡土人才助力产业兴旺
——车埠镇乡村振兴战略的眼光与机遇

文/图 通讯员 张升明 黄富清

全省县级图书馆10强出炉

赤壁图书馆位列第七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近日，省文化厅对全省县

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进行综合
评价排名，赤壁市图书馆跻身全省县级图书馆10强。

此次综合排名从县级公共图书馆总收入、财政补贴、实
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藏量、新增藏量、阅览室坐席数、总流
通人次、书刊文献外借册次、举办活动次数、从业人员10个
方面进行打分，赤壁市图书馆位列第7位。

据了解，赤壁市图书馆于2008年3月28日动工兴建，
框架五层，2013年竣工，建筑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是湖
北省目前最大的县市级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环境幽雅，是该
市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

赤壁水利局

打造廉政文化走廊
本报讯 通讯员龙维报道：“宁叫清风吹两袖，不使吾

心染纤尘……”近日，走进赤壁市水利局办公楼走廊，廉政
宣传板映入眼帘，似一阵清风拂面，让人耳目一新。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一单位一亮点”廉
政文化品牌，该局结合第十九个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
充分利用局办公楼空间，精心打造具有特色的廉政文化走
廊，使廉政文化深入人心。

廉政文化走廊突出水利廉政文化主线，语言精简诗意，
内涵丰富，既美化了工作环境，又营造了浓厚的廉政文化传
播氛围，使广大党员干部时刻熏陶浸染，树立正确的道德
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入到
水利工作中。

黄盖湖镇

平安创建入脑入心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廖媛媛报道：近日，黄盖湖

镇在6个村（社区）和学校开展“我以我心爱黄盖湖，我以我
行创平安”为主题的平安创建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图文并茂的展板、横幅、标语、
现场咨询和在签名墙上进行签名等多种方式向群众宣传平
安建设和综治工作等有关内容，提醒广大居民提高自我安
全防范意识，预防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保障自身和家人的生
命财产安全。

同时，活动其他工作人员也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关于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崇尚科学、远离邪教；洁身自好，不沾
黄赌毒”的相关内容，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并且能够积极的投入到平安建设的队伍中来。

赤壁大城管

披露城市综合管理排名
本报讯 通讯员张召华报道：日前,赤壁城市综合管理

委员会首次通报该市城市综合管理工作排序,一季度总工
会等58家市直（驻赤）单位“门前四包”，以及望山、凤凰城
等一批社区（小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受到表扬。

根据《赤壁市城市综合管理工作考评奖惩办法》，该市
城管委组织对一季度市直（驻赤）单位“门前四包”和社区
（小区）的城市综合管理工作进行了督办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该市58家市直（驻赤）单位对“门前四
包”工作重视，专职管理人员工作认真负责，门前内院环境
卫生干净整洁，车辆停放整齐有序，“门前四包”工作整体效
果较好。而实验中学等5家单位“门前四包”工作责任落实
不到位，环境卫生无人打扫，管理不力，秩序乱，居民意见较
大。

赤壁住建局

党纪流动课堂获点赞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李翾报道：“通过学习，我明白

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一定严守纪律，践行廉洁自律有
关要求”。近日，赤壁市市政公用管理局干部徐培清在“党纪流
动课堂”上，听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宣讲后感触地说。

年初，赤壁市住建局党组选调12名政治素质好、理论
水平高、法律专业能力强的党员干部，组建“党纪流动课堂”
师资库，每月定期深入住建系统所辖11个单位及建筑工
地、工业企业、精准扶贫村，通过“专题探讨+互动交流”的方
式宣传党纪法规，解答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引导基层党
员干部明规矩、知敬畏、存戒惧。

至今，该局已经举办了“党纪流动课堂”28次，授课达
3728人次。同时，还在微信公众号上同步开通“党纪流动
课堂”专栏，全面提升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廉洁从政能力。


